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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纲概述 

1.1 引言 

随着云时代的到来， 云生态加速演进，云计算产业的从业人员面临着全方位的挑战。华为云引

领技术创新，融合技术能力，并针对不同技术领域从业者的学习和进阶需求，精心打造不同级别和

内容的课程，致力于客户与合作伙伴团队和人才的同步增值，促进云时代人才生态的发展！ 

1.2 大纲目标 

为提升华为云培训服务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满足客户和伙伴的云技能提升需求，2022 年云学院

培训大纲进一步加强新场景新技术的培训项目，基于模块化的课程设计，更加清晰和系统地构建华

为云培训体系，推出通用云服务、人工智能、物联网、鲲鹏等技术领域内容，涉及总裁班、工程师

培训、工程师高级培训、开发者培训、高级开发者培训、专家班等多个类别的课程。 

1.3 大纲构成 

培训大纲由两大部分组成：培训方案和课程描述。 

在“培训方案”中，包含推荐学习路径和项目列表两部分： 

1）“推荐学习路径”中，说明了某类培训的培训项目进阶、承接关系。培训项目是华为推荐的

培训包，一般是针对某一类内容的集合，由一个或多个培训课程组成。 

2）“项目列表”中，以列表的形式说明提供的培训项目。 

在“课程描述”中，说明了该培训项目的培训对象、入学要求、培训目标、培训课程、培训方

式以及培训时长，并提供了清晰的培训路径，便于了解培训内容的层次和递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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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为云培训服务 

2.1 通用云服务培训 

覆盖华为云的通用基础知识如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库、云容器及专业架构设计指导与实

践，并开设基于 DevOps 的开发实战课程，确保业务上云后的正常运维和业务创新，培训项目结合

企业战略、运营和技术发展的目标，能够有效提升人员能力与组织绩效。 

2.2 产业云技术培训 

聚焦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鲲鹏，CloudVR 的客户及合作伙伴的技能提升诉求，以几类

产业的发展趋势与核心技术为基础，提供面向企业管理者，工程师，开发者，高校老师和学生的特

定培训课程。 

2.3 工具与平台: MOOC 

MOOC（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是在线学习中的一种，是一种

性价比高、覆盖面大、容易获取的学习方法，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开始学习，并轻松地通过在线问

答、论坛等在线形式进行经验交流。 

学习形式为在线多媒体课程，课程以基础和普及类科目为主。 

推荐通过在线学习的方式在培训面授之前对学习内容进行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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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训方案 

1.1 DevOps 培训方案 

1.1.1 推荐学习路径 

 
 

1.1.2 项目列表 

序号 培训项目 培训形式 集中培训（天） 学员人数 

1 华为云云服务 DevOps 高级工程师培训 理论+实践 5 20 人以内 

2 华为云 DevCloud HE2E DevOps 工作坊 理论+实践 2 20 人以内 

3 华为 IPD 实践高研班 理论+研讨 1/0.5 20 人以内 

4 华为云文化与核心价值观高研班 理论+研讨 0.5/1 20 人以内 

5 华为云绩效管理实践高研班 理论+研讨 0.5/1 20 人以内 

6 华为云质量管理实践高研班 理论+研讨 0.5 20 人以内 

7 华为云可信变革实践高研班 理论+研讨 0.5 20 人以内 

8 华为云研发过程安全 SDL 实践高研班 理论+研讨 0.5 20 人以内 

华为云服务工程师培训 

理论+实践 

华为云云服务DevOps

高级工程师培训 

理论+实践 

华为云DevCloud 

HE2E DevOps工作坊 

理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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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描述 

2.1 华为云云服务 DevOps 高级工程师培训 

定位于培养掌握 DevOps 最新实践、能利用华为软件开发云从事开发工作的 DevOps 融合工程

师。 

培训路径 

1 
华为端到端 DevOps 概览 

理论 0.5 天 

 

2 
持续规划与设计 

理论,实验,演示,案例研讨 0.75 天 

 

3 
持续开发与集成 

理论,实验,演示,案例研讨 0.75 天 

 

4 
持续测试与反馈 

理论,实验,演示 0.75 天 

 

