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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系统是行业机构最核心的业务系统，近年来随着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市场客户和交易业

务量不断攀升，数字化转型战略逐步落实，对证券交易系统的业务支持速度、并发及吞吐量、处理时延、

安全性、稳定性、可扩展性、敏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期《交易技术前沿》以“交易技术”为主题，

收录来自行业十五篇优秀文章，探讨行业技术前沿。

本期热点栏目中，《低延时网卡虚拟化在证券极速交易系统的最佳实践》通过 Solarflare 在 Vmware

虚拟化，实现一块卡同时为多客户提供低延时服务，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基于OpenCL开发的深交所组播行情FPGA解码方案》研究了利用FPGA直接解码以太网帧的方法，

在 FPGA 内部进行 IP 分片包的过滤、重组以及应用层的 Binary 行情解码，给下游客户提供超低延时的

行情数据。

《基于大商所行情开放协议的解析器插件设计与实现》介绍了协议解析器的编写流程，使用的主

要函数，以及压缩算法的解码过程，可以应用于行情开放协议相关的学习分析，开发测试验证及运维

排障等场景。

《海通证券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的接入设计与实现》立足接入层，介绍了核心交易系统接入方案

以及在会话管理、数据缓存、流量控制、故障切换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微服务框架 gRPC 交易接入网关实践》针对微服务框架 gRPC，从交易接入网关的路由管控、负

载均衡、健康检查与集群容错、流量控制、访问控制、运维支持等方面比较了三种交易接入方案。

实践探索栏目探讨了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的前沿技术，包括融合区块链与联邦解决数据孤岛问题，

集群中的 GPU 共享技术，网络安全软件检测模型，以及零信任远程接入方案等主题。

数字化转型观察栏目介绍了近期行业机构的转型思考和阶段性成果，包括分布式大数据平台、

异构数仓数据联邦方案等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数据治理、业务创新与系统稳定的管理方法、

DevOps 体系中产品质量控制等方法论的总结。 

证券交易系统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技术体系架构和业务处理模式不断演进革新，有力支持了个

股期权、港股通、CDR、科创板等业务的推出。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行业应更加高瞻远瞩、与时俱进，

扎实推进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部署，助力资本市场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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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量化交易、策略交易技术的发展，高端机构投资者对技术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强，

对证券公司的交易系统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证券极速交易系统应运而生。海通证券的新一

代核心交易系统使用了极速交易技术，具备分布式、内存化、低延时等特征。本文立足接

入层，介绍了海通证券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的接入方案以及在会话管理、数据缓存、流量

控制、故障切换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海通证券新一代核心交易
系统的接入设计与实现
陈岱宗、薛天明、马小超、周尤珠、王东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邮箱 ：cdz11755@htsec.com

一、背景

随着证券交易技术的高速发展，量化交易、

策略交易占比日益提高，国内量化私募等高端机

构进入了黄金发展期。这些高端机构投资者对技

术的掌控能力较强，对证券公司交易系统也有更

高的要求，除了对交易品种的多样性需求外，对

系统的性能要求（如吞吐量、交易延时、成交率等）

也愈发严格。极速交易系统具有更优异的交易性

能、更高的成交率和更低的交易延时，能更好地

满足客户的高端需求。目前多家证券公司已经相

继投产了自研或外购的极速交易系统，海通证券

的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使用了极速交易的技术并

成功投产运行。

二、统一接入层设计

接入层是交易系统直接面向客户的模块，客

户对交易系统的使用体验直接来源于接入层，因

此安全、可靠、友好的接入层是交易系统稳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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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本章中，我们首先介

绍海通证券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接入的渠道与

架构，随后介绍接入方案和与之对应的“统一接

入层”，最后重点介绍“统一接入层”组成，即

HTAPI 与后台服务。

2.1 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接入方案

海通证券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的外围终端接

入示意图如图 2.1 所示，我们为多样的外围终端

定义了“统一接入层”，以提供统一的接入方案，

除了基础交易功能外，还加入了接入安全性和系

统健壮性等特性。

为保证使用方的正常接入，我们设计的接入

流程如图 2.2 所示，主要步骤如下 ：

步骤 1 HTAPI 鉴权与路由

HTAPI 应用程序开启后，会第一时间访问后

台鉴权服务，硬件信息和软件信息均要在许可范

围内才能认证成功。鉴权成功后 HTAPI 将被路

由至其所属的交易中心。

步骤 2 HTAPI 中继设备登陆与公共信息同步

鉴权认证成功后，HTAPI 应用会被路由至所

属的交易中心后台，HTAPI 与后台建立 TCP 连

接并发送中继设备登陆请求成功后，后台会将全

市场公共信息推送至 HTAPI 缓存，供上层应用

程序查询。

此时流控参数开始生效，系统主管方可根据

系统负载动态调整 HTAPI 交易流量，此部分详

情将在本文 3.3 节论述。

步骤 3 资金账号登陆与专有信息同步

资金账号登录成功之后，后台将推送该账号

当日交易数据（例如资金、持仓、委托等，以下

简称专有信息）至 HTAPI 缓存，此部分详情将

在本文 3.2 节论述。

步骤 4 HTAPI 应用程序调用业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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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接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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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HTAPI 初始化已完成，HTAPI 应用程

序可下达委托、撤单、查询等交易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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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HTAPI 交易流程示意图

2.2 统一接入层的组成

2.2.1 HTAPI

为保证证券交易系统的安全可靠，必须对

接入方式进行统一管控，海通证券新一代核心交

易系统唯一的交易接入方式只有 HTAPI。HTAPI

全 称 Hyper-Trading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共 定 义 了 类 CTP 接 口 81 个， 其 中

通用交易接口 69 个、个性化交易接口 12 个。

为了满足使用方的多样性需求，我们发布了

Windows、Linux 平 台 的 C++ 版 本 与 跨 平 台 的

JAVA 版本。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窃听”的技术

门槛越来越低，别有用心的个人可以很容易地抓

取到网络中的数据以获取交易信息。因此 HTAPI

的所有连接都做了加密处理 ：HTAPI 与授权服务

通信采用 TLS(Transport Layer Security，传输层安

全性协议 ) 加密 ；HTAPI 与交易接入服务采用个

性化加密。这样别有用心的人即使抓到数据后也

不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有效保证了所传输

信息的安全性。

2.2.2 后台接入服务

后台接入服务涵盖交易接入、设备鉴权、动

态路由等 3 个方面。

首先是最核心的交易接入服务。交易接入服

务主要功能包含 ：连接管理与客户的会话管理 ；

系统内外通信协议转换 ；部分复杂计算的查询服

务。

其次是关于网络安全的设备鉴权服务。从

投资者下单到订单申报至交易所撮合主机的数

据链路较长，订单在各系统间流转时会经多次

协议转换，各环节对应系统的管理与开发工作

往往也跨多个开发团队。为便于对差异化的接

入渠道进行统一管理，我们增加了设备鉴权，

任何 HTAPI 应用程序必须经过设备鉴权才能访

问交易后台。

最后是保证系统健壮性的动态路由服务。每

个 HTAPI 应用程序可配置多个交易接入点，以

减少单点故障的影响。这一动态路由服务在应对

突发事件时也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重难点问题

本章介绍统一接入层设计过程中的 4 个重难

点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3.1 可靠的会话机制

HTAPI 的会话基于状态机模式，结合通讯的

事件确保 HTAPI 服务的稳定可靠，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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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HTAPI 状态机示意图

如图 3.1 和表 3.1 所示，介绍了 HTAPI 的会

话层状态机，分别有 INIT、UP、DOWN 三个状

态，状态机通过五个关键事件来触发 HTAPI 在

三个状态之间自由切换。设计会话状态机的目的

是解决应用在会话层面遇到各种异常场景时可以

自动处理和修复异常，从而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例如通讯异常时 HTAPI 通过连接心跳事件能够

发现问题并切换至 DOWN 状态 ；会话参数异常

时 HTAPI 的状态停留在 INIT 状态直到重新完成

协商切入 UP 状态。

3.2 分布式内存数据库缓存

近年来量化交易、程序化交易不断发展，投

资者交易行为更为敏捷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操

作指令流，对交易系统的处理能力构成了严峻的

考验。根据生产环境统计经验，大部分操作指令

属于查询类，如果能够将这部分指令流挡在交易

后台外部，将能够大大地缓解后台的压力，因此

我们提出了分布式内存数据库缓存方案。

我们在 HTAPI 内部实现内存数据库缓存，

其分布式体现在两个方面 ：1. HTAPI 的上层应

用程序部署相对于交易后台更加分散，在 HTAPI

缓存相对于在后台缓存更加分散 ；2. HTAPI 内存

数据库仅缓存公有数据和该 HTAPI 实例中成功

登录的投资者的私有数据，需缓存的数据集合更

小。当投资者下达查询指令时，无需经过交易后

台即可从 HTAPI 本地查询所需内容。不仅提高

了投资者的查询响应速度，也缓解了后台的查询

压力，提升了交易后台的健壮性。

对于交易频繁的客户，会有较多的委托、成

交、交割流水等，当记录数达到一定量级的时候，

单次全量查询耗时也会相应变长，易引起超时、

队列堵塞等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分

布式缓存的基础上支持了分页查询。应用程序可

以通过指定起始值与最大返回记录数，达到随用

随取的目的。

3.3 流量控制

为了合理地分配各接入方的流量防止个别

外围终端过度占用后台资源而影响系统的正常服

务，更好地让绝大多数客户持续不断地获得稳定

的服务，我们为 HTAPI 增加了流量控制的功能。

流控参数在授权服务中进行集中配置，HTAPI 上

层应用程序在鉴权认证阶段即获取其 APIID 的流

控参数，更重要的是盘中修改流控参数也可在不

重启应用的情况下实时生效，为运维部门盘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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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

如图 3.2 是模拟客户下单的流量统计图，图

中左侧峰值是模拟客户在未设置流控上限时以

100 笔每秒的速率持续下单 10 秒的流量统计，右

侧峰值是设置流控上限为 50 笔每秒流时以 100

笔每秒的速率下单持续 10 秒的流量统计，图中

通过两个峰值对比可明显看出客户在配置流控之

后流量有明显下降。在系统运维过程中，针对于

交易流量异常的客户我们可采用流控手段进行有

效干预，为绝大多数客户预留合理的交易资源。

3.4 故障切换

3.4.1 授权服务故障

HTAPI 与授权服务之间的数据交互采用

HTTPS 协议，该协议对 DoS/DDoS 攻击的防护较

弱，针对该问题，我们给 HTAPI 设计了本地授

权文件，在授权服务不可达的情况下，使用本地

授权文件也可获得交易服务的配置，从而保证

HTAPI 上层应用可以持续不断地获得鉴权认证服

务。该授权文件经过加密，并设置了有效时间，

所以不必担心授权文件被破解或者被挪作他用带

来的安全隐患。

3.4.2 系统灾备切换

3.4.2 系统灾备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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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3 所示，海通证券新一代核心交易系

统采用了异地灾备方案，在深圳建设有异地灾备

中心实时复制上海主交易中心的数据。接入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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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单客户流控网络吞吐量对比图



交易技术前沿

以在后台系统服务异常时自动切换至深圳灾备

中心。

当灾备切换发生时，主中心交易对外服务

关闭，灾备中心交易接管并开启对外服务端口。

HTAPI 成功与灾备中心建立连接后，经会话协商

并完成数据同步后即恢复交易。

四、总结

本文首先介绍了证券极速交易以及海通证券

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快速发展的客观背景，随后

介绍了系统的统一接入层，最后介绍了设计开发

实践中的重难点问题。统一接入层由 HTAPI 与

后台接入服务构成的有机整体 ：HTAPI 提供了交

易与管理接口与分布式的数据缓存，后台提供了

交易接入服务、设备鉴权、动态路由服务。重难

点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增强了整套系统的健壮性 ：

可靠会话机制保证了 HTAPI 的服务可靠，分布

式内存数据库缓存降低了后台的查询负载，流量

控制提供了客户端异常时的干预手段，灾备切换

增强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以上是海通证券

在新一代核心交易系统建设过程中关于接入层设

计与开发的实践总结，希望能给业内同行提供一

点参考与借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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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商所行情开放协议的
解析器插件设计与实现
易李、庞彦广、王友军、郑开洋 / 大连商品交易所技术运维中心    邮箱 ：yili@dce.com.cn

一、概述

目前，开放协议已逐渐取代 API 成为国内外

交易所发布行情的主流方式，国外交易所的行情

发送一般基于金融信息交换标准的 FIX（Financial 

Information eXchange protocol）协议，国内证券交

易所主要采用 STEP（Securities Trading Exchange 

Protocol）协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第二代行情

发布平台已率先在期货行业推出了开放协议版本

的组播行情发布系统，目前大连商品交易所也正

在推出基于开放协议的组播行情发布系统。为了

帮助技术人员更快的学习和熟悉大商所行情开放

Wireshark 是目前世界上最受技术人员欢迎的、最常用的的网络协议分析软件。本

文基于大连商品交易所组播开放协议，设计并实现了协议解析插件。该插件可以为技术人

员提供便利，有效降低协议学习的时间成本，也可以用于开发、测试的验证工作及各类场

景下的运维排障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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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李、庞彦广、王友军、郑开洋 / 大连商品交易所技术运维中心    邮箱 ：yili@dce.com.cn

协议，本文根据 Wireshark 解析器插件的编写规

则，设计并实现了组播行情开放协议解析器插件。

Wireshark 是一款免费的协议分析软件，其前身

Ethereal 于 1998 年以 GPL 开源许可证的形式发

布，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的基于 Wireshark 开发

新的协议解析器。特别是从 0.99.4 以后的版本

Wireshark 开始支持脚本语言 Lua，基于 Lua 开发

的解析器插件虽然速度上不及内嵌解析器，但基

于 Lua 的插件无需编译，更加方便开发。本文的

解析器实现部分全部基于 Lua 语言编写。

二、大商所组播开放协议介绍

大连商品交易所组播行情开放协议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传输层基于 UDP 的

DMDP（DCE Market data Dissemination Protocol）

协议，组播行情网关使用该协议向客户提供定

时行情推送服务，推送主要内容包括各类行情、

交易状态、市场状态、盘后行情通知等。另一

部分是传输层基于 TCP 的 DMQP（DCE Market 

data Query Protocol）协议。组播查询网关使用

该协议向客户提供包括基本行情和深度行情在

内的历史行情查询服务，主要内容包括合约基

本信息，序号级别的行情消息通知，行情快照等。

相关内容可以参考大商所组播行情发送平台开

放协议规范说明。

本文以 DMDP 协议为基础开展相关议解析

的编写工作，DMDP 协议的协议结构如下图所

示，大致可以分为报文，消息，域和字段 4 个

层级。

（一）协议数据结构概述

DMDP 协议报文由报文头和报文体组成，共

有 6 种类型的报文，除心跳报文外全部包含报文

体。报文头包含 9 个字段共计 25 个字节，结构

如下图所示。报文体可能包括一个或者多个消息，

也可能是被拆分后的单个消息的一部分。

使用该协议向客户提供定时行情推送服务，推送主要内容包括各类行情、交易状

态、市场状态、盘后行情通知等。另一部分是传输层基于 TCP的 DMQP（DCE 

Market data Query Protocol）协议。组播查询网关使用该协议向客户提供包括基

本行情和深度行情在内的历史行情查询服务，主要内容包括合约基本信息，序号

级别的行情消息通知，行情快照等。相关内容可以参考大商所组播行情发送平台

开放协议规范说明[1]。	 	 	 	 	

本文以 DMDP协议为基础开展相关议解析的编写工作，DMDP协议的协议

结构如下图所示，大致可以分为报文，消息，域和字段 4个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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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由 1 个必填域和 5 个选填域组成，那么基本

最优行情通知至少包含 2 个域。DMDP 协议共计

有 19 种域类型，域体中是包含具体行情内容的

字段。以成交域为例，包含了最新成交价，最新

成交量，总成交量，总成交额，持仓量和当日成

交均价等 6 个字段。

得注意的是行情消息至少包含一个选填域。以基本最优行情通知这个消息类型为

例，由 1个必填域和 5个选填域组成，那么基本最优行情通知至少包含 2个域。

DMDP协议共计有 19种域类型，域体中是包含具体行情内容的字段。以成交域

为例，包含了最新成交价，最新成交量，总成交量，总成交额，持仓量和当日成

交均价等 6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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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包含了最新成交价，最新成交量，总成交量，总成交额，持仓量和当日成

交均价等 6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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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压缩算法 

为了降低带宽开销，提高数据发送效率，DMDP协议采用 ZigZag和 Varint

串行编码（合称 VInt编码）的方式对行情数据进行压缩，编码方式具体可以参

考 Google Protocol Buffer序列化协议中的 sint64编码[2]。整体思路为 ZigZag编码

首先将 64位有符号整型数据转换为无符号整型数据，Varint编码再根据数据实

际长度进行压缩。ZigzZag算法示例如下，“<<”为按位左移运算，“^”为按位异或

运算，“>>”为按位右移运算，右移为带符号右移操作。从结果上看，ZigZag算

法实际上是将原始的正数做乘 2处理，将原始的负数取绝对值乘 2再减 1，这也

就实现了从有符号整型数据向无符号的转换。 

EncodeZigZag(n) = (n << 1) ^ (n >> 63)  

Varint编码算法具体描述如下，将原始正整形数值从低位到高位按 7bit进行

分割，再将分割后的数据按照从高位到低位排序，每 7bit补充一个最高位为标志

位，标志位为 1代表编码后的数值没有结束，标志位为 0代表此 8bit是整个数值

的最后 8位。Varint编号的优势是，数字越小占用字节数越少，可实现对绝对值

不高的数值进行高效的数据压缩。下图对 ZigZag编码后的数值 300再进行 Varint

编码的示例。Varint编码和 ZigZag编码相结合，可以将 64位二进制编码的有符

号整型编码在最多 10字节中实现。 

Varint 编码算法具体描述如下，将原始正整

形数值从低位到高位按 7bit 进行分割，再将分割

后的数据按照从高位到低位排序，每 7bit 补充

一个最高位为标志位，标志位为 1 代表编码后的

数值没有结束，标志位为 0 代表此 8bit 是整个数

值的最后 8 位。Varint 编号的优势是，数字越小

占用字节数越少，可实现对绝对值不高的数值进

行高效的数据压缩。下图对 ZigZag 编码后的数

值 300 再进行 Varint 编码的示例。Varint 编码和

ZigZag 编码相结合，可以将 64 位二进制编码的

有符号整型编码在最多 10 字节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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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所组播行情开放协议关于压缩算法的使用范围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价

格类的行情，比如最新价或者成交价等，需要与编码基准价（一般为昨结算价）

做比较，其差值一定是最小变动价位的整数倍，行情系统只对这个整数值进行压

缩，以期使压缩算法达到更好的效果。第二类数量类的行情，比如成交量或者申

买量等，较难找到合适的基准进行比较，行情系统直接进行对原始的整形数据进

行压缩。其余浮点类行情数据，比如成交均价或者期权参数等，行情系统不进行

压缩。 
 

三、协议解析器设计与实践 

（一）设计思路 

DMDP 协议解析器设计思路如下图所示。第一步依次处理报文头各字段，

报文头的数据结构见前文介绍；第二步判断是否已处理至报文尾部，如果报文体

内容全部处理完毕则解析结束，如果报文体还有数据待处理则进行下一步；第三

步处理域头信息，提取域类型值；第四步根据域类型执行不同的域解析函数，域

解析函数会逐个调用对各个行情字段的解析函数，处理完毕后返回第二步。 
 

 

图 ：Varint 编码示例

大商所组播行情开放协议关于压缩算法的使

用范围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价格类的行情，比

如最新价或者成交价等，需要与编码基准价（一

般为昨结算价）做比较，其差值一定是最小变动

价位的整数倍，行情系统只对这个整数值进行压

缩，以期使压缩算法达到更好的效果。第二类数

量类的行情，比如成交量或者申买量等，较难找

到合适的基准进行比较，行情系统直接进行对原

始的整形数据进行压缩。其余浮点类行情数据，

比如成交均价或者期权参数等，行情系统不进行

压缩。

三、协议解析器设计与实践

（一）设计思路

DMDP 协议解析器设计思路如下图所示。第

一步依次处理报文头各字段，报文头的数据结构

见前文介绍；第二步判断是否已处理至报文尾部，

如果报文体内容全部处理完毕则解析结束，如果

报文体还有数据待处理则进行下一步 ；第三步处

理域头信息，提取域类型值 ；第四步根据域类型

执行不同的域解析函数，域解析函数会逐个调用

对各个行情字段的解析函数，处理完毕后返回第

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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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MDP协议解析器设计思路 
报文体解析过程并没有包括对各类通知消息的解析，这是因为消息本身是一

个概念上的定义，不同消息包含的域类型和数量都不相同，消息之间其实是没有

用于区分的标志位的，而是靠域的边界来区分。引入消息的概念更多的还是为了

行情数据编号，方便用户判断是否丢包以及按照编号进行历史行情查询。因此在

设计报文体解析函数时，可以考虑不体现消息的相关概念，报文体直接按照域进

行解析。 
 

（二）解析器编写流程 

编写协议解析器插件大致分为三部分工作，具体可以参考 Wireshark 的 Lua 

API接口文档[3]。第一步需要创建 Proto对象如下，这里定义为 DMDP_protocol，

其中第一个参数表示协议名称，第二个参数为协议描述，主要用于在数据包详细

信息中对协议进行说明。 

local DMDP_protocol = Proto("DMDP",  "DCE Market data Dissemination Protocol

") 

第二步根据 DMDP 协议中的字段数据类型，定义协议中用到的所有 50 个

fields字段。以本协议的第一个字段包长度 pkg_size为例进行说明，第一个参数

表示字段名称，用于在协议解析树中标识该字段，第二个参数表示协议的过滤器

规则，本例中可以用 DMDP.pkg_size在所有捕获包中搜索含有改字段的数据包，

第三个参数表示本字段的类型，最终协议树中的数据展示需要依赖此类型，

图 ：DMDP 协议解析器设计思路

报文体解析过程并没有包括对各类通知消息

的解析，这是因为消息本身是一个概念上的定义，

不同消息包含的域类型和数量都不相同，消息之

间其实是没有用于区分的标志位的，而是靠域的

边界来区分。引入消息的概念更多的还是为了行

情数据编号，方便用户判断是否丢包以及按照编

号进行历史行情查询。因此在设计报文体解析函

数时，可以考虑不体现消息的相关概念，报文体

直接按照域进行解析。

（二）解析器编写流程

编写协议解析器插件大致分为三部分工作，

具体可以参考 Wireshark 的 Lua API 接口文档。

第一步需要创建 Proto 对象如下，这里定义为

DMDP_protocol，其中第一个参数表示协议名称，

第二个参数为协议描述，主要用于在数据包详细

信息中对协议进行说明。

local DMDP_protocol = Proto("DMDP",  "DCE 

Market data Dissemination Protocol")

第二步根据 DMDP 协议中的字段数据类型，

定义协议中用到的所有 50 个 fields 字段。以本协

议的第一个字段包长度 pkg_size 为例进行说明，

第一个参数表示字段名称，用于在协议解析树中

标识该字段，第二个参数表示协议的过滤器规则，

本例中可以用 DMDP.pkg_size 在所有捕获包中搜

索含有改字段的数据包，第三个参数表示本字段

的类型，最终协议树中的数据展示需要依赖此类

型，Wireshark 提供了多达 34 种数据类型。

DMDP.fields.pkg_size=ProtoField.new("pkg_

size","DMDP.pkg_size",ftypes.UINT16)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构造解析函数并

逐个字段解析数据包，DMDP 解析函数定义如下

所示。其中 buffer 代表数据包缓存，是一个 Tvb

对象，包含了我们需要解析的数据内容，pinfo 代

表数据包列表中的协议列名称，parent 是协议树

的根，是一个 TreeItem 对象，用于协议树展示。

function DMDP_protocol.dissector(buffer, 

packet, parent)

在解析函数内部，首先对固定长度的 25 字

节报文头进行解析，这里仅对第一个 pkg_size 字

段进行举例说明如下，buffer(0, 2) 代表从数据

包头部开始向后提取 2 个字节的数据，这是因

为 pkg_size 是 int16 型数据，函数返回值是一个

TvbRange 对象，再执行 range:le_uint() 进行小端

续取值，最终将解析得到的数值通过 parent:add()

函数放入协议树中。

local range = buffer(0, 2)

local value = range:le_uint()

parent:add(DMDP_protocol.fields.pkg_size, 

range, value)

报文头字段全部解析完毕后，构建一个循环

的域解析函数示例如下。

while index < buffer:len() do

index = dissect.message()

end

域的解析函数同样分为域头和域体两个部

分，在执行域体内字段解析之前建议通过以下语

句提取所需要的域类型，以便执行对应域体解析

函数，具体字段的解析说明这不再赘述。

local message_type = buffer(index - 2, 2):le_

uint()

（三）压缩算法的解码过程

DMDP 协议中大量字段采用了 VInt 编码，



本期热点

因此解析器插件需要使用 Lua 语言实现 VInt 解

码。由于最新版 Wireshark 仅支持 Lua5.2 版本，

本文基于 Lua5.2 进行相关功能的实现。VInt 解码

大致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计算压缩后的 VInt 数

据的长度，作为后续解码函数的输入。由前文可

知 Varint 编码只有在尾端的最后一个字节标志位

为 0，其余标志位均为 1。因此，这里的设计思

路为循环按 1 字节取值，取值类型为 int 型，如

果当前值为负，说明标志位为 1，即数值没有结束，

如果当前值为正，则跳出循环，返回循环次数也

就是数据长度，具体代码不再赘述。

第二步根据 VInt 的数据长度进行 Varint 解

码，这里对一个 4 字节长度压缩数据的解码实例

进行说明，如下图所示。对压缩后的数值循环按

1 字节取值，每个字节都与 0X7F 进行逻辑与运算，

目的是提取 1-7 位数据，后续字节同样执行该操

作，从第二字节开始依次左移 7 位后与前序数据

进行组合，得到解码后的数据。

第三步根据 Varint 解码结果进行 ZigZag 解

码。这里需要加载 Lua 的位移操作模块 bit32。在

Lua 语言环境下的解码算法示例如下，其中“

得注意的是行情消息至少包含一个选填域。以基本最优行情通知这个消息类型为

例，由 1个必填域和 5个选填域组成，那么基本最优行情通知至少包含 2个域。

DMDP协议共计有 19种域类型，域体中是包含具体行情内容的字段。以成交域

为例，包含了最新成交价，最新成交量，总成交量，总成交额，持仓量和当日成

交均价等 6个字段。 

 
图 DMDP协议域格式 

 

（二）数据压缩算法 

为了降低带宽开销，提高数据发送效率，DMDP协议采用 ZigZag和 Varint

串行编码（合称 VInt编码）的方式对行情数据进行压缩，编码方式具体可以参

考 Google Protocol Buffer序列化协议中的 sint64编码[2]。整体思路为 ZigZag编码

首先将 64位有符号整型数据转换为无符号整型数据，Varint编码再根据数据实

际长度进行压缩。ZigzZag算法示例如下，“<<”为按位左移运算，“^”为按位异或

运算，“>>”为按位右移运算，右移为带符号右移操作。从结果上看，ZigZag算

法实际上是将原始的正数做乘 2处理，将原始的负数取绝对值乘 2再减 1，这也

就实现了从有符号整型数据向无符号的转换。 

EncodeZigZag(n) = (n << 1) ^ (n >> 63)  

Varint编码算法具体描述如下，将原始正整形数值从低位到高位按 7bit进行

分割，再将分割后的数据按照从高位到低位排序，每 7bit补充一个最高位为标志

位，标志位为 1代表编码后的数值没有结束，标志位为 0代表此 8bit是整个数值

的最后 8位。Varint编号的优势是，数字越小占用字节数越少，可实现对绝对值

不高的数值进行高效的数据压缩。下图对 ZigZag编码后的数值 300再进行 Varint

编码的示例。Varint编码和 ZigZag编码相结合，可以将 64位二进制编码的有符

号整型编码在最多 10字节中实现。 

”

代表亦或运算，“~”代表取反运算。

DecodeZigZag(n) = (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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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包含了最新成交价，最新成交量，总成交量，总成交额，持仓量和当日成

交均价等 6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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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压缩算法 

为了降低带宽开销，提高数据发送效率，DMDP协议采用 ZigZag和 Varint

串行编码（合称 VInt编码）的方式对行情数据进行压缩，编码方式具体可以参

考 Google Protocol Buffer序列化协议中的 sint64编码[2]。整体思路为 ZigZag编码

首先将 64位有符号整型数据转换为无符号整型数据，Varint编码再根据数据实

际长度进行压缩。ZigzZag算法示例如下，“<<”为按位左移运算，“^”为按位异或

运算，“>>”为按位右移运算，右移为带符号右移操作。从结果上看，ZigZag算

法实际上是将原始的正数做乘 2处理，将原始的负数取绝对值乘 2再减 1，这也

就实现了从有符号整型数据向无符号的转换。 

EncodeZigZag(n) = (n << 1) ^ (n >> 63)  

Varint编码算法具体描述如下，将原始正整形数值从低位到高位按 7bit进行

分割，再将分割后的数据按照从高位到低位排序，每 7bit补充一个最高位为标志

位，标志位为 1代表编码后的数值没有结束，标志位为 0代表此 8bit是整个数值

的最后 8位。Varint编号的优势是，数字越小占用字节数越少，可实现对绝对值

不高的数值进行高效的数据压缩。下图对 ZigZag编码后的数值 300再进行 Varint

编码的示例。Varint编码和 ZigZag编码相结合，可以将 64位二进制编码的有符

号整型编码在最多 10字节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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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Zag 解码结果为一个 int 型数据，但 Lua

语言位移操作的结果只能是正整数，因此这里需

要对解码前的数据进行奇偶检验，再分别进行处

理。对偶数可以直接执行解码算法，如果是奇数

则需要加 1 后执行解码算法，之后再进行取反操

作。

 

后一个字节标志位为 0，其余标志位均为 1。因此，这里的设计思路为循环按 1

字节取值，取值类型为 int 型，如果当前值为负，说明标志位为 1，即数值没有

结束，如果当前值为正，则跳出循环，返回循环次数也就是数据长度，具体代码

不再赘述。 

第二步根据 VInt 的数据长度进行 Varint 解码，这里对一个 4 字节长度压缩

数据的解码实例进行说明，如下图所示。对压缩后的数值循环按 1字节取值，每

个字节都与 0X7F进行逻辑与运算，目的是提取 1-7位数据，后续字节同样执行

该操作，从第二字节开始依次左移 7位后与前序数据进行组合，得到解码后的数

据。 
 

 

图 Varint解码示例 
 

第三步根据 Varint解码结果进行 ZigZag解码。这里需要加载 Lua的位移操

作模块 bit32。在 Lua语言环境下的解码算法示例如下，其中“^”代表亦或运算，

“~”代表取反运算。 

DecodeZigZag(n) = (n >> 1) ^ (~(n & 1) >> + 1) 

ZigZag解码结果为一个 int型数据，但 Lua语言位移操作的结果只能是正整

数，因此这里需要对解码前的数据进行奇偶检验，再分别进行处理。对偶数可以

直接执行解码算法，如果是奇数则需要加 1后执行解码算法，之后再进行取反操

作。 

 
图 ZigZag解码示例 图 ：ZigZag 解码示例

（四）解析结果

编写的解析插件需要在 Wireshark 主文件夹

内的 init.lua 进行引用，解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左侧为数据包列表区，所有属于 DMDP 协议的

数据均能正确显示协议名称。右侧为数据包详

细信息区，协议树按照报文头和域两个分支进

行逐层展示，在不展开协议树的情况下，报文

头默认显示当前数据包的类型，每个域默认显

示域类型。

四、结语

本文以大连商品交易所组播行情开放协议为

例，探讨为行情协议编写解析器插件的设计思路

和实现方式。本文首先介绍了大商所 DMDP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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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解码实例进行说明，如下图所示。对压缩后的数值循环按 1字节取值，每

个字节都与 0X7F进行逻辑与运算，目的是提取 1-7位数据，后续字节同样执行

该操作，从第二字节开始依次左移 7位后与前序数据进行组合，得到解码后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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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arint解码示例 
 

第三步根据 Varint解码结果进行 ZigZag解码。这里需要加载 Lua的位移操

作模块 bit32。在 Lua语言环境下的解码算法示例如下，其中“^”代表亦或运算，

“~”代表取反运算。 

DecodeZigZag(n) = (n >> 1) ^ (~(n & 1) >> + 1) 

ZigZag解码结果为一个 int型数据，但 Lua语言位移操作的结果只能是正整

数，因此这里需要对解码前的数据进行奇偶检验，再分别进行处理。对偶数可以

直接执行解码算法，如果是奇数则需要加 1后执行解码算法，之后再进行取反操

作。 

 
图 ZigZag解码示例 

图 ： Varint 解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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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析结果 

编写的解析插件需要在Wireshark主文件夹内的 init.lua进行引用，解析结果

如下图所示，左侧为数据包列表区，所有属于 DMDP 协议的数据均能正确显示

协议名称。右侧为数据包详细信息区，协议树按照报文头和域两个分支进行逐层

展示，在不展开协议树的情况下，报文头默认显示当前数据包的类型，每个域默

认显示域类型。 

 
图 解析结果示例 

四、结语 

本文以大连商品交易所组播行情开放协议为例，探讨为行情协议编写解析器

插件的设计思路和实现方式。本文首先介绍了大商所 DMDP 协议格式，数据包

结构和采用的压缩算法，然后重点介绍了协议解析器的编写流程，使用的主要函

数，以及压缩算法的解码过程。从实现结果上看，本文所述的解析器插件比较完

整的实现了 DMDP 协议所有内容的解析工作，可以应用于行情开放协议相关的

学习分析，开发测试验证及运维排障等场景，同时对行业内编写类似开放协议解

析器插件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1]. http://www.dce.com.cn/dalianshangpin/ywfw/ywzy/jsfwzy/jszl/jkgfjwd/6284851/

index.html DCE交易 7.0组播行情开放协议规范说明 v1.0.pdf	

[2]. https://developers.google.cn/protocol-buffers/docs/encoding?hl=zh-cn#varints	 	 	

[3]. https://www.wireshark.org/docs/wsdg_html_chunked/wsluarm_modules.html	 	

 

格式，数据包结构和采用的压缩算法，然后重点

介绍了协议解析器的编写流程，使用的主要函数，

以及压缩算法的解码过程。从实现结果上看，本

文所述的解析器插件比较完整的实现了 DMDP 协

议所有内容的解析工作，可以应用于行情开放协

议相关的学习分析，开发测试验证及运维排障等

场景，同时对行业内编写类似开放协议解析器插

件提供了思路。

图 ：解析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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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框架gRPC交易接入
网关实践
胡长春、杨子江、樊建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邮箱 ：huchangchun@orientsec.com.cn

一、概述

传统证券交易系统由统一交易接入网关提

供对外统一的协议，并通过业务单元适配交易

接入网关和其他系统的协议，保证对外协议的

一致性。

随着微服务框架 gRPC Nebula 作为公司架构

委决策制定的统一的系统间调用标准，截止 2021

年 8 月 15 日已有 137 个项目，365 个服务，2530

个方法，413 个实例使用 gRPC Nebula。在 gRPC 

Nebula 在广泛使用的情况下，为支持东方证券实

际存在多套快速交易系统，需要建设 gRPC 交易

接入网关为机构终端提供统一交易接入服务，屏

蔽不同交易系统的差异性。

随着东方证券机构交易服务的深入发展，需要支持各类机构交易系统的快速接入，

但对接不同的机构交易系统对于渠道类交易终端业务调整影响较大，故此需要建设以屏蔽

核心交易系统差异性的统一交易接入网关。本文将重点介绍东方证券机构交易系统中建设

gRPC 交易接入网关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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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接入网关功能

交易接入网关核心需求为提供成熟的、符合

竞价交易速度、稳定性、连续性要求的统一交易

接入入口，承载东方证券统一交易协议，实现路

由控制、负载均衡、安全控制、流量控制、访问

控制、运维支持等功能。

（一）路由控制

在生产环境上，交易系统都是多模块部署，

!"#$% &'() *+,-./012
!"#$%&'()*+,-./012034520146789:4;<:2=27>=24?

@AB$%&'()*+,-./C345D9E93456789:4;<:2=27>=24?

FG$%&'()*+,-./fanjian6789:4;<:2=27>=24?

HIJKL%&'(MNOPQRSTUVW/XIYZ[\MNOP]^

S_`aU/bcadeSMNOP]^cfgh\OPijkRlmnop

q/rsXIGtuvwxyOP]^z{|S^}OPaU~�ÄÅÇÉÑ

ÖÜá%&'(MNOP]^àGt 5âäã OPaU~�SåçéèÄ?

�êëJOPaU~�í5âäãìî:ï1ñ3íóQRòNíMNOP?

}í ôö?

õ^'(OP]^ú^}OPaU~�ùûcü^}S†°/¢£§kR

•¶ß®OPaU~�©™´]^S†°/¨'cü†°S}≠|Ä?

?

Æ Ø=õ^OP]^òN?

KLóQR∞ò 5âäã?î:ï1ñ3 ±≤-.òN≥¥µ∂∑S^}S]^∏l

π∫ª/ºΩ æøæØ ¿ ¡ ¬ Ø√ ƒ≈+ Ø∆« »… /∆À√ »QR/æ√∆ø »&Ã/

ÕØ∆ »åŒœπ 5âäã?î:ï1ñ3Ä– 5âäã?î:ï1ñ3 –—“œπS”‘’/≤YZ%

&'(å÷◊–ÿŸ_`OP]^/XIGt 5âäã OPaU~�≤MNijù

û^}OPaUQR/vwdeOP]^Sz{|Ä?

