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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的开放源代码 

 
 
 

自由开源软件随处可见，它们经常在整个计算领域大行其道。GNU/Linux 
是当前最常见的操作系统，在全球各地为数据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并控制 
Android 设备。Apache Hadoop 及其后续的开源技术让各种组织发生了大数
据革命，而 Docker 和 Kubernetes 支持基于微服务的云计算，且人工智能 
(AI) 已经以压倒之势成为开源技术（如 TensorFlow 和 Apache MXNet）的
支撑。在计算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组织（如 Amazon、Apple、Facebook、
Google、华为、IBM、Intel、Microsoft、PayPal、Red Hat 和 Twitter）已经
启动并在维护开源项目，并且他们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才这么做的。在进
行数字化转型或在云中构建服务的每个企业和政府都在使用开源软件，因
为这类软件有助于他们开展业务和完成使命。 

现在，各种规模和各领域中的组织都应该在其策略中使用自由开源软件。本
书总结了开源社区数十年的经验教训，以从当代视角来介绍这一趋势。我们
将帮助您有效使用此类软件，为其做出贡献，甚至启动您自己的开源项目。 

不止公司能够通过使用开放源代码获得更好的软件，而且以这种基于社区
的方式工作产生的动力为这些公司内的创新和协作开辟了新渠道。相反，
不使用开放源代码的机构将落后于那些有效使用开放源代码的机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商业秘密和机密商业计划可以与开放源代码共存。
如果连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都可以使用开源软件的话，您
也可以使用。 

https://www.linuxfoundation.org/
http://hadoop.apache.org/
https://www.docker.com/
https://kubernetes.io/
https://www.tensorflow.org/
https://www.tensorflow.org/
https://mxnet.apache.org/
http://bit.ly/2JJuEt3
http://bit.ly/2JJuEt3
https://github.com/gc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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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司和政府均改为使用开放源代码？ 
从商业方面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使用、支持和构建开源软件。开源软件
有以下几项优势： 

让公司的投入获得翻倍回报 
开放源代码得益于著名的原则：“每个领域中最聪明的人永远不会在
您自己的公司里。”从最好的方面看，创新生态系统将围绕开放项目
发展。最近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编写的报告证明了开放项目能够在经
济上获得回报。通过对其项目（一种名为 GeoNode 的地理空间软件）
的贡献的仔细跟踪发现，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在该项目上投入了约 100 
万美元，但其他组织投入了约 200 万美元，这让其获得了利益。 

从最新进展中受益 
引言中提到的 AI 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您的数据科学家将需要实
施最佳和最新的算法，这些实施方法通常采用开放源代码。没有必要
再闭门造车了。此外，只需执行简单的下载和安装流程即可获得各种
工具和现有代码，这使贵公司可以更快地进行创新。 

传播软件知识 
当代码开放时，尤其是当一个强大的社区围绕它发展时，它会得到更
广泛的采用。这最初需要公司付出努力，但这样会让整个行业中的更
多人了解代码和贡献流程。 

壮大开发人员群体 
对源代码的更广泛采用和广泛讨论将转化为更多有才能的开发人员，
公司可以雇用他们来处理代码和相关项目。 

提升内部开发人员的技能 
知识会以多种方式传播。开发人员已经认识到，学习出色编码技能的
最佳方法是开发开源项目，因为他们可以研究该领域内顶尖编码员所
采用的实践。雇用开源开发人员的公司将享受到这些好处。 

建立声誉 
大多数人都希望在值得他们夸耀的组织中工作。采用开放源代码（代
码及其实施的实践）会让他们觉得贵组织很出色。此外，如果您可以
将自己的代码发布为源代码并让人们采用它，则可证明贵组织是您所
在领域的领导者且擅长提供最佳开发实践。 

http://bit.ly/2JVyrqQ
http://bit.ly/2JFavs4
http://bit.ly/2JFavs4
http://geono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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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和留住开发人员 
优秀的开发人员希望参与能够对一大群人产生影响且激动人心的项目。
他们还希望自己的技能和贡献得到广泛认可，并且他们喜欢与世界各
地的同行交流。所有这些考虑事项使他们倾向于参与开源项目，如果
您的竞争对手在支持此类项目方面比您成功，则开发人员将会选择到
这些公司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为它们建立声誉，而不会选择您的公司。 

以更快的速度创建新公司和启动新项目 
在当今社会和商业环境的超快发展步伐中，从一个初创公司或新部门
的概念到形成只需数月时间，而不是数年。在一个社区中工作并使用
现有软件和您自己的创新内容可为您节省时间，让您将员工们的有限
时间集中在产品的具有竞争力的关键部分。 

很多政府都推出了主要的开源政策和举措。如法国和美国所展示的，我们
现在正在从使用开放源代码转向制定鼓励人们开发开放源代码和投资于开
放源代码社区的政策。一些组织主张采用“开放源代码优先”策略，要求
供应商和内部开发人员尽可能使用开源许可证和实践。例如，法国政府表
示，所有机构都必须在开源环境中完成今后的代码工作。有了这些政策，
各机构可以修改过时、昂贵且较慢的采购实践，这些实践因会导致软件项
目失败和成本过度超支而臭名昭著。对于政府，开放源代码已成为最新且
响应能力更高的软件实践的基础，而事实证明，这些实践在其他领域具有
更高的效率和成效。 