5 
持续安全与审计 

理论 0.25 天 

 

6 
持续部署与发布 

理论,实验,演示,案例研讨 1.0 天 

 

7 
持续运维与监控 

理论,实验,演示,案例研讨 0.75 天 

 

8 
总结与回顾 

理论,案例研讨 0.2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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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 

 希望成为云服务工程师的人员 

 希望了解华为云服务产品使用、管理和维护的人员 

入学要求 

 了解软件开发基本流程 

 具备基本的云服务知识和操作技能 

培训目标 

完成该项目培训后，您将能够： 

 了解软件产业和交付模式发展趋势 

 了解云原生、微服务与敏捷 

 了解华为云 DevCloud HE2E DevOps 框架及其主要服务 

 了解敏捷项目管理理念与方法实践 

 了解敏捷项目管理的方法、模型 

 了解敏捷需求管理 

 掌握云上规划设计的应用与实践 

 了解持续集成理念、方法与实践 

 了解代码托管与分支策略 

 掌握 Git 基本概念及主要操作 

 通过 CloudIDE 和 CodeHub 完成云上代码集成与代码检查的实践 

 了解敏捷软件测试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了解测试度量指标体系和质量评估 

 掌握常见云上测试的方法 

 完成持续测试与反馈的实践 

 了解 DevSecOps 的背景和概念 

 掌握云上安全工具的应用 

 掌握安全策略与安全编码的应用 

 掌握持续交付与持续部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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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微服务与容器的知识，以及持续部署中的意义 

 了解自动化的实现“一切即代码” 

 了解不同的发布策略与包管理的概念 

 掌握华为云中构建、部署、发布和流水线工具的使用 

 完成云上持续部署与发布实践 

 了解云上运维的背景与概念 

 了解监控平台与监控工具 

 掌握华为云运维服务 

 掌握微服务治理与应用服务网络的概念和原理 

 使用华为云运维服务完成电商平台的运维实践 

 通过 DevOps 案例与转型路径进行课程的回顾与总结 

集中培训内容 

 华为端到端 DevOps 概览 

 软件产业和交付模式发展趋势  

 云原生、微服务与敏捷介绍  

 华为云 DevCloud HE2E DevOps 框架及其主要服务  

 持续规划与设计 

 敏捷项目管理理念与方法实践  

 规划与设计  

 敏捷项目管理的方法、模型  

 敏捷需求管理  

 团队与协作  

 华为敏捷项目管理企业实践  

 持续开发与集成 

 持续集成理念、方法与实践  

 代码托管与分支策略  

 Git 基本概念及主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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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提交及代码评审  

 华为云 DevCloud 代码托管服务及 CloudIDE  

 静态代码检查  

 持续测试与反馈 

 敏捷软件测试理念、方法与实践  

 测试管理  

 常见的测试方法  

 测试度量指标体系和质量评估  

 持续安全与审计 

 DevSecOps 简介  

 安全策略与工具  

 持续部署与发布 

 持续交付与持续部署  

 微服务架构与微服务化应用  

 容器技术与容器化应用  

 自动化的实现“一切即代码”  

 自动化编译构建  

 制品和包管理  

 自动化部署  

 发布管理  

 自动化交付流水线  

 持续运维与监控 

 运维的演进与 DevOps  

 运维监控平台概述与云上监控  

 云上服务日志管理与审计  

 应用性能管理  

 微服务治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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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服务网络  

 总结与回顾 

 案例分析  

 DevOps 转型路径  

集中培训时长 

5 天 

学员人数 

最大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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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华为云 DevCloud HE2E DevOps 工作坊 

培训路径 

1 
华为云 DevCloud HE2E DevOps 工作坊 

理论+实践 2 天 

   