图 1 ：传统交易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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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机构交易系统架构

图 3 ：证券交易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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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功能不同的客户，可能由不同系统支持。服

务路由决定了客户端如何从服务地址列表中选择

后端服务进行调用。根据常见的路由控制包括业

务功能路由、终端渠道路由、客户路由。

（二）负载均衡

在交易系统的某模块，同时多个节点提供服

务，具备负载均衡能力，提高系统可用性时。从

多节点中选择具体一个节点转发请求的策略，交

易接入网关根据负载均衡算法将请求路由至不同

的后端服务节点，支持后端服务节点横向扩展。

常见的负载均衡算法包括随机、轮询、有权重轮

询、IP Hash 一致性、Hash 一致性、主备策略、

最少连接优先、最小时间优先等策略。

（三）容错机制

当交易系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时，如连接

被拒绝、请求超时、后台交易服务异常等，交

易接入网关需要进行容错处理。常见的容错处

理包括快速失败、重试、转移等。快速失败是

指如果后端服务异常，交易接入网关不用重试

直接报错。这种策略适合一些非核心的服务，

可以为重要的核心服务节约宝贵的资源。失效

转移是指当后端服务异常时，重新进行路由选

择，查找下一个可用的后端服务来发起新的调

用请求。当调用一个节点连续多次失败或在一

段时间内失败率超过限制时，认为这个节点当

前已不适合再对外提供服务，交易接入网关会

将其从服务地址列表中剔除，保证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调用到这个异常节点。另外，为避免请

求路由至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的节点，交易接入

网关可通过对后端交易系统服务进行健康检测，

识别可能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的节点。健康检测

通常包括主动探测和被动探测。主动探测为主

动发起请求，判断后端服务的状态。被动探测

为根据已发送请求的响应状态判断后端服务的

状态。

（四）访问控制

交易接入网关通常不允许未经过任何校验的

接入方连接并发送请求。常见的访问控制包括终

端认证、委托方式控制、客户密码验证等。终端

认证包括通过 IP 地址认证、TOKEN 验证等。委

托方式包括网上委托、APP 委托、PB 委托、电

话委托等。针对量化系统对接由于缺少客户登录

验证交易密码环节，因此在访问控制中需要校验

客户交易密码，避免没有经过密码验证的操作。

（五）流量控制

历史上券商核心系统事故都是由流量冲击引

起的，当网络流量瞬间爆发性增长时，对服务器

CPU 和 IO 资源的抢占会造成系统出现瓶颈，服

务错误率迅速上升，此时上游或用户的重试行为

又进一步加大了网络流量，最终使得服务彻底崩

溃且长时间难以恢复，这即是雪崩效应。为了防

止雪崩，需要对服务调用过程进行控制，通过一

些策略削减流量，保证后台服务接收的请求在可

承受的范围内。常见的流量控制需求包括 ：每一

个站点最大的连接数控制，限制每秒通过的请求

数，针对账户或 IP 的请求频率限制，针对客户

和具体业务纬度的请求频率限制。

（六）运维支持

提供可维护性，易操作性，方便定位或分析

问题。并提供数据统计分析能力，为进一步优化

系统提供依据，如提供某功能被不同终端和客户

使用的次数和频率等。

三、gRPC 交易接入网关实践

gRPC 交易接入网关对外提供 gRPC 访问入

口，具体业务协议由后端服务定义并提供，网关

主要负责请求的路由和转发，不涉及具体业务功

能。gRPC 协议基于 PROTOBUF 协议编解码，以

二进制数据格式能够减少网络传输，并且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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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支持数据压缩减少网络传输。gRPC 协议通

过流式请求支持推送功能，具备灵活的容错处理

能力，支持数据遗漏补推等场景。针对大批量查

询，通过流式请求方式可提供高性能、高可靠、

对后台低压力和对前端友好的解决方案。

（一）基于定制化 gRPC Nebula 框架的交易

接入

gRPC-Nebula 服务治理框架基于开源 gRPC

框架定制开发，采用 ZooKeeper 作为注册中心，

并采用 APM 探针程序完成服务调用指标数据采

集。提供的服务注册、发现，负载均衡，服务分组，

智能路由、降级熔断、上下线功能，同时支持服

务的灰度发布和快速迭代需求。

1、 路由控制与负载均衡

gRPC-Nebula 服务治理框架的服务路由以下

机制构成 ：（1）负载均衡机制提供了四种负载均

衡算法可供选择 ：随机策略、轮询策略、权重配

置优先策略、一致性哈希策略。（2）动态分组机

制每个微服务实例都有一个分组属性存放在注册

中心。通过分组一个微服务的集群可以被划分为

多个集合，客户端可以按优先级调用某几个特定

分组的服务，动态分组机制可以灵活实现同机房

调用和业务隔离等场景。

2、 容错机制

gRPC Nebula 通过后端服务节点是否注册在

注册中心，以及服务调用是否出错判断后端服务

节点健康状态。当后端服务无法正常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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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gRPC Nebula 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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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时，如连接被拒绝、请求超时、后台

服务异常等，重新进行路由选择和调用，gRPC-

Nebula 服务治理框架支持快速失败（Failfast）和

失效转移（Failover）两种策略。 

3、 访问控制

gRPC-Nebula 服务治理框架通过设置黑白名

单和服务访问状态。黑白名单机制通过设置后端

服务实例的黑名单、白名单，可以动态实现请求

流程的转移以及后端服务实例的访问控制。如果

将某 IP 加入一个服务的黑名单，部署在这个 IP

上的客户端无法从注册中心获取到这个服务的地

址列表。如果将某服务标记为不可访问，则客户

端无法从注册中心获取到这个服务的地址列表。

4、 流量控制

gRPC-Nebula 服务治理框架通过设置请求数

和连接数限制，动态实现对各服务接口的流控管

理。请求数限制即当单位时间内请求数过多时，

丢弃多余的请求 ；连接数限制即控制每个 IP 连

接到后端服务实例的连接数，当连接数达到阈值

时，后端服务会拒绝建立新连接的请求。

5、 运维支持

基于 gRPC Nebula 服务治理框架，结合服务

治理管理平台。可以通过服务注册中心对服务强

弱依赖进行分析，结合运行时服务调用链关系分

析，梳理不合理的依赖和调用路径，优化服务化

架构，防止代码腐化。并提供服务调用链日志、

服务性能 KPI 数据、服务接口日志、运行日志等，

实时汇总和分析功能。

（二）基于 Nginx 的 gRPC 交易接入网关

Nginx 从 1.13.10 版 本 开 始 提 供 ngx_http_

gRPC_module 模块实现对 gRPC 协议的支持。基

于 Nginx 提 供 gRPC API 网 关 的 开 源 产 品 包 括

OpenResty, Kong, APISIX 等。

1、 路由控制

路由控制主要包括功能路由、客户路由、参

数路由。由于 gRPC 请求的 URI 由 gRPC proto 文

件定义的 package、service、interface 组成，功能路

由可以根据 URI 路由至不同的服务器实现。（表 1）

参数路由可以根据 gRPC 请求的 Metadata 即

HTTP2 Header 中添加键值对实现。如参数路由

在 gRPC 请 求 的 Metadata 中 添 加 business_type，

根据在 Nginx 中使用 $header_business_type 获取

参数值进行判断，路由至对应服务器。如不同机

构交易系统的新股新债申购业务和竞价委托业务

会由不同交易系统支持，查询不同业务的最大可

委托数，需要根据业务类型判断。（表 2）

客户路由可以根据 gRPC 请求的 Metadata 中

添加客户号 customer_no，根据在 Nginx 中使用定

义 customer_no 对应的分组，不同分组对应不同

的服务器，实现客户路由。（表 3）

基于 gRPC Metadata 信息获取客户号，基于

配置的分组信息路由至响应的服务器（表 4）

2、 负载均衡

Nginx 通 过 ngx_http_upstream_module 提 供

后端服务的负载均衡功能，可供选择的负载均

衡算法包括随机、轮询、有权重轮询、IP 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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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 URI 实现功能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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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主备策略、最少连接优先、最小时间优先

等策略。

基于 gRPC Metadata 信息包含客户号的情况

下，可基于 Hash 一致性算法，实现同一客户请

求路由至相同后端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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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 gRPC Metadata 参数实现路由

表 3 ：基于客户号配置分组信息

表 4 ：基于分组实现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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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动探测和被动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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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

指定重试启用场景，gRPC_next_upstream_tries 限

定最大重试其他可用节点次数。（表 6）

4、 访问控制

交易接入网关的认证功能主要包括接入方认

证以及客户认证。接入方认证可通过 IP 地址访

问权限控制或通过接入方 API KEY 认证。通过

类似 API KEY 认证的方式，可以实现对委托方式、

客户号的验证。（表 7）

客户认证可通过 auth_request 指定实现，由

外部系统验证支持。（表 8）

5、 流量控制

Nginx 支持根据不同的变量限制请求速率，

变量可在请求头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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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维支持

Nginx 开源版本不提供可视化界面进行运维

管理，基于 Nginx 的 API 网关如 KONG、APISIX

可提供。Nginx 可通过日志监控、日志分析集成

到运维监控系统中。

（三） Java 定制开发的 gRPC 交易接入网关

基 于 Java 定 制 开 发 的 gRPC 交 易 接 入 网

关提供请求动态智能路由功能。核心组件包括

ZooKeeper 集群服务目录发现、GatewayServer 上

游接入服务器、ChannelManager 上下游链接通道

管理、DownStreamFinder 路由策略定制，负载均

衡算法。路由策略可以根据请求上下文动态选择

服务节点，诸如登录用户所属营业部，客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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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重试机制

?

>34?â0;;4u349}:C?â349u2ñ9:4;u43>:?349u2ñ9:4;u43>:?É?????

v:T31ñ;?ëëÑ?

ë«™√DR�>â†z>8°•¯>ß3ííU29;ë?ë2ñ9:4;u74:ëÑ?

ëèD¢¢ÀCØ®>è¯ïïr¶Tâã£C°<∆√ë?ë2ñ9:4;u;£7ëÑ?

ë>†2ES¡¯UÀ¬íC∆™¢¯íS∆û4ïí•ë?ë2ñ9:4;u<9rëÑ?

Ö?

?

ñ723;974?$349$£38:071<:$?É?????

31;0u8:�1:<;?$uU3ñ9v3;:u349}:CÑ?

§?

Ö?

?

•?©äR?}:C?U3ñ9v3;974?????

ñ723;974?ê?$uU3ñ9v3;:u349}:C?É?????????

94;:843ñÑ?

9T?Äâ0;;4u349}:C?ê?ëëÇ?É?

8:;184?ÕøØÑ?•?¬431;0789D:v??

Ö?????????

9T?Äâ349u2ñ9:4;u43>:?349u2ñ9:4;u43>:?ê?ëëÇ?É?????????????

8:;184?Õø∆Ñ?•?¯78ï9vv:4?

Ö?

8:;184?æøÕÑ??

Ö 

4 «=©äR?ß®ûÉ'?

*+É',£§ 31;0u8:�1:<;k∑åÎ/úü(]^è'YZÄ?

ñ723;974?$0:ññ7?É?

:8878u435:?ÕøØ?ê?6:8878ÕøØÑ? •?y4:29T92?ñ7594?435:?;7?1<:?

31;0u8:�1:<;?$31;0Ñ?? ••0:?<1ïì8:�1:<;?;7?1<:?

31;0u8:�1:<;u<:;?â1<:843>:?â14<;8:3>uru1<:843>:Ñ?•73}:?;0:?<1ï?

8:�1:<;?v3;3?3U39ñ3ïñ:?

31;0u8:�1:<;u<:;?â<9v?â14<;8:3>uru<:<<974Ñ•?<:4v?£03;?9<?4::v:v?

Ö?

?

ñ723;974?ê?$31;0?É?

487rCu43<<?0;;4ú$$31;0ì<:8U:8=<3>4ñ:=27>ú¡ø¡ø$31;0Ñ? •?

31;0:4;923;974?<:8U:8?

487rCu<:;u0:3v:8?zì¶89594ì¬âR?â8:�1:<;u189Ñ?

487rCu<:;u0:3v:8?zì¯78£38v:vìS7<;?â07<;Ñ?

Ö 

4 ¡=ü(É'?

√í ÛÙÌ∂?

î594r YZ:;deS¶Ù,∂H›`Ç/¶Ù,–H›ßàtFÄ?

表 7 ：API KEY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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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个性化定制，走不同的服务节点。

Java 定制开发的 gRPC 交易接入网关主要通

过注册代理处理器实现 ServerCallHandler 接口，

重写 startCall 方法负责 gRPC 内部的服务调用逻

辑，实现请求的转发。

1、 路由控制与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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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Java 定制开发 gRPC 交易接入网关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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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启动时从注册中心注册节点下获取所有

子节点，即所有服务实例注册信息。并整理信息

如下键值对 ；以服务名、分组、服务版本为键，

对应的服务节点列表为值。

网关监听注册中心注册节点下所有节点变

化，当节点信息发生变化时，以服务名、分组、

服务版本为键，对应的服务节点列表为值，比

较键值对信息的变化。对于新增的键值对，新

增 Channel，对于变更的键值对，新建 Channel

并注销原 Channel，对于删除的键值对，注销原

Channel。

网关从 gRPC 请求中获取服务名 ；并从请求

metadata 信息中获取服务版本和资金账号。根据

资金账号查询基础数据服务获取该资金账号对应

的唯一分组。根据服务名、分组、服务版本获

取 channel。从 Channel 选择后端具体服务节点支

持 pick_first 策略、轮询策略，并支持基于 gRPC 

Metadata 支持路由一致性。

2、 容错机制

网关通过后端服务节点是否注册在注册中

心，以及服务调用是否出错判断后端服务节点健

康状态。当后端服务无法正常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时，如连接被拒绝、请求超时、后台服务异常等，

通过快速失败（Failfast）策略返回异常。可根据

需求实现其他集群容错策略。

3、 流量控制

可根据需求重写gRPC内部的服务调用逻辑，

实现流量控制，对于超过限制的请求，不进行转

发，直接返回错误。具体流量控制逻辑可参考

Nginx 的功能或 Guava 的 RateLimiter 提供了令牌

桶算法实现 ：平滑突发限流 (SmoothBursty) 和平

滑预热限流 (SmoothWarmingUp) 实现。

4、 访问控制

可根据需求重写gRPC内部的服务调用逻辑，

实现访问控制。类似 Nginx 的功能或其他个性化

访问控制。

5、 运维支持

可根据需求定制开发运维监控需求。监控组

件主要包括系统监控以及业务监控两大部分，前

者包含监控相应的服务器、组件进程运行状态、

压力性能的监控 ；业务监控主要包括客户维度、

市场、品种等维度的统计监控。通过运维组件，

可以实现交易接入网关后端服务系统整个系统的

运维与应急操作，主要包括系统启动、停止、状

态检查、恢复、扩容、缩容、数据修改等功能。

（四）网关比较分析

1、 功能比较

基于定制化 gRPC Nebula 框架提供的交易接

入通过在客户端框架中实现交易接入管理功能，

具备以下优点 ：

1) 减少交易接入网关节点，避免存在中心

节点故障和性能瓶颈问题

2) 通过订阅注册中心具备自动服务发现能

力，减少后端服务节点手动维护

3) 基于服务治理平台提供客户端统计信息。

基于 Nginx 的 gRPC 交易接入网关相对于基

于定制化 gRPC Nebula 框架提供的交易接入管理

功能，具备以下优点 ：

1) 相比 Nebula 优点

2) 统一客户端访问入口，简化客户端连接

管理

3) 提供更成熟的负载均衡、集群容错、重

试机制、流量控制、访问保护、黑白名单、服务

分组、参数路由功能

4) 增加客户路由、客户认证、访问控制等

功能

5) 简化客户端逻辑，减少客户端依赖，提

高系统稳定性

基于 Java 定制开发网关相比基于 Nginx 的

gRPC 交易接入网关，具备以下优点 ：

1) 持与后端服务的注册中心集成，支持动

态的增删 upstream 节点

2) 可以定制开发交易接入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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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统一的运维监控需求简化运维监控

2、 性能比较

测试场景 1: 为客户端编码请求发送请求

给 gRPC 服 务 端 , gRPC 服 务 端 解 码、 并 立 即

返回一条消息、并编码后发送给客户端，所

以整个测试包含客户端的编解码和服务器端

的 编 解 码 过 程。 消 息 的 内 容 大 约 为 1kB， 总

请 求 数 100 万。 测 试 的 并 发 连 接 数 分 别 为

2,5,10,20,30,40,50,80,100,200， 模 拟 了 实 际 生 产

中多个的业务客户端并发访问 gRPC 服务，gRPC

服务所能提供的能力。时间单位为毫秒。

测 试 场 景 2 为 gRPC Server Stream 服 务 端

流式调用，适用于推送场景。测试的并发连接

数分别为 1,2,4,8,10,20,40，每个连接发送一个

ServerStream 的订阅请求，每个请求读取 10 万条

消息 , 消息大小为 1kB，记录每个连接读取每条

消息的平均耗时与并发连接数的变化关系。

基于 Nginx 的 gRPC 交易接入网关提供的服

务调用和推送能力与基于 gRPC Nebula 框架提供

交易接入的直接调用差异不大。通过 Java 定制开

发的 gRPC 交易接入网关在推送消息场景和直接

调用场景有较大的性能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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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关调用性能比较

图 7 ：网关推送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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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本文针对微服务框架 gRPC 在东方证券证

券交易领域实践情况，从交易接入网关的路由

管控、负载均衡、健康检查与集群容错、流量

控制、访问控制、运维支持等方面介绍和比较

基于定制化 gRPC Nebula 框架提供交易接入、

基于 Nginx 的 gRPC 交易接入网关、和 Java 定

制开发的 gRPC 交易接入网关三种交易接入方

案。在东方证券面向机构的交易终端场景，为

遵循交易终端最小关联关系原则，提高交易终

端的稳定性，达成安全稳定和需求灵活调整的

平衡点，并考虑周末测试支持、交易和查询时

延问题，最终采用基于 Nginx 的 gRPC 交易接

入网关，支持 2 套不同快速交易系统机构客户

的竞价交易、新股申购、配股配债、国债逆回购、

转账、交易查询等功能，平均接口日调用量约

35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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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辉、邹经纬、周正鑫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邮箱 ：zoujingwei@gtjas.com
钟浪辉 / 上交所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黄琦、余洋洋、朱兆俊 / 英特尔移动通信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张攀峰 / 骏龙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OpenCL开发的深交所
组播行情FPGA解码方案

一、背景现状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组播行

情数据分发协议（Market Data Distribute Protocol，

以下简称 MDDP）是一套适用于证券市场行情数

据分发的传输控制协议。当前证券市场的参与人

大多使用的基于 TCP 的深交所 MDGW（Market 

Data Gateway）网关，见图 1。该网关只允许下游

业务系统建立一个 TCP 连接，进行行情的接收和

分发。

MDDP 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更加高效和便捷

的方式为市场参与人的多套业务系统提供实时行

情分发服务。但是，在提供便捷的同时，由于

MDDP 其本身的特性，对行情解码传输系统提出

了不少的挑战 ：MDDP 采用组播 UDP 方式发送

行情数据 ；会发送 9KB 以上的 UDP 报文 ；超过

一般网卡 MTU，会产生 IP 分片包 ；组播报文不

保序等等问题。

深交所推出的 MDDP（Market Data Distribute Protocol，组播行情数据分发协议），

以高效和便捷的方式为市场参与人的多套业务系统提供实时行情分发服务。该协议基于

组播协议分发行情数据，会发送大于 9KB 的 UDP 包，产生 IP 分片包，当前的软硬件解

决方案无法很好的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 OpenCL 开发的深交所组播行情

FPGA 解码方案。该方案通过 FPGA 内部镜像流量技术，在 FPGA 内部进行 IP 分片包

的过滤、重组以及应用层的 Binary 行情解码，给下游客户提供超低延时的行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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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业内的软硬件行情解码方案，都无法

很好的在进行 MDDP 行情解码的同时提供超低

的端到端延时。其中一个要解决的就是问题就是

MDDP 本身会发送大于 9KB 的 UDP 包。9KB 这

一数值超过了一般网络设备的 MTU（1500），意

味着下游软硬件系统都需要支持 IP 分片，并能

处理 9KB 的 UDP 包。使用万兆网络设备（10GE

低延时网卡或者 FPGA），接收一个 9KB 的 UDP，

耗时大约 7us。如果接收到完整的 UDP 报文后再

解码，则至少在 7us 之后才开始解码并发送数据。

因此，为了获得超低的端到端行情解码延时，不

能等收完整个报文之后才开始解码。另一个要解

决的就是组播 UDP 乱序问题。在使用多队列网

卡接收 UDP 组播数据时，特别是混合 IP 分片包

时，极易出现 UDP 乱序，这样接收端就需要缓

存并重排序数据，这也会带来较大的耗时，增加

端到端延时。

常用软件解码方案，大多采用 Solarflare 低

延时网卡加高主频的 CPU 进行加速，但是该方

案下接收到的 MDDP 组播数据乱序较严重。这是

因为 Onload 本身只加速非 IP 分片包，IP 分片包

会走内核协议栈，当 IP 分片和非分片包混合较

多时，收到的组播数据乱序较多。而行情数据一

般要求保序送到客户侧，因此，这种软件方案不

适合进行 MDDP 的行情解码。

常用的硬件行情解码方案，一般是采用 TOE

（TCP Offloading Engine）在 FPGA 内部进行网络

数据的处理，然后结合硬件解码逻辑，进行行

情解码。大部分 TOE IP 并不支持分片包，而且

即便支持 IP 分片包，消耗的资源也是非常多的，

接收完整 9K 的 IP 包，耗时也非常大，增加端到

端的解码延时。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镜像数据流的

FPGA TOE 硬件架构，采用 OpenCL 进行开发，

利用 TOE 模块解决接收和发送组播的通信问题，

然后镜像 TOE 的数据流，将以太网帧旁路一份

流量给业务处理模块。通过这种方式，解决 IP

分片包带来的延时问题，最后，FPGA 内部是串

行解码，保证数据流的顺序，为接入系统提供超

低延时的端到端行情数据。

	

基于 OpenCL 开发的深交所组播行情 FPGA

解码方案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辉、邹经纬、周正鑫	

上交所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钟浪辉	
英特尔移动通信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黄琦、余洋洋、朱兆俊	

骏龙科技有限公司	 张攀峰	

摘要	
深交所推出的 MDDP（Market Data Distribute Protocol，组播行情数据分

发协议），以高效和便捷的方式为市场参与人的多套业务系统提供实时行情分发

服务。该协议基于组播协议分发行情数据，会发送大于 9KB 的 UDP 包，产生 IP

分片包，当前的软硬件解决方案无法很好的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

OpenCL 开发的深交所组播行情 FPGA 解码方案。该方案通过 FPGA 内部镜像流量

技术，在 FPGA 内部进行 IP 分片包的过滤、重组以及应用层的 Binary 行情解码，

给下游客户提供超低延时的行情数据。 

一、背景现状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组播行情数据分发协议（Market Data 

Distribute Protocol，以下简称 MDDP）是一套适用于证券市场行情数据分发的

传输控制协议。当前证券市场的参与人大多使用的基于 TCP 的深交所 MDGW

（Market Data Gateway）网关，见图 1。该网关只允许下游业务系统建立一个

TCP 连接，进行行情的接收和分发。 

行情解码

深交所 业务系统
MDGW

TCP 分发

	

图 1.	TCP 行情网关链路	
MDDP 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方式为市场参与人的多套业务系

统提供实时行情分发服务。但是，在提供便捷的同时，由于 MDDP其本身的特性，

对行情解码传输系统提出了不少的挑战：MDDP采用组播 UDP 方式发送行情数据；

会发送 9KB 以上的 UDP 报文；超过一般网卡 MTU，会产生 IP 分片包；组播报文

不保序等等问题。 

图 1 ：TCP 行情网关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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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组播行情网关链路	

当前业内的软硬件行情解码方案，都无法很好的在进行 MDDP 行情解码的同

时提供超低的端到端延时。其中一个要解决的就是问题就是 MDDP 本身会发送大

于 9KB 的 UDP 包。9KB 这一数值超过了一般网络设备的 MTU（1500），意味着下游

软硬件系统都需要支持 IP分片，并能处理 9KB的UDP包。使用万兆网络设备（10GE

低延时网卡或者 FPGA），接收一个 9KB 的 UDP，耗时大约 7us。如果接收到完整

的 UDP报文后再解码，则至少在 7us之后才开始解码并发送数据。因此，为了获

得超低的端到端行情解码延时，不能等收完整个报文之后才开始解码。另一个要

解决的就是组播 UDP乱序问题。在使用多队列网卡接收 UDP 组播数据时，特别是

混合 IP 分片包时，极易出现 UDP乱序，这样接收端就需要缓存并重排序数据，

这也会带来较大的耗时，增加端到端延时。 

常用软件解码方案，大多采用 Solarflare 低延时网卡加高主频的 CPU 进行

加速，但是该方案下接收到的 MDDP 组播数据乱序较严重。这是因为 Onload 本身

只加速非 IP 分片包，IP 分片包会走内核协议栈，当 IP 分片和非分片包混合较

多时，收到的组播数据乱序较多。而行情数据一般要求保序送到客户侧，因此，

这种软件方案不适合进行 MDDP 的行情解码。 

常用的硬件行情解码方案，一般是采用 TOE（TCP Offloading Engine）在

FPGA 内部进行网络数据的处理，然后结合硬件解码逻辑，进行行情解码。大部

分 TOE IP并不支持分片包，而且即便支持 IP 分片包，消耗的资源也是非常多的，

接收完整 9K 的 IP 包，耗时也非常大，增加端到端的解码延时。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镜像数据流的 FPGA TOE硬件架构，采用 OpenCL

进行开发，利用 TOE 模块解决接收和发送组播的通信问题，然后镜像 TOE的数据

流，将以太网帧旁路一份流量给业务处理模块。通过这种方式，解决 IP 分片包

带来的延时问题，最后，FPGA 内部是串行解码，保证数据流的顺序，为接入系

统提供超低延时的端到端行情数据。 

二、系统设计	

2.1	 硬件架构设计	
	 MDDP 行情网关会发送超过 9KB 的报文，最大会到 11KB	 UDP（IP）。现有的

图 2 ：组播行情网关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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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设计

2.1 硬件架构设计

MDDP 行情网关会发送超过 9KB 的报文，

最大会到 11KB UDP（IP）。现有的 FPGA TOE 模

块无法支持这么大的 IP 报文。即便支持 IP 分片

和接收处理这么大的 UDP（IP）报文，若完整接

收下来再解码，也会带来几个微秒的延时。因此，

为了获得超低的端到端行情延时，需要在 FPGA

内部边收边解，即收到一个 IP 包就立刻解码，

然后将解码后的数据发送出去。

我们选择基于 PAC D5005 板卡和 Intel x86 

CPU 的异构加速平台。该平台能够提供 FPGA 加

速的卓越性能和多功能性，而且支持面向英特

尔至强处理器的加速堆栈。该加速堆栈为应用

和加速器函数开发人员提供一个通用开发接口，

并且包括驱动程序、应用编程接口（API）和一

个 FPGA 接口管理器。该平台支持面向 OpenCL

应用开发人员的英特尔 Quartus Prime 软件和英

特尔 FPGA SDK，同时还能集成 TOE，提供网

络通信功能。利用 Stratix 10 的海量逻辑资源和

TOE 通信功能，我们可以在一个板卡内集成更多

的网络加速库和计算库，对 FinTech（Financial 

Technology）进行加速。同时，利用 OpenCL，可

以进行更快速的 FPGA 开发、调试和迭代。

在原有 FPGA TOE 网络架构的基础上，进行

改进，设计了镜像流量通道，如图 4 所示。

1） 在 FIM(FPGA Interface Manager) 中加一路

镜像，接收所有以太网帧，再对上层协议进行过

滤，只支持 IP 协议，复制以太网帧到新加入的

MAC 通道中 ；

2） 在 MAC 通 道 中， 过 滤 掉 所 有 的 ARP、

ICMP、IGMP 等报文，同时，支持按照源 MAC

和目的 MAC 进行帧的过滤，避免 OpenCL 进行

大量的报文过滤 ；

3） 镜像 MAC 不会产生反压，不会发送任何

数据，只单向接收 MDDP 的组播数据，发送给

OpenCL 解码模块 ；

	

FPGA	TOE	模块无法支持这么大的 IP报文。即便支持 IP 分片和接收处理这么大的

UDP（IP）报文，若完整接收下来再解码，也会带来几个微秒的延时。因此，为

了获得超低的端到端行情延时，需要在 FPGA 内部边收边解，即收到一个 IP 包就

立刻解码，然后将解码后的数据发送出去。	
	 我们选择基于 PAC	D5005板卡和 Intel	x86	CPU 的异构加速平台。该平台能够

提供 FPGA 加速的卓越性能和多功能性，而且支持面向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加速

堆栈。该加速堆栈为应用和加速器函数开发人员提供一个通用开发接口，并且包

括驱动程序、应用编程接口（API）和一个 FPGA 接口管理器。该平台支持面向

OpenCL 应用开发人员的英特尔 Quartus	Prime 软件和英特尔 FPGA	SDK，同时还能

集成 TOE，提供网络通信功能。利用 Stratix	10 的海量逻辑资源和 TOE 通信功能，

我们可以在一个板卡内集成更多的网络加速库和计算库，对 FinTech（Financial	
Technology）进行加速。同时，利用 OpenCL，可以进行更快速的 FPGA 开发、调

试和迭代。	

	
图 3.	PAC	D5005板卡	

在原有 FPGA	 TOE 网络架构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了镜像流量通道，如

下图所示。	
1） 在 FIM(FPGA	Interface	Manager)中加一路镜像，接收所有以太网帧，再对上层

协议进行过滤，只支持 IP 协议，复制以太网帧到新加入的 MAC 通道中；	
2） 在 MAC 通道中，过滤掉所有的 ARP、ICMP、IGMP等报文，同时，支持按照

源MAC 和目的 MAC 进行帧的过滤，避免 OpenCL 进行大量的报文过滤；	
3） 镜像 MAC 不会产生反压，不会发送任何数据，只单向接收 MDDP 的组播数

据，发送给 OpenCL 解码模块；	

图 3 ：PAC D5005 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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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P、ICMP 和 IGMP 等控制类报文交给

TOE 处理 ；

5） 在 AFU(Accelerator Functional Unit) 中，

使用 OpenCL 开发处理 IP、UDP 协议，以及应用

层的 MDDP 行情协议。

利用 TOE 功能加入到指定组播组，然后将

入口流量镜像一份出来，通过 OpenCL 进行 IP、

UDP、应用层协议的解析，最后将解码的数据再

通过 TOE1 发送通道发送出去。

2.2 软件架构设计

行情解码方案的软硬件架构如下图所示。软

件架构包括 CPU（主机软件）部分和 FPGA（设

备 软 件 ） 部 分。 基 于 PAC D5005 板 卡 和 Intel 

x86 CPU 的异构加速平台支持 OpenCL 进行开发。

OpenCL 包括软件部分和硬件部分，以及相关的

运行环境，方便开发人员快速开发该异构平台的

加速应用。

主 机 部 分， 采 用 C++ 进 行 开 发， 结 合

OpenCL 的函数库，进行 FPGA 的控制和交互。

OpenCL 主机部分，提供了 CPU 和 FPGA 之间的

调度接口，以及各种内存模型和编程模型，方便

CPU 和 FPGA 之间的任务调度和数据交换。在行

情解码方案中，主机部分主要任务有如下几个部

分 ：调用 TOE，建立上下游连接，即上游通过

TOE0 加入行情组播，接收 MDDP 网关发送的行

	

4） ARP、ICMP 和 IGMP等控制类报文交给 TOE处理；	
5） 在 AFU(Accelerator	Functional	Unit)中，使用 OpenCL 开发处理 IP、UDP 协议，

以及应用层的 MDDP 行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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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硬件架构	

	 利用 TOE 功能加入到指定组播组，然后将入口流量镜像一份出来，通过

OpenCL 进行 IP、UDP、应用层协议的解析，最后将解码的数据再通过 TOE1 发送

通道发送出去。	

2.2	 软件架构设计	
行情解码方案的软硬件架构如下图所示。软件架构包括 CPU（主机软件）部

分和 FPGA（设备软件）部分。基于 PAC	 D5005板卡和 Intel	 x86	 CPU 的异构加速

平台支持 OpenCL 进行开发。OpenCL 包括软件部分和硬件部分，以及相关的运行

环境，方便开发人员快速开发该异构平台的加速应用。	
主机部分，采用 C++进行开发，结合 OpenCL 的函数库，进行 FPGA 的控制和

交互。OpenCL 主机部分，提供了 CPU 和 FPGA 之间的调度接口，以及各种内存

模型和编程模型，方便 CPU 和 FPGA之间的任务调度和数据交换。在行情解码方

案中，主机部分主要任务有如下几个部分：调用 TOE，建立上下游连接，即上游

通过 TOE0 加入行情组播，接收 MDDP 网关发送的行情数据，下游指定 TOE1 发

送组播数据到对应的组播地址；控制 FPGA执行解码相关的硬件任务；监控 FPGA
的连接状态和执行状态；与 FPGA 交互解码的参数，读取 FPGA 接收的数据。	

图 4 ：硬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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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PU 和 FPGA 交互	

设备部分，采用 OpenCL	C 进行 FPGA 的开发。传统的 FPGA 开发语言为硬件

描述语言（HDL，例如 VHDL 和 Verilog 等），开发性能高，灵活性好，但是缺点

是调试、迭代慢，而且门槛高。而采用 OpenCL	C 开发 FPGA，门槛低，软件人员

也能掌控。而且 OpenCL	 C 是类 C语言，支持使用 gdb 和 Visual	 Studio 进行开发

和调试。深度优化，通过 OpenCL 开发的模块性能接近 HDL 开发的。设备代码主

要包含如下几个部分：mirror	 mac处理，过滤源和目的 MAC地址后，将数据发

送给 OpenCL	Kernel模块；IP、UDP处理，过滤目的 IP 和 UDP端口等，将应用层

数据发送给下级；应用层的 MDDP 协议解析，处理 MDDP 头将包含的 Binary 数

据发送给下级；行情分发模块，将 binary 数据分发给不通的解码模块；行情解析

模块，负责不通类别的行情解码，包括快照、指数、逐笔；最后是汇聚发送，将

不通解码输出的行情数据汇聚，通过统一的 TOE 出口发送。每个模块之间通过

channel相连接。FPGA功能模块参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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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FPGA功能模块说明	

图 5 ：CPU 和 FPGA 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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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数据，下游指定 TOE1 发送组播数据到对应的

组播地址；控制 FPGA 执行解码相关的硬件任务；

监控 FPGA 的连接状态和执行状态 ；与 FPGA 交

互解码的参数，读取 FPGA 接收的数据。

设备部分，采用 OpenCL C 进行 FPGA 的开

发。传统的FPGA开发语言为硬件描述语言（HDL，

例如 VHDL 和 Verilog 等），开发性能高，灵活性

好，但是缺点是调试、迭代慢，而且门槛高。而

采用 OpenCL C 开发 FPGA，门槛低，软件人员

也能掌控。而且 OpenCL C 是类 C 语言，支持使

用gdb和Visual Studio进行开发和调试。深度优化，

通过 OpenCL 开发的模块性能接近 HDL 开发的。

设备代码主要包含如下几个部分 ：mirror mac 处

理，过滤源和目的 MAC 地址后，将数据发送给

OpenCL Kernel 模块 ；IP、UDP 处理，过滤目的

IP 和 UDP 端口等，将应用层数据发送给下级 ；

应用层的 MDDP 协议解析，处理 MDDP 头将包

含的 Binary 数据发送给下级 ；行情分发模块，将

binary 数据分发给不通的解码模块 ；行情解析模

块，负责不通类别的行情解码，包括快照、指数、

逐笔 ；最后是汇聚发送，将不通解码输出的行情

数据汇聚，通过统一的 TOE 出口发送。每个模

块之间通过 channel 相连接。FPGA 功能模块参

见图 6。

三、Kernel 代码设计

Kernel 代码即设备代码，这里介绍 FPGA 通

道、IP 和 UDP 协议处理和 MDDP 协议处理，其

他行情分发和 Binary 行情解析等模块在之前的文

章中有介绍，这里不做赘述。

3.1 FPGA Channel 协议

FPGA 内 部，OpenCL 是 通 过 io channel 与

网络通信模块交互。在该异构平台中，D5005

的 BSP 提供了多条 io channel，通过 aoc --list-

boards 列出 ：

[root@localhost szfeed]# aoc -list-boards

Board list:

Channels:      HSSI_0_rx, HSSI_0_tx, HSSI_1_

rx, HSSI_1_tx, TOE0_tcp_rx, TOE0_tcp_tx, TOE0_

udp_rx, TOE0_udp_tx, TOE1_tcp_rx, TOE1_tcp_tx, 

TOE1_udp_rx, TOE1_udp_tx, Monitor_mac_rx

在 MDDP 行 情解码方案中，需要使用到

Monitor_mac_rx 和 TOE1_udp_tx 两个通道。其中

Monitor_mac_rx channel 是 将 TOE0 的 入 口 以 太

网帧镜像一份输出，仅支持单向通信。Monitor_

mac_rx 输出的为 128bit 位宽数据。输出数据格式

如下 ：

图 6 ：FPGA 功能模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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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PU 和 FPGA 交互	

设备部分，采用 OpenCL	C 进行 FPGA 的开发。传统的 FPGA 开发语言为硬件

描述语言（HDL，例如 VHDL 和 Verilog 等），开发性能高，灵活性好，但是缺点

是调试、迭代慢，而且门槛高。而采用 OpenCL	C 开发 FPGA，门槛低，软件人员

也能掌控。而且 OpenCL	 C 是类 C语言，支持使用 gdb 和 Visual	 Studio 进行开发

和调试。深度优化，通过 OpenCL 开发的模块性能接近 HDL 开发的。设备代码主

要包含如下几个部分：mirror	 mac处理，过滤源和目的 MAC地址后，将数据发

送给 OpenCL	Kernel模块；IP、UDP处理，过滤目的 IP 和 UDP端口等，将应用层

数据发送给下级；应用层的 MDDP 协议解析，处理 MDDP 头将包含的 Binary 数

据发送给下级；行情分发模块，将 binary 数据分发给不通的解码模块；行情解析

模块，负责不通类别的行情解码，包括快照、指数、逐笔；最后是汇聚发送，将

不通解码输出的行情数据汇聚，通过统一的 TOE 出口发送。每个模块之间通过

channel相连接。FPGA功能模块参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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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FPGA功能模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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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Kernel代码设计	
Kernel代码即设备代码，这里介绍 FPGA 通道、IP 和 UDP 协议处理和 MDDP

协议处理，其他行情分发和 Binary 行情解析等模块在之前的文章中有介绍，这里

不做赘述。	

3.1	FPGA	Channel 协议	
FPGA 内部，OpenCL 是通过 io channel 与网络通信模块交互。在该异构平台

中，D5005的 BSP 提供了多条 io channel，通过 aoc --list-boards列出： 

[root@localhost szfeed]# aoc -list-boards 
Board list: 
     Channels:      HSSI_0_rx, HSSI_0_tx, HSSI_1_rx, HSSI_1_tx, TOE0_tcp_rx, 
TOE0_tcp_tx, TOE0_udp_rx, TOE0_udp_tx, TOE1_tcp_rx, TOE1_tcp_tx, 
TOE1_udp_rx, TOE1_udp_tx, Monitor_mac_rx 

在 MDDP 行情解码方案中，需要使用到 Monitor_mac_rx和 TOE1_udp_tx 两个

通道。其中 Monitor_mac_rx channel 是将 TOE0的入口以太网帧镜像一份输出，

仅支持单向通信。Monitor_mac_rx输出的为 128bit位宽数据。输出数据格式如

下： 

DATA_Rx	 Description	

Data[127:120]	 Reserved	

Data[119:112]	

Data[111:104]	

Data[103:96]	

Data[95:88]	 Bit88: the value is 1 when crc error	

Data[87:80]	 Bit80: the value is 1 when sop	

Data[79:72]	 Bit72: the value is 1 when eop	

Data[71:64]	 bytecount	

Data[63:56]	 D0	

Data[55:48]	 D1	

Data[47:40]	 D2	

Data[39:32]	 D3	

Data[31:24]	 D4	

Data[23:16]	 D5	

Data[15:8]	 D6	

Data[7:0]	 D7	

 

TOE1_udp_tx通道的位宽也是 128bit，但是数据格式不同。数据格式如下：第一TOE1_udp_tx 通道的位宽也是 128bit，但是

数据格式不同。数据格式如下 ：第一拍 128bit 数

据是 TOE 数据头，包含 13 字节的 0x55，1 个字

节的 Cid 会话 ID 和 2 字节的 Length 包长，后续

的每一拍都是有效数据内容。

	

拍 128bit 数据是 TOE数据头，包含 13 字节的 0x55，1 个字节的 Cid会话 ID 和

2 字节的 Length包长，后续的每一拍都是有效数据内容。 

 

3.2	IP 和 UDP 协议处理	
通过 Monitor_mac_rx channel 进入的数据为 16 字节，其中 8 字节控制、8

字节负载。因此，IP 和 UDP 采用 8 字节位宽处理数据。首先需要考虑 MAC 上报

的数据包含普通 IP 包和 IP 分片包，上层也会包含各种协议数据（本身是镜像），

因此需要过滤 UDP 协议。然后还要考虑各种边界情况，MAC 层向 IP 层上报的 sop
和 eop标志，不一定是 IP 包的 payload 的 eop，原因是以太网帧不会比 64字段
少，但是 IP 层的报文可能小于 46字节（14MAC头+4帧校验+46	IP 包）。 

IP 和 UDP 
0 1 2 3 4 5 6 7 

ver[0:3] 
IHL[4:7] 

Type of 
Service 

Total Length ID 
Flags[0:2] 

FragOffset[3:15] 
TTL Protocol Checksum SrcIP 

DstIP SrcPort DstPort 
UDP Length UDP Checksum     

        

        

        

表 普通承载 UDP 协议的 IP 包 
IP 无 UDP，例如 IP 分片中间和尾部 

0 1 2 3 4 5 6 7 
ver[0:3] 
IHL[4:7] 

Type of 
Service 

Total Length ID 
Flags[0:2] 

FragOffset[3:15] 
TTL Protocol Checksum SrcIP 

DstIP     
        
        

表 无 UDP 协议头的 IP 分片包 

普通非分片包，UDP长度范围 26~1480,	UDP头 8字节，1480可以被 8整除，

 

3.2 IP 和 UDP 协议处理

通过 Monitor_mac_rx channel 进入的数据为

16 字节，其中 8 字节控制、8 字节负载。因此，

IP 和 UDP 采用 8 字节位宽处理数据。首先需要

考虑 MAC 上报的数据包含普通 IP 包和 IP 分片

包，上层也会包含各种协议数据（本身是镜像），

因此需要过滤 UDP 协议。然后还要考虑各种边

界情况，MAC 层向 IP 层上报的 sop 和 eop 标志，

不一定是 IP 包的 payload 的 eop，原因是以太网

帧不会比 64 字段少，但是 IP 层的报文可能小于

46 字节（14MAC 头 +4 帧校验 +46 IP 包）。

普 通 非 分 片 包，UDP 长 度 范 围 26~1480, 

UDP 头 8 字节，1480 可以被 8 整除，因此若是

非分片包，每次都是 8 字节对齐的有效数据发送

到下一级。若 IP 包总长小于等于 46 字节，则直

接丢弃该 IP 包，因为最小的逐笔数据也有 50 字

节以上。

分片包，肯定是满帧分片，因此第一个分片

包、中间的分片包，长度一定是 1500 字节，尾

	

拍 128bit 数据是 TOE数据头，包含 13 字节的 0x55，1 个字节的 Cid会话 ID 和

2 字节的 Length包长，后续的每一拍都是有效数据内容。 

 

3.2	IP 和 UDP 协议处理	
通过 Monitor_mac_rx channel 进入的数据为 16 字节，其中 8 字节控制、8

字节负载。因此，IP 和 UDP 采用 8 字节位宽处理数据。首先需要考虑 MAC 上报

的数据包含普通 IP 包和 IP 分片包，上层也会包含各种协议数据（本身是镜像），

因此需要过滤 UDP 协议。然后还要考虑各种边界情况，MAC 层向 IP 层上报的 sop
和 eop标志，不一定是 IP 包的 payload 的 eop，原因是以太网帧不会比 64字段
少，但是 IP 层的报文可能小于 46字节（14MAC头+4帧校验+46	IP 包）。 

IP 和 UDP 
0 1 2 3 4 5 6 7 

ver[0:3] 
IHL[4:7] 

Type of 
Service 

Total Length ID 
Flags[0:2] 

FragOffset[3:15] 
TTL Protocol Checksum SrcIP 

DstIP SrcPort DstPort 
UDP Length UDP Checksum     

        

        

        

表 普通承载 UDP 协议的 IP 包 
IP 无 UDP，例如 IP 分片中间和尾部 

0 1 2 3 4 5 6 7 
ver[0:3] 
IHL[4:7] 

Type of 
Service 

Total Length ID 
Flags[0:2] 

FragOffset[3:15] 
TTL Protocol Checksum SrcIP 

DstIP     
        
        

表 无 UDP 协议头的 IP 分片包 

普通非分片包，UDP长度范围 26~1480,	UDP头 8字节，1480可以被 8整除，

表 ：普通承载 UDP 协议的 IP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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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才可能出现不满 1500 的包。因此首包（第一

个分片包）、中间包可以直接按 8 字节对齐，往

下一级传送数据，而且无需考虑缓存。尾包也可

以直接发送，因为下游知道有效字节数。

3.3 MDDP 协议处理

MDDP 协议头如下，没有压缩和加密、没有

Padding 的情况下，头长 20 字节。MDDP Body 是

连续二进制协议包，最后是 4 字节的协议尾（MDDP

的 Checksum）。格式如下。目前交易所发送 MDDP 

Body 是连续的二进制的单个行情包。即 Msg1 里

面是 8 字节的 Msgtype+MsgLength，和 Body 字段。

目前 MDDP 网关实际发送的协议头中只有

必选字段，没有可选字段，即没有 flag 之后的

OriginalSize、CompressedSize、EncryptedSize 和

Padding 字段。

	

拍 128bit 数据是 TOE数据头，包含 13 字节的 0x55，1 个字节的 Cid会话 ID 和

2 字节的 Length包长，后续的每一拍都是有效数据内容。 

 