此外，政府意识到每个机构的需求与全国乃至全世界内其他机构的需求相
似。开源最起码意味着一个机构的投入可以为所有其他机构节省资金，但
最多也不过意味着各机构将以经典的开源方式分享要求和展开协作，从而
构建有助于政府更好地为各地的公民服务的软件。开源协作还为小型公司、
平民开发人员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了为政府服务创新做贡献的机会。最后，
此类软件创建了一个通用标准，可促进多种开发方法的互操作性。 

http://bit.ly/2HLvO5v
http://bit.ly/2JTtTko
https://cod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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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需要许可证或代码 
对于开放源代码，一个生产效率高的社区及其提供的实践与代码本身一样
重要。当然，在名义上，开放源代码是由许可证定义的。比较热门的许可
证包括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Mozilla 公共许可证和 Apache 许可证，所有
这些许可证都会偶尔进行版本更改。但在实际上，要创建一个不断发展的
开源项目，您不仅仅需要许可证。 

许多人都会引用 Apache 软件基金会提出的“社区胜于代码”这一原则。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开源社区领导人对该原则做出了如下解释： 

如果您的代码很出色，但社区的功能失常，则人们会离开该社区，您的代码将
没用。如果您的代码不正常，但社区很棒，则人们会改进这些代码。 

该发现可延伸到贵公司的文化中，这意味着，为来自不同团队的开发人员
创建社区并让他们在更大的项目社区中高效地工作至关重要。 

我们在本书中总结了这些实践以及将帮助您完成开源之旅的资源参考。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 Linux 基金会提供的延伸阅读书目。此书目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书可能
是  Karl Fogel 的《开发开源软件》（ O'Reilly ， 2018 年）和  Eric 
Raymond 的经典书籍《大教堂和市集》（O'Reilly，2009 年）。 

• Linux 基金会提供的全套指南。这些指南是由 TODO Group 的成员开发
的，这是开源项目办公室和来自采用开源原则、实践和工具的公司的
贡献者协作的成果。 

• 可访问 Opensource.com 查看开源社区提供的资源和问题解答。 

鉴于开源实践和社区行为的作用如此强大，很多公司都会通过一个名为 
InnerSource 的流程在内部模仿开源技术。如 O'Reilly Media 的另一份报告
中所述，您可以将此流程与开放源代码结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此流程。 

大部分组织都会大大低估开源文化的作用，除非它们是在状况正常的开源
项目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与当今大多数公司的保密、分级
式管理导向型文化截然不同。开源项目的价值包括倾听技巧、透明度、协
作、分享专业知识、指导、认可别人展示出来的优点、尊重需求和意见的
多样性，以及克制自己的自负以接受批评。 

http://bit.ly/2HRdIz4
https://mzl.la/2MrPfnr
https://mzl.la/2MrPfnr
https://www.apache.org/licenses/
http://bit.ly/2JUsrOO
http://bit.ly/2yhvkoy
https://producingoss.com/
https://producingoss.com/
http://bit.ly/2Mq1uRG
http://bit.ly/2Mq1uRG
http://bit.ly/2HPlyZX
http://bit.ly/2MsWpI3
https://opensource.com/resources
http://bit.ly/2JCC71i
https://oreil.ly/2JBVpnd
https://oreil.ly/2JBVp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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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公司都建立了开源项目办公室 (OSPO)，以在公司内外编写、支持、形
成、分享和解释开放源代码。OSPO 对在使用开源软件和为之做贡献方面
投入大量资源的大型组织至关重要。不同公司的 OSPO 还会协作分享维持
开源开发和社区的最佳实践。您可以通过 TODO Group 提供的案例研究了
解有关 OSPO 的更多信息。 

了解开放源代码的准备工作 
在从三个角度讨论开源软件之前 – 如何采用在其他地方开发的软件、如何
为项目做出贡献以及如何启动自己的项目 – 让我们来试着快速破除以下几
个谬见： 

开源软件的质量或安全性低 
鉴于很多大公司现在都采用开放源代码，因此这种谬见不会经常被提
起了，但由于经常没有人来明确说明这一问题，这种谬见仍然存在。
习惯于典型采购流程的人难以相信免费分发的内容会有较高的质量。
事实上，开源项目已经消除了通过各种其他收费策略收取许可证费用
的需求。但是，关键问题在于强大的开源项目会采用严格的质量流程，
因此贵组织也可以为了自身利益而加以采用。对于安全性，开源软件
和封闭软件都存在缺陷。两者都不能保证自己不会违规。经验表明，
开放源代码的透明性和大型开发社区可以加快修复速度和已修复软件
的分发速度。 

开源软件缺少支持 
热门的开源项目具有来自组织和个人的多种技术支持。开放源代码是
一项很大的优势，因为它使您能够获得多家公司的支持。较小和创建
时间较晚的项目可能还没有发展出这种支持生态系统，因此要在此类
项目上获得支持可能需要您投入更多的开发人员时间，并从社区获得
非正式的帮助。您很可能会在某一天遇到需要立即解决的严重缺陷，
届时您将会庆幸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开发人员或雇用开发人员来修复缺
陷，而无需等待态度冷漠的供应商进行修复。 