培训对象 

意愿了解 DevOps 工作方式或考虑转型为 DevOps 工作方式的组织中的任何人，想要使用或正

在使用 DevCloud 作为 DevOps 工具链的组织中的任何人，目标受众包括但不限于： 

软件和系统开发者/系统工程师/DevOps 工程师/产品和服务管理者/项目经理/测试工程师/IT 服务

管理运营和支持人员/流程经理/敏捷和精益实践者。 

入学要求 

 具备基本的云服务知识和操作技能 

培训目标 

完成该项目培训后，您将能够： 

 系统性地掌握 DevOps 的基础知识、最佳实践，为团队实现 DevOps 转型打下坚实基础 

 从理论+实践两个方面全面掌握华为云 DevCloud 各项能力 

 快速成长为 DevOps 实践者 

 初步利用华为云 DevCloud 构建自己的 DevOps 交付工具链 

课程内容 

培训内容 说明 

DevOps 实施策略 
 探究敏捷和 DevOps 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总结企业在转型中会遇到怎样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思路？ 

HE2E 之敏捷项目管

理 

 围绕规划和设计，计划和跟踪以及迭代开发 3 个阶段展示 HE2E 框架的

内容。 
 帮助团队了解 Scrum 和 Kanban 如何在华为云 DevCloud 上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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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2E 之持续交付 

 关注持续交付阶段的各项实践。 
 了解如何优化软件交付过程。 
 了解如何利用微服务思想和容器化技术做到工程解耦和团队解耦。 

演示 

 HE2E 全流程演示：通过【凤凰商城】示例的全流程演示带您体验华为

云 DevCloud 的端到端 DevOps 支持能力。 
 基于华为云 DevCloud 和 CCE 的容器化持续交付流水线：重点展示华为

云 DevCloud 结合 CCE 云容器引擎所实现的端到端持续交付流水线的贯

通效果。同时关注容器编排平台 Kubernetes 所提供的一系列微服务持

续交付能力，如：滚动更新，灰度发布等。 

游戏 

 棉花糖挑战：棉花糖挑战是一种非常有效体验敏捷思维模式的互动性游

戏，最早由 Tom Wujec 创造出来作为 Design Thinking 管理课程的一

部分在全球很多国家的高级管理课程上提供。此游戏非常有利于参与者

建立团队意识并体会到敏捷开发的思维方法精要。 
 翻硬币游戏：硬币接力挑战是体会持续交付和快速迭代精华的最有效的

团队协作游戏，通过简短的 20 分钟就可以让团队体会到持续交付，粒度

和迭代之间的关系。 

动手实验 

 项目管理和云测：业务部门提出【门店网络查询】功能必须再月底上

线，让我们一起跟随讲师一起使用 DevCloud 的项目管理和云测模块完

成【门店网络查询】功能的设计，迭代计划和测试管理流程。 
 代码管理和代码检查：开发团队规模日益扩张，各种质量问题开始频

发，如何能够确保编码规范和质量标准的落地？请跟随讲师一起使用

DevCloud 的代码托管和代码检查功能一起构建安全有效的代码质量管

控机制。 
 CI/CD 流水线：版本投产问题频发，业务部门怨声载道。如果让运维和

开发有效协作，共同改进？请跟随讲师一起使用 DevCloud 的编译构

建，自动化部署和流水线功能，现场搭建一条基于 docker 的容器化持

续交付流水线来为开发运维协作提供有效支撑。 

 

培训时长 

2 天 

学员人数 

最大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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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华为 IPD 实践高研班 

【课程简介】 

IPD 是基于市场和客户需求驱动的集成产品开发流程管理体系，其本质是从机会到商业变现。华为 IPD

研发管理体系的建设，重构了华为的研发模式，建立了完善的研发流程体系、质量体系，实现从依赖个人、

偶然性推出成功产品，到制度化、持续地推出高质量产品的转变。IPD 是华为成功进入世界 100 强的核心

竞争力，是一套行之有效的产品研发管理方法论体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尝试推行 IPD 体系建