3.2	IP 和 UDP 协议处理	
通过 Monitor_mac_rx channel 进入的数据为 16 字节，其中 8 字节控制、8

字节负载。因此，IP 和 UDP 采用 8 字节位宽处理数据。首先需要考虑 MAC 上报

的数据包含普通 IP 包和 IP 分片包，上层也会包含各种协议数据（本身是镜像），

因此需要过滤 UDP 协议。然后还要考虑各种边界情况，MAC 层向 IP 层上报的 sop
和 eop标志，不一定是 IP 包的 payload 的 eop，原因是以太网帧不会比 64字段
少，但是 IP 层的报文可能小于 46字节（14MAC头+4帧校验+46	IP 包）。 

IP 和 UDP 
0 1 2 3 4 5 6 7 

ver[0:3] 
IHL[4:7] 

Type of 
Service 

Total Length ID 
Flags[0:2] 

FragOffset[3:15] 
TTL Protocol Checksum SrcIP 

DstIP SrcPort DstPort 
UDP Length UDP Checksum     

        

        

        

表 普通承载 UDP 协议的 IP 包 
IP 无 UDP，例如 IP 分片中间和尾部 

0 1 2 3 4 5 6 7 
ver[0:3] 
IHL[4:7] 

Type of 
Service 

Total Length ID 
Flags[0:2] 

FragOffset[3:15] 
TTL Protocol Checksum SrcIP 

DstIP     
        
        

表 无 UDP 协议头的 IP 分片包 

普通非分片包，UDP长度范围 26~1480,	UDP头 8字节，1480可以被 8整除，

表 ：无 UDP 协议头的 IP 分片包

	

因此若是非分片包，每次都是 8 字节对齐的有效数据发送到下一级。若 IP 包总

长小于等于 46 字节，则直接丢弃该 IP 包，因为最小的逐笔数据也有 50 字节以

上。	
分片包，肯定是满帧分片，因此第一个分片包、中间的分片包，长度一定是

1500 字节，尾部才可能出现不满 1500 的包。因此首包（第一个分片包）、中间

包可以直接按 8字节对齐，往下一级传送数据，而且无需考虑缓存。尾包也可以

直接发送，因为下游知道有效字节数。 

3.3	MDDP 协议处理	
MDDP 协议头如下，没有压缩和加密、没有 Padding 的情况下，头长 20字节。

MDDP	Body 是连续二进制协议包，最后是 4字节的协议尾（MDDP 的 Checksum）。

格式如下。目前交易所发送 MDDP	Body 是连续的二进制的单个行情包。即Msg1
里面是 8字节的 Msgtype+MsgLength，和 Body字段。	

	

 

	

因此若是非分片包，每次都是 8 字节对齐的有效数据发送到下一级。若 IP 包总

长小于等于 46 字节，则直接丢弃该 IP 包，因为最小的逐笔数据也有 50 字节以

上。	
分片包，肯定是满帧分片，因此第一个分片包、中间的分片包，长度一定是

1500 字节，尾部才可能出现不满 1500 的包。因此首包（第一个分片包）、中间

包可以直接按 8字节对齐，往下一级传送数据，而且无需考虑缓存。尾包也可以

直接发送，因为下游知道有效字节数。 

3.3	MDDP 协议处理	
MDDP 协议头如下，没有压缩和加密、没有 Padding 的情况下，头长 20字节。

MDDP	Body 是连续二进制协议包，最后是 4字节的协议尾（MDDP 的 Checksum）。

格式如下。目前交易所发送 MDDP	Body 是连续的二进制的单个行情包。即Msg1
里面是 8字节的 Msgtype+MsgLength，和 Body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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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MDDP 层的协议头剥离，注意 Binary

行情包没有 4 字节 tail，MDDP 有 4 字节 tail。

有一类特殊报文 ：组播心跳，channel 为 0，

msgcnt 为 0；通道心跳，channel 不为 0，msgcnt 为 0；

组播结束，channel 不为 0，msgcnt=0xFFFF。上

述报文都没有 body，有 tail 字段。简单判断就

是 msgcnt=0xFFFF，则丢弃这些报文，而且没有

body 字段，整个 MDDP 报文长度为 20 字节 +4

字节 =24 字节。

四、结论和展望

基于 OpenCL 开发的深交所组播行情硬件

解码方案，是对 FPGA 加速金融应用的深入研

究和验证。在 UDP、TCP 通信的基础上，我们

探索和研究了利用 FPGA 直接解码以太网帧的

方法。通过镜像以太网帧结合 OpenCL 解码的

方案，成功对接了深交所新一代 MDDP 行情网

关，可以进行以太网帧、IP、UDP 和行情协议

（MDDP 和 Binary 协议）的解析，并通过 TOE

将解码后的快照、指数、逐笔委托和逐笔成交

等行情数据发送出去。未来，我们将探索利用

镜像以太网帧的机制，进行一些不影响链路的

旁路监测或者风控 ；或者基于现有的行情解码

方案，集成一些指标计算逻辑，向客户提供个

性化的行情服务。

	

目前 MDDP 网关实际发送的协议头中只有必选字段，没有可选字段，即没有

flag之后的 OriginalSize、CompressedSize、EncryptedSize 和 Padding字段。	
负责 MDDP 层的协议头剥离，注意 Binary 行情包没有 4字节 tail，MDDP 有 4

字节 tail。	
MDDP 报文 

0 1 2 3 4 5 6 7 
protocol version header_size sender_id market_id channel 

seqnum 
msgcnt flag msg1_type 

msg1_length msg1_body 
msg1_body msg2_type  

msg2_length msg2_body 
msg2_body mddp_checksum 

        
        
        

有一类特殊报文：组播心跳，channel 为 0，msgcnt 为 0；通道心跳，channel
不为 0，msgcnt 为 0；组播结束，channel 不为 0，msgcnt=0xFFFF。上述报文都

没有 body，有 tail字段。简单判断就是 msgcnt=0xFFFF，则丢弃这些报文，而且

没有 body字段，整个 MDDP报文长度为 20字节+4字节=24字节。 

四、结论和展望	
	 	 	 	 	 基于 OpenCL 开发的深交所组播行情硬件解码方案，是对 FPGA 加速金融应

用的深入研究和验证。在 UDP、TCP 通信的基础上，我们探索和研究了利用 FPGA
直接解码以太网帧的方法。通过镜像以太网帧结合 OpenCL 解码的方案，成功对

接了深交所新一代 MDDP 行情网关，可以进行以太网帧、IP、UDP 和行情协议

（MDDP 和 Binary 协议）的解析，并通过 TOE将解码后的快照、指数、逐笔委托

和逐笔成交等行情数据发送出去。未来，我们将探索利用镜像以太网帧的机制，

进行一些不影响链路的旁路监测或者风控；或者基于现有的行情解码方案，集成

一些指标计算逻辑，向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行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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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延时网卡虚拟化在证券极速
交易系统的最佳实践

1. 行业背景

近几年来，全球各大交易所纷纷对订单处理

延迟和行情发布延迟方面进行技术研究和投资改

造。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战略部署，客户要求更

快处理订单、更快反馈行情，显然更能吸引采用

高频交易策略的机构投资者，因此高频极速交易

成为了核心竞争力。

2. 技术背景

极速交易是一套完整的极速架构，从软件

到硬件，低延时网卡为硬件领域最先需要突破

的技术点。在低延时网卡业务领域，Solarflare 和

Mellanox 各有千秋，两种网卡都是业内普通采用

的低延时通信设备。但是 Mellanox 的 ROCE 加速

技术需要网内所有设备和应用都支持，而且无法

做到单边加速。Solarflare 以其独有的 Onload 加速

技术，可以加速通用的 TCP 和 UDP 通信，不用

修改应用代码，也不需要网络内其他设备的支持，

即可实现加速应用程序，获得微秒级的延时。

虚拟化选型面临着开源 Openstack 与商业

Vmware 抉择，经过在性能方面测试，发现开源

版本 Openstack 底层节点 OVS 网桥性能在不同

压力下性能表现并不理想。相比较于 Openstack，

Vmware 在 这 边 方 的 性 能 表 现 稳 定， 且 在 相

同压力测试下面呈线性增长，因此我们采用

Vmware6.7+Solarflare x2522，实现低延时网卡虚

拟化，一块卡同时为多客户提供低延时服务，达

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谭泽廷、马辉、高坤、邹经纬、谢杨军、张亮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邮箱 ：xieyangjun@gtjas.com



本期热点

36

3. 实践目的

本实践旨在通过Solarflare在Vmware虚拟化，

实现单卡多用户使用，解决单用户独占消费，提

升底层高配硬件资源使用率。基于 SR-IOV 虚拟

化技术，配合参数调优，即满足了业务系统需求，

也满足公司降本增效的战略。

4. 技术实现

4.1 低延时网卡测试与选择

从时延、抖动、带宽、吞吐量和时钟同步等

方面综合测试评估，决定采用 Solarflare 高端网卡

作为我们高频极速交易硬件设备之一。与此同时，

为了提升网卡利用率，可利用 Solarflare 虚拟化同

时为多台虚拟机提供低延时网卡硬件加速。

使用 qperf 以 ping-pong 的方式发送数据，

测试 Server1 与 Server2 之间传输不同大小数据包

（32/64/128/256/512/1024 单位 :Byte）的 UDP/TCP 

单向时延。（表 1）

使 用 qperf 作 为 数 据 包 发 送 工 具， 通 过

tcpdump 在 Server1 和 Server2 上抓取连续 2000

个数据包，测试不同网卡的网络传输时延抖动情

况。（表 2）

通过 qperf 发送 TCP 数据流进行压测，测试

不同网卡最大的 TCP 数据传输带宽。（表 3）

使用 iperf 工具进行最简单的单向发送 UDP 数

据包，测试不同网卡在相同的服务器系统环境中，

发送不同大小报文场景下的最大吞吐能力。（表 4）

使用开源工具 Linuxptp 进行 PTP 时钟同步

	

从时延、抖动、带宽、吞吐量和时钟同步等方面综合测试评估，决定采用

Solarflare高端网卡作为我们高频极速交易硬件设备之一。与此同时，为了提升

网卡利用率，可利用 Solarflare虚拟化同时为多台虚拟机提供低延时网卡硬件加

速。 

使用 qperf 以 ping-pong 的方式发送数据，测试 Server1 与 Server2 之间传

输不同大小数据包（32/64/128/256/512/1024 单位:Byte）的 UDP/TCP 单向时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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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anox ConnectX-4 Lx-25G 5.79 6.15 1.514 1.724 1.27 
Mellanox ConnectX-5 EN-10G 4.86 6.61 1.331 1.547 1.1 
Mellanox ConnectX-5 EN-25G 5.2 6.73 1.513 1.721 1.27 
Mellanox ConnectX-5 Ex-25G 5.4 6.13 1.432 1.635 1.19 
Solarflare 8522-plus 5.26 5.51 1.55 1.684 N/A 
Solarflare x2522-plus-10G 5.42 5.22 1.405 1.47 N/A 
Solarflare x2522-plus-25G 5.88 5.57 1.463 1.53 N/A 
Exablaze ExaNIC x10 6.66 5.42 1.236 1.34 N/A 
Exablaze ExaNIC x25 6.42 5.49 1.606 2.214 N/A 
Intel X710-DA2 12.8 8.11 N/A N/A N/A 

使用 qperf 作为数据包发送工具，通过 tcpdump 在 Server1 和 Server2 上抓

取连续 2000 个数据包，测试不同网卡的网络传输时延抖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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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anox ConnectX-5 EN 602 625 
Mellanox ConnectX-5 Ex N/A 548 

Solarflare 8522-plus 459 N/A 
Solarflare x2522-plus 432 472 
Exablaze ExaNIC X10 420 N/A 
Exablaze ExaNIC X25 389 N/A 

Intel X710-DA2 649 N/A 

通过 qperf发送 TCP 数据流进行压测，测试不同网卡最大的 TCP 数据传输

带宽。 

表-调优后 TCP 数据包传输带宽（单位：G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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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blaze ExaNIC X25 389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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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对比不同网卡在直连场景下的时钟同步收

敛效果情况。（表 5）

4.2 Solarflare 网卡介绍

Solarflare 最具代表性作品即为高性能网卡，

若只是把其当做普通网使用。不使用起软件加速

方案，Linux 内核自身网络编程并不能为其带来

明显提速。而作为高频、低延时交易系统，更加

要求实时任务避开触碰内核。

Solarflare 网卡提供三种配套的 kernel bypass、

降低网络延时的软件解决方案。

openonload ：最基础版本，提供了兼容 

socker 网络编程的接口，用户不需要自己修改代

码 ( 应用程序 )，直接调用 openonload 实现。本

次实践是基于此方案。

ef_vi ：最底层的网卡操作，处于 OSI layer 

	

网卡型号 
传输带宽 

10G 25G 
Mellanox ConnectX-4 Lx 9.42 23.4 
Mellanox ConnectX-5 EN 9.42 23.5 
Mellanox ConnectX-5 Ex N/A 23.4 

Solarflare 8522-plus 9.42 N/A 
Solarflare x2522-plus 9.41 23.5 
Exablaze ExaNIC X10 5.30 N/A 
Exablaze ExaNIC X25 5.41 N/A 

Intel X710-DA2 9.39 N/A 

使用 iperf工具进行最简单的单向发送 UDP数据包，测试不同网卡在相同

的服务器系统环境中，发送不同大小报文场景下的最大吞吐能力。 

表-调优后传输 1024Byte字节数据包的最大吞吐量（单位：Mbit/sec） 

网卡型号 
调优后最大吞吐量(1024B字节) 

10G 25G 
Mellanox ConnectX-4 Lx 6180 6270 
Mellanox ConnectX-5 EN 6030 5900 
Mellanox ConnectX-5 Ex N/A 6120 

Solarflare 8522-plus 5090 N/A 
Solarflare x2522-plus 5080 5020 
Exablaze ExaNIC X10 5240 N/A 
Exablaze ExaNIC X25 5120 N/A 

Intel X710-DA2 6700 N/A 

使用开源工具 Linuxptp进行 PTP时钟同步测试，对比不同网卡在直连场景

下的时钟同步收敛效果情况。 

表-调优后时钟同步误差（单位：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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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优后时钟同步误差 

10G 25G 
Mellanox ConnectX-4 Lx 20 25 
Mellanox ConnectX-5 EN 86 101 
Mellanox ConnectX-5 Ex N/A 110 

Solarflare 8522-plus 14 N/A 
Solarflare x2522-plus 3 2 
Exablaze ExaNIC X10 5 N/A 
Exablaze ExaNIC X25 432 N/A 

Intel X710-DA2 N/A N/A 

4.2 Solarflare网卡介绍 

Solarflare最具代表性作品即为高性能网卡，若只是把其当做普通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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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调优后传输 1024Byte 字节数据包的最大吞吐量（单位 ：Mbit/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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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flare最具代表性作品即为高性能网卡，若只是把其当做普通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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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ta Linker Layer）， 可 以 直 接 抓 到 ethernet 

frame，但是没有提供上层协议的支持。这一层面

的网卡延时降低最为显著。相比而言，onload 无

法做到这样的 zero-copy，因为 socket API 只在用

户开始接收数据时才提供 buffer。

tcpdirect ：基于 ef_vi 实现了上层网络协

议栈，实现传输层的 tcp 协议栈，提供了类似

socket 的 API ：zocket，能让用户读写 tcp/udp 的

payload 数据，同时也继承了 ef_vi zero-copy 的特

性。

	

作为高频、低延时交易系统，更加要求实时任务避开触碰内核。 

Solarflare网卡提供三种配套的 kernel bypass、降低网络延时的软件解决方

案。 

openonload：最基础版本，提供了兼容 socker 网络编程的接口，用户不需

要自己修改代码(应用程序)，直接调用 openonload 实现。本次实践是基于此方

案。 

ef_vi：最底层的网卡操作，处于 OSI layer 2（Data Linker Layer），可以直

接抓到 ethernet frame，但是没有提供上层协议的支持。这一层面的网卡延时降

低最为显著。相比而言，onload无法做到这样的 zero-copy，因为 socket API只

在用户开始接收数据时才提供 buffer。 

tcpdirect：基于 ef_vi实现了上层网络协议栈，实现传输层的 tcp 协议栈，

提供了类似 socket的 API：zocket，能让用户读写 tcp/udp的 payload数据，同时

也继承了 ef_vi zero-copy的特性。 

 
Xilinx’s XtremeScale™ X2系列网卡天生为高性能极速交易环境而生，无论

是云、大数据、人工智能还是机器学习，都被广泛应用。Solarflare产品凭借高

性能低延迟特点已经占领股票和期货高频交易硬件市场 90%的份额，Solarflare 

X2522 plus低延迟光纤网卡广泛用于金融证券期货高频交易。目前 Solarflare最

新产品为 X2552、X2541、X2562超低延迟网卡。 

Xilinx’s XtremeScaleTM X2 系 列 网 卡 天 生

为高性能极速交易环境而生，无论是云、大数

据、人工智能还是机器学习，都被广泛应用。

Solarflare 产品凭借高性能低延迟特点已经占

领股票和期货高频交易硬件市场 90% 的份额，

Solarflare X2522 plus 低延迟光纤网卡广泛用于金

融证券期货高频交易。目前 Solarflare 最新产品为

X2552、X2541、X2562 超低延迟网卡。（图 1）

 

4.3 高频行情和极速交易浅析

在极速交易系统中，行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越快收到行情，意味着越早感知市场的动态，也

就能越早做出决策。从早期的基于 TCP 的订阅行

情服务，演进到现在的基于 UDP 组播的全推送

行情，行情系统一直在追求低延时、稳定和极速。

基于 TCP 订阅的行情服务，优势在于按需订阅，

行情稳定，但是缺点就是由服务端过滤标的，而

且增加一跳，因此延时在毫秒级或者百微秒级。

基于 UDP 组播的行情系统中，客户策略机器需

要加入对应的组播私网，然后收到全量的行情。

其中，全量的组播行情，来源是一些高频 FPGA

行情解决方案，通过 FPGA 硬件解码，提供 1us

以内的行情链路延时。高频行情特点是行情流量

大、延时低。特别是开盘的时候流量非常大，持

续几十秒，而且是基于 UDP 的，策略作为接收

端必须要尽快取走行情数据，否则收包缓存慢了

就会导致丢包。普通网卡和 Linux 操作系统，在

接收高频行情时，容易丢包，因此，一般是搭配

低延时网卡去处理高频行情。行情是 UDP 组播，

而 Solarflare 网卡的 Onload 可以在不修改策略代

码的条件下，直接加速客户接收 UDP 的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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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低延时网卡去处理高频行情。行情是 UDP组播，而 Solarflare网卡的

Onload可以在不修改策略代码的条件下，直接加速客户接收 UDP的效率和延

时，因此成为高频交易中的首选网卡。但是其成本相对较高，每个服务器都搭配

低延时网卡，会有较高的硬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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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因此成为高频交易中的首选网卡。但是其

成本相对较高，每个服务器都搭配低延时网卡，

会有较高的硬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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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解码

交易所网关

 
极速交易中，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交易报单链路。策略收到高频行情后，做

出决策委托，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委托报送出去，这里也是分秒必争。在证券极

速交易领域，目前报单的方式大多是通过柜台提供的 API进行报单，而 API与柜

台网关之间的连接就是 TCP 连接，因此必然需要考虑加速 TCP 连接效率。通过

修改代码或是调整操作系统和服务器硬件，可以提升 TCP连接的性能，但是相对

比较麻烦，而且策略代码的底层接口一般不会进行调整，这里就可以用到 Onload

的透明加速功能，与行情加速一样，Onload也可以在不修改客户策略代码、操作

系统的情况下，直接加速基于 TCP的 API报单链路，给客户提供微秒级的报单延

时。 

极速交易系统中，行情和交易链路，为了避免相互干扰，大多是在不同的网

段。因此一个网卡的两个网口都会被充分利用，但是这样网卡会有单点故障，如

果这块网卡坏了，会同时影响到行情和交易链路。保险起见，客户一般是多部署

1台服务器，或者 1台服务器内部多插一块 Solarflare网卡，进行双网卡绑定，避

免网卡单点故障，随之而来的就是成本急剧上升。因此，我们研究低延时网卡虚

拟化，为极速交易客户提供稳定可靠的云平台，降低部署成本的同时，满足客户

对极速交易的严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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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策略收到高频行情后，做出决策委托，需

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委托报送出去，这里也是分秒

必争。在证券极速交易领域，目前报单的方式大

多是通过柜台提供的 API 进行报单，而 API 与柜

台网关之间的连接就是 TCP 连接，因此必然需要

考虑加速 TCP 连接效率。通过修改代码或是调整

操作系统和服务器硬件，可以提升 TCP 连接的

性能，但是相对比较麻烦，而且策略代码的底层

接口一般不会进行调整，这里就可以用到 Onload

的透明加速功能，与行情加速一样，Onload 也可

以在不修改客户策略代码、操作系统的情况下，

直接加速基于 TCP 的 API 报单链路，给客户提

供微秒级的报单延时。

极速交易系统中，行情和交易链路，为了

避免相互干扰，大多是在不同的网段。因此一

个网卡的两个网口都会被充分利用，但是这样网

卡会有单点故障，如果这块网卡坏了，会同时影

响到行情和交易链路。保险起见，客户一般是多

部署 1 台服务器，或者 1 台服务器内部多插一块

Solarflare 网卡，进行双网卡绑定，避免网卡单点

故障，随之而来的就是成本急剧上升。因此，我

们研究低延时网卡虚拟化，为极速交易客户提供

稳定可靠的云平台，降低部署成本的同时，满足

客户对极速交易的严苛要求。（图 2）

 

4.4 Solarflare 虚拟化方案

4.4.1 低延时网络架构（图 3）

不管接入交换机端口是否开启 AN 协议，

Solarflare X2 系列网卡可以探测连接速率自动匹

配网卡速率，保持默认。除非特殊要求，也可认

为设定。

4.4.2 相关知识点

参考 Sloarflare 平台兼容列表选择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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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接入交换机端口是否开启 AN 协议，Solarflare X2 系列网卡可以探测连

接速率自动匹配网卡速率，保持默认。除非特殊要求，也可认为设定。 

4.4.2 相关知识点 

参考 Sloarflare平台兼容列表选择操作系统版本，同时需设置 BIOS中相关参

数等。 

Esxi操作系统上 Solarflare支持两种安装模式： 

 
vSphere SR-IOV 支持依赖于网卡端口虚拟功能(VF)和物理功能(PF)之间的交

互以提高性能，依赖于 PF 驱动程序和主机交换机之间的交互以实现流量控制。

SR-IOV对性能的影响利弊与 DirectPath I/O相似，DirectPath I/O与 SR-IOV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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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同时需设置 BIOS 中相关参数等。

Esxi 操作系统上 Solarflare 支持两种安装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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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接入交换机端口是否开启 AN 协议，Solarflare X2 系列网卡可以探测连

接速率自动匹配网卡速率，保持默认。除非特殊要求，也可认为设定。 

4.4.2 相关知识点 

参考 Sloarflare平台兼容列表选择操作系统版本，同时需设置 BIOS中相关参

数等。 

Esxi操作系统上 Solarflare支持两种安装模式： 

 
vSphere SR-IOV 支持依赖于网卡端口虚拟功能(VF)和物理功能(PF)之间的交

互以提高性能，依赖于 PF 驱动程序和主机交换机之间的交互以实现流量控制。

SR-IOV对性能的影响利弊与 DirectPath I/O相似，DirectPath I/O与 SR-IOV 功能

vSphere SR-IOV 支持依赖于网卡端口虚拟功

能 (VF) 和物理功能 (PF) 之间的交互以提高性能，

依赖于 PF 驱动程序和主机交换机之间的交互

以实现流量控制。SR-IOV 对性能的影响利弊与

DirectPath I/O 相似，DirectPath I/O 与 SR-IOV 功

能相似，但用于完成不同的任务。SR-IOV 对于

要求数据包传输速率非常高或延迟非常低的工作

负载非常有利。与 DirectPath I/O 一样，SR-IOV

与 vMotion 等某些核心虚拟化功能也不兼容。而

SR-IOV 允许在多个客户机之间共享一个物理设

备。使用 DirectPath I/O，只能将一项物理功能映

射到一个虚拟机。使用 SR-IOV，可共享单个物

理设备，使多个虚拟机直接连接到物理功能。

SR-IOV 是 PCI-SIG 的一个 IOV 的规范，目

的是提供一种标准规范，通过为虚拟机提供独立

的内存空间，中断，DMA 流，来绕过 VMM 实现

数据移动。SR-IOV 架构被设计用于将单个设备

通过支持多个 VF，并减少硬件的开销。

SR-IOV 引入了两种类型 ：

PF ：包含完整的 PCIe 功能，包括 SR-IOV

的扩张能力，该功能用于 SR-IOV 的配置和管理。

FV ：包含轻量级的 PCIe 功能。包含数据移

动所需要的最小的必要的资源。

 

	

相似，但用于完成不同的任务。SR-IOV对于要求数据包传输速率非常高或延迟非

常低的工作负载非常有利。与 DirectPath I/O 一样，SR-IOV 与 vMotion 等某些

核心虚拟化功能也不兼容。而 SR-IOV允许在多个客户机之间共享一个物理设备。

使用 DirectPath I/O，只能将一项物理功能映射到一个虚拟机。使用 SR-IOV，可

共享单个物理设备，使多个虚拟机直接连接到物理功能。 

SR-IOV 是 PCI-SIG的一个 IOV的规范，目的是提供一种标准规范，通过为

虚拟机提供独立的内存空间，中断，DMA流，来绕过 VMM实现数据移动。SR-

IOV 架构被设计用于将单个设备通过支持多个 VF，并减少硬件的开销。 

SR-IOV 引入了两种类型： 

PF：包含完整的 PCIe 功能，包括 SR-IOV的扩张能力，该功能用于 SR-IOV

的配置和管理。 

FV：包含轻量级的 PCIe 功能。包含数据移动所需要的最小的必要的资源。 

	

4.4.3 技术实现 

4.4.3.1 PF方案实现 

官网下载好对应操作系统版本驱动，安装 Solarflare网卡驱动，重启生效。 

	

4.4.3 技术实现

4.4.3.1 PF 方案实现

官网下载好对应操作系统版本驱动，安装

Solarflare 网卡驱动，重启生效。（图 4）

查看驱动模块 sfvmk 是否加载成功，如下可

正常识别 Sloarflare 网卡 2 个网口。（图 5）

查看 Sloarflare 网卡的详细信息，如 FW 版本，

驱动版本等。（图 6）

ESXI 进一步还需安装 CIM provider，sfboot_

esxi 是远程管理安装在 esxi 环境上 Solarflare 网卡

的工具，需要在 EXSI 主机上安装 CIM provider，

在 Linux client 上 用 Solarflare linux utility 中 的

sfboot_esxi 工具来管理。（图 7）

安装完毕后检查是否安装成功。（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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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接入交换机端口是否开启 AN 协议，Solarflare X2 系列网卡可以探测连

接速率自动匹配网卡速率，保持默认。除非特殊要求，也可认为设定。 

4.4.2 相关知识点 

参考 Sloarflare平台兼容列表选择操作系统版本，同时需设置 BIOS中相关参

数等。 

Esxi操作系统上 Solarflare支持两种安装模式： 

 
vSphere SR-IOV 支持依赖于网卡端口虚拟功能(VF)和物理功能(PF)之间的交

互以提高性能，依赖于 PF 驱动程序和主机交换机之间的交互以实现流量控制。

SR-IOV对性能的影响利弊与 DirectPath I/O相似，DirectPath I/O与 SR-IOV 功能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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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卡基础参数，需要远端管理工具辅助，

在通网络安全允许的跳板机客户端上传 Vmware-

sfutils 工具到 Linux 客户端（图 9）

如下命令查看管理 IP 对应的 EXSI 主机上网

卡 vmnic2 的信息，当前 Switch MODE 为 Default，

VLAN tags 为 Non（图 10）

如下基于当前switch mode为default的状体下，

设置 pf-vlans 会报错，提示应为 None。（图 11）

Sfboot_esxi 命令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考 User 

Guide，如下命令设置 vmnic2 为 PF=1，设置 vlan 

	

相似，但用于完成不同的任务。SR-IOV对于要求数据包传输速率非常高或延迟非

常低的工作负载非常有利。与 DirectPath I/O 一样，SR-IOV 与 vMotion 等某些

核心虚拟化功能也不兼容。而 SR-IOV允许在多个客户机之间共享一个物理设备。

使用 DirectPath I/O，只能将一项物理功能映射到一个虚拟机。使用 SR-IOV，可

共享单个物理设备，使多个虚拟机直接连接到物理功能。 

SR-IOV 是 PCI-SIG的一个 IOV的规范，目的是提供一种标准规范，通过为

虚拟机提供独立的内存空间，中断，DMA流，来绕过 VMM实现数据移动。SR-

IOV 架构被设计用于将单个设备通过支持多个 VF，并减少硬件的开销。 

SR-IOV 引入了两种类型： 

PF：包含完整的 PCIe 功能，包括 SR-IOV的扩张能力，该功能用于 SR-IOV

的配置和管理。 

FV：包含轻量级的 PCIe 功能。包含数据移动所需要的最小的必要的资源。 

	

4.4.3 技术实现 

4.4.3.1 PF方案实现 

官网下载好对应操作系统版本驱动，安装 Solarflare网卡驱动，重启生效。 

	

	

 查看驱动模块 sfvmk 是否加载成功，如下可正常识别 Sloarflare 网卡 2 个网

口。 

	

 查看 Sloarflare网卡的详细信息，如 FW版本，驱动版本等。 

	

 ESXI进一步还需安装 CIM provider，sfboot_esxi 是远程管理安装在 esxi环

境上 Solarflare网卡的工具，需要在 EXSI主机上安装 CIM provider，在 Linux client

上用 Solarflare linux utility中的 sfboot_esxi工具来管理。 

	

安装完毕后检查是否安装成功。 

	

	

 查看驱动模块 sfvmk 是否加载成功，如下可正常识别 Sloarflare 网卡 2 个网

口。 

	

 查看 Sloarflare网卡的详细信息，如 FW版本，驱动版本等。 

	

 ESXI进一步还需安装 CIM provider，sfboot_esxi 是远程管理安装在 esxi环

境上 Solarflare网卡的工具，需要在 EXSI主机上安装 CIM provider，在 Linux client

上用 Solarflare linux utility中的 sfboot_esxi工具来管理。 

	

安装完毕后检查是否安装成功。 

	

	

 查看驱动模块 sfvmk 是否加载成功，如下可正常识别 Sloarflare 网卡 2 个网

口。 

	

 查看 Sloarflare网卡的详细信息，如 FW版本，驱动版本等。 

	

 ESXI进一步还需安装 CIM provider，sfboot_esxi 是远程管理安装在 esxi环

境上 Solarflare网卡的工具，需要在 EXSI主机上安装 CIM provider，在 Linux client

上用 Solarflare linux utility中的 sfboot_esxi工具来管理。 

	

安装完毕后检查是否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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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为 1022。（图 12）

如下命令把 vmnic2 切分为 4 个 PF 设备，且

分别设置 vlan tag 1019-1022，一般是 PF 与 vlan 

tag id 依次对应，本例中 ：

0000.86.00.0 为 vmnic2，对应 vlan tag id 为

1019

0000.86.00.2 为 vmnic4， 对 应 vlan tag id 为

1020

0000.86.00.3 为 vmnic5， 对 应 vlan tag id 为

1021

0000.86.00.4 为 vmnic6， 对 应 vlan tag id 为

1022（图 13）

重启 esxi 之后，在 ESXI 界面查看新的网卡

PCI 设置。如下多出的 2.3.4 即是 PF 设备加上原

本的设备 0，选中即可切换为直通模式，重启生效。

（图 14）

测试 PF 设备直通，新建虚拟机，关机状态下，

编辑，添加 PCI 设备，选择刚转换为直通的网卡

	

 查看驱动模块 sfvmk 是否加载成功，如下可正常识别 Sloarflare 网卡 2 个网

口。 

	

 查看 Sloarflare网卡的详细信息，如 FW版本，驱动版本等。 

	

 ESXI进一步还需安装 CIM provider，sfboot_esxi 是远程管理安装在 esxi环

境上 Solarflare网卡的工具，需要在 EXSI主机上安装 CIM provider，在 Linux client

上用 Solarflare linux utility中的 sfboot_esxi工具来管理。 

	

安装完毕后检查是否安装成功。 

	

	

配置网卡基础参数，需要远端管理工具辅助，在通网络安全允许的跳板机客

户端上传 Vmware-sfutils工具到 Linux 客户端 

	

如下命令查看管理 IP 对应的 EXSI 主机上网卡 vmnic2 的信息，当前 Switch 

MODE为 Default，VLAN tags为 Non 

	

 如下基于当前 switch mode为 default的状体下，设置 pf-vlans会报错，提示

应为 None。 

	
 Sfboot_esxi 命令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考 User Guide，如下命令设置 vmnic2为

PF=1，设置 vlan tag为 1022。 

	

配置网卡基础参数，需要远端管理工具辅助，在通网络安全允许的跳板机客

户端上传 Vmware-sfutils工具到 Linux 客户端 

	

如下命令查看管理 IP 对应的 EXSI 主机上网卡 vmnic2 的信息，当前 Switch 

MODE为 Default，VLAN tags为 Non 

	

 如下基于当前 switch mode为 default的状体下，设置 pf-vlans会报错，提示

应为 None。 

	
 Sfboot_esxi 命令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考 User Guide，如下命令设置 vmnic2为

PF=1，设置 vlan tag为 1022。 

	

配置网卡基础参数，需要远端管理工具辅助，在通网络安全允许的跳板机客

户端上传 Vmware-sfutils工具到 Linux 客户端 

	

如下命令查看管理 IP 对应的 EXSI 主机上网卡 vmnic2 的信息，当前 Switch 

MODE为 Default，VLAN tags为 Non 

	

 如下基于当前 switch mode为 default的状体下，设置 pf-vlans会报错，提示

应为 None。 

	
 Sfboot_esxi 命令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考 User Guide，如下命令设置 vmnic2为

PF=1，设置 vlan tag为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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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如图选择是 0000.86.00.3。（图 15）

虚拟机操作系统下，无需设置 vlan tag，直

接正常配置IP。在交换机侧配置完成后即可通讯。

（图 16）

4.4.3.2 SR-IOV 方案实现

驱动安装以及验证、CIM provider 如 4.4.3.1

中阐述。安装完成后，需要对一些驱动等信息进

行检查。（图 17、18）

系统启用 sfvmk，并检查 provider 状态。（图

19、20）

针对业务系统既有独立业务网，也有独立

高频行情组播网，单台物理机两张双口 25Gb 

Solarflare 网卡需满足既能满足性能要求，又能满足

业务网口需要资源利用率最大化，综合考虑，生

产上我们参照官方最佳实践值将 VF 数量调整到 4。

Firmware Variant 参数调整，该参数需要将其

设置为全虚拟化或者半虚拟化，与 Vmware 呼应 ：

sfboot--adapter=vmnic6 firmware-variant=full-

feature

SR-IOV(VF Passthroug) 方 案 中 需 要 调 整

sfboot 设置参数，如上所诉，我们将 VF 数量设

置为 4 ：

sfboot switch-mode=sriov pf-count=1 vf-

count=4

	

	

 如下命令把 vmnic2 切分为 4个 PF设备，且分别设置 vlan tag 1019-1022，

一般是 PF与 vlan tag id 依次对应，本例中： 

0000.86.00.0 为 vmnic2，对应 vlan tag id为 1019 

0000.86.00.2为 vmnic4，对应 vlan tag id为 1020 

0000.86.00.3为 vmnic5，对应 vlan tag id为 1021 

0000.86.00.4为 vmnic6，对应 vlan tag id为 1022 

	

重启 esxi 之后，在 ESXI 界面查看新的网卡 PCI 设置。如下多出的 2.3.4 即

是 PF设备加上原本的设备 0，选中即可切换为直通模式，重启生效。 

	

测试 PF设备直通，新建虚拟机，关机状态下，编辑，添加 PCI设备，选择刚

转换为直通的网卡设备，如图选择是 0000.86.00.3。 

	

	

 如下命令把 vmnic2 切分为 4个 PF设备，且分别设置 vlan tag 1019-1022，

一般是 PF与 vlan tag id 依次对应，本例中： 

0000.86.00.0 为 vmnic2，对应 vlan tag id为 1019 

0000.86.00.2为 vmnic4，对应 vlan tag id为 1020 

0000.86.00.3为 vmnic5，对应 vlan tag id为 1021 

0000.86.00.4为 vmnic6，对应 vlan tag id为 1022 

	

重启 esxi 之后，在 ESXI 界面查看新的网卡 PCI 设置。如下多出的 2.3.4 即

是 PF设备加上原本的设备 0，选中即可切换为直通模式，重启生效。 

	

测试 PF设备直通，新建虚拟机，关机状态下，编辑，添加 PCI设备，选择刚

转换为直通的网卡设备，如图选择是 0000.86.00.3。 

	

	

 如下命令把 vmnic2 切分为 4个 PF设备，且分别设置 vlan tag 1019-1022，

一般是 PF与 vlan tag id 依次对应，本例中： 

0000.86.00.0 为 vmnic2，对应 vlan tag id为 1019 

0000.86.00.2为 vmnic4，对应 vlan tag id为 1020 

0000.86.00.3为 vmnic5，对应 vlan tag id为 1021 

0000.86.00.4为 vmnic6，对应 vlan tag id为 1022 

	

重启 esxi 之后，在 ESXI 界面查看新的网卡 PCI 设置。如下多出的 2.3.4 即

是 PF设备加上原本的设备 0，选中即可切换为直通模式，重启生效。 

	

测试 PF设备直通，新建虚拟机，关机状态下，编辑，添加 PCI设备，选择刚

转换为直通的网卡设备，如图选择是 0000.86.00.3。 

43

图 14

图 12

图 13



本期热点

44

利用远端在网卡适配器上配置上创建 VF，

并查看服务器上 VF 数量。（图 21、22、23）

业务网路与独立组播网络全部通，业务系统

运行验证正常。

4.4.3.3 参数调整优化

net.core.rmem_default、net.core.rmem_max、

	

	

虚拟机操作系统下，无需设置 vlan tag，直接正常配置 IP。在交换机侧配置完

成后即可通讯。 

 

	
 4.4.3.2 SR-IOV方案实现 

驱动安装以及验证、CIM provider如 4.4.3.1中阐述。安装完成后，需要对一

些驱动等信息进行检查。 

 

 

	

	

虚拟机操作系统下，无需设置 vlan tag，直接正常配置 IP。在交换机侧配置完

成后即可通讯。 

 

	
 4.4.3.2 SR-IOV方案实现 

驱动安装以及验证、CIM provider如 4.4.3.1中阐述。安装完成后，需要对一

些驱动等信息进行检查。 

 

 

	

	

虚拟机操作系统下，无需设置 vlan tag，直接正常配置 IP。在交换机侧配置完

成后即可通讯。 

 

	
 4.4.3.2 SR-IOV方案实现 

驱动安装以及验证、CIM provider如 4.4.3.1中阐述。安装完成后，需要对一

些驱动等信息进行检查。 

 

 

	

	

虚拟机操作系统下，无需设置 vlan tag，直接正常配置 IP。在交换机侧配置完

成后即可通讯。 

 

	
 4.4.3.2 SR-IOV方案实现 

驱动安装以及验证、CIM provider如 4.4.3.1中阐述。安装完成后，需要对一

些驱动等信息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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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core.wmem_default、net.core.wmem_max、net.

ipv4.udp_mem、net.ipv4.udp_rmem_min、net.ipv4.

udp_wmem_min 等相关参数调优可参考 vsphere 主

机高级参数调整，与 GuestOS 配套调整。

5. 实践成果

5.1 基于 PF 模式的低延时云机

我们在测试环境，搭建一套基于 PF 透传模

式的低延时云机，BIOS 和内核均进行相应调整，

机器配置和组网如下 ：

机器参数 ：CPU Gold 6130，2.1GHz，8G

BIOS ：开虚拟化、超线程、省电模式

核绑定 ：没有绑定核

操作系统 ：CentOS7.6

宿主机 ：VMWare 平台

交换机 ：华为 CE6851（非低延时交换机）

调优 ：修改内核参数（socket memory 1GB，

tuned-adm profile network-latency）

网 卡 和 onload 驱 动 ：Solarflare SFN8522，

Onload-7.0.0.176，采用 PF，透传模式

从业务角度，使用 iperf 和 qperf 测试工具，对

Solarflare 低延时虚拟机进行带宽、延时、丢包率的

验证，使用默认参数（包大小），持续测试 60 秒。

带宽延时测试，虚拟机通过低延时网卡通信，

单向传输带宽可以打满，接近 10Gb/s。低延时网

卡模式下，延时到 2us 左右。

丢包率，测试常见的吞吐，从 100Mb/s 开始

	

系统启用 sfvmk，并检查 provider状态。 

 

 

针对业务系统既有独立业务网，也有独立高频行情组播网，单台物理机两张

双口 25Gb Solarflare网卡需满足既能满足性能要求，又能满足业务网口需要资源

利用率最大化，综合考虑，生产上我们参照官方最佳实践值将 VF数量调整到 4。 

Firmware Variant 参数调整，该参数需要将其设置为全虚拟化或者半虚拟化，

与 Vmware呼应： 

sfboot - - adapter=vmnic6 firmware- variant=full- feature 

SR-IOV(VF Passthroug)方案中需要调整 sfboot设置参数，如上所诉，我们将

VF数量设置为 4： 

sfboot switch- mode=sriov pf- count=1 vf- count=4 

利用远端在网卡适配器上配置上创建 VF，并查看服务器上 VF数量。 

	

	

系统启用 sfvmk，并检查 provider状态。 

 

 