开源软件项目不受托管且混乱无序，可以自由取用 
正如您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成功的开源项目具有明确的决策流程、
代码审查流程以及与企业用户合作的流程。在使用别人开发的代码时，
您必须遵循某些规则。 

http://bit.ly/2t7oonT
http://bit.ly/2yciGa1
http://bit.ly/2yciG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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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代码几乎都有许可证，但其许可证规则与专有代码的许可证规则不
同。如果您的开发人员将在 Internet 上找到的代码复制到您自己的产品中，
那么您几乎肯定会违反许可证，而出于法律和其他原因，这种做法很糟
糕。开放源代码促进会和软件自由保护组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更为深入
的讨论。本书后面的部分将介绍在组织中接受开放源代码的当前实践。 

使用开源软件需要开放源代码 
此观点与之前的谬见正好相反。当然，在使用开源软件之前，您需要
了解许可证的要求。有些许可证具有要求您回馈所做更改的规则，正
如您稍后将看到的，这样做会使您受益。（这些许可证有时被称为
“病毒”，但它们的用户不喜欢这个词的负面含义；“非盈利版权”
是一个更为中性的术语。）大多数开源项目，甚至是那些具有回馈代
码规则的项目，都是作为库分发的，您可以将这些库链接到自己的代
码，而无需开放您自己编写的函数（例如，GNU 宽通用公共许可证）。 

您可以通过在公共存储库中发布代码来获得用户群和社区 
出于懒惰而开放代码是行不通的。在采用方面，开源项目确实比专有
代码项目有优势，但前提是您会将该项目视为业务战略中受重视的组
成部分。开源项目只有在活跃社区中才能实现价值。在许多情况下，
这个过程中固有的互动本身对参与者来说是极有价值的。但是，开放
源代码的动力会让持续投资获得回报。在本书中，您将详细了解如何
做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活跃项目的停滞成本会不断增加，
因而其带来的效益会逐渐下降。 

开源项目需要开发人员将所有时间都用来处理支持请求 
在开源项目中，您在支持方面所花的时间会让您从社区中获得贡献。
当然，您必须安排好要花在支持工作上的时间，但贵公司可以通过控
制要投入多少时间并适时停止提供支持来确保内部项目能够如期完成，
或控制支持成本以免其过高。在成功的开源社区中，所有成员都会参
加培训，并且并不是只有贵公司负责提供培训。 

https://opensource.org/
https://opensource.org/
https://sfconservancy.org/
http://bit.ly/2MoT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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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开放源代码 
相信您肯定对开放源代码能够提供什么感到好奇，并且可能渴望找到能够
满足某种业务需求的代码。本部分总结了成功使用他人的开放源代码需要
采用的关键流程。本书前面引用的资源对此做出了更加详细的介绍。 

创建并记录内部开源策略 

您的开发团队应该知道他们具体使用的是什么开源代码，以及在哪里使用
了这些代码。这项跟踪工作可由您的 OSPO 完成，也可以由一个虚拟的员
工团队完成（如果您尚未组建 OSPO 的话）。进行此项跟踪的主要目的有
两个：建立审计跟踪以证明您正确地使用了代码，以及确保您履行有关第
三方开源依赖项的许可证义务。由于诸多原因，收集这些信息至关重要；
大多数组织都是通过开发周期中的自动化工具来实现此目的。 

撰写战略文件对培训管理者和员工都很有价值。敢于构想，以想要达到的
最终状态为目标，同时基于业务成果制定高层次的宏大目标。下面是一些
要点，它们已经成功用于说明开放源代码可以为组织做些什么： 

• 吸引和留住人才 

• 提高灵活性，推动创新，加快业务价值的创造速度 

• 通过让员工专注于编写业务逻辑和消除重复性的繁重工作来降低成本
和提高效率 

• 凭借产品或思想领导能力创造收入或获得市场份额 

术语：自由和开源 
自由和开源这两个术语在本书中可以互换使用，因为除了可忽略不计的例
外情况，所有符合自由软件的定义的事物也符合开源的定义，反之亦然。
想要强调自由、隐私和共享的人会使用自由软件这个术语，而那些强调它
的实用及商业利益的人会使用开源这个术语。 

请勿使用免费软件这个过时的术语，“免费软件”过去指的是开发人员不
公开源代码但免费分发可执行文件的程序。这不是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自由
软件。要实现真正的自由（或开源），源代码必须可用，并且必须遵循让
其用户能修改和重新分发代码的许可证。 

http://bit.ly/2l7Jkrh
https://opensource.org/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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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战略拆分成若干个里程碑。这使您可以分配所有权并加快多个所需流程
的交付速度。关于战略，请思考以下几点： 

• 向整个公司阐明如何以及何时可以使用开放源代码的开源管理和策略 

• 用于指定开发人员如何为外部开源项目做出贡献的策略：角色和时间
花费 

• 从一开始就鼓励技术领导和企业架构小组在适用的软件项目中采用开
放策略 

• 同时启动 InnerSource 模型，然后在该模型中针对整个公司的内部开发
采用开源实践 

由于开放源代码的采用跨越了许多组织边界，并可能促成新的组织结构，
因此您可能需要探索新策略的创建，以允许开发人员跨这些结构展开内部
协作。 

找到一个可帮助您入门并取得成功的资深赞助人非常重要。这可能是我们
在本部分所介绍的最困难的任务，但它非常关键。在采用开放源代码的过
程中，您需要赞助人。确保您的战略文件具有说服力，这样其他人才会为
您的高远愿景投入资源。以获得首席技术官或首席信息官的支持为目标，
并准备好为之付出努力。 