设，但缺乏实践经验，华为云推出了“华为 IPD 实践高研班”，旨在分享华为 IPD 实践经验，通过经验即

服务的创新实践，帮助企业理解 IPD 研发管理的核心精髓与思想。 

【课程亮点】 

IPD 流程管理体系是华为的核心竞争力，本课程基于华为 IPD 实践经验，精心编排授课内容，邀请华

为研发流程管理专家授课。除了理论课程，高研班还设置了案例研讨环节。 

【课程收益】 

对华为 IPD 核心理念、重量级团队、商业投资决策和产品研发管理的讲解，让学员理解理解打造产品

商业成功的核心理念，展现产品开发管理体系构建的蓝图，从华为产品开发管理的发展阶段，定位自身发

展方向。并结合自身在团队决策、立项、开发、项目管理、质量管理上的具体问题， 思考和建立自身产品

开发管理的整体框架，掌握如何在产品开发管理中构筑高质量。 

【目标学员】 

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研发部门管理人员等 

【学习目标】 

五大核心知识点： 

IPD 核心框架和流程 

重量级团队 

做正确的事：商业投资决策 

正确地做事：产品开发管理 

IPD 持续改进与发展 

【课程大纲】 

1 IPD 概述 

1.1 IPD 变革历程 

1.2 IPD 核心理念 

2 重量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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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量级团队基本模型 

2.2 重量级团队机制和考核规则 

3 做正确的事：商业投资决策 

3.1 产品组合管理 

3.2 需求管理 

3.3 Charter 开发 

4 正确地做事：产品开发管理 

4.1 CDP 研发流程 

4.2 ODP 研发流程 

5 持续改进与发展 

5.1 IPD 变革效果 

5.2 IPD 与时俱进 

【课程时长】 

1 天/0.5 天 

【班级人数】 

20 人以内 

2.4 华为云文化与核心价值观高研班 

【课程简介】 

华为在 30 多年的长期稳健增长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以及“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

长期艰苦奋斗，坚持自我批判”的核心价值观。学员可以借助华为的实践经验，构建与自身企业发展相适

配的企业文化。 

【课程亮点】 

本课程基于华为企业文化发展历程，与核心价值观实践，精心编排授课内容，邀请华为研发流程管理

专家授课。除了理论课程，高研班还设置了案例研讨环节。 

【课程收益】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学员通过学习理解华为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思考构建

与自身企业发展相适配的企业文化。 

【目标学员】 

企业各层级管理者等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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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华为如何践行“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坚持自我批判”的核心价值观 

【课程大纲】 

1 概述：华为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2 简析：华为企业文化发展历程 

3 探究：塑造华为核心价值观 

4 实践：企业文化创建竞争优势 

【课程时长】 

0.5 天/1 天 

【班级人数】 

20 人以内 

2.5 华为云绩效管理实践高研班 

【课程简介】 

华为绩效管理包含组织绩效和个人绩效，其价值在于促进价值链循环，支撑战略目标达成，驱动华为

高速发展。学员可以借助华为的实践经验，优化、完善自身企业的绩效管理体系。 

【课程亮点】 

本课程基于华为绩效管理实践，精心编排授课内容，邀请华为研发流程管理专家授课。除了理论课程，

高研班还设置了案例研讨环节。 

【课程收益】 

学员通过学习华为绩效管理实践经验，理解绩效管理体系设计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绩效管理如何有

效推行并支撑战略目标达成。 

【目标学员】 

企业各层级管理者等 

【学习目标】 

三大核心知识点： 

组织绩效管理 

个人绩效管理 

如何践行员工绩效管理 

【课程大纲】 

1 绩效管理概述 

2 组织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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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绩效管理 

4 员工绩效管理实践 

【课程时长】 

0.5 天/1 天 

【班级人数】 

20 人以内 

2.6 华为云质量管理实践高研班 

【课程简介】 

质量管理，通过营造企业质量文化、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质量管理流程为前提，以自动化质量保

证为辅助，建立完整的、可持续的质量改进系统，向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提升客户

满意度，打造品牌竞争力。 

【课程亮点】 

基于华为质量管理实践经验，精心编排课程，邀请华为专家授课。除了理论课程，高研班还设置了模

拟演练和案例研讨环节。 

【课程收益】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是华为产品高质量交付的有效支撑，本课程通过对华为质量管理核心框架、质量领

导力、客户满意管理、质量改进和自动化质量保证的讲解，让学员理解质量管理本质和实践，打造品牌质

量竞争力。 

【目标学员】 

企业总经理/CTO/研发、测试、质量部门管理者等中高层管理者 

【学习目标】 

五大核心知识点： 

质量管理核心框架 

质量领导力 

客户满意管理 

质量改进 

自动化质量保证 

【课程大纲】 

1 质量管理核心框架 

1.1 质量管理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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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 IPD 流程的质量管理 