针对业务系统既有独立业务网，也有独立高频行情组播网，单台物理机两张

双口 25Gb Solarflare网卡需满足既能满足性能要求，又能满足业务网口需要资源

利用率最大化，综合考虑，生产上我们参照官方最佳实践值将 VF数量调整到 4。 

Firmware Variant 参数调整，该参数需要将其设置为全虚拟化或者半虚拟化，

与 Vmware呼应： 

sfboot - - adapter=vmnic6 firmware- variant=full- feature 

SR-IOV(VF Passthroug)方案中需要调整 sfboot设置参数，如上所诉，我们将

VF数量设置为 4： 

sfboot switch- mode=sriov pf- count=1 vf- count=4 

利用远端在网卡适配器上配置上创建 VF，并查看服务器上 VF数量。 

	

	

系统启用 sfvmk，并检查 provider状态。 

 

 

针对业务系统既有独立业务网，也有独立高频行情组播网，单台物理机两张

双口 25Gb Solarflare网卡需满足既能满足性能要求，又能满足业务网口需要资源

利用率最大化，综合考虑，生产上我们参照官方最佳实践值将 VF数量调整到 4。 

Firmware Variant 参数调整，该参数需要将其设置为全虚拟化或者半虚拟化，

与 Vmware呼应： 

sfboot - - adapter=vmnic6 firmware- variant=full- feature 

SR-IOV(VF Passthroug)方案中需要调整 sfboot设置参数，如上所诉，我们将

VF数量设置为 4： 

sfboot switch- mode=sriov pf- count=1 vf- count=4 

利用远端在网卡适配器上配置上创建 VF，并查看服务器上 VF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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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增，测试两种模式（onload和onload latency模式）

下 UDP 的丢包情况。框中 0/256412(0%)，表示发

送了 256412 个包，丢包个数 0，丢包率 0%。可

以看到，两种模式在 800Mb/s 这种大流量下，不

丢包，而且低延时模式（latency）下，随着流量

的增加，丢包率依然很低，而且实际策略运行时，

接收一般不会超过 1Gb 流量。

在生产部署时，我们没有选择 PF 模式。因

为组网方面的需求，选择基于 SRIOV 的 VF 模式。

5.2 基于 SRIOV 模式的极速交易托管云机

我们自研的高频量化交易系统，为客户提供

最极速的高频行情服务，以及最快的交易链路，

满足中低频、高频的交易需求。普通云机无论是

	

	

	

	

业务网路与独立组播网络全部通，业务系统运行验证正常。 

图 22

图 23

	

	

	

	

业务网路与独立组播网络全部通，业务系统运行验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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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还是软件平台，都无法满足客户的极速交易

需求，因此，我们建设基于 SRIOV 的低延时云

机平台。（图 24）

根据业务组网的需要，每个服务器搭配 2 块

Solarflare x2522-plus 低延时网卡。客户主要做高

频交易，因此我们在 CPU 选择上，倾向于频率高、

核数较多。宿主机服务器配置如下 ：

CPU ：2*Intel Xeon Gold 6254（3.1GHz，

18Core）

DDR ：128G

硬盘 ：4*300G sas 盘

网卡 ：2 * Solarflare X2522-plus

为了保证交易服务的稳定性，关闭了超线程，

开启高性能模式。宿主机上可用的 CPU 核数为

36，内存 128GB，磁盘 1.2T。考虑到客户实际运

行策略的资源需要，统一云机规格参数为 8 核、

16G 内存、双网卡。如此，每一台服务器可以虚

拟化出 4 台相同规格的低延时云机，极大的降低

机房部署成本和运维成本。

目前是在沪深交易所机房部署低延时云机。

交易所机房有我们自研的 FPGA 高频行情和极速

柜台，因此交易所内部机房的交易链路是最极速

的。而交易所机房内部机柜位置有限，云化极速

交易机器，就可以承载更多的量化交易策略，节

省机房内资源。

每台低延时云机，都会进行软硬件方面的优

化，包括 BIOS 优化、操作系统的内核参数调优等，

以满足客户的极速交易需求。业务上，每台云机

一块网卡加入行情组播私网接收行情，另一块网

卡加入交易网段进行交易报单。每个云机配置接

收自研 FPGA 高频行情，交易链路以低延时网卡

和低延时交换机进行组网，保证从行情到交易全

	

4.4.3.3 参数调整优化 

net.core.rmem_default、net.core.rmem_max、net.core.wmem_default、

net.core.wmem_max、net.ipv4.udp_mem、net.ipv4.udp_rmem_min、

net.ipv4.udp_wmem_min 等相关参数调优可参考 vsphere主机高级参数调整，与

GuestOS 配套调整。 

5. 实践成果 

5.1 基于 PF 模式的低延时云机 

我们在测试环境，搭建一套基于 PF透传模式的低延时云机，BIOS和内核均进行相应

调整，机器配置和组网如下： 

机器参数：CPU Gold 6130，2.1GHz，8G 

BIOS：开虚拟化、超线程、省电模式 

核绑定：没有绑定核 

操作系统：CentOS7.6 

宿主机：VMWare平台 

交换机：华为 CE6851（非低延时交换机） 

调优：修改内核参数（socket memory 1GB，tuned-adm profile network-latency） 

网卡和 onload驱动：Solarflare SFN8522，Onload-7.0.0.176，采用 PF，透传模式 

从业务角度，使用 iperf和 qperf测试工具，对 Solarflare低延时虚拟机进行带宽、延

时、丢包率的验证，使用默认参数（包大小），持续测试 60秒。 

带宽延时测试，虚拟机通过低延时网卡通信，单向传输带宽可以打满，接近 10Gb/s。

低延时网卡模式下，延时到 2us左右。 

丢包率，测试常见的吞吐，从 100Mb/s开始递增，测试两种模式（onload和 onload 

latency 模式）下 UDP的丢包情况。框中 0/256412(0%)，表示发送了 256412 个包，丢包个

数 0，丢包率 0%。可以看到，两种模式在 800Mb/s这种大流量下，不丢包，而且低延时模

式（latency）下，随着流量的增加，丢包率依然很低，而且实际策略运行时，接收一般不会

超过 1Gb 流量。 

测试参数 \带

宽 

100m 400m 800m 1g 2g 5.8g 

Onload 0/256412  

(0%) 

0/1034484 

 (0%) 

0/2142857 

(0%) 

459/2727268 

(0.033%) 

1123/5999597 

(0.019%) 

321/14930505 

(0.0021%) 

 

	

测试参数\带宽 100m 200m 400m 800m 1g 2g 

Onload -p 

latency 

0/256412 

(0%) 

0/512822 

(0%) 

0/2068966 

(0%) 

0/4285715 

(0%) 

0/5454543 

(0%) 

24/11999984 

(0.0002%) 

在生产部署时，我们没有选择 PF 模式。因为组网方面的需求，选择基于 SRIOV的 VF

模式。 

5.2 基于 SRIOV 模式的极速交易托管云机 

我们自研的高频量化交易系统，为客户提供最极速的高频行情服务，以及最快的交易链

路，满足中低频、高频的交易需求。普通云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平台，都无法满足客户的

极速交易需求，因此，我们建设基于 SRIOV的低延时云机平台。 

客户端 高频交易系统 极速柜台

策略（托管云机） 自研FPGA高频行
情

 

根据业务组网的需要，每个服务器搭配 2 块 Solarflare x2522-plus低延时网卡。客户主

要做高频交易，因此我们在 CPU选择上，倾向于频率高、核数较多。宿主机服务器配置如

下： 

CPU：2*Intel Xeon Gold 6254（3.1GHz，18Core） 

DDR：128G 

硬盘：4*300G sas 盘 

网卡：2 * Solarflare X2522-plus 

为了保证交易服务的稳定性，关闭了超线程，开启高性能模式。宿主机上可用的 CPU

核数为 36，内存 128GB，磁盘 1.2T。考虑到客户实际运行策略的资源需要，统一云机规格

参数为 8核、16G内存、双网卡。如此，每一台服务器可以虚拟化出 4 台相同规格的低延时

云机，极大的降低机房部署成本和运维成本。 

目前是在沪深交易所机房部署低延时云机。交易所机房有我们自研的 FPGA高频行情

和极速柜台，因此交易所内部机房的交易链路是最极速的。而交易所机房内部机柜位置有

	

测试参数\带宽 100m 200m 400m 800m 1g 2g 

Onload -p 

latency 

0/256412 

(0%) 

0/512822 

(0%) 

0/2068966 

(0%) 

0/4285715 

(0%) 

0/5454543 

(0%) 

24/11999984 

(0.0002%) 

在生产部署时，我们没有选择 PF 模式。因为组网方面的需求，选择基于 SRIOV的 VF

模式。 

5.2 基于 SRIOV 模式的极速交易托管云机 

我们自研的高频量化交易系统，为客户提供最极速的高频行情服务，以及最快的交易链

路，满足中低频、高频的交易需求。普通云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平台，都无法满足客户的

极速交易需求，因此，我们建设基于 SRIOV的低延时云机平台。 

客户端 高频交易系统 极速柜台

策略（托管云机） 自研FPGA高频行
情

 

根据业务组网的需要，每个服务器搭配 2 块 Solarflare x2522-plus低延时网卡。客户主

要做高频交易，因此我们在 CPU选择上，倾向于频率高、核数较多。宿主机服务器配置如

下： 

CPU：2*Intel Xeon Gold 6254（3.1GHz，18Core） 

DDR：128G 

硬盘：4*300G sas 盘 

网卡：2 * Solarflare X2522-plus 

为了保证交易服务的稳定性，关闭了超线程，开启高性能模式。宿主机上可用的 CPU

核数为 36，内存 128GB，磁盘 1.2T。考虑到客户实际运行策略的资源需要，统一云机规格

参数为 8核、16G内存、双网卡。如此，每一台服务器可以虚拟化出 4 台相同规格的低延时

云机，极大的降低机房部署成本和运维成本。 

目前是在沪深交易所机房部署低延时云机。交易所机房有我们自研的 FPGA高频行情

和极速柜台，因此交易所内部机房的交易链路是最极速的。而交易所机房内部机柜位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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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都是极速。

6. 应用反馈与总结

基于低延时网卡虚拟化技术的低延时云机，

在生产上稳定运行，为高频交易客户提供稳定、

可靠的极速交易服务。同时，也作为行情监控机

器，持续监测每日的高频行情系统运行情况，以

及丢包率。

国泰君安证券新一代金融云不仅具备一定的

规模，而且在两地三中心机房和 IDC 机房部署了

多种异构的云资源池。资源池架构不仅包括分布

式的 Openstack 开源架构和虚拟化商业产品 + 存

储双活的架构，也包括超融合架构。生产功能区，

对业务性能和等级较高的业务系统我们采用存储

双活或超融合方式部署 ；IDC 机房、互联网区域、

运行管理区资源池我们采用超融合方式部署 ；开

发测试与容灾资源池采用 Openstack+ 分布式存储

部署方式。而低延时虚拟化不仅仅是起步，后面

会从应用、技术等多层面推动其发展，引领行业

技术前行。

容器云平台不仅能提高 IT 基础资源利用率，

而且支持应用发布涉及从无状态到有状态，灵活

封装业务应用，实现应用交付的一致性、敏捷性

和标准化，微服务化更易于扩展和更适配敏捷性

开发，从而加速创新并缩短新功能的上线时间，

支持应用快速的持续集成与持续发布，提高业务

系统敏捷型开发效率，实现业务流量灵活快速扩

展等 ；配套核心标准和自定义应用监控，以及平

台与应用日志分析与聚合等 ；底层支持多集群管

理、多网络模式等统一管控，支持 Windows/Linux

统一编排调度，支持 GPU/ARM 服务器统一部署。

容器云 PaaS 平台为公司业务系统微服务化改造、

实现 SaaS 服务提供了最佳载体。容器云 CNI 突破

高频行情组播技术，即为交易系统容器化奠定基

础，为新一代交易系统提供 SaaS 级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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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在证券经营机构的应用探究

7  GPU 在 KUBERNETES 上的原理与应用

8  基于零信任安全模型的移动互联网安全接入探索

9  初探网络安全软件检测模型



实践探索

面对数据隐私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数据孤岛现象已成为阻碍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在保障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打破金融数据壁垒，

是证券经营机构进行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技术核心竞争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证券

经营机构内部产生数据孤岛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将区块链与联邦学习二者

融合进行联合建模的思路，在满足监管的前提下通过一种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数据孤岛问

题，对二者融合建模的设计方案和适用场景进行了探讨，旨在为证券经营机构解决人工智

能面临的数据孤岛和数据隐私问题提供参考。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在证券经营
机构的应用探究
牟大恩、任炜明 /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邮箱 ：moudaen@126.com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金融科

技的兴起，科技与金融业务的融合不断加深，金

融机构都在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科技在金融

机构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科技引领业务不再是

镜中花水中月。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改变了金融

机构的创新思路和经营理念 , 数据作为基础生产

资料 , 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推动作

用，数据的开放共享也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

展的命脉之所在，是企业在下一轮新技术竞争中

取胜的关键。

人工智能技术追根究底是建立在基于庞大数

据的机器学习训练之上，然而由于金融数据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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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性和孤立性，加之金融领域是受监管最严的行

业之一，因此金融数据也就成了数据孤岛问题的

重灾区。联邦学习作为隐私计算的重要技术，它

能够有效解决数据孤岛问题，让参与方在不共享

底层数据的基础上联合建模，从技术上打破数据

孤岛。联邦学习可以认为是一种广义的分布式机

器学习技术，既然是分布式机器学习就应该考虑

联邦学习网络中恶意参与方利用错误的梯度和损

失值来破坏模型训练的正确性，这需要联邦学习

提供数据的可追溯性来保证参与方提供数据的安

全性。

区块链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不可篡改的、

共享的分布式账本，可以保证联邦学习各参与方

之间的数据的安全性和一致性，以及训练过程的

可追溯性，这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恶意数据节点

对机器学习训练系统的破坏。另外区块链的安全

认证机制和价值驱动激励机制为各参与方提供了

一个安全可信的机器学习环境，增强了各参与方

之间提供数据、更新网络模型参数的积极性。因

此，区块链与联邦学习的融合应用意义重大，实

用性强。

二、研究背景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以深度学习驱动的

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依赖大规模的数据去训练超

大规模的模型，因此数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制约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当前证券经营机构内部数

据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进而制约了人工智

能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进展。

1. 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证券经营机构拥有的数据具有高度隐私、数

据分散、数据量大、数据质量差的特点。不同证

券经营机构只拥有自己客户的数据以及所经营业

务数据，往往缺乏足够样本数据，数据标注也严

重缺失。虽然有些经营机构拥有大量数据，但不

同数据来源在逻辑上相对孤立，形成了封闭式、

割据式的数据结构，看似数据多，实则许多数据

未经专业标注，有效数据非常少。同时受制于数

据隐私保护和行业监管，证券经营机构数据来源

相对单一，对于外部数据的引入和应用不足。

2. 数据隐私保护法规限制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隐私重视程度的增强，

数据隐私保护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数

据隐私保护相关法律体系呈现日益健全化与规范

化。

在国际方面，2018 年 5 月欧盟在全体成员

国推广首个关于数据隐私保护的法案《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也发布了一系

列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包括 ISO/IEC 29100《隐

私保护框架》、ISO/IEC 29101《隐私体系架构》、

ISO/IEC 29134 《隐私影响评估》、ISO/IEC 29151

《个人可识别信息保护指南》ISO/IEC 29190《隐

私能力评估模型》等。

在国内方面，2017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中也指出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坏其收

集的个人信息，强调了对基础设施及个人信息的

保护。2018 年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

全规范》明确了企业收集、使用、分享个人信息

的合规要求。2020 年《数据安全法草案》结束征

求意见，草案中明确了开展数据活动的组织、个

人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

在证券领域方面，2014 年《证券公司客户

资料管理规范》规定“证券公司应对客户资料予

以保密，非依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报送、客户同

意或者因客户身份识别的需要，不得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提供”。2018 年《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

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不得收集与服务无关的客

户信息，不得购买或使用非法获取或来源不明的

数据。除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证

券基金经营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提供客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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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一规定不仅对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在用户

数据收集和使用方面做了限制，而且几乎将证券

经营机构对外提供数据之路彻底封死。

3. 缺乏激励机制

出于保护商业机密、数据监管以及数据整理

成本等因素考虑，加之缺乏激励机制，证券经营

机构当前也缺乏数据共享的动力。

三、技术要点

联邦学习具有分布式、本地计算等特征，与

区块链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分布式计算等特征有

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更适合与区块链相融合。下

面分别对这两种技术进行阐述。

（一）联邦学习概述

1. 联邦学习的定义

联邦学习（Federated Learning）是一种新兴

的人工智能基础技术，谷歌公司最早在 2017 正

式提出联邦学习的概念，原本用于解决安卓手机

终端用户在本地更新模型时面临的设备和个人数

据安全、隐私、合法合规等问题。通过近几年的

发展，目前已成为一种带有隐私保护、安全加密

技术的分布式机器学习框架，旨在让分散的各参

与方在不向其他参与方披露隐私数据的前提下，

联合进行机器学习的模型训练。

通过引入更多的参与方，联邦学习可以从整

体上拓展训练数据集，从而提升总体模型的质量。

典型的联邦学习模型框架如图 1 所示。

2. 联邦学习分类及应用场景

在实际应用中，根据数据分布的特点，2020

年 4 月 8 日，微众银行联合多家企业和机构发布

《联邦学习白皮书 V2.0》，将联邦学习分为横向联

邦学习、纵向联邦学习与联邦迁移学习，三种联

邦学习特征如图 2 所示。

横向联邦学习，适用于参与方在业务形态相

同或相似但用户不同的场景，也即用户特征重叠

较大，用户重叠较小的场景，其本质是样本的融

合。比如不同的证券经营机构间业务相似（特征

相似），但用户不同（样本不同），可以联合进行

反洗钱或风控建模，解决该领域样本数量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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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量差的问题。

纵向联邦学习，适用于参与方在业务形态不

同，但用户样本有交叉的场景，也即用户特征重

叠较小，用户重叠较大的场景，其本质是特征融

合。比如将证券经营机构与本地电商公司进行联

合建模，经营机构记录了用户的持仓信息、买卖

记录、风险等级等信息，而电商公司则记录了用

户的购买历史及操作行为数据，二者虽然业务不

同（特征不同），但用户数据存在重合部分（样

本相同），二者联合进行模型训练，通过用户画

像建模进行预测，为用户推荐相关金融产品，实

现精准营销，解决经营机构公司数据单一的问题。

联邦迁移学习，适用于用户样本数据和用户

特征重叠都很小的场景，与纵向联邦学习相似，

一般是利用迁移学习和深度神经网络来克服数据

或标签不足的情况，解决单边数据规模小和标签

样本少的问题。如本国的证券经营机构与国外的

电商公司联合建模，由于样本和特征重叠很小，

通过迁移学习进行模型训练以挖掘新的商业模

式、金融产品和服务。

3. 联邦学习基本流程

典型的联邦学习生态包括用户，联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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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和协调方三种角色。其中联邦学习的协调

方负责将各参与方上传的模型参数、梯度和损失

值进行合并，并将结果发给各参与方，一般使用

FederatedAveraging 算法对各参与方提供的模型参

数进行加权平均来获得联合模型。联邦学习的参

与方需要将模型参数或梯度参数通过同态加密、

差分隐私和多方安全计算等加密技术加密后传递

给协调方。

联邦学习的基本流程包括两部分 ：加密样本

对齐和加密模型训练，如图 3 所示。

4. 联邦学习面临的挑战

联邦学习的数据来自不同的组织或机构，彼

此间缺乏信任，是在多方不信任的基础上协作计

算，因此参与方提供的数据质量问题可能影响整

个机器学习任务的效果，进而影响联邦学习的质

量。同时由于联邦学习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如

何吸引更多的参与方加入也是当前联邦学习所面

临的挑战问题。

（二）区块链概述

1. 区块链简介

数据中心联盟对区块链（Blockchain）的定

义为 ：区块链是一种由多方共同维护，使用密码

学保证传输和访问安全，能够实现数据一致存储、

无法篡改、无法抵赖的技术体系，也称分布式账

本。区块链通过智能合约维护着一条不断增长的

有序的数据区块，参与到区块链网络的节点，通

过密码学算法把一段时间内的全部信息交流数据

统计和记录到一个数据块（Block）中，并且生

成该数据块的指纹用于链接（Chain）下一个数

据块和校验，由系统中所有的参与节点共同认定

记录是否为真，从而保证区块内的信息无法伪造

和更改。根据网络范围，区块链可以分为公有链、

私有链和联盟链。

2. 区块链的特点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

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在互联网时代的

创新应用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 去中心化

区块链的账本不是存储于某一个节点中，也

不需要第三方权威机构来负责管理，而是分散在

区块链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上，每个节点都有该

账本的一个副本，并且全部节点的账本同步更新。

（2） 不可篡改

区块链采用了带有时间戳的链式区块结构存

储数据，从而使得区块中存储的信息具有极强的

可追溯性和可验证性。同时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

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

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又保证了区块链数据的

不可更改性，进一步提高了区块链的数据稳定性

和可靠性。

（3） 开放性

区块链是一个开放的、信息高度透明的系统，

任何节点都可以加入区块链，各参与节点除了私

有信息被加密外，所有数据对链上每个节点都公

开透明。

（三）区块链与联邦学习融合

联邦学习和区块链都是需要多方参与实现

的，通过技术上的共识实现多方合作的可信网络，

具有较好的互补性。区块链和联邦学习二者融合，

可以相互赋能，相辅相成。

区块链尤其是联盟链的授权机制、身份管理

等为联邦学习各参与方提供一个安全可信的合作

机制。联邦学习的模型参数存储在区块链中，保

证了模型参数的安全性、可靠性和一致性，也保

证了训练过程中交互的模型参数数据透明、防篡

改和可追溯。凭借区块链提供的激励机制，在联

邦学习模型训练完成后，根据本次训练过程中各

参与者提供的训练数据的数量和质量评估激励资

源，吸引更多的参与方加入，进而提升模型训练

结果的精度和准确率。

通过联邦学习，仅将计算结果上链，可以

降低区块链存储资源的开销，实现计算、共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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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分离。同时通过联邦学习、同态加密和安全

多方计算等隐私计算技术可解决区块链隐私性问

题。

四、融合设计方案

传统的联邦学习架构需要一个联邦中心作为

协调方，由于联邦中心的存在，在实际应用中一方

面对于如何选择协调方是一个难点问题，另一方面

联邦中心单点故障也会对联邦学习整个学习网络造

成影响。同时缺少激励机制，参与方积极性难以得

到保障。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框架使用区块链网

络代替或弱化联邦中心的作用，将训练参数结果上

链，一方面可以防止样本特征数据被篡改，另一方

面可以将迭代历史数据保存在链上。

区块链与联邦学习融合模型训练过程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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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区块链和联邦学习融合模型区块数据结构示意图 

五、 应用场景 

证券经营机构通过使用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能简单、合法合规且低成本的

获取外部有效的数据信息，快速解决因数据量或数据维度不足而导致人工智能模

型训练效果较差的问题。本节将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在证券经营机构实际应用

场景进行分析。 

1. 精准画像和精准营销 

在消费结构升级以及付费浪潮影响下，用户更愿意为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买

单，因此需要进行多维度的用户画像、客群细分和精细化分析，进而实现服务和

产品精准触达目标用户，为用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陪伴。 

证券经营机构联合电商公司、银行等机构进行联合建模。证券经营机构拥有

用户的持仓记录、调仓记录、风险等级测评以及产品风格类型等数据；电商公司

拥有用户浏览记录、消费行为、搜索数据、用户社交信息、用户活跃度等数据；

银行拥有用户信用等级、收支情况等数据。将三方样本特征通过基于区块链的联

邦学习技术进行融合，不断补充和完善用户标签，构建统一的智能获客模型、智

能客服模型、联邦推荐模型和智能投顾模型，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精准用户画

像，从而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营销。 

此外，客户在不同领域表现出的行为特征，构建用户价值预测模型和产品需

求预测模型，可以为证券经营机构了解和预测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

以及优化合作渠道提供重要参考依据。该场景的架构模型如图 6所示。 

图 5 ：区块链和联邦学习融合模型区块数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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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融合后的区块数据结构如图 5 所示。由联

邦学习任务发起者充当联邦中心，负责对联邦学

习参与方的贡献进行评估计算，并将奖励下发到

区块链上。各参与节点在本地模型训练之后将训

练结果上传到区块链网络进行广播，链上其他结

点通过迭代次数进行判断处理，以此循环迭代，

直到联邦学习损失函数收敛，完成整个联合模型

训练。

同时，区块链网络上的任何一个参与方地位

其实都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参与方都可以作为联

邦学习任务的发起者，通过此种方式可以弱化联

邦中心，以实现联邦学习的 P2P（Peer-to-Peer）

网络拓扑结构。

五、应用场景

证券经营机构通过使用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

习能简单、合法合规且低成本的获取外部有效的

数据信息，快速解决因数据量或数据维度不足而

导致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效果较差的问题。本节将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在证券经营机构实际应用

场景进行分析。

1. 精准画像和精准营销

在消费结构升级以及付费浪潮影响下，用户

更愿意为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买单，因此需要进

行多维度的用户画像、客群细分和精细化分析，

进而实现服务和产品精准触达目标用户，为用户

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陪伴。

证券经营机构联合电商公司、银行等机构进

行联合建模。证券经营机构拥有用户的持仓记录、

调仓记录、风险等级测评以及产品风格类型等数

据 ；电商公司拥有用户浏览记录、消费行为、搜

索数据、用户社交信息、用户活跃度等数据 ；银

行拥有用户信用等级、收支情况等数据。将三方

样本特征通过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技术进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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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在精准营销场景应用模型示意图 

2. 智能风控 

在各种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科技助力之下，全面的智能风控时代

已经到来。与银行业的风控专注于信贷风控、反欺诈等不同，证券业的风控主要

侧重于对客户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交易违规行为的侦测。2018 年，

深沪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加强重点监控账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强化交易一线

监管、突出事中监管，明确了对严重异常交易行为的账户进行监控。自 2018 年

以来，不少证券公司因未按照要求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吃到罚单，因此利用大

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智能风控体系更是证券经营机构开展风控工作重中之

中。 

智能风控的实质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交易规则和客户交易

行为进行甄别来实现风险预警。对客户异常交易行为及异常账户的侦测需要构建

基于用户交易行为中的各种指标特征的智能风控模型，这些指标包括交易频次、

交易额度、交易时点、每单报价、持有标的、持有资产以及资金来源等信息。因

此证券经营机构需要整合证券业务数据，包括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以

及两融业务等数据，提取用户行为特征。通过与证券经营机构之间、银行、外部

大数据服务机构等机构合作，利用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技术构建智能风控模型，

进行联合建模引入更多维度的数据，并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特性将模型参数

及结果保存在区块上以保障数据可追溯和模型的稳健性。通过联合模型，对客户

交易过程中的异常交易、异常账户和关联账号进行深度逐层穿透识别，以实现快

速、精准的风险事件过滤、预测和报警。并将客户业务及风险情况进行可视化展

示以实现风险可计量管理。该应用场景的架构示意图如图 7所示。  

图 6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在精准营销场景应用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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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断补充和完善用户标签，构建统一的智能

获客模型、智能客服模型、联邦推荐模型和智能

投顾模型，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精准用户画像，

从而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营销。

此外，客户在不同领域表现出的行为特征，

构建用户价值预测模型和产品需求预测模型，可

以为证券经营机构了解和预测客户需求，提供差

异化产品和服务以及优化合作渠道提供重要参考

依据。该场景的架构模型如图 6 所示。

2. 智能风控

在各种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科技

助力之下，全面的智能风控时代已经到来。与银

行业的风控专注于信贷风控、反欺诈等不同，证

券业的风控主要侧重于对客户在“事前”、“事中”

和“事后”交易违规行为的侦测。2018 年，深沪

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加强重点监控账户管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强化交易一线监管、突出事中监管，

明确了对严重异常交易行为的账户进行监控。自

2018 年以来，不少证券公司因未按照要求履行客

户身份识别义务吃到罚单，因此利用大数据及人

工智能技术建设智能风控体系更是证券经营机构

开展风控工作重中之中。

智能风控的实质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通过对交易规则和客户交易行为进行甄别来

实现风险预警。对客户异常交易行为及异常账户

的侦测需要构建基于用户交易行为中的各种指标

特征的智能风控模型，这些指标包括交易频次、

交易额度、交易时点、每单报价、持有标的、持

有资产以及资金来源等信息。因此证券经营机构

需要整合证券业务数据，包括经纪业务、自营业

务、资管业务以及两融业务等数据，提取用户行

为特征。通过与证券经营机构之间、银行、外部

大数据服务机构等机构合作，利用基于区块链的

联邦学习技术构建智能风控模型，进行联合建模

引入更多维度的数据，并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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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构建智能风控系统架构示意图 

3. 构建证券行业的知识图谱 

在上文提到证券经营机构拥有的数据具有高度隐私、数据分散、数据量大、

数据质量差的特点，如何从这些数据中辨别金融实体，定义并挖掘金融实体的各

种关系，从而构建证券行业的知识图谱，全方位洞察数据的业务价值，辅助经营

机构智能决策，正是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的用武之地。 

在区块链共识机制及激励机制的保障下，经营机构及第三方机构自定义模型

将可公开共享的数据上链存储进行共享，如资讯数据、研报数据、行情数据、市

场数据、公告数据等；对隐私数据通过联邦学习联合建模，多维数据整合。对数

据进行标注、知识抽取、知识融合、知识推理等处理来构建包括智能投研、智能

检索、专家系统、智能公告、智能研报、舆情监控以及智能问答等多应用场景的

知识图谱，深度挖掘金融数据的价值，不断提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质量，不

断优化用户体验。基本架构如图 8所示。 

图 7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构建智能风控系统架构示意图



实践探索

本特性将模型参数及结果保存在区块上以保障数

据可追溯和模型的稳健性。通过联合模型，对客

户交易过程中的异常交易、异常账户和关联账号

进行深度逐层穿透识别，以实现快速、精准的风

险事件过滤、预测和报警。并将客户业务及风险

情况进行可视化展示以实现风险可计量管理。该

应用场景的架构示意图如图 7 所示。 

3. 构建证券行业的知识图谱

在上文提到证券经营机构拥有的数据具有高

度隐私、数据分散、数据量大、数据质量差的特

点，如何从这些数据中辨别金融实体，定义并挖

掘金融实体的各种关系，从而构建证券行业的知

识图谱，全方位洞察数据的业务价值，辅助经营

机构智能决策，正是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的用

武之地。

在区块链共识机制及激励机制的保障下，经

营机构及第三方机构自定义模型将可公开共享的

数据上链存储进行共享，如资讯数据、研报数据、

行情数据、市场数据、公告数据等 ；对隐私数据

通过联邦学习联合建模，多维数据整合。对数据

进行标注、知识抽取、知识融合、知识推理等处

理来构建包括智能投研、智能检索、专家系统、

智能公告、智能研报、舆情监控以及智能问答等

多应用场景的知识图谱，深度挖掘金融数据的价

值，不断提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质量，不断

优化用户体验。基本架构如图 8 所示。

六、总结与展望

本文分别对联邦学习和区块链两种技术进行

了简要介绍，给出了二者融合的模型设计方案，

并立足证券经营机构实际应用场景对二者技术融

合应用进行了探讨。

联邦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据安全风险，

与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账本及激励机制的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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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构建知识图谱架构示意图 

六、 总结与展望 

本文分别对联邦学习和区块链两种技术进行了简要介绍，给出了二者融合的

模型设计方案，并立足证券经营机构实际应用场景对二者技术融合应用进行了探

讨。 

联邦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据安全风险，与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账本及

激励机制的区块链结合应用，对解决当前金融数据整合面临的诸多难题有着重要

的意义。两种新兴技术与金融业务场景融合应用，必将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业务模

式、金融产品和服务场景，进而会对金融市场、金融公司、金融服务甚至是金融

业态发展带来影响。 

然而，区块链与联邦学习在实际落地时，仍将面对一些技术和法律难题，应

用场景仍有限制，也需要有适当和明确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企业加入。未来基于

区块链的联邦学习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实用性，提高其在应用中的实际价值。 

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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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构建知识图谱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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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结合应用，对解决当前金融数据整合面临

的诸多难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两种新兴技术与

金融业务场景融合应用，必将创造出越来越多

的业务模式、金融产品和服务场景，进而会对

金融市场、金融公司、金融服务甚至是金融业

态发展带来影响。

然而，区块链与联邦学习在实际落地时，

仍将面对一些技术和法律难题，应用场景仍有

限制，也需要有适当和明确的激励机制鼓励更

多企业加入。未来基于区块链的联邦学习系统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实用性，提高其在应用中

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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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索

随着云原生技术的发展，容器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中推广和使用。同时以 TensorFlow

为代表的机器学习框架的容器化部署，也对 Kubernetes 提出了如机器学习框架依赖的

异构设备管理以及 NVIDIA GPU 支持等诉求。本文将对 GPU 在 Kubernetes 集群中的

安装部署和使用方法进行简单介绍，接着就 Kubernetes 对 GPU 资源的统一管理原理

进行剖析，最后针对社区 Kubernetes GPU 开源方案的缺陷，介绍华泰当前使用的一种

GPU 共享技术。

60

GPU在KUBERNETES上的原理
与应用
申慧超、王峰、王新明、管文琦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邮箱 ：shenhuichao@htsc.com

一、概述

近年来 AI（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非常快速，

很多 AI 的研究成果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AI 将渗透到各个行业，变得越来越“基础设施化”。

在公司内部，ETF 做市、金融文档结构化、智能

研报、智能推荐、银行流水单识别、综柜智能审

核业务、投行尽调业务等业务场景的开发、测试

和部署对 GPU 的需求量也在持续增长。

Kubernetes 是 Google 开源的容器编排引擎，

支持容器自动化部署、大规模弹性扩展及容器化

应用的统一管理，是容器编排领域的事实标准。

在 Kubernetes 上统一管理和使用 GPU 资源可以

带来以下好处 ：

（1）提高部署效率 ：通过制作 GPU 基础环

境的业务镜像，实现GPU的不可变基础设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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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租户隔离 ：通过容器技术隔离异构的

GPU资源，保证GPU资源的租户隔离和资源使用；

（3）统一资源调度和管理 ：利用 Kubernetes

的集群资源调度和管理能力，实现对 GPU 资源

的统一调度、分配和管理能力。

二、Kubernetes 上部署和使用 GPU
资源

（一）GPU 应用的容器化改造

GPU 容器化改造可以避免重复搭建复杂的

机器学习环境，将大量依赖包的安装都固化到镜

像中，通过 GPU 业务镜像提供 GPU 的不可变基

础设施，实现一次构建、处处运行的 GPU 环境，

加速 GPU 应用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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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PU 业务镜像

如图 1 所示，GPU 应用的安装和运行通常

包含以下几层，分别是最上层的 AI 应用、机器

学习框架，下一层的 CUDA 工具库以及最底层的

NVIDIA 驱动。GPU 容器化将 CUDA 之上构建于

镜像中，宿主机上只安装 NVIDIA 驱动和 nvidia-

docker。nvidia-docker 是 NVIDIA 公司提供的一个

开源项目，它可以将 GPU 设备和驱动挂载到容

器中。

（二）运行 GPU 容器

1、Kubernetes GPU 环境准备

容器使用 GPU 资源前，需要先在宿主机上

安装 NVIDIA 驱动和 GPU 的 Docker 插件 nvidia-

docker2。 如 图 2 所 示，nvidia-docker2 安 装 后，

Docker 默认的 Runtime 会从原来的 runc 更新为

nvidia。nvidia-container-runtime 基 于 runc 封 装，

为在容器中执行 GPU 应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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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容器 GPU runtime

NVIDIA GPU Device Plugin 用 于 将 节 点

上 的 GPU 资 源 上 报 给 Kubernetes 集 群， 使 得

Kubernetes 可 以 感 知 各 个 节 点 上 GPU 资 源 的

使 用 情 况 并 调 度 GPU 容 器。Device Plugin 通

过 DaemonSet 的方式部署在每个 GPU 节点上。

Device Plugin 部署成功后，查看节点状态信息时

可以看到 GPU 的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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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节点 GPU 资源

如图 3 所示，该节点状态显示 nvidia.com/

gpu: 8，说明节点上有 8 张 GPU 卡可供使用。

2、创建使用 GPU 的容器

在 Pod 的配置文件中指定 nvidia.com/gpu 资

源请求，声明使用 GPU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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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Pod 申请 GPU 资源

如图 4 所示，Pod 的资源配置 resources.limits

字段中除了指定 cpu、memory 字段外，还指定了

nvidia.com/gpu: “1”，用于请求 1 张 GPU 卡的资

源。Pod 创建时，Kubernetes 会统一调度集群中

的 CPU、Memory 以及 GPU 资源，为 Pod 绑定资

源充足的节点。

3、运行 GPU 应用

在容器中运行命令 nvidia-smi，如图 5 所示，

可以看到 1 张 GPU 卡的信息，说明节点的 8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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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中有 1 张分配给了该容器使用，且该容器中

只能看到 1 张卡的信息，看不到宿主机上的其他

GPU 卡，和 Pod 申请的 GPU 卡数量一致。

 

三、Kubernetes 管理 GPU 的原理

Kubernetes 通 过 设 备 插 件（Device Plugin）

的方式来管理集群中的 GPU 资源，通过安装

NVIDIA 官 方 提 供 的 GPU 设 备 插 件， 可 以 在

Kubernetes 集群中调度并使用 GPU 资源。下面简

述相关的两个 Kubernetes 机制 Extended Resources

和 Device Plugin Framework。

（一）Extended Resources

Kubernetes 原生支持 CPU、Memory、ephem-

eral-storage 等资源类型，对于 GPU 和其他异构

资源，可以通过自定义扩展资源的方式实现。例

如官方的 NVIDIA GPU 设备插件会将 GPU 资源

标记为 nvidia.com/gpu 暴露给 Kubern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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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kubernetes Resource 结构体

图 6 的 代 码 展 示 了 kubernetes 源 码 pkg/

scheduler/nodeinfo/node_info.go 中的 Resource 结构

体，该结构体用于描述节点上可计算资源的集合。

Kubernetes 通过 ScalarResources 字段来定义节点

的扩展资源，可以看到它的值类型是 int64，这

意味着扩展资源的描述粒度只能到整数，带来的

弊端是用户只能申请和使用整数倍的扩展资源，

在 GPU 场景，用户创建 Pod 时只能申请 1 个或

整数个 GPU 资源，无法实现多个用户共享使用

同一个 GPU 资源。

用户在创建容器时可以设置对扩展资源的需

求，但是扩展资源在设置时存在一些限制。CPU、

Memory 等内置资源可以分别设置资源的 requests

和 limits，扩展资源只支持设置 limits。资源的

requests 部分代表容器运行需要的最小资源，是

Kubernetes 调度的依据，limits 部分代表容器使用

的资源最大值，容器无法使用超过 limits 限制的

资源。

（二）Device Plugin Framework

从 Kubernetes1.8 版本开始，Kubernetes 提供

了设备插件框架（Device Plugin Framework）用于

Kubelet 组件上报系统硬件资源。设备厂商不再

需要直接去修改Kubernetes核心代码以上报资源，

而是通过实现框架定义的接口，采用非侵入式的

方式将自己的设备资源发布给 Kubernetes，从而

实现和 Kubernetes 组件的解耦。

设备插件会启动一个 grpc 服务，并实现以

下接口，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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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容器中运行 nvidia-smi



交易技术前沿

63

（1）ListAndWatch ：该接口返回可用的设备

列表，同时会检查设备的健康状况，当状态变化

或设备不可用时，更新设备列表信息。

（2）Allocate ：该接口在容器创建时被调用，

执行设备必须的一些操作，使得容器可以正常访

问设备资源。

插件初始化时，会先向 Kubelet 注册插件的

信息，如插件名称、插件的 Unix Socket 信息、插

件管理的设备名称等。注册成功并启动 gRPC 服

务后，Kubelet 会建立一个到插件的长连接，插

件通过 ListAndWatch 接口上报和更新设备资源。

Kubelet 会将插件上报的设备资源通过 Extended 

Resource 的 方 式 更 新 到 节 点 的 状 态 中， 后 续

Kubernetes 就可以根据节点上的设备资源信息进

行调度。Kubelet 和 DevicePlugin 的调用流程如图

8 所示。

当用户创建一个 GPU 容器时，需要在容器

的资源申请部分申明需要使用的 GPU 资源，例

如 nvidia.com/gpu: “1”，Kubernetes 会在集群中寻

找满足 GPU 资源条件的节点，由于节点状态中

已经保存了 GPU 资源的信息，因此 Kubernetes

可 以 像 调 度 CPU、Memory 资 源 一 样， 很 方 便

地找到满足 GPU 资源条件的节点，将容器调度

到该节点上。当容器成功调度到某台节点后，

Kubelet 开始创建容器，Kubelet 会调用 Allocate

接口，获取设备对应的设备路径、驱动路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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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Kubelet 根据这些信息将 GPU 信息挂载到

容器中，使得容器中可以看到 GPU 设备并运行

GPU 应用。

目前社区实现的一些 Device Plugin 有 ：

（1）AMD GPU 设备插件

（2）Intel 设备插件 ：支持 Intel GPU、FPGA

和 QuickAssist 设备

（3）KubeVirt 设备插件 ：用于硬件辅助的虚

拟化

（4）The NVIDIA GPU 设备插件

（5） 为 Container-Optimized OS 所 提 供 的 

NVIDIA GPU 设备插件

（6）RDMA 设备插件

（7）Solarflare 设备插件

（8）SR-IOV 网络设备插件

（9）Xilinx FPGA 设备插件

 