法律工作人员需要接受培训，以了解可能与他们以前处理过的任何事务都
截然不同的许可证。营销和公关团队还需要讨论开放源代码对您的实践、
质量以及针对客户的响应能力的影响。这要求他们研究开源实践，与社区
进行沟通协作，并将这些新实践转化为与客户的交互。您所加入的（也可
能是您从中雇用工作人员的）开源社区的成员可以向您的营销团队说明参
加和支持社区举办的活动的重要性。此外，在向客户介绍解决方案时，销
售团队需要充分了解许可要求，以便回答有关使用和扩展代码的问题。 

如果您没有明确的流程，某些人可能会不遵循良好实践，而以非正式方式
使用开放源代码。这不仅可能会违反代码的许可证，而且还让您无法享受
正确使用开放源代码的益处。例如，开源项目会定期发布严重缺陷的修复
内容，而您需要知道在哪里使用了这些代码，以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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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修复内容。建立明确的流程还可以让您的员工成为社区中有价值的成
员，并在其中说明贵组织的需求。最后，一个经过良好沟通的明确策略可
以显著提高公司内部对开源计划的参与度和认知度。 

通过 OSPO 让战略实现正式化 

开发人员可以作为开源社区的成员以非正式方式参与开源项目，但想要充分
受益的公司需要集中后勤力量来支持开放源代码：法律审查、项目审查、招
募开发人员来处理代码、为项目和活动提供赞助、管理沟通和社区关系等等。
因此，大多数采用开放源代码的公司都创建了 OSPO 来推广开放源代码并处
理相关任务。几个领先的 OSPO 通过 Linux 基金会的 TODO Group 进行了合
作，收集了一些示例开源模板和策略，这些模板和策略对于公司的入门非常
有用。您的 OSPO 可以为我们在后续部分中介绍的活动提供支持。 

在整个公司内建立联系 

创建策略后，请确保您的所有开发人员都了解该策略。公司的许多其他部
门（如法律和采购团队）也需要参与进来。 

首先，在公司内部创建一个针对开源实践者的支持性社区。无论是否有管
理层的支持和指导，在开源社区工作过的开发人员和其他人都可以在基层
完成这项任务。倡导者通过定期的午餐会议、网络研讨会和团队会议上的
演讲等活动，向其他员工进行关于开放源代码的传播和培训。 

为公司所有开发人员提供的培训课程将确保每个人对使用开放源代码和为
此做出贡献都有相同的理解和期望。 

这些拓展活动都有助于揭开开放源代码的神秘面纱，并使员工适应其文化。
最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可以发现其他潜在的顶尖人才，让您可以尽早与他
们合作。 

评估潜在项目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开放源代码。GitHub 和 GitLab 是两个知名的代码托
管站点（两者都使用最初由 Linus Torvalds 开发的颇为流行的 Git 版本控制
软件）。搜索描述您需求的关键字（例如，员工管理）可能会出现数千个 

https://github.com/todogroup/policies
https://github.com/
https://about.git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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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因此，请仔细确认有趣的项目是否能真正满足您的需求。Linux 基金
会的这份指南着重介绍了这个过程，由 Dan Woods 和 Gautam Guliani 合著
的《企业的开放源代码》（O’Reilly，2015 年出版）一书也提供了关于如何
判断项目就绪情况的指南。以下是需要检查的典型事项清单： 

代码质量 
您可以通过检查代码、查看评级/星级（如果项目位于 GitHub 上）、
查看已报告的缺陷的数量以及用户在网上如何评价该项目来评估代码
的质量。所有代码都有错误，而您希望看到用户报告缺陷，因此收到
缺陷报告是件好事，但前提是您已修复重要的缺陷。 

积极开发 
项目最近有没有发布任何新版本，或者最起码的缺陷修复内容？是否
有许多表明对代码感兴趣的 pull 请求？ 

项目成熟度 
项目存在多久了？是否有活跃社区？是否有很多人维护代码？是否有
资金支持？是否有相关书籍、视频或其他形式的培训资源？ 

支持度 
您能获得安装和维护软件方面的帮助吗？是否有针对项目的明确文档？ 

社区的运作情况 
邮件列表活跃吗？有人报告缺陷时，开发人员能否迅速积极地做出响应？
成员在回答问题时是否有礼貌且富有成效？不断发展的社区是一个好
兆头，但不是必需的，因为为小型用户群提供服务的项目可能最适合
您。另一方面，不活跃或衰退的社区则是一个警告信号。 

公共决策的制定 
所有的选择都公开列示并进行讨论了吗？如果您感觉到领导者私下做
出了重要决定，并且只向邮件列表或存储库报告了结果，这是一个危
险信号，表明您可能无法影响项目的发展方向。您现在可能认为这种
影响并不重要，但随着您对软件日益依赖，您未来可能想拥有发言权。 

管理/提交访问权 
是否有一种登记在案的方法可以让新的贡献者获得提交访问权？如果
您投入了时间和专业知识为项目做出贡献，您会希望它能够支持您承
担更大的责任。 

https://www.linuxfoundation.org/using-open-source-code/
https://www.linuxfoundation.org/using-open-source-code/
http://shop.oreilly.com/product/9780596101190.do
http://shop.oreilly.com/product/9780596101190.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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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报告 
专业项目将为发现安全漏洞的人提供与领导层私下联系的途径，以便
在公布漏洞存在之前修复这些漏洞。 

