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庖丁解牛：华为云微服务工具解放开发者

部门：应用平台服务
作者：王启军
日期：20190920

Security Level:



目录

1. 微服务拆分工具

2. 契约管理工具



Huawei Confidential3

微服务架构的优势

因素 单体架构 微服务架构

交付速度 较慢 较快

故障隔离范围 线程级 进程级

整体可用性 较低 更高

架构持续演进 困难 简单

沟通效率 低 高

技术栈选择 受限 灵活

可扩展性 受限 灵活

可重用性 低 高

实现业务复杂性分解难度 困难 容易

产品创新复杂度 困难 容易

一致性实现成本 低 高

时延 低 高

资源成本 低 高

关联查询复杂度 简单 复杂

远程调用 不涉及 涉及

服务治理 不涉及 涉及

对开发人员的要求 低 高

对工具的依赖 较低 较高

运维复杂度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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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的第一大问题——如何拆分微服务？

•影响因素
>团队大小

>交付周期

>业务方向

>故障范围

>现有数据规模

>吞吐量

>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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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不好，可能带来的问题

•拆分不好，可能带来的问题
>服务数量爆炸，运维复杂

>服务数量太少，不够灵活

>一个user story影响众多服务

>接口频繁变更

>大量关联查询

>系统架构复杂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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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服务拆分工具解放开发者

支撑活动

方法论
• ThoughtWorks五步十一阶
• DDD聚合
• 事件源Event Sourcing
• 命令查询责任分离CQRS 

现有做法 业务改造

投入大
+

应用上云 + IaaS 应用微服务改造 + PaaS 业务创新
如AI

拆表 拆界面及业务逻辑

微服务化改造典型流程

挑战：强业务相关，
必须业务+微服务专
家介入，投入大、时
间长；
关键技术：应用微服
务化改造工具套件

根据sql、日志、代码实现微服务拆分，并修改相关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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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拆分工具-表自动分库

SQL

语句

SQL

语句

SQL

语句

…

语法分析

语法分析

语法分析

表关联分析 图切割+启
发式规则

Step1：提取系统所有SQL

Step2：逐条根据SQL创建语法树

Step3：在每棵语法树上分析表的关联关系并汇集

成表关联关系加权图

Step6：采用图切割算法并配合启发式规则将表分

割到不同库中

原则：低耦合，高内聚

耦合度：微服务划分后，微服务与微服务连接的边的权重之和

内聚度：微服务划分后，微服务内部表与表之间的边权重之和

采用图搜索算法划分微服务的启发式规则(规则可自定义)：

规则1：贪婪原则

规则2：完全独立的表可归属任意微服务，也可独立成微服务

规则3：归属同一微服务的表数量不低于5（作为参数可配置）

规则4：关联度大于10（作为参数可配置）的表归属同一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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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拆分工具

单体应用

单体数据库
微服务数据库

A库 B库

服务A 服务B

步骤1：通过SQL的关联程
度、使用次数等，识别出
相关性最高的表划分成一
个微服务

微服务数据库
A库 B库

服务A 服务B

步骤2：通过表结构调整，
将不同的数据库进行解耦，
防止一个微服务跨库访问
（反范式、服务重构等）

微服务数据库
A库 B库

服务A 服务B

步骤3：大表水平拆分，实
现水平扩展，提升访问速度
（分区分库）

步骤4：根据表结构变化，自动调整DDL/CRUD等SQL语句自动生成java的数据访问服务
步骤5：数据表执行、数据搬迁

业务应用层 业务应用层 业务应用层

通过对表的关联
关系及应用情况，
反向推导微服务
拆分策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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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原理

handler

scissors

1.指定代码路径
/home/xxx/project
2.指定算法（目前默认
greedy）
3.指定sql规则（目前默认
mysql，后续做成智能分
析）

Parser
(mybatis/hibernate/…) graphanalyzer

sqlanalyzer

algorithm
(greedy/clustering/…)

output
数据拆分
建议文件

解析代码，搜集sql语句

开发时预处理：通过
Antlr4工具生成java可识

别的解析规则的对象，
埋入源码

生成sql语句集（Mysql
或其他DB的方言）

mysql/oracle 
的规则文件

生成表关联关系list

计算权重，生成图

输出权重图，
选择、调用
指定算法

贪婪/谱聚类算法

内容格式化

拿规则类解析sql语句

返回计算结果

1

2

3

4

5

6

7

8

9

sqlrule
(mysql/oracle/…)

选择规则，透
传sql语句集

传入表关联关系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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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存量系统1微服务拆分分析-图搜索拆分微服务

Catalog Bussiness-Entity

Catalog-Node

Node-Relation

Table-Field Table-Field-Value Record-Item-Relation

Attr-Value-Relation

Sale-Product

Sale-Product-
Relation

Attribution-Value-
Relation

Attribute-Classfication

Picture

Meta-Attribute

Attribute-Option
Item

Module

Module-Instance

Module-Instance-
Parameter

Contract-Shop Parameter

Contract-Ccordc-
Relation

Rule-Package

Register Dual

Bussiness-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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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分别是拆分出来的商品库、模板库，最后一些离散表是系统为了关联外部系统而引入的表，独立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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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存量系统2微服务拆分分析-图搜索拆分微服务

从左到右分别是拆分出扩展属性服务、模型/模型实例服务、目录服务以及离散表独立成的服务，其中离散表中标红部分概念上应该划分到模型/模型实例服
务中，但实际的sql，却并未体现其和模型/模型实例的关联关系，因此被自动划分到独立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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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下，API管控的挑战

• API在微服务架构下爆炸性增长

•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 API是技术leader和架构师的控制力，API==契约

• API First，解耦各个服务的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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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tage契约管理工具—管控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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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
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Bring digital to every person, home and 
organization for a fully connected, 
intelligen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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