四、GPU 共享技术原理和实践 

通 过 社 区 开 源 的 NVIDIA Device Plugin 方

案，我们可以实现 GPU 应用在 Kubernetes 上的

容器化部署和使用，但是它还存在很多不足，最

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支持 Pod 间共享使用 GPU

资源。独占式使用 GPU 资源使得 GPU 的资源利

用率非常低，有限的 GPU 资源无法满足越来越

多的 GPU 使用需求，因此需要一种 GPU 共享机

制，满足多个用户共享使用同一张 GPU 卡，提

高 GPU 的综合利用率。

华泰容器云平台引入了一种 GPU 共享技术，

使得在 Kubernetes 上容器可以共享使用 GPU 资

源。

（一）NVIDIA Device Plugin 的不足

NVIDIA Device Plugin 使用 GPU 数量作为节

点的扩展资源，受限于 Kubernetes 扩展资源只能

使用整数资源的设计，使得用户无法申请小数的

GPU 资源，如 0.1 个 GPU 资源，因此用户无法共

享使用同一个 GPU 资源。另外，NVIDIA Device 

Plugin 的扩展资源设计比较简单，只通过 GPU 数

量来描述 GPU 资源情况，无法对 GPU 从算力、

显存等维度进行调度和管理。

（二）GPU 共享机制

1、GPU 切分设计

GPU 共享的实现首先要将物理 GPU 卡进行

切分设计，通过合理切分，将一个物理 GPU 卡

分成多个虚拟的 GPU 卡，可以实现在同一张物

理 GPU 卡上运行多个容器应用。GPU 卡的切分

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简单切分法，直接将

物理 GPU 切分成多个固定大小的虚拟 GPU，每

个虚拟 GPU 的算力和显存相等。这种方式切分

简单，但是实际运行环境中，不同的 AI 模型对

于算力、显存资源的需求是不同的。所以，这样

的切分方式，并不能满足 AI 模型多样化的需求。

第二种是任意切分法，将物理 GPU 按照算

力和显存两个维度，自定义切分，获得满足 AI

应用个性化需求的 GPU 资源。算力切分的最小

颗粒度为原物理 GPU 算力的 1%，显存切分的最

小颗粒度为 1MB。

2、GPU 共享实现

得 益 于 Kubernetes 的 可 扩 展 性， 可 以 在

不侵入 Kubernetes 代码的基础上，通过自定义

GPU Share Device Plugin 和 GPU Share Scheduler 

Extender，实现在集群中共享使用 GPU 的功能，

GPU 共享架构图如图 9 所示。

• GPU Share Device Plugin

通过 Kubernetes 定义的 Device Plugin 标准向

Kubernetes 注册名字为 virtaitech.com/gpu 的资源。

• GPU Share Scheduler Extender

利用 Kubernetes 的调度扩展（Scheduler Ex-

tender），提供基于 HTTP API 通讯的松耦合调度扩

展功能。GPU 应用创建时指定 GPU 共享专用的

调度器进行资源调度和分配，不影响集群中 CPU

应用的正常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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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PU 共享应用实践

1、GPU 镜像改造

用户使用 GPU 共享功能前，需要先改造业

务镜像，具体动作是将 GPU 共享的客户端添加

至业务镜像中，使镜像具备 GPU 共享的能力。

镜像改造目前支持以下三种方式 ：

（1）手工改造业务镜像

安装 GPU 共享客户端相关文件，并添加

GPU 共享客户端的环境变量路径 ；

对于镜像内内置 AI 框架为静态编译的，需

要重新安装动态编译的 AI 框架，官方 pip 安装

版本一般较多都是静态编译版本 ；该方式操作步

骤繁琐，AI 框架需要重装。

（2）静态库 tensorflow、pytorch 的支持

针 对 tensorflow 和 pytorch， 可 以 不 重 新 安

装动态库 AI 框架，通过在执行 AI 命令前添加

orion_run 命令，可以支持 python 接口的 tensorflow

和 pytorch 的静态库编译框架，但无法支持 C++

或者其他接口的 tensorflow、torch 或者其他 AI 框

架的静态库链接。

（3）业务镜像外挂存储卷的支持

针对部分业务容器镜像无法解包，无法改造

等受限场景，可以通过外部挂载的方式完成 GPU

共享客户端的挂载 ；因挂载无法重装 AI 框架动

态编译版本，因此同样只能支持 python 接口的

tensorflow 和 pytorch 的静态库编译框架。

2、创建和使用共享 GPU 容器

在 Pod 的配置文件中的 resources.limits 部分

指定 virtaitech.com/gpu，声明使用虚拟 GPU 的数

量，在容器的环境变量部分设置 ORION_GMEM，

ORION_RATIO，ORION_VGPU 等字段 ： 

• ORION_VGPU ：申请的虚拟 GPU 个数

• ORION_GMEM ：每个虚拟 GPU 申请的显

存大小，单位是 MB

• ORION_RATIO ：每个虚拟 GPU 申请的

算力大小，例如数值为 100，就是申请一整张

卡的 100% 算力，数值为 50 就是一张卡的 50%

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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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展示的 Pod yaml 声明了一个 Pod，该

Pod 申 请 4 个 虚 拟 GPU， 每 个 虚 拟 GPU 使 用

15000M 的显存、100% 的算力。

Pod 创建成功后，可在页面上看到 Pod 申请

的 GPU 资源已经分配成功。如图 11 所示，物理

机上总共有 8 张 GPU 卡，分别编号为 GPU-0 到

GPU-7，每张物理 GPU 卡设置虚拟切分数量为

2，即一张物理卡最多可以切分为 2 个虚拟 GPU。

Pod 申请的 4 个虚拟 GPU 分别分配在 GPU-4，

GPU-5，GPU-6，GPU-7 这 4 张物理 GPU 卡上，

使用的算力为 100%，显存为 15000Mi。

（四）GPU 共享的不足与改进

通过自定义的 GPU 共享插件，我们可以实

现 Kubernetes 集群上的 GPU 共享功能，但目前

的使用方式还存在以下不足 ：

（1）GPU 共 享 调 度 目 前 使 用 Scheduler 

Extender 的方式来进行扩展调度，调度器独立部

署，和 Kubernetes 默认调度器并存，这种方式

存在一些问题，集群中两种调度器视角不统一，

可能出现调度冲突的问题。未来可以通过优化

Scheduler Extender 的部署方式或使用 Scheduling 

Framework 来提高调度器的可用性和性能。

（2）Extended Resource 的 语 义 简 单， 目 前

GPU 共 享 插 件 只 向 Kubernetes 暴 露 了 virtaitech.

com/gpu 字段，用于标记虚拟 GPU 的个数，把对

算力和显存的资源描述放到了容器的环境变量中，

这样带来的弊端是，Kubernetes 无法感知节点上的

GPU 算力和显存的资源信息，无法兼容 Kubernetes

原生的 Resource Quota 等特性。一种更好的扩展方

式是将 GPU 的算力和显存也定义为扩展资源。

（3）只支持 GPU 资源的简单调度，未来可

以增强调度策略，提升 GPU 调度的灵活性。例

如通过支持 GPU 拓扑感知，优化 GPU 调度时的

GPU 组合。 

 

五、总结

本文介绍了如何在 Kubernetes 集群中部署和

使用 GPU 资源、Kubernetes 管理 GPU 资源的基

本原理以及 GPU 共享的设计模式，通过 NVIDIA 

Device Plugin 和自定义的 GPU 共享插件，可以

支持 GPU 独占和共享两种使用模式，满足 GPU

应用的不同场景需求。华泰容器云平台通过支持

GPU 共享技术，显著提高了 GPU 的并行使用效

率和资源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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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零信任安全模型的
移动互联网安全接入探索

一、引言

随着科技金融的高速发展，公司的网络基

础构架、业务也在日新月异的更新。公司内部不

同区域的访问，对外提供多种业务服务如邮件、

OA、CRM 等互联网服务，以传统安全技术 ( 防

火墙、IPS 和 VPN) 构建的公司网络边界，无法

阻挡不断向公司内部渗透的威胁，公司已无法识

别访问这类应用的用户是否为可信任用户。同时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远程办公、远程接入已经

成为常态化工作，新场景叠加的安全风险日益突

出，在这种情形下，公司急需一套新的远程接入

架构实现快速访问接入的同时，又能保证访问者

的可信和安全。

( 一 ) 典型应用场景及安全风险

1、 远程办公场景

远程办公场景主要指 ：随着我司信息化的发

展，尤其是疫情以来，越来越多员工通过移动笔

记本电脑、或者家用 PC 开展移动办公，比如 ：

在家通过互联网进行 OA 办公、流程审批、公文

处理、通告查询、业务处理等，虽然远程办公大

大提高员工办公效率，但是同样带来诸多安全风

险，如下 ：

由于远程办公的应用必须依赖互联网环境，

而办公的业务系统全部部署在我司本地数据中

心，终端的接入必须依赖这些业务系统暴露在外

的 IP/ 端口，并且会随着业务系统的数量和复杂

程度成倍增加，势必对网络接入侧的安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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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极大风险，很容易被不法分子通过端口扫描

等攻击手段造成“破坏”。

同样，对于上述业务的载体 PC/ 笔记本，由

于设备大多是个人设备，运行和存储在个人设备

的文件数据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很容易将核心的

文件、数据通过复制、下载、转发、打印等方式

泄漏至本地或被不法分子远程窃取。

2、 远程运维场景

远程运维主场景要指 : IT 运维人员通过笔记

本、台式机在公司网络之外进行应急维护时通过

VPN、堡垒机、VDI 登录三套系统，完成对后台

服务的运维工作，在业务和运维量少的情况下，

问题还不是很突出，随着业务和信息系统的建设

增加，问题越发突出，主要表现为 ：

用户操作体验较差，SSLVPN 方式，本身存

在对资源的占用，业务处理强度高、并发大的情

况下，运维效率就会降低，操作过程有延时、系

统响应慢，且登录过程繁琐，且无法监控远程移

动终端的系统环境状态和真实用户身份。

另外，通过 SSLVPN 方式接入系统，会在互

联网侧暴露 TCP 端口，不仅业务系统的安全性存

在安全隐患，VPN 设备自身的安全性也不能得到

有效保障，因为其自身就会存在 TCP 端口的暴露

问题。

( 二 ) 建设必要性

1、 业务必要性

随着互联网以及信息化建设和发展，传统的

IT 业务业务重心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移，为了提

高办公做业的效率、用户的体验，基于互联网的

远程办公、运维、移动办公就变得必不可少了，

尤其疫情以来，大家也习惯了在家通过自己的移

动终端进行办公，而不论是内部办公，远程做业

都变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一环。

2、 安全必要性

基于上述，远程做业同样给安全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

首先，业务的开展需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通过

终端载体来完成，此时，需在互联网侧暴露有端

口才能保障业务的正常进行。而随着业务的增加，

暴露的端口也会增加，这极大的增加了系统的安

全隐患，势必遇到，如 ：端口扫描、DDoS 攻击、

重放攻击、暴力破解等攻击手段。

其次，终端环境的碎片化，对证券业务系统

的数据防护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如 ：远程办公

产生的敏感文件、暴露的管理数据等很容易以复

制、分享、打印、提权 PC 操作系统等方式将这

些内容泄漏出来。

3、 合规要求

对于远程办公的互联网暴露面的收敛，以及

终端数据防泄漏问题，不论是从安全合规管理、

互联网资产暴露面收敛、还是应对未来的攻防演

练角度来讲，都应不断提高自身安全属性，提高

安全管理能力。

二、方案设计

( 一 ) 方案设计目标

本方案意在实现 ：

• 信息系统在互联网侧做到零端口暴露 ；

• 作为业务载体的 PC 终端，实现轻量级的

数据隔离和 DLP 防护 ；

• 安全能力的加强不需要对现在业务系统改

造、即可实现安全策略的细粒度管控 ；

( 二 ) 方案设计原则

1、 满足安全性和用户体验

• 方案的设计必须在满足安全性的同时，满

足用户的实用体验，做到操作简易、运维方便、

安全策略灵活管理 ；

• 参考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特

别出版物 SP800-207《零信任架构》对方案、产

品进行落地 ；

• 接入网关服务应严格按照 SDP 三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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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 客户端、SDP 控制器、SDP 网关进行架构设计。

2、 满足高兼容性和易扩展性

方案应充分考虑系统安全持续稳定运行原

则，与现有业务系统、业务软件等兼容。并且具

有高度可扩充性，能随 IT 系统和业务的增长而

增长。

( 三 ) 方案整体架构

零信任安全网关由 SDP 接入网关、SDP 控

制器和终端沙盒组成，全面落实解决移动办公业

务应用安全、互联网暴露面的保护和数据资产安

全的保护问题。 

开放可扩展接口，在统一平台上提供支持 

SDP 接入管理、资源访问控制和应用管理等功能，

将分散的移动安全管理整合在一起，极大降低管

理复杂度和成本、提升用户的 IT 管理效率。

主要包括 ：SDP 接入用户管理、认证授权、

资源配置、访问策略、统一安全接入和轻度数据

保护等管理。帮助公司实现不同业务、不同安全

等级的细粒度安全管理需求。

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安全接入、应用管理以及

扩展的移动端安全服务能力，实现从数据到网络

的全面保护，平台架构可实现如下 ：  

• 集约化 

集约化建设移动安全管控平台，针对不同部

门、不同应用、不同场景，统一规划一套安全管

控平台，降低公司安全投入成本，统一安全标准； 

• 微服务架构 

平台软件基于微服务架构，可根据实际业务

情况灵活拆分部署。通过虚拟化应用实现性能的

横向扩容 ； 

• 基于零信任模型 

SDP 安全网关基于零信任模型实现，以基于

身份的细粒度访问代替广泛的网络接入公司统一

身份认证平台，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访问业务

系统方案，同时对于授信用户实现企业微信扫码

一站式登录提升员工访问的体验 ；

• 灵活部署 

平台可以虚拟化或服务器硬件形式部署在本

地数据中心，与用户具体业务应用场景相结合，

平台客户端与平台身份认证绑定，实现安全接入、

应用管理、设备管理以及扩展移动端安全服务能

力。 

1、SDP 安全网关

(1) 可信认证

根据“零信任”的安全理念，SDP 安全网关

控制中心对包括用户、设备、网络、时间、位置

等多因素的身份信息进行验证，确认身份的可信

度和可靠性。在默认不可信的前提下，只有全部

身份信息符合安全要求，才能够认证通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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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国金证券零信任方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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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才能够与安全网关建立加密的隧道连接，由安

全网关代理可访问的服务。针对异地登录、新设

备登录的等风险行为，系统将追加二次验证，防

止账号信息泄露而导致的内网入侵。

(2) 最小化授权

当员工行为或环境发生变化时，SDP 网关会

持续监视上下文，基于位置、时间、安全状态和

一些自定义属性实施访问控制管理。通过用户身

份、终端类型、设备属性、接入方式、接入位置、

接入时间来感知用户的访问上下文行为，并动态

调整用户信任级别。

(3) 服务隐藏

SDP 安全网关必须通过授权的 SDP 客户端

使用专有的协议才能进行连接，默认“拒绝一切”

请求，仅在接收到合法的认证数据包的情况下，

对员工身份进行认证。认证通过后，接入终端和

网关之间建立协议的加密隧道。专有协议和加密

隧道协议技术实现对外关闭所有的 TCP 端口，保

证了潜在的网络攻击者嗅探不到 SDP 安全网关的

端口，无法对网关进行扫描，预防网络攻击行为，

有效地减少互联网暴露面。

(4) 动态信任评估

SDP 安全网关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服务来确保

每个员工访问的合法性，一旦身份验证通过，并

能证明自己设备的完整性，赋予对应权限访问资

源。SDP 进行持续的自适应风险与信任评估，信

任度和风险级别会随着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根

据安全等级的要求、网络环境等因素，达到信任

和风险的平衡。

SDP 安全网关架构中，所有员工的请求都必

须通过公司的资产设备或满足公司安全基线要求

的设备发起，员工的身份需要鉴定确认是否合法，

并且通过遵循控制端下发的安全策略才能访问隐

藏在安全网关后面的特定的内部资源。同时将员

工的登录 IP 来源与公司威胁情报相结合，对于

高风险的来源 IP 直接拒绝其登录并提示相关信

息，从而实现零信任的动态评估。

(5) 安全可视化

SDP 安全网关实现对员工访问业务全程的流

量可视化，将安全策略的执行效果直观表达出来，

通过可视化技术将在线设备数量、设备状态、流

量走向及安全策略链进行展示，统一直观地展示

系统中的流量细节和攻击防御行为。帮助运维团

队看清、看全全网的各个节点的情况及访问路径

等信息，提升管理员工作效率。

2、 终端安全沙箱

(1) 数据隔离

对于访问敏感数据的应用系统时，通过沙箱

及网络拦截技术，实现敏感数据不落宿主机，从

而实现数据隔离。当沙箱内的应用启动，完成沙

箱化的过程中，该应用的一切文件操作行为，都

会被沙箱管理驱动和重定向引擎所接管，重定向

至这个不可见空间，保证了不可见空间数据与个

人可见空间数据的隔离以及数据安全性。

化，根据安全等级的要求、网络环境等因素，达到信任和风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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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 

2、 终端安全沙箱 

(1) 数据隔离 

对于访问敏感数据的应用系统时，通过沙箱及网络拦截技术，实现敏感数

据不落宿主机，从而实现数据隔离。当沙箱内的应用启动，完成沙箱化的过程

中，该应用的一切文件操作行为，都会被沙箱管理驱动和重定向引擎所接管，

重定向至这个不可见空间，保证了不可见空间数据与个人可见空间数据的隔离

以及数据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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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加密 

 文件在沙箱内落地后，如何防止被泄露，加密是有效的手段。 

 终端沙箱针对磁盘使用了透明加解密技术，支持 AES 等多种加密算法，防

止沙箱逃逸导致数据泄露。 

(3) 网络拦截 

 网络控制功能是沙箱的重要功能，终端沙箱实现了低级别应用系统可在沙

箱外访问，具备敏感数据的应用必须在沙箱内访问，从而满足绝大部分员工的

日常使用的行为习惯。 

 

(2) 数据加密

文件在沙箱内落地后，如何防止被泄露，加

密是有效的手段。

终端沙箱针对磁盘使用了透明加解密技术，

支持 AES 等多种加密算法，防止沙箱逃逸导致

数据泄露。

(3) 网络拦截

网络控制功能是沙箱的重要功能，终端沙箱

实现了低级别应用系统可在沙箱外访问，具备敏

感数据的应用必须在沙箱内访问，从而满足绝大

部分员工的日常使用的行为习惯。

(4) 水印保护

根据敏感数据保护的需求，按需给沙箱应用

窗口建立对应的透明窗口并添加水印，并且附着

到应用窗口上显示到屏幕上。通过添加水印的方

式保护沙箱内应用窗口数据安全防止泄露。

(5) 截图监控

相对于文件和网络等方式，通过截图造成的

可能信息泄露虽然较弱，但仍然希望对其进行一

定的控制和审计。

通过挂钩实现截图功能的等关键 API，结合

发起应用程序的其他特征，有效地判断截图行为。

在截图数据返回给截图应用的时候，根据需要，

可以将应用窗口涂黑或添加水印等操作并主动上

报服务端进行审计，并将结果推送到安全监控中

心，实现数据外泄风险提示。

(6) 打印控制

Windows 的打印系统包含了应用程序、打印

脱机程序和打印驱动。

策略控制模块挂钩了 GDI 的相关函数，根

据已配置的打印策略和内容，在打印输出的设备

上下文（Device Context）上，添加额外的审计信息，

这些信息和应用软件的打印内容一起输出到打印

脱机程序，由后者调用本地或者网络的打印提供

者完成打印。

通过添加打印水印或拦截打印操作的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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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沙箱针对磁盘使用了透明加解密技术，支持 AES 等多种加密算法，防

止沙箱逃逸导致数据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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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控制功能是沙箱的重要功能，终端沙箱实现了低级别应用系统可在沙

箱外访问，具备敏感数据的应用必须在沙箱内访问，从而满足绝大部分员工的

日常使用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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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文件流转数据外泄的风险降低至最小。

三、部署架构示意

SDP 接入网关根据实际需求接入到不同的机

房网络中对外提供安全访问，其中 SDP 控制器

以双机方式部署，对外提访问控制等策略下发。

由于考虑到控制器是零信任的核心，后续将以同

城双机异地灾备方式部署。

根据各组件运行的特性，下面分别说明各组

件在高可用方式的运行和切换工作机制。 

零信任控制器 ：控制器的主要作用是认证

鉴权，SDP 安全网关是基于 SDP 单包认证，不

存在会话、数据同步。控制器是主备方式运行，

通过负载均衡实现热备，缺省情况下主机提供

服务，在主机出现异常时，切换到备机运行。 

同时考虑单个机房故障导致无法认证，将在成

都部署异地灾备零信任控制器，当上海机房出

现故障时将及时切换到成都机房保证认证鉴权

持续性。

接入网关 ：接入网关主要是为员工访问各个

机房业务建立加密隧道，提供数据安全传输，以

主主方式运行。网关在主主方式运行过程中，采

用轮询方式进行负载均衡，确保网关的高可用和

稳定。网关在负载均衡模式下，服务器 IP 地址

对应的端口根据负载对应的轮询服务器与客户端

建立加密隧道。

四、项目价值

• 零端口暴露 ：通过零信任平台的建设可将

现有业务系统暴露在外的 TCP 端口全部收敛，做

到零端口暴露，实现安全防护 ；

• 零开发集成 ：平台安全策略及安全管理能

力无需业务系统开发集成，降低改造成本、加快

推进效率 ；

• 轻量级数据保护 ：通过采用轻量级终端沙

箱方案，实现终端设备内部数据和个人数据的隔

离，同时有效防止内部数据的外泄。

五、结束语

零信任做为新型网络安全的概念，将资源和

权限控制等多种技术相结合实现细粒度的访问控

制，有效防范远程接入的内外部安全威胁，现阶

段公司零信任平台建设后，除解决远程办公、远

程运维场景外，会陆续将远程开发、跨内网访问、

API 调用、移动办公（手机端）等业务接入进来，

尽可能在安全的前提下，通过 IT 手段技术手段

提高办公和业务的办公效率和体验。

(4) 水印保护 

 根据敏感数据保护的需求，按需给沙箱应用窗口建立对应的透明窗口并添

加水印，并且附着到应用窗口上显示到屏幕上。通过添加水印的方式保护沙箱

内应用窗口数据安全防止泄露。 

(5) 截图监控 

 相对于文件和网络等方式，通过截图造成的可能信息泄露虽然较弱，但仍

然希望对其进行一定的控制和审计。 

 通过挂钩实现截图功能的等关键 API，结合发起应用程序的其他特征，有效

地判断截图行为。在截图数据返回给截图应用的时候，根据需要，可以将应用

窗口涂黑或添加水印等操作并主动上报服务端进行审计，并将结果推送到安全

监控中心，实现数据外泄风险提示。 

(6) 打印控制 

 Windows的打印系统包含了应用程序、打印脱机程序和打印驱动。 

 策略控制模块挂钩了 GDI 的相关函数，根据已配置的打印策略和内容，在

打印输出的设备上下文（Device Context）上，添加额外的审计信息，这些信

息和应用软件的打印内容一起输出到打印脱机程序，由后者调用本地或者网络

的打印提供者完成打印。 

 通过添加打印水印或拦截打印操作的方式将纸质文件流转数据外泄的风险

降低至最小。 

三、 部署架构示意 

 SDP 接入网关根据实际需求接入到不同的机房网络中对外提供安全访问，

其中 SDP控制器以双机方式部署，对外提访问控制等策略下发。由于考虑到控

制器是零信任的核心，后续将以同城双机异地灾备方式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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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明 / 上交所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邮箱 ：msha@sse.com.cn

初探网络安全软件检测模型

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网络武器泄

露的延续效应正在逐渐转变网络攻击的逻辑和手

段，攻击技术越发先进智能，攻击手段在潜伏性、

隐蔽性、定向性、自主性、融合性等方面能力日

益增强，智能分析使得快速绕过多重防御手段成

为可能。

此外，网络武器研发和利用的提速使得基于

已知和未知漏洞的自动化攻击不断涌现，攻击门

槛大幅度降低，敏感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频频发

生。另外，软件开源大行其道，基于信任的软件

供应链攻击（Software Supply Chain Attack）事件

频发，攻击对象范围广、攻击方式隐蔽，给政企

用户业务安全防御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攻防不

对等”的形势更为严峻。

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小到个人的隐私信息，大到国家的机密信息，都需要被重

视和保护，防止在网络传输中发生泄露。因此，网络安全是全人类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

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新技术的应用，网络攻击的手段不断升级，给

隐私保护和信息传输带来极大的挑战。为了能够从根本上防止信息泄露，构建一个安全的

网络环境，本文将威胁检测前置到开发测试环节，将安全检测工作嵌入到政企组织现有的

DevOps 或 SDL 体系中。具体而言，本文将深度学习与黑客攻击技术相结合，提出了一

站式软件安全检测模型，该模型采用新一代白盒、灰盒和黑盒测试，提高了检测效率，降

低了检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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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很多研究者提出了解决方案。针对大

数据中的敏感数据泄露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敏

感信息感知方法，利用敏感信息语义构建了目标

集多属性模型以及敏感度计算方法。 结合了监

督学习模型和无监督学习模型，利用深度神经网

络和聚类方法分别得到预判结果和纠正项，共同

检测海量数据下的网络攻击。然而，事实证明，

从根本上侧重于软件开发的安全保证过程可以更

有效的保障软件的安全。因此，为了设计出更

安全的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SDL，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被提出。它不仅保证了安

全合规，而且还降低了开发成本。SDL 的本质思

想就是在软件开发的每一个阶段都把安全考虑在

内，从需求分析开始，一直到设计编码，再到最

终的测试与维护阶段。在每个阶段，都会为了增

加软件的安全性，减少漏洞，从而去增加相应的

安全活动。总之，SDL 将重心放在软件开发过程

中，每个阶段都采取措施保证软件的安全性，最

终得到安全系数更高的应用软件。

为了能够从根本上打破“攻防不对等”的现

状，本文将应用威胁发现能力前置到开发测试环

节，将安全工作柔和嵌入政企组织现有 DevOps 

或 SDL 体系，从应用生命周期源头上实现对上

线应用项目的透明安全测试，将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深度学习与黑客攻击技术

相结合，提出了一站式软件安全检测模型，该模

型采用新一代白盒、灰盒、和黑盒测试，提高了

检测效率，降低了检测成本。

2. 模型总体设计

我们针对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SDL 的特点，

设计了软件安全检测模型，该模型从软件开发的

整个生命周期出发，即需求设计、开发编码、测

试运维等阶段入手，通过白盒、灰盒、黑盒的方

式将安全措施融入各个阶段，实现安全开发的

“左移”，可以尽早尽快地发现软件中的安全问题，

进而提高软件的安全性。

所提软件安全检测模型主要包括四大方面，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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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软件安全测试模型总体图 

Fig.1 Software security detection model architecture diagram 

 

2.1 软件安全需求设计管理 
在需求阶段进行安全设计及管理，包括安全需求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开发建议库、

安全测试用例集等，为后期的设计和开发提供具体的安全指导；在设计阶段，进行威胁建模，

对攻击面进行分析，全面梳理系统可能存在的威胁点并排序，并提供相应消减措施。同时，

开展安全需求评审和安全设计评审保证需求和设计两个阶段顺利进行。 

2.2 开源组件安全管理 
在设计阶段进行软件供应链分析，对预使用的第三方开源组件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其中

的历史漏洞等安全问题，降低供应链引入的各类风险。 

图 1 ：软件安全测试模型总体图
Fig.1:Software security detection model architectur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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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软件安全需求设计管理

在需求阶段进行安全设计及管理，包括安全

需求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开发建议库、安

全测试用例集等，为后期的设计和开发提供具体

的安全指导 ；在设计阶段，进行威胁建模，对攻

击面进行分析，全面梳理系统可能存在的威胁点

并排序，并提供相应消减措施。同时，开展安全

需求评审和安全设计评审保证需求和设计两个阶

段顺利进行。

2.2 开源组件安全管理

在设计阶段进行软件供应链分析，对预使用

的第三方开源组件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历

史漏洞等安全问题，降低供应链引入的各类风险。

2.3 源代码自动化周期检测

在开发编码阶段进行源代码自动化周期检

测，对开发的软件进行基于编码规范和扫描策略

的安全缺陷、合规等方面的检测，并且可以自动

化且周期性实施。此外，还可进行多个商业工具

引擎的并行化调度和结果归一化，从而降低了分

析的误报和漏报率。

2.4 软件安全测试管理

为了对系统进行全方位的安全分析，提高系

统自身的安全性能，设计了包括安全功能测试、

交互式安全测试以及软件渗透测试在内的软件安

全测试管理模块。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所提出的软件安全测试

模块可以将安全手段深度融入到软件开发过程的

各个环节，对各个环节做安全与质量的管控，确

保各阶段执行过程的安全合理性。

3. 模型总体设计

3.1 静态分析设计（白盒测试）

在所提模型中，采用新一代白盒测试方式在

软件开发前期对源代码进行静态分析，发现并修

补漏洞。白盒测试通常在编码阶段分析应用程序

的源代码或二进制文件的语法、结构、过程、接

口等，检测程序代码是否存在安全漏洞。

新一代白盒安全测试可以分析查找并审计修

复源代码缺陷，在不改变现有开发测试流程的前

提下，对软件版本管理、持续集成、Bug 跟踪等

系统进行集成，将检测源代码安全性融入到软件

开发的各个阶段，实现源代码的统一管理、自动

化检测、差距分析、Bug 修复追踪等功能，以最

小代价建立代码安全保障体系，构筑信息系统的

“内建安全”。

如图 2 所示，新一代白盒技术流程如下所示：

1) 首先，各种语言代码通过编译器或者解

释器转换成一种中间形式的代码，该中间代码有

利于分析代码之间的调用关系、上下文环境等 ；

2) 语义分析 ：检测代码中某些风险函数或

者方法所导致的威胁 ；

3) 数据流分析 ：分析程序在数据传递过程

中所发生的安全问题并追踪记录 ；

4) 控制流分析 ：分析程序某段时间或某种

状态下完成操作指令时所发生的安全问题 ；

5) 配置分析 ：分析项目配置文件中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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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配置缺失问题 ；

6) 结构分析 ：分析程序上下文环境及结构

中的安全问题 ；

7) 根据以上步骤的分析结果，在规则库中

查找漏洞特征，如果查找成功则抓取漏洞。

3.2 动态分析设计（灰盒测试）

在所提模型中，采用新一代灰盒测试方式，

用于动态分析。灰盒测试又称为交互式应用安全

测试技术，融合了白盒安全测试和黑盒安全测试

的优势，拥有极高的漏洞检出率和极低的漏洞误

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

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式多重应用威胁

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

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

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

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

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

爬虫功能的局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

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深度学习算

法训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如图 3 所示，U 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

阵，V 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W 是

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 时刻接收到攻击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之后，隐藏层的值是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输

出值是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关键一点是，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

还取决于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公式 (1) 表示循环神经网络的计

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 预测网络攻击类型，然后将其与真实

攻 击 类 型 对 比， 求 出 模 型 的 损 失 函 数（Loss 

function）；通 过 随 机 梯 度 下 降 (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

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

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

击类型并采取相应措施。

如图 3 所示，U 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

阵，V 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W 是

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

时刻接收到攻击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之后，隐藏层的值是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输出

值是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关键一点是，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

还取决于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公式 (1) 表示循环神经网络的计

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 预测网络攻击类型，然后将其与真实

攻 击 类 型 对 比， 求 出 模 型 的 损 失 函 数（Loss 

function）；通 过 随 机 梯 度 下 降 (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

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

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

击类型并采取相应措施。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

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的

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

	 4	

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代码片段。在本文中，灰盒安全测试支持交互
式多重应用威胁扫描方式，除了支持传统漏洞扫描技术涉及的主动嗅探扫描技术外，还创造

性发明了基于应用业务流深度学习的 AI 启发扫描技术，即同时支持主动嗅探和 AI 启发两
种漏洞挖掘方式，可快速完成系统的漏洞挖掘，有效解决传统黑盒扫描方式中爬虫功能的局

限性（登录态扫描）问题。其原理是利用 RN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深度学习算法训
练入侵检测模型，原理示意图如图 3所示。 

 
图 3 RNN模型 

Fig.3 RNN model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如图 3所示，U是输入层到隐藏层的权重矩阵，V是隐藏层到输出层之间的权重矩阵，

W是隐藏层上一层的值，作为当前层的输入。网络在 t时刻接收到攻击  之后，隐藏层的

值是 ，输出值是  。关键一点是， 的值不仅仅取决于 ，还取决于 。公式(1)表示循

环神经网络的计算方法。在训练模型时，通过初始化的模型参数 U、V、W预测网络攻击类
型，然后将其与真实攻击类型对比，求出模型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通过随机梯度下
降(SGD,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等优化算法优化该 Loss function，值最小时的参数值即为
模型的最优参数。在训练好模型后，当有新的攻击时，模型会自动检测攻击类型并采取相应

措施。 
 

 
(1)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解决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应用安全测试问题。所提模型

的新一代灰盒安全测试包含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

图 3 ：RNN 模型
Fig.3:RNN model



交易技术前沿

77

代理 /VPN 模式和流量镜像模式等。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

式。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

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在某

些场景应用下过于复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

流量代理技术不需要服务器中部署 Agent，只需

简单配置代理即可，且能检测业务逻辑漏洞。该

技术局限的地方在于安全测试会产生一定的脏数

据，漏洞的详情无法定位到代码片段。当某些应

用场景无法部署插桩 Agent 时，流量代理和流量

镜像技术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3.2.1 插桩模式

插桩模式是在保证目标程序原有逻辑完整的

情况下，在特定的位置插入探针，在应用程序运

行时，通过探针获取请求、代码数据流、代码控

制流等，基于请求、代码、数据流、控制流综合

分析判断漏洞。该模式需要在被测试应用程序中

部署插桩 Agent，当一个组件产生恶意攻击流量，

另一个组件在被测应用程序中监测应用程序的反

应，由此来进行漏洞定位和降低误报。其流程图

如图 4 所示。

1）被测试服务器中部署交互式应用安全插

桩 Agent ；

2）DAST Scanner 发起扫描测试 ；

3）所部署的 Agent 可以追踪被测试应用程

序在扫描期间的反应、覆盖率和上下文，将有

关 信 息 发 送 给 Management Server，Management 

Server 并展示安全测试结果。

3.2.2 流量代理模式

流量代理模式，首先在 PC 端浏览器或者移

动 APP 设置代理，然后通过代理拿到功能测试

的流量，利用功能测试流量模拟多种漏洞检测方

式对被测服务器进行安全测试。流量代理技术原

理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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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浏览器或者 APP 中设置代理，将交互

式应用安全检测平台地址填入 ；

2）对经过安全测试平台的流量进行测试并

复制，最后将其改造为安全的流量。

3）交互式应用安全检测平台利用改造后的

流量对被测业务发起安全测试，根据返回的数据

包判断漏洞信息。

3.3 模糊测试设计（黑盒测试）

在模糊测试的设计中采用新一代黑盒测试技

术，以渗透测试作为切入点，对网络中的关键信

息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模拟黑客攻击测试，从而

找出信息系统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黑盒技术原

理如图 6 所示，其中 AWVS、AppScan 是黑盒测

试常用的工具。

1）通过爬虫抓取整个 Web 应用结构，并识

别被监测 Web 程序的目录、页面数量以及页面

中的参数 ；

2）根据爬虫的分析结果，对发现的页面和

参数发送修改的 HTTP Request 进行攻击尝试（扫

描规则库）；

3） 通过对 Response 的分析验证是否存在安

全漏洞。

本文提出的模型主要将黑盒测试部署在以下

三层 ：

1）系统层

口令猜解 ：针对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应用的

口令登录安全进行测试，利用自动化工具，并通

过使用密码字典文件，大量尝试登录单位内部的

系统，进而找出存在空口令、弱口令的系统账号。

溢出测试 ：针对账户口令失效的情况，所提

模型采用系统溢出的方式获得控制权，即使该方

式有导致死机或者重启的风险，但不会丢失账户

数据。

系统安全管理 ：对系统账户、系统服务和安

全配置进行严格的监控管理，以防出现安全故障。

系统漏洞 ：针对业务系统所需要的系统服务

进行优化管理和配置。

系统访问控制和审计 ：对系统进行有效访问

控制和日志审计。

2）中间件层

针对 Web 中常见的中间件软件，其自身版

本较低或配置不当可能导致安全隐患和漏洞。因

此，测试中间件层软件是渗透测试的主要内容和

方向。测试内容主要包括缓冲区溢出、路径和参

数安全、测试和帮助页面、账号和口令。

3）Web 应用层

Web 应用层安全渗透测试主要针对 Web 常

见的应用。因为在应用软件设计和开发的过程中，

由于安全设计不足和开发不规范会造成隐患和漏

洞。因此，在 Web 应用层安全渗透测试主要包

括信息收集、身份验证、授权、输入和数据验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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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流量代理模式原理 

Fig.5 Principle for network traffic proxy pattern 
 

1）在浏览器或者 APP 中设置代理，将交互式应用安全检测平台地址填入； 
2）对经过安全测试平台的流量进行测试并复制，最后将其改造为安全的流量。 
3）交互式应用安全检测平台利用改造后的流量对被测业务发起安全测试，根据返回的

数据包判断漏洞信息。 

3.3 模糊测试设计（黑盒测试） 
在模糊测试的设计中采用新一代黑盒测试技术，以渗透测试作为切入点，对网络中的关

键信息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模拟黑客攻击测试，从而找出信息系统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黑

盒技术原理如图 6所示，其中 AWVS、AppScan是黑盒测试常用的工具。 
 

 
图 6 黑盒安全测试原理 

Fig.6 Principle for black box security testing 

 

1）通过爬虫抓取整个 Web 应用结构，并识别被监测 Web 程序的目录、页面数量以及
页面中的参数； 

2）根据爬虫的分析结果，对发现的页面和参数发送修改的 HTTP Request进行攻击尝试
（扫描规则库）； 

3） 通过对 Response的分析验证是否存在安全漏洞。 
本文提出的模型主要将黑盒测试部署在以下三层： 
1）系统层 
口令猜解：针对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应用的口令登录安全进行测试，利用自动化工具，

并通过使用密码字典文件，大量尝试登录单位内部的系统，进而找出存在空口令、弱口令的

系统账号。 
溢出测试：针对账户口令失效的情况，所提模型采用系统溢出的方式获得控制权，即使

该方式有导致死机或者重启的风险，但不会丢失账户数据。 
系统安全管理：对系统账户、系统服务和安全配置进行严格的监控管理，以防出现安全

故障。 
系统漏洞：针对业务系统所需要的系统服务进行优化管理和配置。 
系统访问控制和审计：对系统进行有效访问控制和日志审计。 
2）中间件层 

图 6 ：黑盒安全测试原理
Fig.6:Principle for black box security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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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应用

我们根据本文提出的软件安全检测模型开发

了一个针对静态应用程序的安全测试系统。该系

统实现了源代码缺陷分析、源代码缺陷审计、源

代码缺陷修复跟踪等功能。在不改变现有开发测

试流程的前提下，该系统与软件版本管理、持续

集成、Bug 跟踪等系统进行集成，将源代码安全

检测融入开发测试流程中，实现软件源代码安全

目标的统一管理、自动化检测、差距分析、Bug

修复追踪等功能。图 7 为系统中快速检测的界面。

图 8 展示了针对不同的任务，本系统可检

测出各自的缺陷数以及检测时长。可看出，本系

统支持不同的语言检测，图 8 中包括 Python、C/

C++ 以及 Java。事实上，本系统支持九种语言，

如图 9 所示。图 9 展示了系统的首页界面，其中

统计了不同语言的检测数量以及不同风险的占

比，可看出低危风险漏洞数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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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Web中常见的中间件软件，其自身版本较低或配置不当可能导致安全隐患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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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由于安全设计不足和开发不规范会造成隐患和漏洞。因此，在 Web 应用层安全渗透
测试主要包括信息收集、身份验证、授权、输入和数据验证等。 

4. 模型应用 
我们根据本文提出的软件安全检测模型开发了一个针对静态应用程序的安全测试系统。

该系统实现了源代码缺陷分析、源代码缺陷审计、源代码缺陷修复跟踪等功能。在不改变现

有开发测试流程的前提下，该系统与软件版本管理、持续集成、Bug跟踪等系统进行集成，
将源代码安全检测融入开发测试流程中，实现软件源代码安全目标的统一管理、自动化检测、

差距分析、Bug修复追踪等功能。图 7为系统中快速检测的界面。 
 

 
图 7 系统快速检测界面 

Fig. 7 System UI for rapid detection 

 

图 8展示了针对不同的任务，本系统可检测出各自的缺陷数以及检测时长。可看出，本
系统支持不同的语言检测，图 8中包括 Python、C/C++以及 Java。事实上，本系统支持九种
语言，如图 9所示。图 9展示了系统的首页界面，其中统计了不同语言的检测数量以及不同
风险的占比，可看出低危风险漏洞数占比最高。 
 

图 7 ：系统快速检测界面
Fig. 7:System UI for rapid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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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源码检测结果图 

Fig. 8 Results for source code detection 

 

 
图 9 整体统计结果图 

Fig. 9 Overall statistical charts for detection result 

 

5. 总结 
针对网络安全中“攻防不对等”的现状，本文创造性的将安全检测环节前置到软件开发

阶段，提出了集成新一代白盒、灰盒、和黑盒测试的一站式软件安全检测模型。该模型将网

络安全测试渗透在软件开发的每个阶段，并在不改变现有开发测试流程的前提下，可以与多

种工具或系统进行集成，实现自动化周期性的源代码缺陷检测。此外，将安全检测工作前移

到需求、设计等阶段，能够从源头消减安全隐患，从根本上解决漏洞频发问题，节约大量安

全成本投入，同时可以避免返工，降低修复成本。 

图 8 ：源码检测结果图
Fig. 8:Results for source cod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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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安全测试渗透在软件开发的每个阶段，并在不改变现有开发测试流程的前提下，可以与多

种工具或系统进行集成，实现自动化周期性的源代码缺陷检测。此外，将安全检测工作前移

到需求、设计等阶段，能够从源头消减安全隐患，从根本上解决漏洞频发问题，节约大量安

全成本投入，同时可以避免返工，降低修复成本。 

图 9 ：整体统计结果图
Fig. 9:Overall statistical charts for detection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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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一、概述