遵守许可证 

贵组织中负责跟踪开放源代码使用情况的 OSPO 或团队也应该确保您遵守
许可证。这需要引起了解许可证的技术含义的开发人员以及法律人员的注
意。来自开源社区的一些参与者组建了 OpenChain 项目，以使开源许可证
的合规更加简单一致，从而鼓励更多公司使用开源软件。认识到很难找到
代码的许可证或属性后，另一个名为 ClearlyDefined 的开源项目可以帮助用
户找到并维护这些合规性信息。Ibrahim Haddad 所著的《企业中的开放源
代码合规性》（Linux 基金会，2016 年）一书对合规性进行了详细阐述。 

与法律团队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几乎肯定会参与到围绕
开放源代码的相关工作中：例如，他们需要根据开源许可证批准工作，并
检查开发人员提交项目代码所依据的贡献者协议。这是一个就开放源代码
的不熟悉方面进行协作、建立牢固关系和赢得信任的机会。可以利用这些
关系来帮助将开源策略定位到对开发和开发人员更有利的状态。 

还要与采购团队的同事建立牢固的关系。您可以建议他们向采购合同中添
加有关开源代码的特定附加条款，从而增加价值，并帮助该团队审核与第
三方的合同。 

像管理自己的代码一样严格管理社区代码 

即便外部组织开发了开源代码，您也仍需自行管理这些代码在组织内的使
用。您应该对其进行测试并检查后门和其他缺陷。您需要设置目标和截止
日期，以便将这些代码整合到您自己的代码中，就像您的员工为公司编写
代码时所做的一样，然后投入资源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 

当然，当您从外部获取代码时，某些任务会有所不同。您需要加入维护这些
代码的社区。例如，您需要让开发人员使用社区的版本控制系统；这可能需
要具有托管代码的社区（例如 GitHub 或 GitLab）的账户。如果您更改了这
些代码（第 17 页“为开源项目做贡献”部分中进行了详细讨论），则应该
为您的版本设置一个版本控制系统的分支，或使用您自己的内部版本控制。 

https://www.openchainproject.org/
https://clearlydefined.io/about
http://bit.ly/2HKTXt7
http://bit.ly/2HKTXt7
https://github.com/
https://about.git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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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 和开源 
大家都会以自己的创意输出为荣，这很正常。现在，软件很少再像 Donald 
Knuth 开发 TEX 和 Metafont 那样，是来自某一个人的巧妙灵感。不过，就算
团队合作是软件开发的形势所需，以团队形式紧密合作也能提供独特的共享
身份感。此外，团队还可以为开发人员的个人需求提供支持。在一个关系密
切的团队中，成员之间很容易了解彼此的优势。管理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个
人的贡献，基本工资的上涨以及职位的提升都将以这些贡献为依据。 

改变奖励和管理结构 

在与开源社区和闭源项目合作时，开发人员需要采用不同行事方式，前者
需要额外的沟通和协商技能。您对这些开发人员的额外任务要求必须在公
司的奖励结构中有所体现。您必须为开发人员留出时间来完成各项任务，
例如熟悉项目所用的工具、参与聊天和邮件列表的讨论、指导经验不足的
同事、检查和修改其他人贡献的代码，以及参加开源项目的学术会议或领
导会议。 

特别是，由于开发人员和其他员工将时间花在了与其特定团队的可交付成
果不直接相关的工作上，您需要调整他们及其管理者的绩效评估标准。对
于支付绩效奖金的公司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公司内部的目标和激励机制
要与开源项目的成功因素挂钩，这一点至关重要。反过来，如果员工参加
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发表有关项目工作的博客文章、参与监管，
那么他们的贡献能够很好地彰显您的公司，让公司在日后受益，例如在雇
用新开发人员时。 

除了批准对部分员工的薪酬计划进行大范围变动之外，管理者还必须认识
到，软件期限取决于社区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内部员工。众所周知，即使
软件项目完全由内部团队运行，它们的期限也很难准确设置。因此，这种
新的对外部人员的依赖可以帮助管理层认识到这个现实。如果社区认定您
公司所需的功能优先级较低，请使用您自己的资源及时完成，并将改进回
馈给社区。其它公司也都会这么做，最终大家都可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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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兼顾心理奖励和实际奖励的结构因为开源得到了深刻的改变。我们必
须考虑，如何在开源环境中让每位开发人员实现个人成就，如何让他们的
贡献得到认可。 

在启动或加入一个开源项目时，团队必须放弃部分控制，必须学会在非固
定形式的小组中工作，因为所有人员都会出于不同的目标流动。但最终，
个人将有更大的机会在开源项目中大放异彩，因为你的每个贡献都会让世
界看到。它可能会出现在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不太相关的项目中。展示被他
人选择采用的坚实贡献是对工作申请的极大助力。此外，开源项目还会奖
励那些具有以下技能的人员：沟通、项目和人员管理、设计、Web 开发、
文档、翻译，以及编码专业知识。在项目中，各种贡献都很重要。 