2 质量领导力提升 

2.1 质量文化建设 

2.2 质量领导力回归流程 

3 客户满意管理 

3.1 客户满意度管理核心概念 

3.2 客户期望管理 

3.3 客户声音管理 

4 质量改进 

4.1 质量回溯 

4.2 持续改进：TOPN、QCC 

5 自动化质量保证 

5.1 测试工具与自动化 

【课程时长】 

0.5 天 

【班级人数】 

20 人以内 

2.7 华为可信变革实践高研班 

【课程简介】 

软件系统本身存在复杂性、易变性、可复用性等特点，开源软件的推广又引入了软件生态的概念。在

人机物融合的时代，如何实现软件系统可信、提高软件工程效率、提升软件开发人员能力等是我们面临的

直接挑战。本课程将围绕可行产品定义、可信系统设计、可信测试与验证、开源管理等专题，介绍华为可

信变革实践。 

【课程亮点】 

基于华为可信变革实践经验，精心编排课程，邀请华为专家授课。除了理论课程，高研班还设置了模

拟演练和案例研讨环节。 

【课程收益】 

学员通过学习华为可信产品定义、可信系统设计、可信测试与验证、开源管理等实践，深入理解如何

开发出安全可信的产品。 

【目标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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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总经理/CTO/研发、测试、质量部门管理者等中高层管理者 

【学习目标】 

六大核心知识点： 

产品可信 

系统可信 

软件可信 

测试可信 

安全可信 

发布可信 

【课程大纲】 

1 可信概述 

1.1 什么是可信 

1.2 可信变革的目标与范围 

2 可信变革专题 

2.1 可信产品定义 

2.2 可信系统设计 

2.3 可信软件实现 

2.4 可信测试与验证 

2.5 开源管理 

2.6 漏洞 E2E 管理 

2.7 可信发布与部署 

2.8 可信与软件文化 

【课程时长】 

0.5 天 

【班级人数】 

20 人以内 

2.8 华为研发安全 SDL 实践高研班 

【课程简介】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数字和宽带网络蓬勃发展，计算机病毒传播越来越容易，传统互联网领域

的安全破坏和攻击事件日渐增加。网络安全逐渐成为产品的天然质量要求。而走在前列的华为充分感受到



                                                                        华为云培训服务建议书 

COMMERCIAL IN CONFIDENCE                                    19 

 

了来自全球的挑战，更是于 2018 将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作为关系到公司生存和稳定发展的最高纲领。 

SDL（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安全开发生命周期）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而建立、发展

的一系列融入产品开发流程的有效方法论与最佳实践。华为 SDL 更是与 IPD 紧密结合，从公司政策、组

织、流程、供应链、服务等方面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可信赖的覆盖产品研发全流程的安全保障体系。 

【课程亮点】 

基于华为 SDL 实践经验，深入浅出、精心编排课程，邀请华为研发安全流程管理专家授课。除了理论

课程，高研班还设置了案例研讨环节。 

【课程收益】 

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作为华为公司的最高纲领，而 SDL 正是贯彻这一最高纲领的可操作落地的

核心方法论与最佳实践的系统性集合。本课程通过对华为 SDL 的核心理念、历史沿革、各流程节点最佳实

践的提纲挈领的讲解与研讨，让学员理解 SDL 的本质并掌握其在企业应用落地中的操作方法。 

【目标学员】 

企业总经理/CTO/研发总监/CSO 等高管，不要求网络安全知识背景 

【学习目标】 

三大核心知识点： 

SDL 核心框架 

研发安全嵌入产品开发流程 

网络安全技术能力建设 

【课程大纲】 

1 华为研发安全 SDL 概述 

2 R&D 安全保障体系 

2.1  网络安全嵌入 IPD 流程 

2.2  R&D 过程管理保障 

3 网络安全技术能力建设 

【课程时长】 

0.5 天 

【班级人数】 

20 人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