近年来，我所打造“数据 + 科技”双轮引

擎，积极推进业务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通过创

新技术应用，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进一步提升市

场监管效能和市场服务水平，加强科技对防控金

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搭好业务需求与

科技实现之间的“桥”，促进业务与技术融合创新。

按照“夯实数据基础，重点应用突破”“数据驱

动决策，科技赋能业务”的阶段性要求，为实现“数

据让监管更加智慧”的愿景，我所启动了新一代

信息平台项目建设，加强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

一致性，实现数据的集中与共享，将数据转化为

知识、资产，加快我所的数字化转型。

二、原有解决方案的不足

业务数据的分析处理，数据库扮演重要角

色，根据业务特点、数据规模和服务等级，原有

的数据分析处理解决方案主要有 ：Oracle 数据库，

主要用于结算、会服和 C/S 架构的老监察系统 ；

Oracle Exadata 一体机，作为主系统用于 C/S 架构

的老监察系统 ；Teradata 一体机，作为老的数据

汇总平台，为业务部门提供数据查询、统计分析、

报表服务等。随着交易量屡创新高，业务创新发

展，新品种不断涌现，原有解决方案存在以下几

方面的不足 ：1、Oracle Exadata 和 Teradata 等一

体机因架构集中封闭，存储容量面临不足时，存

在扩容过程复杂耗时，扩容周期长，扩容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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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等问题 ；2、Oracle 数据库随着数据量的爆发

式增长，存在明显的数据查询性能瓶颈，查询

响应速度慢，无法满足灵活高效分析的需要 ；3、

存在数据孤岛，数据因业务系统而分散，平台间

的差异化导致跨业务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差，历史

数据利用率低 ；4，原有的解决方案仅支持结构

化的数据，对文本等非结构化数据处理和分析能

力差；5，Oracle Exadata 和 Teradata 等一体机硬件、

系统平台高度定制，不支持国密算法，不支持国

产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不满足系统自主可控的

原则。

三、新方案的技术关键点

新一代信息平台践行数据发展战略，采用

“TDH 大数据平台（以下简称 TDH）+ADB 分布式

数据库（以下简称 ADB）”的解决方案，打造高性能、

低成本、可扩展、易运维的新一代信息平台，主

要技术特点如下 ：1，TDH 和 ADB 均支持节点扩

容，横向扩容便捷，TDH 大数据平台节点数无上限，

ADB 分布式数仓实际可扩展节点数业界最高已达

到 512 个，理论值 2048 个 ；2，分布式计算架构，

支持海量数据的高性能处理，ADB 是国内第一个

进入全球权威机构 Gartner 排名 Leader 象限的数据

仓库，2020 年在权威评测机构 TPC 组织的 TPC-

DS 和 TPC-H 测试汇中登顶性能和性价比排行榜 ；

3，ADB 对 SQL 语法和事务处理完全兼容，支持

行存、列存、行列混合存储、外表等数据存储方

式，行式用来支持存在更新、点查等 OLTP 业务，

如实时更新定单、行情、持仓等事务操作，列式

用来支撑 OLAP 业务，压缩率高，节约存储，适

合数据分析和统计报表，ADB 采用 2PC+GTM 机

制，保证了事务的一致性，适合原有数据库方案

的业务迁移 ；4，ADB 的 GPLoad 数据快速并行入

库技术，极大提升了业务数据汇总集中的效率；5，

TDH 和 ADB 运维简单方便，一键式节点管理，故

障监控诊断自恢复自运维，底层基于 Docker 的微

服务和Kubernetes的统一管理，避免了单节点故障，

实现了集群系统的高可靠 ；6，支持实时流计算处

理、有丰富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块，支持多种数据

治理方式，如数据血缘分析、元数据管理等，支

持主流的第三方报表工具和丰富的数据 ETL 工具；

7，支持鲲鹏等 ARM 架构的国产高性能 CPU，支

持红旗、麒麟等国产操作系统，满足系统自主可

控的要求。通过与相关公司加强合作交流，共同

探索新技术在期货市场创新落地应用，激发技术

创新动力，构建金融科技新生态，我们建设了新

一代具有灵活扩容、智能风控、快速的查询响应

和计算能力等特性的信息平台，实现了消除数据

孤岛，支撑科技监管，扩展多维数据源，打通业

务流程等目标。

四、系统架构及建设效果

新一代信息平台本质是一套数据存储、计算

和分析的平台，交易所各项核心业务的当日及历

史数据都将在信息平台上进行存储和计算。其主

要技术特点有：一是大集群，并行化、扩展性好；

二是多样性，支持的数据类型多样性 ；三是跨部

门，跨业务的数据融合分析、业务创新、智能化

数据分析，四是实时性高，即时查询、秒级分析，

实现亿级别数据的关联计算秒级响应。

新一代信息平台的整体框架如下图一所示，

主要包括数据接入层、数据处理层和数据访问层

三个模块。每层向上提供服务，完成数据的装载、

加工、转换，并通过数仓模型与数据挖掘形成集

市数据，供上层应用使用。（图 1）

( 一 ) 源数据层 ：向信息平台提供源数据，

包括核心交易系统、结算、交割、会服、做市商

等业务系统的结构化数据以及终端信息、工商信

息、合同文本等非结构化的外部数据。业务系统

数据通过写入服务进入接口库。

（二）数据接入层 ：提供源数据与信息平台

的接口，负责将源数据装载到信息平台。核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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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统实时数据通过交易流水服务、实时计算服

务集群通过 Kafka 实时流处理的方式写入平台，

保证盘中交易数据查询以及异常事件的监控。其

他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定时写入接口库中，接口

库会对数据进行字段级约束，接口库的数据定时

由数据抽取服务抽取到平台。文件传输服务将外

部数据分发到平台存储，并进一步分析挖掘出有

效信息，供上层应用使用。

（三）数据处理层 ：数据处理层将数据接入

层提供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模型加工、规则

处理，生成明细维度数据和特性指标数据，并且

对数据规范性检查和正确性检查，保证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管控平台包含数据标准管理、元数据管

理、数据质量监控、智能数据脱敏功能数据标准

管理 ：支持数据标准的建立和发布，包含数据类

标准和代码类标准，支持数据标准检索和编辑。

元数据管理 ：对元数据进行自动采集，生成数据

地图展示，对库、表和字段支持不同维度的检索，

同时支持表级、字段级的血缘关系分析。数据质

量监控 ：支持数据质量检查规则及规则组的配置，

以及执行数据质量检查，自动输出质量检查报告。

智能数据脱敏 ：支持对大数据平台上的敏感数据

自动扫描识别发现，并且按照配置的脱敏规则自

动生成脱敏视图。实时计算服务集群接收盘中的

实时交易数据，向上层提供低延时的交易明细数

据查询以及异常事件监控。ADB 集群配合作业调

度，通过跑批，生成数据仓库的模型数据，承载

整个大数据信息平台热数据服务且实时性要求高

图 1 ：信息平台整体框架图



交易技术前沿

85

的查询请求。TDH 集群存储历史上所有的业务数

据，数据进行分层存储，本身不再执行模型生成

任务，通过 PXF 工具映射外表的方式，将 ADB 跑

批后的数据同步至 TDH 集群 HBase 库中，为上

层应用提供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算法等研究模块

的数据源。SEARCH 集群主要存储交易明细数据，

例如成交明细、定单明细、终端信息，用来处理

数据检索类服务请求。业务规则校验通过配置业

务规则，基于表之间的关系，进行数据联合验证，

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尤其是总量和分量类的数据，

要严格确保分量之和和总量的值保持一致。

（四）数据访问层 ：大数据信息平台门户为

交易所各个部门提供数据支撑，包括实时查询、

即席查询以及数据检索服务。为了屏蔽底层数据

存储的复杂性，引入数据服务网关，为上层应用

提供统一的数据访问入口，同时记录操作日志，

便于后续根据使用频率，进一步优化数仓模型。

数据实验室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设计算法模型，

可基于脱敏后的数据，优化算法模型。

目前新一代监察系统已在该平台中部署实

施，主要实现了 ：

1，以实时风控应用为驱动，基于组播的低

时延消息中间件，实现了自主可控的流计算框架。

基于该框架，为当日交易明细查询场景自研了内

存数据库，为实时风控预警场景提供了毫秒级延

迟的系统自动预警能力，为大数据平台提供了秒

级延迟的准时数据落地能力。

2，以风险分析应用为核心，基于 ADB+Ha-

doop+ 流计算技术，打造完成了 Lambda 架构的

数据平台。在该数据平台之上，实现了实时、准

实时当日数据即席分析和 T+1 日报告功能，并基

于 BI 报表工具建设了高可视化的风控大屏系统。

3，以科技监管为抓手，建设了知识图谱平

台和人工智能平台。将图计算、OCR 识别、数据

挖掘、深度学习等 AI 技术应用在交易违规发现、

风险识别、辅助决策等应用场景，全面提升了交

易所监察风控业务的智能化水平。

4，以“业务数据化和数据业务化”为指引，

实现大数据应用和流程审批办理应用进行全面打

通。实现了智能套期保值业务办理、智能异常交

易处置、以及智能实控关系管理三大风控业务管

理平台。初步形成了业务产生数据，再到数据资

产化反哺业务的闭环，夯实了数字化基础。

正在研究探索中的主要工作有 ：1，明确边

界，依据数据分类分级标准、数据管理办法等制

度，深度定制业务数据的访问边界和生命周期，

践行“分级使用，权责一致”的数据使用原则；2，

通过“库内 + 库外”数据联合分析，冷热数据的

“湖仓一体”，利用分布式数据库构建的数仓实现

亿级别热数据的关联计算秒级响应，利用大数据

平台提供的丰富的人工智能算法组件，落地智能

标签体系、智能数据分析引擎研究等金融科技创

新应用，实现标签抽取、组合、聚类、筛选等功能，

构建期货市场主体、期货品种、期货交易等维度

的期货行业智能标签体系，构建数据分析问答系

统，实现指标搜索、精准回答、分析推荐、关联

数据分析等功能，通过智能客服机器人，解决业

务人员日新月异的数据服务类需求，将自然语言

转化为 SQL 语句，通过大宽表、视图等数据处

理方式，完成新增数据服务需求的搜集，实现数

据服务、数据治理的流程闭环管理，释放数据之

美；3，进一步夯实算力，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探索系统云上部署，实现降本增效，优化系统的

部署。

五、总结展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所

将始终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力

度，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拓展大数据应用场景，

充分挖掘数据的多重价值，全面提升数字化能力，

推动数字技术与资本市场各项业务深度融合，强

化科技赋能监管，持续推进共生、共融、共创、

共赢的资本市场数字化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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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创新业务与系统稳定的
管理方法

1 序

近年来业务创新不断、技术改造增多，而

业务创新依赖于技术系统的支持、实现、保障，

一些交易类业务创新涉及到集中交易系统、融资

融券交易系统、衍生品交易系统、自营交易系统

等系统 ；交易所和监管机构为了稳定推进创新业

务，尤其是一些重大业务创新，会通过多轮测试

进行逐步推进，一般分为全天候测试、全网测试、

技术通关测试、业务通关测试等几个阶段进行，

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减少创新业务给系统

带来的不稳定冲击。

交易系统负责人以及信息技术部门和业务

部门的相关领导，不仅要做好监管业务的开发、

测试、上线的要求，还必须保障现有系统的平稳

运行，同时满足业务的正常交易。需要结合本公

司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一定的制度与流程来处

理好业务创新与系统稳定的平衡关系。

2 讨论与分析

证券公司需要建立自己的测试平台和管理

制度来满足日常测试要求，支持上交所、深交所、

北交所以及中登期等各类业务创新和技术改造的

需求。为此，本文将针对监管需求、创新业务的

需求、测试、上线等过程进行研究与探索，结合

多种测试的需求，根据券商信息技术管理部的实

际情况进行了讨论与分析。初步形成了保障一个

中心，落实两个需求，建好三个环境，完善四个

测试，落实五个管理的格局。

2.1 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就是保障系统交易清算平稳运行

为中心。不管是业务创新还是监管改造，还是业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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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个性化的需求，这些需求模块的测试及上

线，需要保障现有的交易系统平稳运行为中心，

如遇到重大业务创新系统模块和现有系统平稳运

行相冲突，在保障交易系统平稳运行这个中心

下，要进行及时揭示风险、解决风险、规避冲突、

解决冲突。

2.2 两个需求

针对信息技术部门的系统的需求来源主要

有两个需求，一是监管需求，二是业务需求。

监管需求就是指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

以及中登等业务创新和技术接口改造的需求，比

如上交所的科创板业务，深交所的新债券交易改

造业务，北交所的精选层改造等业务。这些重大

业务创新，如系统不能支持，会给券商机构造成

不良的影响，尤其是一般创新业务初步开展，需

要券商机构的积极参与，带动整个市场的热度。

从 2018 年监管改造以来，监管需求逐步增

多，周末测试次数递增，上交所、深交所、北交

所及其他交易所，如下表是上交所新债改造的测

试相关时间表。

业务需求就是业务部门针对自己部门发展

需要，进行一些创新业务的引领和跟随，这些需

要交易系统做支撑和保障，如系统技术不能就

绪，目前，很多业务无法参与委托和交易机清算，

基本没法开展业务。尤其是一些先锋券商，随着

业务不断拓展与创新，业务部门的需求也逐年递

增。如何保障一个中心，针对两个需求，需要做

哪些事情，是券商机构信息技术部门要思考的事

情。

2.3 建好三个环境

经过近几年的监管创新业务的测试上线的

沉淀和积累，以及运行保障踏过“无数坑”的总

结，在基础硬件大力投入的前提下，逐步摸索出

建好三个环境、完善四个测试、落实五个管理的

方法。

建好三个环境是一个是日常测试环境、全真

测试环境、生产环境。

日常测试环境主要是指软件开发中心的测

试管理部门测试环境，非生产网段区域。负责承

接日常功能测试和仿真测试为主，主要测试创新

业务和业务需求功能模块生命周期前端测试为

主，比如，模块开发中的单元测试、兼容性测试、

系统测试为主。满足创新业务和业务需求功能测

试为主要的载体。

全真测试环境主要是指数据中心的测试环

境，部署在生产网段，按照生产部署为模板，根

据全真环境的资源，进行灵活部署。但与生产交

易环境的网段进行隔离，负责承接监管创新业务

的全网测试为主，或业务部门其他测试。

生产环境是指支持业务部门进行委托、交

易、清算的环境，部署在生产网段区域，与全真

环境有所隔离。负责承接业务部门交易日负责交

	
业务需求就是业务部门针对自己部门发展需要，进行一些创新业务的引领和跟随，这些需要交易系统

做支撑和保障，如系统技术不能就绪，目前，很多业务无法参与委托和交易机清算，基本没法开展业务。

尤其是一些先锋券商，随着业务不断拓展与创新，业务部门的需求也逐年递增。如何保障一个中心，针对

两个需求，需要做哪些事情，是券商机构信息技术部门要思考的事情。	

2.3建好三个环境 

经过近几年的监管创新业务的测试上线的沉淀和积累，以及运行保障踏过“无数坑”的总结，在基础

硬件大力投入的前提下，逐步摸索出建好三个环境、完善四个测试、落实五个管理的方法。	

建好三个环境是一个是日常测试环境、全真测试环境、生产环境。	

日常测试环境主要是指软件开发中心的测试管理部门测试环境，非生产网段区域。负责承接日常功能

测试和仿真测试为主，主要测试创新业务和业务需求功能模块生命周期前端测试为主，比如，模块开发中

的单元测试、兼容性测试、系统测试为主。满足创新业务和业务需求功能测试为主要的载体。	

全真测试环境主要是指数据中心的测试环境，部署在生产网段，按照生产部署为模板，根据全真环境

的资源，进行灵活部署。但与生产交易环境的网段进行隔离，负责承接监管创新业务的全网测试为主，或

业务部门其他测试。	

生产环境是指支持业务部门进行委托、交易、清算的环境，部署在生产网段区域，与全真环境有所隔

离。负责承接业务部门交易日负责交易、清算为主；针对监管需求和业务部门非交易日承接通关测试为辅。	

建好三个测试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一个监管创新业务需求，一般要经过全天候测试、仿真测试、

全网测试、通关测试，针对不同的测试阶段，部署不同的系统版本在不同的测试环境进行测试，如全网测

试，一般会有三次或四次全网测试，如全网测试全部在生产环境测试，不仅需要要给生产环境数据库、应

用备份，测试完毕后，还要进行恢复环境，保障下周一的交易。如在全网测试中，一不小心修改某个参数

没有恢复过来，或者，因为工程师大意或疲劳，造成某个应用模块没有恢复完全，造成异常，下个交易日

启动异常，会给生产环境造成重大隐患。这个时候，用全真环境进行测试，就可以减少一些“犯错”的机

会，对生产环境进行保护和保障。	

所以针对一些重要的交易系统，建好三个测试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也要完善四个测试。	

2.4完善四个测试 

目前以自营交易系统为例，主要有功能测试、仿真测试、全网测试、通关测试。	

功能测试：该测试主要是针对系统的功能进行测试，比如上交所新债券系统非交易功能的测试，根据

交易所的测试内容进行测试，如债券的非交易类业务(质押式回购出入库、可转债转股、可交债转股、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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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清算为主 ；针对监管需求和业务部门非交易

日承接通关测试为辅。

建好三个测试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

一个监管创新业务需求，一般要经过全天候测

试、仿真测试、全网测试、通关测试，针对不同

的测试阶段，部署不同的系统版本在不同的测试

环境进行测试，如全网测试，一般会有三次或四

次全网测试，如全网测试全部在生产环境测试，

不仅需要要给生产环境数据库、应用备份，测试

完毕后，还要进行恢复环境，保障下周一的交易。

如在全网测试中，一不小心修改某个参数没有恢

复过来，或者，因为工程师大意或疲劳，造成某

个应用模块没有恢复完全，造成异常，下个交易

日启动异常，会给生产环境造成重大隐患。这个

时候，用全真环境进行测试，就可以减少一些“犯

错”的机会，对生产环境进行保护和保障。

所以针对一些重要的交易系统，建好三个

测试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也要完善四个测

试。

2.4 完善四个测试

目前以自营交易系统为例，主要有功能测试、

仿真测试、全网测试、通关测试。

功能测试 ：该测试主要是针对系统的功能

进行测试，比如上交所新债券系统非交易功能的

测试，根据交易所的测试内容进行测试，如债券

的非交易类业务 ( 质押式回购出入库、可转债转

股、可交债转股、债券回售、债券 ETF 申赎等 )

这些功能是测试重点，一般部署在测试管理部测

试环境中，业务部门参与测试。

撮合环境可以用测试管理部的自己的撮合

环境，也可以使用交易所提供的撮合环境。

仿真测试是交易所提供撮合环境，交易所

开展一项业务，一般分为仿真测试、全网测试、

通关测试 ；通关测试有时分为技术通关、业务通

关。比如上交所新债券系统非交易功能测试，就

分为仿真测试、三次全网、技术通关（4 月 24 日）、

业务通关（5 月 22 日）等阶段。

仿真测试一般是放在交易日、测试管理部

的环境。撮合环境是交易所提供。一般测试时间

为两周或十天，测试时间一般是上午。主要还是

针对具体的业务来设置一些场景，一般交易所会

提供仿真测试的测试方案。仿真测试主要是以功

能验证为主，测试功能调通后，进行清算测试。

全网测试一般是放在周末、数据中心的全

真测试环境为主。如上交所新债券系统非交易功

能全网测试，有三次，自营交易系统的全网测试

一般是采用全真环境进行测试，主要是为了规避

风险，能不动生产环境的，尽量少动生产环境。

通关测试一般是放在周末、数据中心的生

产环境为主，通关测试分为技术通关和业务通

关。上交所新债券系统非交易功能技术通关（4

月 24 日）、业务通关（5 月 22 日）等阶段。主

要是拉长测试时间，缓冲业务上线风险，有的是

技术通关和业务通关放在一起测试。

通关测试在生产环境上， 一要认真阅读交易

所测试方案，一般测试是按照测试方案来进行，

二是要做好生产环境的数据库等备份，测试完毕

后，要删除测试数据，恢复生产环境等流程，尤

其是一些参数配置、文件替换，要做好认真检查，

以防第二天生产环境突发事件。

也并不是说，通关测试一定要在生产环境

进行测试，如业务部门暂时不想开展此项业务，

也不一定用生产环境测试，监管测试要参加的，

如业务部门和技术部门达成意见一致，极个别的

是以全真环境测试也行。

上述是通关测试类型，针对通关测试内容

来说，交易除去业务功能外，还有一些交易接口

的测试，或者交易所更新某个后台服务器，需要

券商或机构进行配合而开展的通关测试。如遇到

业务量较大的创新业务，还需要做性能测试，对

系统软件、硬件进行压测，对系统和硬件画好“警

戒线”、“禁止线”，做到“心中有标准，系统有

保障”的安全防备的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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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关于 5 月 15 日开展竞价撮合平台通

信服务器下线通关测试的方案。这个测试的背景

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定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组织开展竞价撮合平台通信服务器

下线的通关测试， 邀请全体市场参与者参加。本

次测试主要目的是为验证竞价撮合平台 EzOES 

的 CS 链路配置调整以及 EzTrans 等软件链路切

换情况。

测试使用竞价撮合平台 00 环境、综合业务

平台 01 环境， 行情文件为 mktdt00.txt、 mktdt01.

txt。 

既不涉及自营系统的变更，也不是涉及交

易接口的变更，但是测试要求，这类通关也要参

加测试。

通关测试需要业务部门参与的。

综上，总结自营系统的相关测试类型、测

试时间、测试环境、参与部门等如表 1。

2.5 落实五个管理

建好三个测试环境，完善四个测试，如果

说这是“硬件投入”，还要做好“落实管理”，才

能行稳致远。主要为落实测试环境隔离的管理、

落实业务部门需求为主的管理、落实好重大业务

测试会议制定的管理、落实好系统升级流程的管

理、落实好系统首日上线保障的管理。

落实测试环境隔离的管理主要是指日常测

试环境、全真测试环境、生产环境要进行物理隔

离、网段隔离，彼此不能互联互通的管理。一般

情况下，全真环境的报盘和系统交易时间不能开

启，做好全真环境和生产环境的隔离。业务部门

的全真环境的客户端，部署在独立的电脑上，进

行专门管理，做好测试环境、全真环境和生产环

境的隔离。

落实业务部门需求为主的管理是指针对监

管需求，要征询业务部门的需求，如业务部门需

	
通关测试需要业务部门参与的。	

综上，总结自营系统的相关测试类型、测试时间、测试环境、参与部门等如下表。	

测试类型 测试时间 细分 测试环境 参与部门 

功能测试 一般交易日全天 一般测试周期为三

周左右。具体以测试

内容为准。 

测试管理部环境撮

合或交易所撮合环

境 

测试管理部、业务部

门等。 

仿真测试 一般交易日上午 一般测试周期为两

周左右。具体以交易

所测试方案为准。 

测试管理部环境+仿

真交易所撮合环境 

测试管理部、业务部

门、运营中心等。 

全网测试 周末 全网一般分为三次

或四次全网。具体以

交易所测试方案为

准。 

生产全真环境+周末

交易所撮合环境 

数据中心负责搭建

测试环境，业务部门

负责业务测试，反馈

测试结果。开发中心

负责出测试方案和

通知业务部门进行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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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测试需要业务部门参与的。	

综上，总结自营系统的相关测试类型、测试时间、测试环境、参与部门等如下表。	

测试类型 测试时间 细分 测试环境 参与部门 

功能测试 一般交易日全天 一般测试周期为三

周左右。具体以测试

内容为准。 

测试管理部环境撮

合或交易所撮合环

境 

测试管理部、业务部

门等。 

仿真测试 一般交易日上午 一般测试周期为两

周左右。具体以交易

所测试方案为准。 

测试管理部环境+仿

真交易所撮合环境 

测试管理部、业务部

门、运营中心等。 

全网测试 周末 全网一般分为三次

或四次全网。具体以

交易所测试方案为

准。 

生产全真环境+周末

交易所撮合环境 

数据中心负责搭建

测试环境，业务部门

负责业务测试，反馈

测试结果。开发中心

负责出测试方案和

通知业务部门进行

测试。 

通关测试 周末 技术通关，一般为一

天测试，功能测试+

清算测试。 

生产环境+周末交易

所撮合环境 

数据中心负责搭建

测试环境，业务部门

负责业务测试，反馈

测试结果。开发中心

负责出测试方案和

通知业务部门进行

测试。 

周末 业务通关：功能测试

+清算测试。 

生产环境+周末交易

所撮合环境 

数据中心负责搭建

测试环境，业务部门

负责业务测试，开发

中心负责出测试方

案和通知业务部门

进行测试。 

周末 交易所的联通性，具

体测试内容以交易

所测试方案为准。 

生产环境+周末交易

所撮合环境 

目前数据中心负责

为主，业务部门参与

较少。 

节后联通性测试 节假日前一天 交易所的联通性，具

体测试内容，主要是

通信的联通性为主。 

生产环境+周末交易

所撮合环境。 

目前数据中心负责

为主。业务部门参与

较少。 

正式业务启动 通关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 

正式生产交易、清

算。 

生产环境+正式交易

所撮合环境。 

数据中心负责保障

生产环境，业务部门

负责业务应急，运营

中心负责清算，开发

中心负责出协调沟

通，保障系统平稳运

行。 

	

	

2.5 落实五个管理 

建好三个测试环境，完善四个测试，如果说这是“硬件投入”，还要做好“落实管理”，才能行稳致

远。主要为落实测试环境隔离的管理、落实业务部门需求为主的管理、落实好重大业务测试会议制定的管

理、落实好系统升级流程的管理、落实好系统首日上线保障的管理。	

落实测试环境隔离的管理主要是指日常测试环境、全真测试环境、生产环境要进行物理隔离、网段隔

离，彼此不能互联互通的管理。一般情况下，全真环境的报盘和系统交易时间不能开启，做好全真环境和

生产环境的隔离。业务部门的全真环境的客户端，部署在独立的电脑上，进行专门管理，做好测试环境、

全真环境和生产环境的隔离。	

落实业务部门需求为主的管理是指针对监管需求，要征询业务部门的需求，如业务部门需要，则需要

业务部门提交需求流程，做好需求管理，版本发布计划等相关需求管理工作，如业务部门因某种情况，暂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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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则需要业务部门提交需求流程，做好需求管

理，版本发布计划等相关需求管理工作，如业务

部门因某种情况，暂不开展业务，则请邮件回复，

留痕，后续信息技术部门不开发该需求，不进行

测试等，做好技术资源投入有的放矢。

落实好重大业务测试会议制定的管理是指全

网测试和通关测试，因重大业务牵涉部门较多，

测试案例有时较为复杂，需要有具体部门负责牵

头，提前召开全网或通关测试会议，根据业务需

求和测试方案，进行环境准备、业务测试、测试

反馈等各项事宜的协调和安排，并做好会议纪要

和后续跟踪事宜，这为全网测试和通关测试打下

坚实的基础。

落实好系统升级流程的管理是指重大创新

业务全网测试后，进行通关测试前，需要在生产

环境进行测试时，要进行系统升级，这时要落实

好系统升级流程的管理。主要是要根据业务部门

需求，结合监管要求制定项目管理计划，同时结

合版本发布计划，有计划有步骤的落实好系统升

级流程管理工作。

另外，如在全真环境下升级，建议也要落

实好系统升级流程的管理，尽量做到与生产环境

升级协作一致的原则下管理。

3 结束

近几年的监管需求和创新业务逐步增多，

逐步形成多种测试的生态下，结合券商业务部门

和信息技术部门的日益加强联系情况下，反思一

些管理的问题，试着跳出具体事务层面，来梳理

和归纳些规律性的东西，初步形成了保障一个中

心，落实两个需求，建好三个环境，完善四个测

试，落实五个管理的格局。通过实践，这些来指

导平日工作中一些事务，取得了一些进步，较好

的处理系统稳定与业务创新平衡。

针对其他券商机构或基金公司，建议一定要

结合本公司或机构的实际硬件投入、人力资源投入

来进行对监管创业业务的管理和支持，量体裁衣，

建立属于自己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同时也要做好组

织、人员激励机制，尤其是负责重要交易系统相关

人员，一方面要建立一定的管理制度、管理流程来

规范运行和保障，同时也要营造宽容环境，允许做

事情的人犯错，保护好做事情的人的热情，不能让

制度流程僵化、严重内卷的团队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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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数据治理的思考与
实践

背景

在证券业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数据已

经成为创新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为充分发挥

数据的价值，各大券商纷纷学习和借鉴互联网

公司的经验和方法，构建自己的数据中台，而

数据中台能够发挥多大的价值，与数据中台提

供的数据是否经过有效地治理有很大的关联。

与此同时，对数据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很

多券商都已经走过了数据治理从 0-1 的阶段，

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平台建设方面，都做

过很多的工作。我们认为数据治理作为一项极

为重要的数据管理活动，不应单纯以治理本身

为目标，而应致力于构建数据资产体系、打

造数据服务能力，助力数据中台的建设，实现

OneData（数据的标准与统一）、OneEntity（实

体的统一）、OneService（数据服务统一），需要

从数据的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的治理。

证券业与互联网业有很多不同之处，业务复

杂多变，鼓励创新，但也非常注重风险合规 ；技

术方面相对于互联网业有所滞后，虽然近年来自

研系统越来越多，但外购系统依然占很大的一个

比例，数据管控并不是完全自主的状态 ；在数据

平台建设方面，虽然引入了大数据等最新技术，

但很难融合到同一个生态体系，依然是大数据平

台（如 hadoop）、MPP（如 GP）、传统关系型数

据库（如 oracle）相互交织的状态 ；数据治理领

域所涉及的范围也非常的广，难点是做好各个领

域的纵向下沉的工作。我们的数据治理工作也正

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1 数据治理与数据中台架构体系

以数据资产为核心，依托组织、制度和平台

李爱平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邮箱 ：liaiping@dwz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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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打造集元数据、主数据、数据标准、数据模型、

数据质量、数据安全等于一体的数据资产管理体

系，并融入到数据中台的建设中，为提升数据中

台的服务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架构如图1。 

 

2 数据治理实践

2.1 厘清家底

在数据治理之初，要摸清楚公司到底有哪些

数据资产。目前公司至少有 200 套系统，涉及众

多业务线、有自研有外购，有结构化的数据，也

有非结构化的数据，仅大数据平台存储数据就涉

及近百套业务系统，此外还有基于传统结构化数

据库的风险数据集市，以及 mpp 的经纪业务数据

集市。

我们以“团队 -> 系统 -> 数据源”的视角

去盘点数据。公司有很多个技术团队，每个技术

团队负责多个系统，每个系统可能有多个数据源，

可能还是不同类型的数据源。在盘点的时候尽可

能打上多个有效标签，如技术负责人、业务条线、

需求部门、供应商（区分自研、具体外购供应商）、

系统类型（区分应用系统、数据平台、数据集市）、

系统状态等等，为后期的管理工作（如数据认责、

数据质量等）打好基础。

除此之外，我们做了看似简单却很重要的工

作，就是给数据源做统一编码，并规范数据中台

所有工具或组件（如 hive、spark、kettle、调度平台、

API 平台、流计算平台、各类 BI 工具、数据治

理平台等）使用到数据源时采用统一编码，在数

据存储和加工流转时也打上统一的编码标签。同

一个数据源无论出现在哪个工具、哪个存储里面，

编码都是统一的。

2.2 元数据管理

元数据管理是数据资产管理的基础，是实现

数据资产目录、数据资产地图、数据血缘关系、

数据安全 - 分类分级的前提。质量好、完整度高、

范围全的元数据，可以作为数据中台之数据服务

的重要入口。

2.2.1 元数据采集

我们通过高效自动化采集与调度工具进行管

理，可以对接传统关系型数据库、半结构化数据

以及各类元数据接口等。对常用的、核心的系统

做了元数据字典补全，配置了关键字段的落地代

码 ；此外，实现了样例数据的浏览，用户在了解

表结构时候，能够看到 5 条样例数据，便于用户

去探索和使用，帮助用户打开数据的“黑匣子”。

元数据字典补全是一项很基础的工作，需要

以数据资产为核心，依托组织、制度和平台等，打造集元数据、主数据、数据标准、数

据模型、数据质量、数据安全等于一体的数据资产管理体系，并融入到数据中台的建设中，

为提升数据中台的服务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架构如图 1：  

 

图 1 数据治理与数据中台架构图 

2数据治理实践 

2.1厘清家底 

    在数据治理之初，要摸清楚公司到底有哪些数据资产。目前公司至少有 200套系统，涉

及众多业务线、有自研有外购，有结构化的数据，也有非结构化的数据，仅大数据平台存储

数据就涉及近百套业务系统，此外还有基于传统结构化数据库的风险数据集市，以及 mpp

的经纪业务数据集市。 

    我们以“团队->系统->数据源”的视角去盘点数据。公司有很多个技术团队，每个技术

团队负责多个系统，每个系统可能有多个数据源，可能还是不同类型的数据源。在盘点的时

候尽可能打上多个有效标签，如技术负责人、业务条线、需求部门、供应商（区分自研、具

体外购供应商）、系统类型（区分应用系统、数据平台、数据集市）、系统状态等等，为后

期的管理工作（如数据认责、数据质量等）打好基础。 

图 1 ：数据治理与数据中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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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情况针对性处理。对于部分自研系统，

因为开发比较规范，后端表结构设计的时候，数

据字典就比较完善，我们可以自动采集到这些信

息 ；有些系统后端表结构没有字典，但有前端数

据字典管理界面，如资讯系统，我们通过一些策

略获取后进行了补全，并且持续的同步更新 ；而

有些供应商的系统，并不提供数据字典，我们根

据日常积累，进行了一些补全，但无法做到完整

补全，导致这一部分数据无法充分利用。

2.2.2 血缘关系

为了能够清晰的展示数据的生产流程，我们

在数据血缘关系梳理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血缘

关系包含了系统 -> 数据库 -> 模式 -> 表 -> 字

段各级血缘，向上游可追根溯源，向下游可追踪

影响，能清晰展现数据加工处理逻辑脉络，快速

回溯，快速定位数据影响范围。帮助数据中台实

现从数据生产到消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我们研究了一些数据血缘关系的工具，如

Atlas，发现其无法解决券商常见的跨平台的血缘

问题，难以获得全数据流向的血缘关系，常见的

场景如图 2。

为实现以上场景的血缘关系梳理，我们做了

一些定制开发和优化 ：kettle 是批量化配置改造

的，涉及众多数据源，通过解析配置生成关系 ；

hadoop 上的任务，有的是自研的脚本任务、有的

是厂商的脚本任务，实现的方法不一，主要有 .sql

文件、.txt 文件、配置库中的长字段等，通过定

制开发脚本解析工具梳理关系 ；结构化数据库中

的数据加工逻辑很多是通过存储过程实现的，我

们设计了存储过程解析工具梳理关系。通过集成

数据采集、加工、推送和应用这几块的数据血缘

关系，我们初步实现了跨平台、全流向的端到端

的血缘关系。效果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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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动解析准确率开始不是很高，但我们通过仔

细分析，改造自动解析逻辑，提升了表字段解析

的正确率到90%以上。通过大量的脚本对比分析，

发现剩余部分未能解析出的血缘关系主要是因为

一些开发人员并未完全遵守开发规范，出现一些

个性化、小众的写法导致。我们要求这些脚本进

行改造，并要求开发人员在数据中台上做数据开

发时，严格遵照开发的规范，这也非常符合数据

中台的规范要求。由于血缘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数

据开发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设计了定期更新血缘

关系的任务。

为更好地展示梳理出来的庞大的血缘关系网

络，我们思考引入一些优秀的展示工具，因此我

们利用了数据中台中的图数据库 neo4j 组件，并

设计了元数据自身 meta、血缘 blood 的节点 - 关

系的结构。通过图数据库的引入，血缘关系的展

示更加清晰直观，效果如图 4，这里仅展示表级

关系。

2.2.3 版本对比与影响分析

版本对比是基于前后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分

析，并输出差异部分 ；影响分析是基于版本对比

和血缘关系，输出对下游数据链路的影响。

系统元数据的变化是常态，在未开展数据治

理工作前，曾经经常碰到源系统数据结构变更导

致下游数据类应用系统运行失败的问题，所以如

何能够在源系统的元数据发生变化时降低风险，

特别是对下游数据应用系统的影响成为我们重点

关注的问题。在自动监测到源系统的元数据变更

发生后，自动的版本对比和影响分析报告生成，

然后自动通过发送邮件、短信提醒相关系统负责

人和系统订阅者，很好地解决了该问题。

2.3 主数据管理

主数据是组织中需要跨系统、跨部门进行共

享的核心业务实体数据，如组织架构、客户、供

应商等。高质量的主数据是数据中台OneEntity（统

一实体）体系中重要的部分，基于此去做实体的

全域标签，对内外部管理的数据支撑工作有着很

   由于数据处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血缘关系的自动解析准确率开始不是很高，但我们通

过仔细分析，改造自动解析逻辑，提升了表字段解析的正确率到 90%以上。通过大量的脚本

对比分析，发现剩余部分未能解析出的血缘关系主要是因为一些开发人员并未完全遵守开发

规范，出现一些个性化、小众的写法导致。我们要求这些脚本进行改造，并要求开发人员在

数据中台上做数据开发时，严格遵照开发的规范，这也非常符合数据中台的规范要求。由于

血缘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数据开发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设计了定期更新血缘关系的任务。 

   为更好地展示梳理出来的庞大的血缘关系网络，我们思考引入一些优秀的展示工具，因

此我们利用了数据中台中的图数据库 neo4j组件，并设计了元数据自身 meta、血缘 blood 的

节点-关系的结构。通过图数据库的引入，血缘关系的展示更加清晰直观，效果如图 4，这里

仅展示表级关系： 

 

图 4 neo4j结构设计及表级效果图 

2.2.3 版本对比与影响分析 

版本对比是基于前后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分析，并输出差异部分；影响分析是基于版本对

比和血缘关系，输出对下游数据链路的影响。 

图 4 ：neo4j 结构设计及表级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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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帮助，如客户画像、精准营销、智能风控等。

主数据管理主要的问题是 ：1、不一致。数

据多头管理，存在信息孤岛，数据取值不一致。

数据来源多样，没有统一数据标准，跨系统、跨

部门理解不一致 ；2、不权威。起主导作用的业

务人员参与少，技术人员仅是为实现需求而疲于

维护，没有由业务至技术的体系支撑，导致主数

据不权威。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也在主数据（组织架构、

业务线、客户）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

1、组织架构主数据。事实上，我们的很多

部门都提出类似组织架构主数据的需求，这是他

们的业务管理、数据分析、系统建设的重要基础

数据之一，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完整的主数据满足

他们的需求，然而我们通过调研和分析组织架构

使用情况，发现一套大而全的组织架构无法满足

不同的使用场景需求，前台业务开展，中后台的

财务、考核、风控的业务流程不一样，对组织架

构在细节层面都有各自不同的需求，因而我们把

重点放在完善一套标准的基础组织架构，并约定

唯一的数据生产者，通过数据 API 方式向各类需

求方提供标准服务，需求方在此基础上个性化组

织架构数据。

2、风控业务线主数据。根据证券公司全面

风险管理的要求，需要对公司各类业务、各类风

险进行全程的管理，因此我们参照行业法规、经

营牌照、协会标准等外部材料，结合公司实际业

务管理情况，梳理了一份业务线主数据，并作为

重要的基础标签，对风险数据集市中的业务数据

表进行标记，为风险管理的应用提供了数据支撑

与计量保障。

3、客户主数据。我们参与了同一客户的建

设项目，通过梳理客户三要素，解决个人客户一

人多户问题 ；通过穿透产品户，覆盖并归并终端

客户 ；借助工商图谱数据，解决机构客户关联关

系的问题。

2.4 数据标准管理

2.4.1 基础标准

对于基础标准，我们是基于证券期货行业数

据模型（SDOM 模型），分成主体、账户、品种、

交易、资产、合同、渠道、营销八个主题域。这

套标准对我们的开发是一个很好的指引与规范，

其中主题分类、英文词库、属性代码等被广泛用

在开发过程中。基础标准主题分类信息如图 5。

我们的经纪数据集市、风控数据集市，就是

参考这个模型来建设的。经纪数据集市的主体、

账户、品种、交易、资产、合同的主题，主要

图 5 ：基础标准主题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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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与规范，其中主题分类、英文词库、属性代码等被广泛用在开发过程中。基础标准主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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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纪数据集市、风控数据集市，就是参考这个模型来建设的。经纪数据集市的主
体、账户、品种、交易、资产、合同的主题，主要梳理和集合了大经纪业务线（场内证券、
融资融券、股票质押、约定购回、开放式基金、个股期权、OTC 等）的柜台数据，渠道、
营销主题主要集成了 PC、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H5等渠道数据、埋
点数据、日志数据等。风险数据集市需要覆盖公司的全业务，对主题的建设做了一些优化，
新增了财务、资讯、管理的主题，目前各主题数据已支撑了风控的众多的核心应用。风险数
据集市的应用架构图如 6： 

 
图 6 风险数据集市的应用架构图 

2.4.2指标标准 
指标是对业务活动核心价值的数字化提炼，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往往可以反映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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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以下问题： 
1、指标口径不统一。经常存在指标数据的名称相同，但统计口径、计算方法却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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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 

手工录入数据

子公司数据账户管理金蝶财务

恒生TA

WIND资讯中证舆情

O32 信用内评赢时胜估值 顶点A5

金证做市

基础数据层 EDW（从数仓同步） 操作数据层 ODS

 主题数据层RDM

风险指标 净资本 并表债券监控日报 限额管理

数
据
集
市

操作数据层 ODS

基础数据层 EDW

事件 资产 合同 资讯 财务

数
据
仓
库

存
储
与
计
算
层

源
系
统
层

应
用
层

通用主题 信用风险 总量风险流动性风险 市场风险

数据质量

数据治理

数据标准

数据治理

数据采集

数据服务

管理监控

数据调度

数据采集与服务

元数据管理

指标管理

品种账户主体管理

97

梳理和集合了大经纪业务线（场内证券、融资融

券、股票质押、约定购回、开放式基金、个股期

权、OTC 等）的柜台数据，渠道、营销主题主要

集成了 PC、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今

日头条、H5 等渠道数据、埋点数据、日志数据等。

风险数据集市需要覆盖公司的全业务，对主题的

建设做了一些优化，新增了财务、资讯、管理的

主题，目前各主题数据已支撑了风控的众多的核

心应用。风险数据集市的应用架构图如 6。

2.4.2 指标标准

指标是对业务活动核心价值的数字化提炼，

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往往可以反映出完整的业

务体系，可以表达业务活动的生命周期。譬如我

们的经纪业务中某一业务的指标分类分为拉新、

留存、变现、流失，刚好反映了我们业务活动的

生命周期。

图 6 ：风险数据集市的应用架构图

2、指标体系不完整。各部门根据自身业务需求，都有一部分的指标，但不够全面，缺

乏整体考量而设置的指标体系，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分析结果。 

3、指标加工过程差异大，导致问题追溯难。有些指标需要经过很长的加工过程才能得

出，不同的团队、不同的开发人员使用的存储、计算引擎不一样，取数来源不一样，有的从

源表取，有的从过程表取，就算是同一个工具的使用方式也可能不一样，导致指标问题回溯

难。 

我们联合业务部门梳理和发布了一千多个指标，初步构建了公司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