开源项目的这种高可见性也可能会吓到管理者，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最佳
贡献者会被竞争对手提供的更高薪水或更有声望的工作所吸引。这个问题
的解决方案就是：自己成为那个竞争对手。无论是作为编码员还是担任领
导角色，您都要确保给员工留出足够的时间，为你们使用的开源软件做出
贡献。支持他们自由实施好的创意，并为他们提供资源，以实施开发人员
或团队提出的有用工具。如果有表现出色的员工，要鼓励他们加入董事会
并在会议上发言。他们将帮助您的公司吸引其他顶级开发人员。 

 

参与项目社区 
现在，公司的运营状况和成功或多或少地取决于开源项目的运行状况和成
功。不但您的员工应该花时间加入社区，成为其中一员（该话题在第 12 页
的“改变奖励和管理结构”部分中有更详细的介绍），您的公司也要成为
宝贵的资源。您在软件（包括拉取请求、错误修复和变更请求）方面的经
验可以帮助社区改进代码，让大家受益。 

参与意味着做与其他贡献者相同的事情。致力于代码的开发人员会执行以
下操作： 

• 发布问题、想法和错误报告 

• 贡献补丁和新功能，签署贡献者协议，该协议授权项目使用贡献的代码 

• 参加开发者马拉松和会议，清楚了解他们的工作对象 

• 成为提交者（受信高级开发人员，可以更改核心代码存储库）并参

与项目的监管，逐步成长为社区的领导角色 



14    |    企业中的开放源代码  

通过参与，他们可以获得用户和开发人员社区对他们自己的工作及公司支
持的认可。 

许多成功的免费和开源软件项目遵循俗称 Apache Way 的社区原则。虽然这
些项目的成员可能不会使用与 Apache 软件基金会领导者所定义的完全相同
的术语，但这些原则在项目的日常行为中是公认要遵循的。 

开发人员可以在熟知这些价值观的情况下来到您的公司，也可以在进行开
源项目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对公司来说，真正困难的是，在某些领域需要
保密的情况下（每个组织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类似的价值观必须从开发
人员传播到整个组织。开源工作的倡导者需要安排与管理层的讨论，获得
他们对实现开源优势所需文化的支持。有关透明度和社区参与的价值观必
须受到公司各个层面管理者的支持，以便开发人员可以自由决定将主要精
力放在何处。 

以下是开发人员在加入开源社区时需要完成的一些活动： 

• 查看行为准则和贡献者协议，这些协议非常重要 

• 熟练掌握项目所用的工具 

• 从 README 文件开始，查看项目的文档（全面性和完整性各不相同） 

• 适应为项目做出贡献的过程 

• 通过参与邮件列表或群组讨论，提出问题并熟悉其他贡献者 

• 从项目的“待办事项”清单开始处理项目 

• 提交错误修复 

在员工了解了开源代码后，您的组织可能就会找到理由进行自己的更改。
一般来说，并不是您想要什么功能项目就有什么功能。您可能还需要在不
同性能之间做出权衡。开源项目鼓励用户将所有更改发送回“上游”项目
存储库。您可能需要执行此操作，具体取决于许可证以及您计划使用代码
的方式。精心设计的项目是模块化的，以便需要您更改的人可以采用，而
其他人可以忽略。 

https://www.apache.org/foundation/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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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改纳入主项目或核心项目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长达数年。项
目负责人可能会出于很多原因推迟这个过程，例如：他们可能会认为没有
其他人需要您的改进，或害怕这些更改有缺陷，或担心它们会对性能产生
负面影响。这个过程也可能会因为文化障碍的原因被推迟：您的开发人员
可能没有充分了解社区以获得其关注和信任。但解决项目负责人所关注的
任何问题，并坚持尝试与他们合作而不是靠自己，这样做还是值得的。 

您可能需要设置单独的分支以进行开发或克隆代码，并将其部署到您的组
织内部。这称为分叉。通常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在日后将您的分叉与主分叉
重新集成，前提是核心提交者同意这样做。 

如果贡献或回馈修复程序，您将享受彻底且不妥协的代码审查带来的巨大
好处。最终得到的代码将比您提交的代码更好：更少的错误、更高的性能
以及更通用的架构，以供将来使用。 

此外，如果您的代码成为核心项目的一部分，则您可以直接安装来自项目
的任何更新，并可以确定这些更新拥有您的增强功能，可以放心使用。如
果您对代码进行了分叉，则必须放弃获取新版本（并接受原始代码包含的
任何安全漏洞和错误），或者不胜其烦地重新应用新版本的增强功能，仔
细测试并检查使您自己的工作无效的更改。 

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护分叉的成本相当高昂。大多数在回馈原始项目方面
缺乏训练的公司也缺乏内部流程，以致于无法从原始项目的持续发展中受
益。他们无法下载和合并上游错误修复、安全补丁和功能改进，因为与原
始项目协调的工作量会随着原始版本和自定义版本的不同而增加。 

总而言之，您可能会发现自己对代码所做的更改无法进入核心项目。或者，
您可能有需要保留更改的理由，例如，出于监管或竞争原因需要在代码中
隐藏秘密。一些公司会选择公开或私下维护一个单独的分支，并做大量工
作以便在新版本中重新应用增强功能。有时候，公司会回馈他们的部分更
改，但会保留其他更改。但是，任何保留都会降低项目的价值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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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安全：开源与闭源软件的比较 
正如您在购买产品之前会评估供应商的质量、良好的商业行为、客户支持
和一般信誉一样，您也需要评估开源软件。第 9 页的“评估潜在项目”部
分提供了一些作为开始的指标。使用开源软件时，选择错误可能会导致以
下风险：没有达到预期质量，或者人们对项目的兴趣消失，贡献者转移到
其他地方。如果发生了后一个问题，您可能仍需采取行动，尽管您可以选
择对代码负责并招募其他人员来保持其运行。 

开源与闭源软件供应商相比有几个优势。如果您的供应商无法再满足您的
需求，开源供应商可以为您提供其他选择，包括：歇业、放弃您所在领域
并将产品推向不同的方向、逐渐调高产品的成本、拒绝修复错误或添加对
您来说很重要的功能，甚至插入跟踪您活动的恶意软件。所有这些在专有
软件中都有迹可寻。开源软件让您可以控制未来的发展方向。您可以切换
供应商，并决定如何以最适合您需求的方式解决问题。 

关于闭源代码质量较高还是质量较差，或比开源代码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

人们已经众说纷纭。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为了鼓励进行
稳健的开发实践，Linux 基金会的核心基础结构计划创建了一份 
“最佳实践”指南，其中涵盖了从源代码控制到测试和代码分析等各
种常见问题。 

安全专家几乎普遍认为开源流程更适合安全的代码和标准，因为各地的专

家都可以对其进行评估。另一方面，臭名昭着的 Heartbleed 漏洞在广泛
部署的开源安全软件 OpenSSL 中潜伏了多年，这表明开源并不是灵
丹妙药。幸运的是，主流开源项目都进行了重大的、可从外部验证的流程
变更，以防止像 Heartbleed 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例如，与 Linux 基金会
合作的公司现在共同携手，支持开发 OpenSSL 的开发人员担任全职贡献者。 

不管怎么说，高度网络化时代中的安全性已经变得比加强系统复杂得多。
您可以坚持安装所有修补程序，避免打开可疑附件，但仍有可能会从您访
问的受感染网站下载恶意软件，或成为网络钓鱼计划的受害者。我们必须
始终从整体上看待安全性，它既涉及文化因素，也涉及政策因素，还涉及
技术因素。 

http://bit.ly/2HNwvve
http://bit.ly/2HNwvve
http://heartble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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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源项目做贡献 
如果使用开源代码，您可以进行回馈，并通过代码和其他实践（如赞助和
捐赠）从项目中获得更多。围绕非关键软件（如支持软件中的工具，平台
插件或插件）开始创建开源项目是有道理的。 

本部分介绍了如何为现有项目做出贡献，下一部分介绍了启动您自己的项
目所需的额外步骤。 

在整个公司内阐明原因 

现在您已经知道,采用开放源代码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组织的严肃承
诺。管理者必须批准员工使用各种资源进行开源项目，包括上文所述的各
种形式的社区参与。您需要证明投入资源来检查代码和社区以及参与社区
的合理性。因此，您需要阐明使用代码对实现组织的业务目标有哪些帮助，
还需要定期了解情况，确保开发人员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的全局目标保持一
致。Mozilla and Open Tech Strategies 编制的一份白皮书介绍了用于创建和
运行开源项目的十种不同的整体策略。该白皮书探讨了各种管理结构和激
励框架, 以及它们对成果的影响, 以表明这些选择的重要性。 

雇用社区人员 

开始使用现有开源项目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雇用目前正参与该项目并
且符合条件的贡献者。有些公司会招募负责人或关键提交者，请他们全职
从事相关开源项目。其他公司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平衡，允许开发人员只在
开源代码上花部分时间，而其余时间用来将代码整合到公司中或者从事其
他公司特定的项目。 

内部工作与开源工作的平衡可能很难维持，因为管理者总是希望为内部项
目争取更多资源，并且很容易日渐为开发人员安排更多此类工作。要从社
区中招募开发人员，您的公司必须通过业务计划和对项目的参与来表明自
己对项目的真诚投入。您可能还需要检查员工合同并进行修改，以支持那
些愿意花自己的时间为开源项目做出贡献的开发人员。雇用开发人员之后，
管理层和开发人员自己都必须时刻注意，不要改变原定的开发人员工作时
间安排。  

http://bit.ly/2HONz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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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开源项目上投入多少时间，您出于合理原因而启动的运作良好的项
目都会为您带来可观的回报，本文第 2 页的“为什么公司和政府均改为使
用开放源代码？”论述了相关原因。 

建立指导与支持机制 

员工需要接受培训，以便可以处理您交给他们的新代码，并加入开源项目。
您应该调查一下自己的开发人员有没有开源环境方面的工作经验。如果有
人具备开放源代码方面的经验，这会是意外的惊喜；如果没有，那么就需
要雇用具备这一经验的开发人员，原因如上一节所述。这些开发人员还应
该为其他人提供指导，因为无论在公司内部还是在更大社区范围内，这种
做法都是将开发人员资源投入开源项目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上文所述，参
与开源项目是提升公司开发人员技能的一种有效途径。 

制定参与规则 

采用开发源代码的每个组织都会被它改变，即使只是参与外部项目也是如
此。组织内各级别的开发人员，有时是其他员工，现在都将自己的对话和
决定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开发人员在开源项目在线论坛中的发言会被全世
界看到，并会永久保留在网上。这听上去像是一种不参与开源项目的理由，
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只是意味着您需要为在线参与制定规则，例如制定行
为规范，要求员工在对话时要诚实并互相尊重，或规定经常遭受歧视或虐
待的人员应享有的权利。许多开源项目都提供了您可以采用的良好行为规
范。TODO Group 提供了一些经过仔细测试和审核的行为规范。Amazon 
Web Services 等公司在自己的开源项目中应用了上述行为规范的修订版本。 