如图 7： 

 

图 7 指标体系 

经过大量的实践工作，我们认为指标标准梳理的核心不在于增加指标，而在于减少指

标，关键是提高指标的规范性和复用性。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指标的质量，尤其是实现技术

口径的统一，还需要在数据中台上建立起公共的数据服务层、一体化的开发平台和全流程的

开发规范，未来我们的数据研发也将按照这个流程规范执行。公共数据服务体系及研发流程

规范，如图 8: 

图 7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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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标准的梳理和数据中台 OneData（数据

的标准与统一）的思路不谋而合，主要是解决以

下问题 ：

1、指标口径不统一。经常存在指标数据的

名称相同，但统计口径、计算方法却有较大差异；

口径不统一的指标会带来极大的沟通障碍，让沟

通效率降低，甚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2、指标体系不完整。各部门根据自身业务

需求，都有一部分的指标，但不够全面，缺乏整

体考量而设置的指标体系，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分

析结果。

3、指标加工过程差异大，导致问题追溯难。

有些指标需要经过很长的加工过程才能得出，不

同的团队、不同的开发人员使用的存储、计算引

擎不一样，取数来源不一样，有的从源表取，有

的从过程表取，就算是同一个工具的使用方式也

可能不一样，导致指标问题回溯难。

我们联合业务部门梳理和发布了一千多个指

标，初步构建了公司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如图 7。

经过大量的实践工作，我们认为指标标准梳

理的核心不在于增加指标，而在于减少指标，关

键是提高指标的规范性和复用性。因此，要进一

步提高指标的质量，尤其是实现技术口径的统一，

还需要在数据中台上建立起公共的数据服务层、

一体化的开发平台和全流程的开发规范，未来我

们的数据研发也将按照这个流程规范执行。公共

数据服务体系及研发流程规范，如图 8。

2.5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贯穿数据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覆盖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开发等环节。随

着业务的发展数据量在不断变大，新需求推动的

新技术也不断诞生，在券商行业强监管要求下，

数据质量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

数据质量管理要形成完善的体系，建立持续

改进的流程和良性机制，持续监控各系统数据质

量波动情况及数据质量规则分析，适时升级数据

质量监控的手段和方法，确保持续掌握系统数据

质量状况，最终达到数据质量的平稳状态，为业

务运营提供良好的数据保障。质量核检体系如图

9。

我们梳理了大量的数据检核规则，定期运行

这些规则对数据进行质量检核，自动把发现的数

据质量问题通过邮件发送给相关责任人，督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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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贯穿数据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覆盖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据开发等环

节。随着业务的发展数据量在不断变大，新需求推动的新技术也不断诞生，在券商行业强监

管要求下，数据质量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 

数据质量管理要形成完善的体系，建立持续改进的流程和良性机制，持续监控各系统

数据质量波动情况及数据质量规则分析，适时升级数据质量监控的手段和方法，确保持续掌

握系统数据质量状况，最终达到数据质量的平稳状态，为业务运营提供良好的数据保障。质

量核检体系如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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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质量问题。

我们也为需要数据质量检核的团队，提供数

据核检的平台支撑和服务，支持关系型的数据库、

mpp 数据库、hadoop 生态体系中的各类数据引擎，

支持个性化的核检脚本。

2.6 数据安全管理

2021 年 6 月 10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数据安全法》，用以规范数

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

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呼

之欲出，足可见数据安全的重要程度。

我们以证监会《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

引》为依据，对产生、采集、加工、使用或管理

的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全面清晰地厘清数据资产，

对数据资产实现规范化管理。分类分级管理平台

如图 10。

在数据分类分级的基础上，通过适配证券行

业的数据脱敏策略，对重要数据进行脱敏管理，

 

图 9 数据治理核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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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mpp 数据库、hadoop 生态体系中的各类数据引擎，支持个性化的核检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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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数据安全法》，用以规

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呼之欲出，足可见数据安全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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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证监会《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引》为依据，对产生、采集、加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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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分类分级管理平台 

在数据分类分级的基础上，通过适配证券行业的数据脱敏策略，对重要数据进行脱敏

管理，在保证数据可用性的基础上，提供安全保障。脱敏工作机制如图 11： 

 

图 11 脱敏工作机制 

对数据访问的各个环节采取安全防护策略和权限管控措施，如在我们 OA数据需求流

程中有专门的数据安全审查环节，对高级别的数据、敏感的数据进行识别，进而提高公司的

数据管理和安全防护水平，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 

 

3 总结 

我们以数字化运营的思维推进数据治理，通过数据治理各项管理工作的下沉实践，建

设数据资产体系，构建数据中台服务能力，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力，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

数据痛点问题，实现从数据生产到消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而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图 10 ：分类分级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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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分类分级的基础上，通过适配证券行业的数据脱敏策略，对重要数据进行脱敏

管理，在保证数据可用性的基础上，提供安全保障。脱敏工作机制如图 11： 

 

图 11 脱敏工作机制 

对数据访问的各个环节采取安全防护策略和权限管控措施，如在我们 OA数据需求流

程中有专门的数据安全审查环节，对高级别的数据、敏感的数据进行识别，进而提高公司的

数据管理和安全防护水平，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 

 

3 总结 

我们以数字化运营的思维推进数据治理，通过数据治理各项管理工作的下沉实践，建

设数据资产体系，构建数据中台服务能力，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力，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

数据痛点问题，实现从数据生产到消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而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保证数据可用性的基础上，提供安全保障。脱

敏工作机制如图 11。 

对数据访问的各个环节采取安全防护策略和

权限管控措施，如在我们 OA 数据需求流程中有

专门的数据安全审查环节，对高级别的数据、敏

感的数据进行识别，进而提高公司的数据管理和

安全防护水平，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

用性。

3 总结

我们以数字化运营的思维推进数据治理，通

过数据治理各项管理工作的下沉实践，建设数据

资产体系，构建数据中台服务能力，提升数据安

全防护能力，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数据痛点问

题，实现从数据生产到消费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进而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图 11 ：脱敏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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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数据中台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应用数据都采集到大数据平台，其计算

存储能力依赖 GP 数仓和 Hadoop 数仓。两者间每天都会通过数据同步工具进行大量

的数据同步任务，对开发人员能力要求较高，且同步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无法得到有效保

障，大大影响了数据加工效率。本文基于 Greenplum 的数据虚拟化技术 PXF，提出了

异构数仓数据联邦方案并首次在公司应用。该方案对开发人员屏蔽技术细节，将 GP 和

Hadoop 作为一个整体对外体现，为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扎实的数据架构基础。同

时，GP 或 ETL 开发人员无需使用 ETL 软件，即可直接抽取和整合 Hadoop 的数据，

公司数据分析人员无需了解 Hadoop（如 Hive,Hbase），即可通过 Greenplum 对存储

在 Hadoop 中的数据进行复杂的分析。

张文强、管文琦、孙伟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邮箱 ：zhangwenqiang@htsc.com

基于GREENPLUM-PXF
的异构数仓数据联邦实践

一、概述

随着公司数据中台快速发展，其支撑的业

务系统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应用数据都采集到

大数据平台，其底层数据基于 Hadoop 数据仓库。

同时，Greenplum（GP）作为公司级数据仓库之一，

支撑着大数据平台的大量离线数据加工、处理任

务。

GP 数仓和 Hadoop 数仓之间每天都会通过数

据同步工具进行大量的数据同步任务。该过程使

得数据流转更加复杂度，要求开发人员具备多种

数据开发能力，既增加了数据加工链路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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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数据同步准确性），又间接增加了整个数据

加工链路时间（数据同步及时性）。这一问题随

着异构数仓数据量、同步任务量的增长日益突出，

为此我们基于 GP 的数据虚拟化技术 PXF，提出

了异构数仓数据联邦方案并首次在公司应用。

二、异构数仓数据联邦实践方案

（一）目标

基于 Greenplum-PXF 的异构数仓数据联邦

实践，属于在公司的首次应用。该方案对开发人

员屏蔽技术细节，把 GP 超强的结构化数据存储

和计算能力与 Hadoop 的海量结构化历史流水数

据的检索能力、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

和分析能力结合起来，将 GP 和 Hadoop 作为一个

整体对外体现，为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扎实

的数据架构基础。同时，GP 或 ETL 开发人员无

需使用 ETL 软件，即可直接抽取和整合 Hadoop

的数据，公司数据分析人员无需了解 Hadoop

（如 Hive,Hbase），即可通过 Greenplum 对存储在

Hadoop中的数据进行复杂的分析。方案设计之初，

主要考虑以下几个目标 ：

1） 简化的数据流转过程。

2） 快捷的数据开发、数据分析方式。

3） 高效的异构数仓数据同步。

（二）数据虚拟化技术

方案基于 GP 数据虚拟化技术 PXF（Platform 

Extension Framework）。同传统的数据同步工具

方案相比，PXF 的优势在于，可以在 GP 中通过

PXF 并行加载及并行卸载 Hadoop 数据（所有计

算节点都参与），而通过数据同步工具编写的数

据同步任务一般使用传统的 SQL 方式进行数据导

入、导出（GP 侧仅单个 Master 节点提供服务）。

整个 PXF 框架由内置在 GP 中的外部表协议

和运行在每个 Segment 物理主机上的 Java 服务组

成。当 GP 通过 Segment 向 PXF 服务进程发送请

求时，Segment 上的 PXF 进程（PXF Agent）会为

每个 Segment 的连接创建新的线程来提供外部表

服务。每个 Segment 与 PXF 进程之间通过 REST

的方式并行通信，每个主机上的 PXF 进程也并

行访问 Hadoop。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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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XF 架构图

当用户执行 PXF 外部表查询时，Master 节

点将查询直接发送给每个 Segment 节点。Segment

节点通过 REST 方式通知 PXF Agent，PXF Agent

负责与 HDFS 的 Name Node 通信，获取数据的元

信息，并将其返回给每个 Segment 节点。Segment

节点再根据自己的 gp_segment_id 以及元数据，

向 PXF Agent 获取自己的查询数据。PXF Agent

则根据 Segment 提供的信息，通过 HDFS 的 API

接口，获取数据并返回给 Segment。

（二）方案及实施步骤

1、方案简介

本文实践方案效果如下（以夜间跑批为例），

源端业务库数据通过数据同步工具采集至数据

中心 GP，加工后的数据通过 PXF 并行同步至

Hadoop，如果需要进一步加工，则继续通过 PXF

将数据并行推送至其它 GP 数据集市，最终将加

工好的数据推送给目标业务库。

图 2 中绿色背景为本方案实施的核心，该处

的主要工作为 ：打通 GP 数仓与 Hadoop 数仓的数

据访问权限，通过自动化 DDL API（创建 pxf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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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在 GP 中创建引用 Hadoop 数据文件的外部

表，并配置相应的 pxf 协议，则 GP 用户便有了

统一的 Hadoop 数据源访问接口（外部表）。

2、实施步骤

步骤一 ：打通 GP 数仓与 Hadoop 数仓的数据

访问权限，部署 PXF 服务及相关运维监控工具。

由于方案中描述的在 GP 中创建引用 Hadoop 数据

文件的外部表，需要预先定义好 PXF 协议类别

（Profile），用户才可以通过 PXF 访问 Hadoop 上及

其他数据服务的常用服务及文件格式。目前 PXF

支持的 Hadoop 数据源及对应数据格式如表 1。

步骤二 ：开发自动创建 PXF 外表 API，屏

蔽技术细节。由于创建外部表需要熟悉 GP 和

Hadoop 数据类型映射，对上层业务用户有一定

技术门槛，通过该接口可以自动在 GP 中创建引

用 Hadoop 数据文件的外部表，数据分析人员或

ETL 开发人员直接通过该外表进行数据加载、分

析等。具体效果如图 3。 

步骤三 ：经过测试评估后，我们依次在数据

中心以及 ACRM 集市上实施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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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异构数仓数据流转架构图

表 1 ：PXF Hadoop 连接器支持的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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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动创建 PXF 外表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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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中心 GP 数据卸载至 Had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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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中心 GP 数据卸载至 Hadoop

如图 4。改造前，数据中心 GP 数仓加工

后的数据通过数据同步工具定期扫描（比如每

隔 10min），以 SQL 的形式写入 Hadoop 中。改造

后，GP 数仓加工后的数据通过 PXF 并行卸载至

Hadoop。

（2）ACRM 数据集市从 Hadoop 加载数据

如图 5。改造前，经过数据中心初步加工后

的数据存储在 Hadoop，通过数据同步工具定期

扫描，以 SQL 的形式将数据导入一个交换库，然

后再通过自研的调度程序将交换库的数据推送至

ACRM GP 中。改造后，经过数据中心初步加工

后的数据直接通过 PXF 并行加载至 ACRM 数据

集市中。

（三）达到的效果

本文描述的基于 Greenplum-PXF 的异构数

仓数据联邦实践达到的效果如下。

1、GP 与 Hadoop 异构数仓一体化

该方案把 GP 超强的结构化数据存储和计算

能力与 Hadoop 的海量结构化历史流水数据的检

索能力、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和分析

能力结合起来，将 GP 和 Hadoop 作为一个整体对

外体现，为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扎实的数据

架构基础。

2、数据流转链路简化，效率提升近 6 倍

以 ACRM 数据集市从 Hadoop 加载数据的

数据流转链路为例。方案实施前，需要定期扫

描 Hadoop 数据处理结果，并将处理结果存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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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CRM GP 从 Hadoop 加载数据

图 6 ：ACRM 数据集市数据流转 - 改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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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CRM 数据集市数据流转 -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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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M 交换库做中转，最后才将数据加载至 GP，

整个流程耗时约 45min。（图 6）

方 案 实 施 后， 待 Hadoop 完 成 数 据 处 理，

ACRM 数据集市直接通过 PXF 将数据加载至本

地，整个流程耗时约 8min。（图 7）

3、数据加载、卸载更快，性能提升约 10 倍

相比于原数据同步工具的同步方式，PXF 由

于其并行加载、卸载数据能力，大大降低了同步

时间。数据中心 GP 写入数据至 Hadoop 的测试情

况如下，性能提升约 10 倍。（表 2）

4、开发难度降低，效率大大提高

在打通 GP 与 Hadoop 的数据壁垒后，由于

在功能和语法上，GP 要比 Hadoop 上的 SQL 引擎

好用很多，对于部分 Hadoop 侧的开发可以转移

到 GP 上来，开发人员更加容易上手 ；同时对开

发人员的 Hadoop 技能要求也进一步降低，减少

同时开发 GP 侧和 Hadoop 侧的数据同步任务。

三、应用场景

1、Hadoop 与 GP 间数据同步

目前客户数据分析平台（ACRM）和大数据

基础平台（数据中台）已有 1800+ 任务上线通过

本方案与 Hadoop 进行交互，任务涉及柜台、公募、

O32、资讯、聊 TA 等。

2、异构数仓一体化 ：冷热数据分离

GP 和 Hadoop 作为一个整体对外体现后，开

发人员无需关注该数据存储在哪里，屏蔽了底层

细节，而异构数仓内部可以将重要的热数据存放

于 GP 中，而较少用到的历史数据或基本不用的

备份数据存放于 Hadoop 中。（图 8）

1）具体场景一 ：通过使用 PXF，结合 GP

超强的计算能力，能够从 Hadoop 快速加载数

据。公司数据分析人员无需了解 Hadoop（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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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中心 GP PXF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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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冷热数据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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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Hbase），即可通过 GP 对存储在 Hadoop 中

的数据进行复杂的分析，良好的支持业务部门的

固定报表、即席查询、交互式数据分析以及数据

科学实验等需求。

2）具体场景二 ：通过使用 PXF，数据仓库

或 ETL 开发人员，无需使用 ETL 软件，即可直

接抽取和整合 Hadoop 的数据。

3、数据联邦分析

目前公司的风险数据集市已具备对 Hive、

HBase、HDFS、Oracle 等数据源的数据联邦分析

能力。

如图 9，通过本方案可以在 GP 上对多种

异构数据源进行联邦数据查询，充分发挥 GP

强大的计算能力，既达到“计算存储分离”的

效果，又能避免繁琐的数据同步流程，减少一

份数据多处拷贝存储的情况，降低数据维护成

本。

四、总结

本 文 基 于 Greenplum 的 数 据 虚 拟 化 技 术

PXF，提出了异构数仓数据联邦方案并首次在公

司应用。该方案对开发人员屏蔽技术细节，将

GP 和 Hadoop 作为一个整体对外体现，为公司数

字化转型战略提供扎实的数据架构基础。同时，

GP 或 ETL 开发人员无需使用 ETL 软件，即可直

接抽取和整合 Hadoop 的数据，公司数据分析人

员无需了解 Hadoop（如 Hive,Hbase），即可通过

Greenplum 对存储在 Hadoop 中的数据进行复杂的

分析。

图 9 ：数据联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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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金融科技在证券行业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敏捷开发模式不断在落地实

施，DevOps 为敏捷的落地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基于 DevOps 思想，中泰

证券科技研发部自主研发的蜂鸟效能平台已上线运行，该效能平台打通了开发、测试、运

维间的组织隔离墙，实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工具的全链路打通，具备了持续集成（CI）、

持续交付（CD）能力，而持续测试（CT）在 DevOps 流水线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如

何在 DevOps 体系中高效的保障产品质量，建立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是测试团队面临的

一个挑战。

中泰证券科技研发部基于蜂鸟效能平台，对质量能力建设做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根据测试金字塔模型，针对分层测试中的每一层做了不同程度的落地。对于 UI 测试，实

现了基于 Appium 的 UI 自动化测试，并将 UI 测试平台与蜂鸟效能平台实现统一用户

登录 ；对于接口测试和性能测试，基于 DRF（Django REST framework）框架和对

HttpRunner、Jmeter 等开源工具的集成，开发了一套性能与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 ；对

于单元测试，蜂鸟效能平台提供了静态代码扫描功能 ；对于安全测试，蜂鸟效能平台将安

全扫描评估系统融入到自动化流程中，实现了安全自动化测试。实践结果表明，通过运用

DevOps 相关理论和技术对质量能力进行建设，规范了研发过程，实现了安全可控 ；提

升了交付效率，缩短了交付时间；减少了人力资源投入，节省了研发成本；提升了交付质量，

减少了线上故障。为产品快速迭代提供了更高水平的质量保障。

何波、张永启、于娜娜、陈树冰 /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邮箱 ：yongqi66@163.com

DevOps体系下的质量能力
建设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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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随着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推进，运

用金融科技手段赋能业务创收和降本增效是行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升研发交付效率、快速迭代

金融产品是所有金融科技研发团队共同关心的话

题，而敏捷为快速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思想

和方法指导，Devops 为敏捷落地提供了方法补充

和工具支持。

DevOps 因其先进性和全面性，已被认为是

软件工程的第三次革命 ；DevOps 是一组过程、

方法与系统的统称，用于促进开发、测试（质量

保证）、运维三个角色之间的互相沟通、协作及

整合。如图 ：

 
! 1"#$%&'()*+,-%./ 

	

DevOps不是单独某个角色的事情，需要研发、测试、运维甚至非研发体系的人员一起

参与其中。在敏捷开发中，开发不容易成为瓶颈，而测试则容易成为瓶颈。如何让测试在

DevOps流水线不再成为持续交付的瓶颈，高效的保障产品质量是测试团队面临的一个挑战。 

敏捷与 DevOps模式特别强调”业务价值探索与交付“这一关键要点，软件研发的所有

过程都应该服务于”软件业务价值更快、更好地交付给终端用户“这一宗旨。所以我们整个

的敏捷迭代研发周期都是围绕着价值探索这个不断提问、锚定、共创的过程来的，在这个过

程中研发需要配合的是不断构建、运行、监测，将产品得到快速的验证和反馈，以达到金融

科技赋能业务创新的目标。作为测试人员不单单是传统瀑布开发模式下的测试角色，需要承

担起更多的职责，以全局的角度关注每个迭代周期中产品的质量，从用户故事的评审、需求

的分析、验收标准、制定测试计划、持续测试、全面的版本验收测试到最后的产品交付与反

思，每个环节都需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的业务与技术能力。因此结合具体的工作，我们把质量

保障建设面临的现状与挑战总结为 4点： 

1) 敏捷团队以业务价值交付为目标，测试职能团队被弱化。 

2) 用户故事取代需求文档，文档化的需求细节变少。 

3) 迭代周期快，代码频繁构建，需要能够快速响应迭代中的变更。 

4) 更注重有效的用户层面的设计与线上实际使用场景的反馈。 

中泰证券科技研发部团队在 18 年的时候基于 DevOps 相关理念开发的蜂鸟效能平台上

线，该效能平台打通了开发、测试、运维间的组织隔离墙，根据证券行业安全、合规等需求

特性实现了一个集成多环境（开发、测试、预发布、生产），并结合当前互联网技术中最前

沿的容器化技术、容器编排管理 kubernetes、微服务架构、配置中心、分布式消息存储队列、

静态代码扫描等技术，蜂鸟效能平台实现了从产品的需求管理—开发测试—到线上的技术运

营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工具链的打通，具备了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运营、数据跟踪与统

计报表能力，提升了互联网研发在不断的市场变化中的快速迭代的能力。 

图 1 ：开发、测试（质量保证）、运维

DevOps 不是单独某个角色的事情，需要研

发、测试、运维甚至非研发体系的人员一起参与

其中。在敏捷开发中，开发不容易成为瓶颈，而

测试则容易成为瓶颈。如何让测试在 DevOps 流

水线不再成为持续交付的瓶颈，高效的保障产品

质量是测试团队面临的一个挑战。

敏捷与 DevOps 模式特别强调”业务价值探索

与交付“这一关键要点，软件研发的所有过程都

应该服务于”软件业务价值更快、更好地交付给

终端用户“这一宗旨。所以我们整个的敏捷迭代

研发周期都是围绕着价值探索这个不断提问、锚

定、共创的过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研发需要配

合的是不断构建、运行、监测，将产品得到快速

的验证和反馈，以达到金融科技赋能业务创新的

目标。作为测试人员不单单是传统瀑布开发模式

下的测试角色，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职责，以全局

的角度关注每个迭代周期中产品的质量，从用户

故事的评审、需求的分析、验收标准、制定测试

计划、持续测试、全面的版本验收测试到最后的

产品交付与反思，每个环节都需要不断的提升自

身的业务与技术能力。因此结合具体的工作，我

们把质量保障建设面临的现状与挑战总结为 4 点 ：

1) 敏捷团队以业务价值交付为目标，测试

职能团队被弱化。

2) 用户故事取代需求文档，文档化的需求

细节变少。

3) 迭代周期快，代码频繁构建，需要能够

快速响应迭代中的变更。

4) 更注重有效的用户层面的设计与线上实

际使用场景的反馈。

中泰证券科技研发部团队在 18 年的时候基

于 DevOps 相关理念开发的蜂鸟效能平台上线，

该效能平台打通了开发、测试、运维间的组织隔

离墙，根据证券行业安全、合规等需求特性实现

了一个集成多环境（开发、测试、预发布、生产），

并结合当前互联网技术中最前沿的容器化技术、

容器编排管理 kubernetes、微服务架构、配置中

心、分布式消息存储队列、静态代码扫描等技术，

蜂鸟效能平台实现了从产品的需求管理—开发测

试—到线上的技术运营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工具链

的打通，具备了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运营、

数据跟踪与统计报表能力，提升了互联网研发在

不断的市场变化中的快速迭代的能力。

蜂鸟效能平台整体技术架构划分为三层，最

底层为基础设施层，该层主要为各混合云环境下

的基础环境，如私有云、华为云和行业云等环境

下的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建立在基础层之上

搭建了支撑平台的工具，形成了平台的工具层，

如需求管理 jira、代码管理 Git、容器管理 k8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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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工具等，通过工具层提供的能力，建立并实

现了价值流层，价值流层对应的功能直接为对应

的职能化人员赋能，主要为持续集成、持续交付

和持续运营。（图 2）

测试作为研发效能平台中的重要一环，需要

在开发提测后尽快完成产品的测试，所以提高产

品的测试效率与保障产品的交付质量变得尤为重

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并具备持续测

试的能力必不可少。

二、质量保障从体系建立到落地实践

依托于 devops 蜂鸟效能平台，我们分别从

质量内建与开展自动化两方面着手，逐步建立起

了一套质量保障体系，通过规范测试流程、定义

质量度量标准、线下质量与线上质量相结合的方

式，全方位来保障产品的质量。（图 3）

2.1 流程规范

在流程规范上，我们建立了提测门禁机制，

以减少反复提测过程中的时间浪费，同时建立了

常规功能发布和紧急功能发布流程。（图 4）

 

2.2 线上与线下质量

质量建设方面我们通过测试左移与测试右移

的落地分别来做好线下与线上质量的控制。测试

左移，借助于工具和测试手段更早地发现问题和

预防问题 ；测试右移是在版本上线后需要持续关

蜂鸟效能平台整体技术架构划分为三层，最底层为基础设施层，该层主要为各混合云环

境下的基础环境，如私有云、华为云和行业云等环境下的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建立在基

础层之上搭建了支撑平台的工具，形成了平台的工具层，如需求管理 jira、代码管理 Git、

容器管理 k8s和监控工具等，通过工具层提供的能力，建立并实现了价值流层，价值流层对

应的功能直接为对应的职能化人员赋能，主要为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运营。 

	

! 2"012345 

测试作为研发效能平台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在开发提测后尽快完成产品的测试，所以提

高产品的测试效率与保障产品的交付质量变得尤为重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并具

备持续测试的能力必不可少。 

二、质量保障从体系建立到落地实践 

依托于 devops 蜂鸟效能平台，我们分别从质量内建与开展自动化两方面着手，逐步建

立起了一套质量保障体系，通过规范测试流程、定义质量度量标准、线下质量与线上质量相

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来保障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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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鸟效能平台整体技术架构划分为三层，最底层为基础设施层，该层主要为各混合云环

境下的基础环境，如私有云、华为云和行业云等环境下的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建立在基

础层之上搭建了支撑平台的工具，形成了平台的工具层，如需求管理 jira、代码管理 Git、

容器管理 k8s和监控工具等，通过工具层提供的能力，建立并实现了价值流层，价值流层对

应的功能直接为对应的职能化人员赋能，主要为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和持续运营。 

	

! 2"012345 

测试作为研发效能平台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在开发提测后尽快完成产品的测试，所以提

高产品的测试效率与保障产品的交付质量变得尤为重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并具

备持续测试的能力必不可少。 

二、质量保障从体系建立到落地实践 

依托于 devops 蜂鸟效能平台，我们分别从质量内建与开展自动化两方面着手，逐步建

立起了一套质量保障体系，通过规范测试流程、定义质量度量标准、线下质量与线上质量相

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来保障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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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蜂鸟效能平台

图 3 ：质量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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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线上监控和预警，及时发现问题并跟进解决，

将影响范围降到最低。一个是提前预防一个是事

后处理，因此，相对而言，测试左移更具有价值。

2.2.1 测试左移

基于测试左移，我们重点培养并建立全员质

量文化意识并承担起更多的职责，在需求分析阶

段，积极参与需求的分析，评估业务的价值，发

掘需求的不合理之处。在系统设计阶段，主动

参与完整的系统架构和开发设计，此外尽可能的

做一些场景化用例的设计与探索性的测试，通过

TDD 方式促进开发人员更好的逻辑设计和更高效

的开发执行。不仅如此，我们还使用了测试工具

并将其融入自动化流程中，来更早地发现问题和

预防问题，从而实现测试左移。

安全测试

蜂鸟效能平台将安全扫描评估系统融入到自

动化流程中，可以快速提交安全测试需求并快速

下载安全测试报告，实现研发人员自助式安全扫

描测试，相对于之前线下邮件沟通的方式大大降

低了时间成本。安全扫描评估系统是一套能够通

过对系统整体架构进行扫描，安全测试策略有主

机策略、网站扫描和数据库策略等，可以发现系

统整体架构中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和容易遭受网

络攻击与计算机病毒攻击等风险。安全扫描评估

系统会对具体的安全漏洞风险进行分析并给出具

体的报告建议。

通过将安全扫描评估系统的安全扫描能力

前置，在整体安全扫描效率上极大提升了研发的

2.1 9:;< 

在流程规范上，我们建立了提测门禁机制，以减少反复提测过程中的时间浪费，同时建

立了常规功能发布和紧急功能发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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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建设方面我们通过测试左移与测试右移的落地分别来做好线下与线上质量的控制。

测试左移，借助于工具和测试手段更早地发现问题和预防问题；测试右移是在版本上线后需

要持续关注线上监控和预警，及时发现问题并跟进解决，将影响范围降到最低。一个是提前

预防一个是事后处理，因此，相对而言，测试左移更具有价值。	

2.2.1 测试左移 

基于测试左移，我们重点培养并建立全员质量文化意识并承担起更多的职责，在需求分

析阶段，积极参与需求的分析，评估业务的价值，发掘需求的不合理之处。在系统设计阶段，

主动参与完整的系统架构和开发设计，此外尽可能的做一些场景化用例的设计与探索性的测

试，通过 TDD方式促进开发人员更好的逻辑设计和更高效的开发执行。不仅如此，我们还

使用了测试工具并将其融入自动化流程中，来更早地发现问题和预防问题，从而实现测试左

移。 

AB&' 

蜂鸟效能平台将安全扫描评估系统融入到自动化流程中，可以快速提交安全测试需求并

快速下载安全测试报告，实现研发人员自助式安全扫描测试，相对于之前线下邮件沟通的方

式大大降低了时间成本。安全扫描评估系统是一套能够通过对系统整体架构进行扫描，安全

图 4 ：流程规范

测试策略有主机策略、网站扫描和数据库策略等，可以发现系统整体架构中可能存在的安全

漏洞和容易遭受网络攻击与计算机病毒攻击等风险。安全扫描评估系统会对具体的安全漏洞

风险进行分析并给出具体的报告建议。 

通过将安全扫描评估系统的安全扫描能力前置，在整体安全扫描效率上极大提升了研发

的安全风险意识，并提高了安全漏洞的处置效率。 

! 5"01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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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测试能够让开发人员在提测前发现新增变动对系统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并通过将

单元测试与开发环境 CI/CD 进行结合，在开发人员进行代码提交或者进行代码 merge 时将

触发自动单元测试并将结果反馈给对应研发人员。 

为了提高研发过程中的代码质量并尽快发现已有系统代码中存在的漏洞缺陷，蜂鸟效能

平台提供了静态代码扫描功能，静态代码扫描功能可以对研发人员的代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

图 5 ：蜂鸟安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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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意识，并提高了安全漏洞的处置效率。

（图 5、6）

静态代码扫描

单元测试能够让开发人员在提测前发现新增

变动对系统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并通过将单元

测试与开发环境 CI/CD 进行结合，在开发人员进

行代码提交或者进行代码 merge 时将触发自动单

元测试并将结果反馈给对应研发人员。

为了提高研发过程中的代码质量并尽快发现

已有系统代码中存在的漏洞缺陷，蜂鸟效能平台

提供了静态代码扫描功能，静态代码扫描功能可

以对研发人员的代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提升编码

规范。静态代码扫描功能需要能够识别代码中一

些常见的漏洞，如资源类问题（资源释放、无效

指针等）、安全性要求（数据污染、注入等）、潜

在的缺陷（数组越界、初始化、除零错误、空

指针引用等）、多线程和同步性（双重锁定、未

释放的锁等）和异常处理（NullPointerException）

测试策略有主机策略、网站扫描和数据库策略等，可以发现系统整体架构中可能存在的安全

漏洞和容易遭受网络攻击与计算机病毒攻击等风险。安全扫描评估系统会对具体的安全漏洞

风险进行分析并给出具体的报告建议。 

通过将安全扫描评估系统的安全扫描能力前置，在整体安全扫描效率上极大提升了研发

的安全风险意识，并提高了安全漏洞的处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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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测试能够让开发人员在提测前发现新增变动对系统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并通过将

单元测试与开发环境 CI/CD 进行结合，在开发人员进行代码提交或者进行代码 merge 时将

触发自动单元测试并将结果反馈给对应研发人员。 

为了提高研发过程中的代码质量并尽快发现已有系统代码中存在的漏洞缺陷，蜂鸟效能

平台提供了静态代码扫描功能，静态代码扫描功能可以对研发人员的代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

图 6 ：安全扫描漏洞分布报表提升编码规范。静态代码扫描功能需要能够识别代码中一些常见的漏洞，如资源类问题（资

源释放、无效指针等）、安全性要求（数据污染、注入等）、潜在的缺陷（数组越界、初始

化、除零错误、空指针引用等）、多线程和同步性（双重锁定、未释放的锁等）和异常处理

（NullPointerException）等。静态代码扫描平台采用增量扫描和全量扫描相结合的方式，日

常开发对于不断的代码提交采用自动增量扫描，便于快速发现新增代码中的缺陷，同时结合

定时全量扫描和提测前全量扫描的方式，发现代码中所有的缺陷，只有当高、中危等级的缺

陷全部修复完后才能由开发人员在蜂鸟效能平台上提测版本给测试人员，提升了开发人员提

测版本的质量和安全性。 

 静态代码扫描关键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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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测试右移 

代码上线发布并不意味着测试工作的结束，在很多场景下，比如：异常流量涌入服务器；

上线流程操作不当等，都有可能造成服务器状态异常，造成损失。此外，基于线上监控数据，

分析生产质量指标，可对系统做进一步优化，从而提高业务线上的可靠性。 

基于测试右移的思想，我们建立了线上质量保障体系： 

1. 线上监控。 

2. 盘前巡检（RPA+人工）。 

3. 系统运行情况每日复盘。 

图 7 ：静态代码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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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静态代码扫描平台采用增量扫描和全量扫描

相结合的方式，日常开发对于不断的代码提交采

用自动增量扫描，便于快速发现新增代码中的缺

陷，同时结合定时全量扫描和提测前全量扫描的

方式，发现代码中所有的缺陷，只有当高、中危

等级的缺陷全部修复完后才能由开发人员在蜂鸟

效能平台上提测版本给测试人员，提升了开发人

员提测版本的质量和安全性。

静态代码扫描关键截图如图 7。

2.2.2 测试右移

代码上线发布并不意味着测试工作的结束，

在很多场景下，比如 ：异常流量涌入服务器 ；上

线流程操作不当等，都有可能造成服务器状态异

常，造成损失。此外，基于线上监控数据，分析

生产质量指标，可对系统做进一步优化，从而提

高业务线上的可靠性。

基于测试右移的思想，我们建立了线上质量

保障体系 ：

1. 线上监控。

2. 盘前巡检（RPA+ 人工）。

3. 系统运行情况每日复盘。

4. 定期容量评估。

5. 线上问题跟踪复盘。

6. 移动端崩溃率分析复盘。

其中线上监控方面，主要分为应用监控与基

础监控。对于应用监控方面，主要包括客户端的

监控和服务器端的监控等。（图 8）

2.3 分层测试

依据测试金字塔模型我们采用了分层测试策

略，同时有效开展了分层的自动化测试，对于 UI

自动化，其投入高产出低，产品界面更新迭代快，

且从 UI 自动化层面较难发现系统问题 ；接口自

动化，上手快，投入低，产出高 ；单元测试，投

入高、产出高、测试前置，从源头检测代码质量。

所以，我们采用分层的测试策略对 UI、接口、性

能等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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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UI测试 

对于 UI 层的测试，我们主要开展了功能测试、兼容性测试、性能测试和自动化测试，

并且制定了 UI层测试通过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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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UI 测试是目前测试团队中最消耗人力的部分。使用自动化工具落地 UI 自

动化测试实践来提高测试团队日常工作效率的需求自然被提出。 

我们使用的 UI层自动化测试平台来自第三方的系统，满足面向金融行业高安全性、高

性能和高可靠性的要求，支持私有云模式的落地实施。平台主要的功能有：案例管理、任务

调度、过程监控、结果分析。平台整体架构采用微服务集群框架，主要分为交互平台、执行

引擎、接入平台三部分，各个部分均可以横行扩展，整体架构高效稳定可靠；例如测试人员

图 9 ：测试分层

4. 定期容量评估。 

5. 线上问题跟踪复盘。 

6. 移动端崩溃率分析复盘。 

其中线上监控方面，主要分为应用监控与基础监控。对于应用监控方面，主要包括客户

端的监控和服务器端的监控等。 

图 8：线上监控 

2.3 GR&' 

依据测试金字塔模型我们采用了分层测试策略，同时有效开展了分层的自动化测试，对

于 UI 自动化，其投入高产出低，产品界面更新迭代快，且从 UI 自动化层面较难发现系统

问题；接口自动化，上手快，投入低，产出高；单元测试，投入高、产出高、测试前置，从

源头检测代码质量。所以，我们采用分层的测试策略对 UI、接口、性能等方面做了不同程

度的落地。	

图 8 ：线上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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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UI 测试

对于 UI 层的测试，我们主要开展了功能测

试、兼容性测试、性能测试和自动化测试，并且

制定了 UI 层测试通过的标准。（图 10）

一般而言，UI 测试是目前测试团队中最消

耗人力的部分。使用自动化工具落地 UI 自动化

测试实践来提高测试团队日常工作效率的需求自

然被提出。

我们使用的 UI 层自动化测试平台来自第三

方的系统，满足面向金融行业高安全性、高性能

和高可靠性的要求，支持私有云模式的落地实施。

平台主要的功能有 ：案例管理、任务调度、过

程监控、结果分析。平台整体架构采用微服务集

群框架，主要分为交互平台、执行引擎、接入平

台三部分，各个部分均可以横行扩展，整体架构

高效稳定可靠 ；例如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使用人

数多的话可以将交互平台服务增加，若测试手机

数量大的话可以增加部署接入平台的 tools 服务，

若系统调度运行慢的话可以增加执行引擎服务。

目前 UI 自动化测试平台登录系统已接入 devops

蜂鸟效能平台。（图 11）

2.3.2 接口测试

功能介绍

对于分层测试中的接口层测试，接口自动

化测试功能是 DevOps 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具备持续测试能力，提升了测试效率，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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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UI测试 

对于 UI 层的测试，我们主要开展了功能测试、兼容性测试、性能测试和自动化测试，

并且制定了 UI层测试通过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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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UI 测试是目前测试团队中最消耗人力的部分。使用自动化工具落地 UI 自

动化测试实践来提高测试团队日常工作效率的需求自然被提出。 

我们使用的 UI层自动化测试平台来自第三方的系统，满足面向金融行业高安全性、高

性能和高可靠性的要求，支持私有云模式的落地实施。平台主要的功能有：案例管理、任务

调度、过程监控、结果分析。平台整体架构采用微服务集群框架，主要分为交互平台、执行

引擎、接入平台三部分，各个部分均可以横行扩展，整体架构高效稳定可靠；例如测试人员

图 10 ：UI 测试内容

和开发人员使用人数多的话可以将交互平台服务增加，若测试手机数量大的话可以增加部署

接入平台的 tools 服务，若系统调度运行慢的话可以增加执行引擎服务。目前 UI自动化测试

平台登录系统已接入 devops蜂鸟效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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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接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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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层测试中的接口层测试，接口自动化测试功能是 DevOps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它具备持续测试能力，提升了测试效率，使测试人员快速适应敏捷开发工作模式，从而

减少了产品迭代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和技术人力成本，为产品快速迭代和发布提供了质量保

障。 

中泰证券科技研发部基于蜂鸟效能平台，对持续测试能力做了深入的探索、研究，自研

了一套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该平台基于 DRF（Django REST framework）框架与 HttpRunner

为核心，实现了自动化测试在 DevOps体系中的应用。测试人员既可以直接在接口自动化测

试平台做接口调试，测试用例与代码完全分离，用例维护起来方便快捷，又可以通过蜂鸟效

能平台自动触发接口自动化执行并把测试报告邮件反馈给相关开发测试人员，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此外，测试用例具备一次编写多次复用特性，便于构建逻辑复杂的测试场景。 

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提供了如下几个核心功能： 

1) 项目管理：支持多个项目的管理，可维护项目的名称、负责人等信息，可配置项目

与接口的对应关系。 

2) 环境管理：支持配置不同的参数选择开发、测试、仿真等多套环境运行。 

3) 用例管理：支持多种断言形式，测试用例与测试数据分离；支持创建前置条件，设

置场景化用例。 

4) 套件管理：支持不同的服务可以自定义选择执行的测试用例，自由组合用例，形成

图 11 ：UI 自动化测试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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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快速适应敏捷开发工作模式，从而减少了产

品迭代过程中的时间成本和技术人力成本，为产

品快速迭代和发布提供了质量保障。

中泰证券科技研发部基于蜂鸟效能平台，对

持续测试能力做了深入的探索、研究，自研了一

套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该平台基于 DRF（Django 

REST framework）框架与 HttpRunner 为核心，实

现了自动化测试在 DevOps 体系中的应用。测试

人员既可以直接在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做接口调

试，测试用例与代码完全分离，用例维护起来方

便快捷，又可以通过蜂鸟效能平台自动触发接口

自动化执行并把测试报告邮件反馈给相关开发测

试人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测试用例

具备一次编写多次复用特性，便于构建逻辑复杂

的测试场景。

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提供了如下几个核心功

能 ：

1) 项目管理 ：支持多个项目的管理，可维

护项目的名称、负责人等信息，可配置项目与接

口的对应关系。

2) 环境管理 ：支持配置不同的参数选择开

发、测试、仿真等多套环境运行。

3) 用例管理 ：支持多种断言形式，测试用

例与测试数据分离 ；支持创建前置条件，设置场

景化用例。

4) 套件管理 ：支持不同的服务可以自定义

选择执行的测试用例，自由组合用例，形成不同

的测试用例集。

5) 报告管理：测试结果统一收集，直观展示，

可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开发、测试人员，方便及

时获取结果定位问题。

由图 12 可知，在蜂鸟效能平台上，测试人

员能够看到研发人员提测的具体内容，并识别出

具体的制品版本及唯一码，测试人员可以在蜂鸟

效能平台上对开发人员提测的版本进行一键部署

和一键自动化测试，最后测试的结果将以报告的

方式反馈给研发人员。实践结果表明，接口自动

化测试平台明显地减少了敏捷开发过程中接口测

试层面的时间成本和技术人力成本，为产品快速

迭代提供了更高水平的质量保障。

上文讲到蜂鸟效能平台是基于软件产品的

全生命周期实现规范管理的，对于接口 API 同样

也有生命周期的存在，从接口的设计 - 研发 - 管

理 - 测试 - 自动化 - 性能 - 发布 - 监控 - 下线

每个阶段都需要做好跟踪管理。基于与接口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思想，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还实现

了接口全生命周期链路的打通，目前我们使用

doclever 这个开源的工具来实现接口管理，基于
不同的测试用例集。 

5) 报告管理：测试结果统一收集，直观展示，可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开发、测试人员，

方便及时获取结果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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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在蜂鸟效能平台上，测试人员能够看到研发人员提测的具体内容，并识别

出具体的制品版本及唯一码，测试人员可以在蜂鸟效能平台上对开发人员提测的版本进行一

键部署和一键自动化测试，最后测试的结果将以报告的方式反馈给研发人员。实践结果表明，

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明显地减少了敏捷开发过程中接口测试层面的时间成本和技术人力成

本，为产品快速迭代提供了更高水平的质量保障。 

上文讲到蜂鸟效能平台是基于软件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实现规范管理的，对于接口 API

同样也有生命周期的存在，从接口的设计-研发-管理-测试-自动化-性能-发布-监控-下线每个

阶段都需要做好跟踪管理。基于与接口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思想，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还实现

了接口全生命周期链路的打通，目前我们使用 doclever这个开源的工具来实现接口管理，基

于 doclever，我们的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可以及时同步 doclever上的变更并通知给对应的测

试人员，基于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我们可以编写和维护接口的测试案例，同时为了实现接

口案例的一次编写多次复用，我们还把用例同步到性能测试平台和监控平台，分别实现接口

的性能测试与线上接口的业务监控，最后对于线上废弃使用的接口我们可以及时跟进并在

doclever上做弃用处理。 

图 12 ：蜂鸟效能平台集成接口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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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lever，我们的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可以及时

同步 doclever 上的变更并通知给对应的测试人员，

基于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我们可以编写和维护

接口的测试案例，同时为了实现接口案例的一次

编写多次复用，我们还把用例同步到性能测试平

台和监控平台，分别实现接口的性能测试与线上

接口的业务监控，最后对于线上废弃使用的接口

我们可以及时跟进并在 doclever 上做弃用处理。

（图 13）

实现架构

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整体技术架构划分为六

层，主要实现架构见图 14。

前端 UI 层 ：提供便捷可视化的平台操作

环境。主要采用 Vue 框架、ElementUI 组件库和

Nginx。为了保证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运行环境

的稳定性，我们使用了 Nginx 代理转发动态请求

到 uWSGI 服务器，再通过 wsgi 协议与 Django 进

行通信。由于 python 的 GIL 限制，使用 Dj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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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整体技术架构划分为六层，主要实现架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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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 UI 层：提供便捷可视化的平台操作环境。主要采用 Vue 框架、ElementUI 组件库

和 Nginx。为了保证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运行环境的稳定性，我们使用了 Nginx代理转发动

态请求到 uWSGI服务器，再通过 wsgi协议与 Django进行通信。由于 python的 GIL限制，

使用 Django 原生启动方式——runserver，无法实现多进程，只能实现单进程多线程。而

uWSGI可以设置成多进程多线程模式启动。Django+uWSGI解决了 runserver无法支持高并

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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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整体技术架构划分为六层，主要实现架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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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 UI 层：提供便捷可视化的平台操作环境。主要采用 Vue 框架、ElementUI 组件库

和 Nginx。为了保证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运行环境的稳定性，我们使用了 Nginx代理转发动

态请求到 uWSGI服务器，再通过 wsgi协议与 Django进行通信。由于 python的 GIL限制，

使用 Django 原生启动方式——runserver，无法实现多进程，只能实现单进程多线程。而

uWSGI可以设置成多进程多线程模式启动。Django+uWSGI解决了 runserver无法支持高并

发的问题。 

图 13 ：接口全生命周期管理

图 14 ：接口测试平台实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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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启动方式——runserver，无法实现多进程，

只能实现单进程多线程。而 uWSGI 可以设置成

多进程多线程模式启动。Django+uWSGI 解决了

runserver 无法支持高并发的问题。

执行层 ：为接口自动化提供多种调用方式，

如 jenkins、蜂鸟效能平台、日常回归、业务监控

调用等。

测试用例与配置层 ：提供接口测试用例的定

义、配置及用例的执行功能，集成 HR 测试框架。

公共函数层 ：实现了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一

整套的核心功能，如数据库读写、平台认证授权、

发送邮件和调用测试执行器等。该层依靠 Django 

REST framework 及 Django 的 ORM 操作，通过编写

相应的视图类、路由匹配规则产生出 API，实现

了上述前后端的交互及后端各个组件之间的调用。

数据管理层 ：使用 Mysql 数据库主要负责自

动化平台的执行日志、用例数据、测试报告、统

计报表的存取。

2.3.3 性能测试

功能介绍

对于接口层性能测试，我们自研了一套性能

测试平台并集成常用的开源压测工具 Jmeter 来解

决测试人员在运行脚本、管理脚本、查看报告、

服务端性能监控等方面消耗时间效率低下的问

题。性能测试平台提供的几个核心功能有 ：

1) 项目管理 ：支持多个项目的管理，可维

护项目的名称、负责人等信息。

2) 版本管理 ：支持在同一个项目下创建多

个版本 ；版本间可做性能测试结果对比 ；版本间

的测试场景可以复用、独立编辑。

3) 场景管理 ：每个测试场景均指明所属项

目及版本，便于管理。支持测试脚本的上传、测

试场景参数文件及 Jar 包的上传。

4) 压力机管理 ：支持分布式发压，可自由

选择空闲状态的的压测机联合起来一起产生负

载，弥补单台机器负载生成能力不足的问题。

5) 运行监控 ：集成了 Grafana 监控平台， 便

于实时查看被测服务器的性能状态。

6) 报告管理 ：性能测试场景执行完成后，

可在测试平台查看性能测试报告。

7) 定时任务 ：支持定时运行测试场景，进

一步简化了性能测试发起的流程。

8) 首页看板 ：展示最新测试场景、最新测

试报告、压力机信息、当前运行中的任务四块内

容。（图 15）

对于性能测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服务的

响应时间比较长、应用或者数据库 cpu 比较高，

我们可以用 jstack、jmap 拿到线程或内存 dump

文件进行分析，基于工具可以分析出线程状态、

是否存在线程阻塞、线程等待（数据库线程池连

接数过少）、线程死锁或者是内存泄漏等问题，

并定位到具体的类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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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性能测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服务的响应时间比较长、应用或者数据库 cpu比较

高，我们可以用 jstack、jmap拿到线程或内存 dump文件进行分析，基于工具可以分析出线

程状态、是否存在线程阻塞、线程等待（数据库线程池连接数过少）、线程死锁或者是内存

泄漏等问题，并定位到具体的类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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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测试平台架构设计上同样采用 DRF（Django REST framework）框架，功能上对最

为广泛使用的压测工具 Jmeter 做了相应的集成；分别引入了 channels 与 celery 组件来实现

平台的消息实时发送与异步任务、定时任务。Redis此处作用一方面是作为 Celery异步任务

处理的消息中间件，另一方面是作为 channels的 channel layer，实现消息的传输功能。最后

是文件的存储，主要保存性能测试脚本文件和测试报告等，具体细节为：	

1) 压测工具：平台集成广泛应用的 jmeter压测工具，非 GUI模式执行。 

2) Channels：提供实时查看压测运行日志的功能，实现 websocket消息实时通讯。 

3) Celery：实现 django异步任务处理功能。 

4) Redis：一方面是作为 Celery异步任务处理的消息中间件，另一方面是作为 channels

的 channel layer，实现消息的传输功能。 

5) 文件存储：主要保存性能测试脚本、测试参数文件和测试报告等。 

图 15 ：运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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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架构

性能测试平台架构设计上同样采用 DRF

（Django REST framework）框架，功能上对最为

广泛使用的压测工具 Jmeter 做了相应的集成 ；分

别引入了 channels 与 celery 组件来实现平台的消

息实时发送与异步任务、定时任务。Redis 此处

作用一方面是作为 Celery 异步任务处理的消息中

间件，另一方面是作为 channels 的 channel layer，

实现消息的传输功能。最后是文件的存储，主要

保存性能测试脚本文件和测试报告等，具体细节

为 ：

1) 压测工具 ：平台集成广泛应用的 jmeter

压测工具，非 GUI 模式执行。

2) Channels ：提供实时查看压测运行日志的

功能，实现 websocket 消息实时通讯。

3) Celery ：实现 django 异步任务处理功能。

4) Redis ：一方面是作为 Celery 异步任务处

理的消息中间件，另一方面是作为 channels 的

channel layer，实现消息的传输功能。

5) 文件存储 ：主要保存性能测试脚本、测

试参数文件和测试报告等。（图 16）

三、总结

中泰证券互联网研发团队基于 DevOps 思想

构建的蜂鸟效能平台上线以来，经过累计 21 万

+ 次的 CI/CD( 持续集成 / 持续交付 )，已经成为

目前互联网研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研发工具

平台。带来的价值如下 ：

1）规范研发过程，实现安全可控

蜂鸟效能平台将开发、测试、生产环境进行

了有效隔离，实现了各环节操作的安全可控及合

规。所有的发布操作均通过蜂鸟效能平台留痕并

且操作绑定流程制度，做到了问题可追溯、减少

了误操作、操作符合公司 IT 管理规定。

2）提升交付效率，缩短交付时间

蜂鸟效能平台旨在缩短开发人员完成功能代

码编写到生产发布过程中的时间消耗，提升研发

交付效率。

缩短了开发时间周期，通过静态代码扫描可

以在 10~20 分钟内实现对一个应用系统的代码检

查，提升了开发人员 CodeReview 的效率，每个

迭代的时间缩短 0.5~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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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中泰证券互联网研发团队基于 DevOps思想构建的蜂鸟效能平台上线以来，经过累计 21

万+次的 CI/CD(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已经成为目前互联网研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研发

工具平台。带来的价值如下： 

1）规范研发过程，实现安全可控 

蜂鸟效能平台将开发、测试、生产环境进行了有效隔离，实现了各环节操作的安全可控

及合规。所有的发布操作均通过蜂鸟效能平台留痕并且操作绑定流程制度，做到了问题可追

溯、减少了误操作、操作符合公司 IT管理规定。 

2）提升交付效率，缩短交付时间 

蜂鸟效能平台旨在缩短开发人员完成功能代码编写到生产发布过程中的时间消耗，提升

研发交付效率。 

缩短了开发时间周期，通过静态代码扫描可以在 10~20分钟内实现对一个应用系统的代

码检查，提升了开发人员 CodeReview的效率，每个迭代的时间缩短 0.5~1天。 

缩短了测试时间周期，接口和 UI全功能回归测试从 2~3天人工测试降低到自动化测试

6~8小时，每个迭代的时间缩短 2天左右。性能测试实现实时性能监控，无需登录每台服务

器查看性能，测试报告统一化、可视化，平均每个场景缩短 30分钟左右。安全自动化测试，

从原来 3到 5天人工进行测试缩短到目前的自助式服务 30分钟。 

缩短了各环节流转的时间，已经实现了从开发人员提交代码到生产发布过程中的自动

图 16 ：性能测试平台实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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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了测试时间周期，接口和 UI 全功能回归

测试从 2~3 天人工测试降低到自动化测试 6~8 小

时，每个迭代的时间缩短 2 天左右。性能测试实

现实时性能监控，无需登录每台服务器查看性能，

测试报告统一化、可视化，平均每个场景缩短 30

分钟左右。安全自动化测试，从原来 3 到 5 天人

工进行测试缩短到目前的自助式服务 30 分钟。

缩短了各环节流转的时间，已经实现了从开

发人员提交代码到生产发布过程中的自动化，节

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其中各环境下的发布部署

改造前后具体参考右图。从右图可知，通过蜂鸟

效能平台，使应用制品在开发、测试和运维阶段

的发布部署过程中，对应的发布部署效率提升 10

倍以上。（图 17）

3）减少了人力资源投入，节省了研发成本

在测试能力提升方面，为保障核心业务的上

线质量，通过加强自动化测试能力建设，大大减

少了人力资源投入。目前自动化测试团队 6 人，

去年 UI 回归次数安卓和 iOS 共回归 65 次，每次

执行用例 2500+，按照每人每天可执行 55 条计算，

共节省约 11 人年 ；接口自动化回归 529 次，按

每人每天 40 接口计算，共节省约 5 人年。

4）提升交付质量，减少线上故障

静态代码扫描可以识别一定的代码逻辑设

计、编码缺陷及安全漏洞，减少了程序问题导致

的生产问题。

保障核心业务的上线质量，自动化测试用例

覆盖核心业务用例 80% 以上 , 核心业务主要为集

中交易、两融、期权、理财、条件单、银证转等

核心业务，自动化测试回归后无线上问题反馈。

四、展望

虽然我们的整个质量保障工作取得了较好的

成果，但是后续我们仍然需要顺应行业的发展态

势，力争打造精准化、平台化以及智能化的质量

保障体系。

1) 精准化 ：自动化建设投放产出比高，稳

定性差，随着项目的迭代，自动化用例积累越来

越多，基于 jacoco 实现精准化执行用例提高测试

覆盖率的方式变得更加迫切。

2) 平台化 ：继续打磨质量保障平台，形成

一套集 QA 人员管理、流程管理、测试管理为一

体的质量保障平台，为整个团队的质保工作赋能。

3) 智能化 ：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以一种更加智能化的手

段协助团队执行产品的质量保障工作，并积极顺

应云原生的发展趋势。

质量保障是充满艰辛与挑战的一条路，我们

会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完善！

化，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其中各环境下的发布部署改造前后具体参考右图。从右图可知，

通过蜂鸟效能平台，使应用制品在开发、测试和运维阶段的发布部署过程中，对应的发布部

署效率提升 10倍以上。 

! 17"mn2opq 

3）减少了人力资源投入，节省了研发成本 

在测试能力提升方面，为保障核心业务的上线质量，通过加强自动化测试能力建设，大

大减少了人力资源投入。目前自动化测试团队 6人，去年 UI回归次数安卓和 iOS共回归 65

次，每次执行用例 2500+，按照每人每天可执行 55条计算，共节省约 11人年；接口自动化

回归 529次，按每人每天 40接口计算，共节省约 5人年。 

4）提升交付质量，减少线上故障 

静态代码扫描可以识别一定的代码逻辑设计、编码缺陷及安全漏洞，减少了程序问题导

致的生产问题。 

保障核心业务的上线质量，自动化测试用例覆盖核心业务用例 80%以上,核心业务主要

为集中交易、两融、期权、理财、条件单、银证转等核心业务，自动化测试回归后无线上问

题反馈。 

四、展望 

虽然我们的整个质量保障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后续我们仍然需要顺应行业的发

展态势，力争打造精准化、平台化以及智能化的质量保障体系。 

1) 精准化：自动化建设投放产出比高，稳定性差，随着项目的迭代，自动化用例积累越来

越多，基于 jacoco实现精准化执行用例提高测试覆盖率的方式变得更加迫切。 

2) 平台化：继续打磨质量保障平台，形成一套集 QA人员管理、流程管理、测试管理为一

体的质量保障平台，为整个团队的质保工作赋能。 

图 17 ：交付效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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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证券企业技术架构向微服务架构为核心的现代化架构转型过程中，打造易于

维护、变更、升级、契合证券业务发展需要的微服务是目前的主要工作。本文主要阐述

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业务需要而开发的一种基于 NodeJS 实时动态解析 protobuf 协议

文件从而实现动态模拟业务响应以及协议转换的 gRPC 微服务网关的设计和实现，主要

填补了 gRPC 微服务架构下静态语言需要编译开发、无法及时满足业务敏捷迭代的短板，

基于 NodeJS 提供的 gRPC 服务是一种可以无需业务逻辑开发、即插即用、灵活快速部

署的 gRPC 微服务。

杨子江、胡长春、章儒楠 / 东方证券    邮箱 ：zhangrunan@orientsec.com.cn

基于NodeJS的动态gRPC 
业务网关服务设计与实现

一、概述

东方证券在企业架构层面制定了大中台战

略，旨在通过架构转型为公司科技工作的长远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作为大中台战略的核心基础设

施，服务治理平台的建设，是公司提高金融科技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突破。gRPC-Nebula 框架和星

辰服务治理平台已在财富中心、交易中心、账户

中心、产品中心、行情中心、东方赢家 APP 和

自研机构交易产品等数十个项目中得到应用，随

着平台生态的不断优化和发展，gRPC 微服务未

来将在内部全面推广，服务于更多用户和产品线，

为公司服务治理规范和体系化架构建设做出更多

贡献。在技术架构不断演进和配合业务发展敏捷

迭代的大背景下，基于微服务架构建设系统，通

常以全链路性能测试，验证系统是否具备满足上

线业务要求以及如何度量全链路业务系统中，单

一系统的性能或质量都是在追求项目开发过程中

稳定高效快速迭代需要思考的问题并构建完善项

目的工作内容，在传统 JAVA 项目开发 gRPC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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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过程中需要花费开发人员一定的工作时间和工

作量来为外部接入方提供稳定可用的模拟接入服

务响应以及 gRPC 转换为 HTTP 协议服务，基于

减少上述这样的重复劳动和改进工作效率的目

的，我们可以依靠 Nodejs 脚本语言的动态编译特

性和 gRPC 本身框架支持实现一个稳定简洁低代

码的网关微服务，从而在该服务接入之后运维人

员无需更新打包部署代码，只需更新协议文件即

可实现微服务的动态更新。

二、技术选型

NodeJS 采用事件驱动、非阻塞式 I/O 的模型 ,

使其成为一个轻量且高效的基于 Chrome V8 引

擎的跨平台 JavaScript 运行环境，可以通过异步

的方式处理大量并发请求，它可以作为服务器应

用的代理，起到类似 Nginx、Apache 等工具的作

用，Nodejs 在微服务网关领域已经有了广泛的实

践和应用。 gRPC 则是一个高性能、开源和通用

的远程调用框架（目前提供 C、Java 和 Go 语言

版本，其中 C 版本支持 C, C++, Node.js, Python, 

Ruby, Objective-C, PHP 和 C# 支持），gRPC 基

于 HTTP/2 标准设计，带来诸如双向流、流控、

头部压缩、单 TCP 连接上的多复用请求等特性，

Protocal Buffer 信息非常紧凑、这意味着可以减

少消息体积从而在网络传输中字节数更少、需

要的 IO 更少。另外，XML 需要从文件中读取出

字符串，再转换为 XML 文档对象结构模型。之

后，再从 XML 文档对象结构模型中读取指定节

点的字符串，最后再将这个字符串转换成指定类

型的变量。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其中将 XML 文

件转换为文档对象结构模型的过程通常需要完成

词法文法分析等大量消耗 CPU 的复杂计算。反

观 Protobuf，它只需要简单地将一个二进制序列，

按照指定的格式读取到编程语言对应的结构类型

中就可以了。而消息的 decoding 过程也可以通过

几个位移操作组成的表达式计算即可完成。速度

非常快。本文中的设计与实现正是基于以上两者

提出的对于 gRPC 服务 protobuf 接口协议文件的

动态解析并对外提供热更新服务的一种技术解决

方案。Nodejs 的 npm 包管理工具提供了全球最大

的开源库生态系统，成熟的开源社区提供了稳定

的相关依赖包，通过简单的 npm install 命令就可

以根据项目配置文件完成项目框架的搭建和相关

依赖的安装，可以有效减少项目搭建过程中的工

作量，也可以将自己开发的 Nodejs 项目打包成模

块上传到公共或者私有的仓库。目前项目实现过

程中主要使用了以下依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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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块使用说明

三、架构设计与实现

本项目开发环境为 Nodejs（v12.13.1）、npm

（v6.12.1）、开发工具是 VSCode，主要分为两个模

块，主要特点是同时支持 HTTP 服务转发 gRPC

服务、以及 gRPC 模拟数据服务。其中，通过使

用 Node 社区非常成熟的 web 应用框架 express 可

以完成快速搭建起 web 服务，用于接收和响应

HTTP 请求，这里我们无需指定 HTTP 路由和请

求响应的结构体，直接根据动态解析的结果将前

端请求的服务和请求 JSON 提交给 protobuf 协议

解析模块寻找对应 gRPC 接口和请求结构体，构

造一个 gRPC 客户端根据路由配置文件发送请求

到对应后端 gRPC 服务，从而实现 HTTP 的 JSON

格式和 gRPC 的 protobuf 协议直接的快速转换以

及路由转发功能，满足了打通内部基于 HTTP 协

议的自动化测试平台和需要测试验证的 gRPC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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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之间交互的功能，在实现了类似 Nginx 反向代

理功能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开关配置启动 gRPC

模拟测试服务模块，从而实现动态解析 protobuf

协议文件并实时生成随机模拟的 gRPC 响应，满

足不同系统之间需要压力测试、边界测试以及冒

烟测试的需求，保证各个项目独立同步开发的效

率提升。项目部署之后维护工作只需要更新替换

部署机上的 protobuf 文件和修改路由配置文件，

也可以通过暴露的 web 服务提供管理功能，从而

无需刷新或者重启服务，直接远程上传管理项目

即可，这样相较于其他工具也更加方便简单。另

外，相较于 Nginx 只能配置静态地址，我们可以

在项目引入 node 的 zookeeper 客户端依赖，从服

务注册中心动态获取被代理的服务目标地址从而

实现反向代理，将请求随机路由到一个可用的服

务节点上，这点对于微服务服务发现功能非常重

要，同时也可以更加灵活地部署服务而不用反复

修改代理配置。

项目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到以下几点。通

常情况下，在 JAVA 项目中使用 Protobuf 都需要

先写好 .proto 文件，再用 Protobuf 编译器（protoc

工具）生成目标语言所需要的源代码文件（.java

文件），最后再将这些生成的代码和应用程序一

起编译。Nodejs 虽然也有相同功能的 Protobuf 编

译器（pbjs），但是为了动态处理未知的 .proto 文件，

避免反复编译的过程，发挥动态语言的优势，所

以采用protobufjs这个库来实现解析protobuf文本。

gRPC 项目中，对外暴露的接口定义的 proto 协议

文件需遵循特定的 Protobuf 语法，使用 protobufjs

对象的 load 方法直接加载会将每一个 proto 文件

解析为单独的 root 对象，形如 com.example.demo.

test.helloworld 的包名会按照路径层级结构被解析

为 root 对象中嵌套的命名空间，虽然后端服务提

供的 protobuf 接口文件定义了 JAVA 包名，如果

实际包名和 protobuf 提供的 java_package 包名保

持一致可以减少递归解析工作量，但是为了避免

人为定义不一致失误导致的解析错误发生提升代

码的健壮性和兼容性，只有通过逐层递归解析命

名空间才能得到 proto 文件所真正要提供的服务、

接口以及出入参的定义和属性。另外，如果在

proto 文件中引用了其他 proto 文件中定义的消息，

也要将依赖的 proto 文件放在同级目录下避免解

析过程中无法找到对应的消息结构体从而导致的

失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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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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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动态生成模拟 gRPC 服务端响应的

实现过程中，Protobuf 数据类型和 Nodejs 数据类

型之间存在差异，必须根据解析结果来做相应

的类型转换，譬如要将 Protobuf 的 double、float、

int32 等 类 型 转 换 成 JavaScript 的 Number 类 型。

另外，Nodejs 解析 protobuf 并不依赖接口字段定

义的数字标识符，这点相较于静态语言必须要求

保证数字标识符顺序正确的特性更加友好。另外，

目前项目模拟数据模块仅初步实现了根据响应字

段的数据类型生成通用的随机数据，未来在根据

业务需求提升仿真程度的方向上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以及定制化的工作需要完善。

最 后， 通 过 依 赖 的 gRPC 库 和 protobuf-

loader 库将解析出来的 gRPC 方法和模拟的数据

响应注册进 gRPC 服务的实例并启动既可以完

成模拟数据服务响应的功能，根据 gRPC 官方

提供的示例代码即可快速构建 gRPC 的客户端，

从而完成 gRPC 和 HTTP 之间请求协议转换的

功能实现。

四、服务配置

1. 离线环境：虽然 Nodejs 应用无需编译过程，

可以直接运行源代码，相比于 C++、JAVA 工程

更加方便，但是在内网或者离线环境部署 Nodejs

应用仍然需要安装 Nodejs 环境和相关依赖包，此

时可以使用 pkg 工具对于项目进行打包，形成一

个单独的可执行文件，放在部署机上无需 Nodejs

环境即可直接运行，需要注意的是 pkg 工具打包

无法将项目依赖的二进制包自动打包，跨平台

场景下，首先需要在部署环境使用 pkg 工具打包

工程代码形成可执行文件，再根据不同的环境

（windows、linux）将编译生成的对应环境 grpc_

node.node 二进制文件放置在 pkg 打包生成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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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rotobuf 文件格式

图 3 ：gRPC Node 服务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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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同级目录下。

X() #$%&rSôöù"4p#Åkßå≤öè∑ è], ~Cÿ"˘{5ÌlÅk

xëä¯KQ)≤®ÌÇîkéYºΩÙEßy #$%&rSôöµ≤?b�Ìky

X^∆)z è], ~ClÅß®%˘{p#)É5ƒÅÚ*lÅkó’«©8

°k™eyXYºΩôöè∑ è], ~ClÅ~id{xë≤®ÌÇîk÷Üá

ˇ;)ôöÆ7QM%$7S>·QMO§¥%•¶˛ë)ÿôôö ,NèT~M$%&UM$%&É5ƒ

Çîé&Y è], lÅ˛ë)®ÌÇî;t{è°Ä0

0
b 50èLT]L,&UrS$M6&Çî è],6&˘0

µU´3ôö¿™eè∑ MèVÅ˚‘~C°u()∏®¨u≠ÆG>) #$%&

ô∑)5i˚‘†ÆèVµ¥k÷∑ èVµ0SRLNR$%µ≤∫ªJ* #$%&rS ô∑k

Ï≤öY˘{Ü{è°6& èN$T&SS&SUrS$Mk≤ö€≈89Çî>9†ˆ>›

Ø�Ìå`>≈åJ*>J*ñãı6&Ä"X"§+ñã°lÅë≤®ÌÇ

îGãJ*Ç>K+i�Ì52)ˇ™kèVµ≤öè∑ #$%&0T·OSR&N0∞±ñ+

÷R}ï5ik}5i≤≥A˜kb¥Ä¿bVötôGã%üoflwB~�

5ikïà≤öµfl∂∑52† /.· =>kVOH5iíYkŒa èVµ ÏC®

~«�Ì>3 ∑∏Ù›u>C® ·êOMRO ù /&MRç(0)J*sÅ>∞± dee.0Ò.å

ıt=Ä

0

图 4 ：package.json 配置文件 pkg 配置项

2. 联网环境 ：首先使用 npm 包管理工具下

载安装带有负载均衡功能的 Node 应用的进程

管 理 器（pm2）， 再 用 pm2 start 命 令 即 可 快 速

启动 Nodejs 应用，也可以在项目根目录下配置

processes.json，可以指定日志文件、实例数、最

小运行时间、定时启动、启动模式等配置。相较

于离线模式下打包成可执行文件方式启动只能单

线程运行服务的不足，pm2 可以使用 Node cluster 

集群模块建立主从进程，主进程监听端口，接受

新连接并以循环方式将它们分发给工作进程，从

而可以充分利用服务器 CPU 性能，并保证进程

存在，另外 pm2 也具有后台运行、0 秒停机重载、

具有 Ubuntu 和 CentOS 的启动脚本、提供 HTTP 

API 等特性。 

五、结语

在业务迭代发展的过程中，采用 Nodejs 这类

灵活的动态脚本语言可以降低开发成本、快速响

应来满足生成模拟数据、提供响应、协议转换路

由分发请求等需求的实现，同时也可以降低后期

维护成本和复杂度。另外，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可

以将项目代码无缝移植到终端开发，结合 Nodejs

的 GUI 框架同样可以快速搭建起基于 gPRC 和后

端通信的客户端，同时通过基于 Nodejs 原生支持

的 C++ 插件机制，亦可完成对于底层系统提供

的 C++ Api 的封装从而快速对外提供高性能的中

台 gRPC 网关服务，结合现有的企业级开发框架，

例如 eggjs，完善服务发现治理、性能监控等功能，

Nodejs 在解决证券公司系统异构化问题、助力体

系化微服务架构建转型建设、优化发展平台生态

的过程中为业务线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开发框架选

择，相信还能挖掘更多的应用场景值得探索和实

践，为公司 IT 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图 5 ：pm2 启动 Nodejs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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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讯采撷

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专题报告：
《金融科技公司融资 ：模式与驱动力》

9 月 20 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金

融科技公司融资 ：模式与驱动力》（Funding for 

fintechs: patterns and drivers）专题报告。报告研

究了金融科技公司近年来的股权融资趋势以及

在特定国家融资的潜在驱动因素。自 2010 年以

来，金融科技公司在全球筹集了超过 1 万亿美元

的股本。虽然最初的投资领域相当集中，但经过

发展，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各个细分市场

上，当前的投资领域都变得更为多样化。研究结

果表明，在创新能力更强、监管质量更好的国家，

金融科技公司股权融资占比更高。同时，监管沙

箱的引入还会进一步促进股权融资的增加。此外

大型银行对于金融科技公司的并购会使得早期

风险资本的投资增加，但大型科技企业的并购却

并非如此。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发布

8 月 2 日，《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

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在 2021 全球数字经济大

会上发布。《白皮书》显示，2020 年，全球 47 个

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2.6 万亿美元，同

比名义增长 3.0%，占 GDP 比重为 43.7%，全球

数字经济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加速

器。各国围绕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数字化治理等关键领域加快部署、推动发

展。5G 领域，5G 网络全面建设，全产业链技术

进步和产品创新快速演进，加速与垂直行业深度

融合。数据要素市场领域，各国强化数据要素战

略布局，推动数据开发利用及市场化流通，建设

数据要素市场。人工智能领域，全球人工智能产

业迎来发展机遇，产业规模平稳增长，技术创新

迭代、应用场景迸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

工业互联网引发制造业系统性变革，推动传统产

业新兴裂变和升级演进。金融科技领域，发展金

融科技已成为全球共识，老牌金融强国力推金融

业全面转型，金融科技用户渗透不断提升。网络

安全领域，全球强化网络安全部署，网络安全产

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金融科
技与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 ：市场架
构与公共政策影响》报告

7 月 13 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金

融科技与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 ：市场架构与公共

政策影响》（Fintech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implications for market structure 

and public policy）报告。报告指出数字创新在系

统连接、算力及其成本以及新创建和可用数据方

面带来了重大改进，这些改进降低了交易成本，

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也增加了新的市场参与者。

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涉及竞争、监管范

围和确保公平竞争环境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问

题，当局必须在金融监管、竞争和行业监管机构

之间进行协调，以做好金融稳定和诚信、竞争和

效率以及消费者保护和隐私之间的权衡工作。

监管科技全球追踪

国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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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意 志 交 易 所 计 划 推 出 下 一 代 数
字交易后处理平台 D7

德意志交易所于 2021 年 10 月 6 日宣布，

该集团正计划推出下一代数字交易后 （post-

trade）处理平台 D7，预计于 2021 年 11 月底部

分上线平台的中央登记系 统模块，并于 2022

年开始陆续扩增其他系统模块。D7 是一个符合

监管要求的完全数字化的端到端数字证券处理

平台，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数字票据”（Digital 

Instruments，证券的数字化描述）发行电子证券。

D7 将为传统的实物证券发行和处理提供完全数

字化的替代方案。

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
计 划 采 用 区 块 链 技 术 加 强 其 监 管
报告

9 月 23 日，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FCA）

CEO Nikhil Rathi 在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时表示，

计划与英格兰银行合作，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加强

其监管报告，旨在通过区块链和 API 技术与公司

连接，实施机器可读和可执行的监管，降低监管

成本，以接近实时的速度完成合规检查。

欧盟委员会提出数字十年之路，实
现欧盟的数字化转型

9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数字十年之

路，一个到 2030 年实现欧盟社会和经济数字化

转型的具体计划。拟议的数字十年之路将把欧盟

2030 年的数字雄心转化为具体的实施机制，它

将建立一个基于与成员国年度合作机制的治理

框架，以在欧盟层面实现数字技能、数字基础设

施、企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领域的 2030 年数字

十年目标。它还旨在确定和实施涉及委员会和成

员国的大规模数字项目。新冠肺炎突出了数字技

术在建设可持续和繁荣未来中的核心作用，特别

是暴露了数字化企业与尚未采用数字解决方案

的企业之间的鸿沟，并突出了连接良好的城市、

农村和偏远地区之间的差距。数字化为欧洲市场

提供了许多新机会，2020 年，欧洲市场上存在

50 多万名网络安全和数据专家的空缺。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
监管局主席讲话 ：代币监管的风险

9 月 6 日， 英 国 金 融 行 为 监 管 局（FCA）

发 布 其 主 席 Charles Randell 当 日 在 剑 桥 国 际

经济犯罪座谈会上的讲话 ：代币监管的风险。

Charles Randell 强调，尽管各平台在打击欺诈

性广告上付出的努力值得赞扬，但要永久和一

致性地解决付费广告的在线欺诈问题必须立法。

此外他还表示，投机性加密货币不受 FCA 的监

管，因此消费者在发生损失时也不受金融服务

赔偿计划的保护。而如果要对加密资产进行监

管，监管方应考虑三方面问题 ：一是如何让数

字代币更难用于金融犯罪 ；二是要支持有效创

新 ；三是要考虑消费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

自由购买不受监管的纯投机代币，并为自己的

欧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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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六届金融科技论坛在京举行

9 月 23 日，由新华网主办的“2021 第六届

金融科技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人

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保险

创新研究院、金融科技 50 人论坛作为学术支持

单位。该论坛主题是“服务双循环、赋能新经济、

数创新未来”，通过主题演讲、圆桌对话、报告

发布等环节，展示金融科技创新成果，研讨如何

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变革、让金融科技行稳致远。

当日，论坛现场还发布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

最新进展》报告。

光大银行上线首个企业级多方安全
计算平台

8 月 31 日，为积极响应人民银行发布的《多

方安全计算金融应用技术规范》《金融业数据能

力建设指引》等行业标准要求，光大银行上线业

内首个企业级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平台——多方

安全计算平台，积极探索数据安全流通与融合应

用新实践。平台依托多方安全计算技术，该技术

能使多个非互信参与方，在数据相互保密的前提

下，对任意函数进行计算，实现数据的“可用不

可见”“可控可计量”。为推动“产学研用”一体

亚太动态

决定承担相应责任。

美国总统拜登与多个私人公司会面 
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国家网络安全

8 月 25 日，美国总统拜登会见了私人公

司和教育领域领导人讨论了应对网络安全威

胁全国应做出的努力，参会的私人公司包括

Microsoft、Google、IBM、Travelers 和 Coalition 等。

会见旨在讨论如何支撑美国国家网络安全，部分

参会人员做出了相关承诺，包括 ：1. 拜登宣布国

家标准和技术委员会将联合业界共同搭建一个

新的框架以改进科技供应链的安全性和整体性。

2. 拜登政府宣布将网络安全倡议活动扩展至天然

气管道领域。3.Apple 公司宣布将建立一个新项

目来持续驱动改善科技供应链的安全。4.Google

公司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投入 100 亿美元用于扩展

零信任项目、帮助确保软件供应安全和加强开源

安全。5.IBM 公司宣布将在未来三年训练 15 万

人拥有网络安全技能。6. 德州大学系统宣布将扩

大网络相关领域已有的招生规模并设立新的短

期证书项目以加强美国网络安全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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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光大银行选定业内多方安全计算领头企

业华控清交承建平台，确保平台全栈自主可控。

该平台在指令集和编译器层面用密文运算替代了

明文运算，建立了密文运算体系，并极大地优化

了计算性能。

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发布《阿拉伯
国家采纳 DLT/ 区块链技术战略》指
导框架

8 月 18 日，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AMF）

发布《阿拉伯国家采纳 DLT/ 区块链技术战略》

指导框架，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的数字金融转

型。该框架由 AMF 旗下阿拉伯地区金融科技工

作组撰写，致力于就金融部门如何采纳和正确使

用这些技术以及相关先决条件提供政策指导，以

提升金融和银行服务效率，加强对数字金融转型

和普惠金融工作的支持。其中的政策建议包括制

定利用 DLT 和区块链的国家战略，考量不同的

区块链治理模式，建立相关标准，打造可互操作

的区块链系统，与传统系统实现集成，以及与私

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等。除了与人工智能、大数

据和物联网等技术实现集成外，文中还指出需要

整合智能合约、数字签名、密钥保管和安全解决

方案等其他服务。

澳大利亚边境部队与新加坡当局宣
布完成一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
验证系统的互操作性试验

8 月 18 日，澳大利亚边防部队 (Australian 

Border Force，ABF)、 新 加 坡 信 息 通 信 媒 体 发

展 局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IMDA) 与新加坡海关和其他行业参与

者一起完成了一项区块链试验，以证明贸易文

件可以在两个独立的系统中以数字方式签发和

验证，从而减少跨境交易成本。该区块链试验

是作为澳大利亚 - 新加坡数字经济协议的一部

分发起的，旨在使两国之间的跨境贸易更加简

单。该试验成功地测试了两个数字验证系统的互

操作性 --ABF 的政府间分类帐（IGL）和 IMDA

的 TradeTrust 参考实施。该试验证明了澳大利亚

有能力签发高完整性的数字贸易文件，这些文件

可以立即进行身份验证、来源追踪和数字处理。

嵌入独特证明的二维码被插入数字原产地证书

（COO）中，在扫描或机器读取时能够立即验证

文件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印尼和泰国实施跨境二维码支付

8 月 17 日，印尼和泰国的央行开始在两国

进行试点，消费者和商户可以在各自中央银行进

行的试点中为商品和服务进行即时跨境二维码支

付。在这个阶段，印度尼西亚的用户现在可以使

用他们的移动支付应用程序扫描泰国二维码，向

泰国各地的商家支付。同样，泰国的用户现在可

以使用他们的移动支付应用程序扫描 QRIS( 印尼

标准快速响应代码 )，在印尼的商家购买商品和

服务，并使用这项服务进行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在未来，该服务将扩大到两国的用户可以通过利

用收款人的手机号码进行实时资金转账。印尼

央行 (Bank Indonesia) 副行长苏更 • 苏更 (Sugeng 



信息资讯采撷

130

Sugeng) 将该试点项目称为“工业沙箱”形式，

以进一步扩大该地区的跨境支付。他称，跨境支

付项目不仅可以促进旅游业的交易，而且还能帮

助旅游领域的中小企业。该项目还将提高金融包

容性，促进了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交易发展。

韩国互联网巨头 Kakao 进军新加坡
推广全球区块链计划

8 月 16 日，韩国互联网巨头 Kakao 在新加

坡推出了两个区块链部门，作为该公司在全球范

围内扩大 Klaytn 项目区块链影响力计划的一部

分。向新加坡扩张是 Kakao 的 Klaytn 区块链项

目全球化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这家韩国互联网

巨头还计划通过向基于区块链的初创企业和开

发商投资 3 亿美元，以及为基础设施和服务维护

提供“Klaytn 改进储备”来实现其目标。Kakao

还与 32 家公司合作成立了 Klaytn 治理委员会，

该联盟于 2019 年 11 月，与当时的 27 名成员单

位举办了成立大会。组成治理委员会的部分公司

包括 ：加密货币交易所巨头币安（Binance）、LG

电子、韩国企业集团 SK 集团旗下的 SK Networks

以及菲律宾联合银行等等。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宣布将
于 11 月举办 2021 新加坡金融科技
节（SFF） 聚焦 Web 3.0

8 月 4 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宣布

将于 11 月 8 日至 12 日举办 2021 新加坡金融科

技节（SFF），本次活动将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举办，活动主题为 Web 3.0。在本次活动举

办的三天时间里，SFF 2021 将召集全球专家讨

论 Web 3.0 和关键技术的进步将如何推动改变金

融服务业的未来，并将就三个可能在未来十年重

塑金融服务的关键结构性驱动因素进行讨论研

究 ：一是通过嵌入式金融（EmFi）、分布式金融

（DeFi）和数字货币重构金融产品和服务交付模

式 ；二是将 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

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融入到金融

服务的核心设计中 ；三是广泛采用的数字基础设

施（包括数字身份、可信数据交换、可互操作的

支付系统和同意系统等等）。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新版《国家安
全战略》

7 月 3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新版《俄罗

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是俄罗斯国家安

全领域最高战略规划文件，用于确定俄罗斯国家

利益、国家战略优先方向和国家安全保障措施。

战略中提到政府需要通过五个方面加强俄罗斯信

息空间的主权，包括发展信息对抗的力量和手段；

通过使用先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和量子计

算改进确保信息安全的手段和方法 ；确保在信息

基础设施中优先使用俄罗斯的技术和设备 ；将有

关俄罗斯联邦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可靠信息带给俄

罗斯和国际社会以及将个人数据泄露的数量降低

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该战略还指出俄罗斯应发展

国家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以提升其经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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