计算机行业（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一些做法会打压妇女和少数群体的贡
献，或导致形成有骚扰性的、缺乏支持的环境，这种情况最近受到了更多
关注。您需要将这种做法从组织中根除，无论它们是否受到公众监督。公
司和社区必须在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http://todogroup.org/opencodeofconduct/
https://aws.github.io/code-of-conduct.html
https://aws.github.io/code-of-condu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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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开放式沟通 

除了表现出尊重以外，开发人员还需要高效地与开源社区互动，这可能需
要一种文化上的转变。开发人员可能习惯于组织两到四人的非正式会议，
并以非正式的方式做出设计决策。某些敏捷式开发方法鼓励这种行为，但
是这些方法也提供了一些技巧，帮助开发人员接受来自整个组织的意见。
因此，敏捷式开发方法可以用于开放源代码。事实上，开放源代码可以采
用多种开发方法。 

开发人员现在必须学会在论坛中讨论所有重要的设计问题，而论坛中的讨
论结果会被存档以便他人查看。如果您想向社区提交更改，那就必须通过
社区邮件列表或者 Slack、Gitter、Stack Overflow 或 Google Groups 等每个
人都可以加入的交流渠道进行讨论。否则，您提交的更改就会让社区感到
意外，并且有可能不被接受。 

除了及时提供信息之外，开发人员还必须越过其团队的狭隘视野，并认识
到来自公司其他部门成员或者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外部人员的意见的价值。
这就是必须将互相尊重的对话方式纳入企业文化的原因。开发人员还需要
具备其他新技能：他们必须善于倾听、接受各种开发人员的反馈、拒绝不
合适的贡献，同时鼓励贡献者学习和重试，以及与具有不同背景、使用不
同语言的各种人员打交道。 

对于习惯于在走廊谈话或电话交流中做出设计决定的开发人员来说，他们
可能需要花些时间来学习如何以更公开的方式做出决定，并使用邮件列表
或缺陷追踪系统提供的不太直观的沟通媒介。加入开源项目是一种绝佳方
式，可以让整个组织更加重视良好的沟通、诚实表达异议以及开放而互相
尊重的对话。 

涉及的人员越多，做出决定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如果为了让产品上市就简
化开源讨论过程并快速做出决定，之后您可能需要返工才能维护代码，并
让代码适应未来的需求。 

严格记录设计决定还有个重要的好处，就是降低项目对特定人员的依赖，
让项目能够在关键人员离开时有条不紊地重新进行，不会让某一个人掌握
独一无二或不可替代的信息。 

https://slack.com/
https://gitter.im/
https://stackoverflow.com/
https://group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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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开源项目 

随着您的组织开始认识到开源开发模型的好处，您可能会决定启动自己的
项目。周密的规划决定了是在惨败之后很快被遗忘，还是形成一个蓬勃发
展并且可以持续的代码库。Linux 基金会指南介绍了有关启动流程的更多详
细信息，并提供了一份全面的项目启动检查清单。上文中提到的原则全部
适用，而本部分进一步总结了一些考虑因素。 

选择许可证 

您的法律工作人员必须了解您准备如何使用代码，包括您是否要进行封闭
式改进以供内部使用。您选择的许可证决定了您的使用方式，以及其他公
司和个人为采用您的软件而做出的决定。因此，请确保许可证与业务战略
保持一致。 

不过，也没必要把这件事想得太复杂。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们提到了一
些最常用的许可证。虽然开放源代码促进会有大量开源许可证，但我们强
烈建议您选择较新的常用许可证。GitHub 提供了一份指南，其中包含一系
列精心设计的许可证。如果这些许可证无法满足您的需求，请重新评估一
下自己采用开放源代码的动机。如果无法使用常用许可证，说明您要进行
的工作可能不符合开源原则，最终可能无法吸引您想要的人才。 

从一开始就公开代码 

在创建单行代码之前，您最好创建一个公共存储库并邀请公司外部人员参
与。否则，在彻底审查以清除其中的专有机密和让人尴尬的评论之前，您
将无法公开代码。从一开始就公开代码是“开源优先”方法的一部分，可
以鼓励您的开发人员遵循最佳代码编写实践。 

请选择能与社区产生共鸣的项目名称。名称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例如 
Linux 操作系统以其创建者命名），也可以描述软件，例如办公软件领域的 
LibreOffice。项目可以用吉祥物命名，甚至可以是无意义但便于记忆的词语
（例如 Hadoop）。请像法律团队对待商标一样对项目名称进行检查和尽职
调查，确保不存在重名、名称在某些语言中没有冒犯性，等等。请参阅第 
22 页的“保持沟通”部分，了解与项目和品牌推广相关的信息。 

http://bit.ly/2sWo0cO
https://opensource.org/licenses
https://choosealicense.com/
https://www.libreoffi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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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编写代码的人习惯于内部团队作业而不是开源开发，那么您开放的第
一批代码可能会很混乱。开放不成熟的代码对于开发人员和管理者而言都
是难以接受的。但只需记录自己取得的进展以及需要社区提供的帮助，您
就会有所收获，因为社区致力于争取新用户并为其提供指导。如果您有好
的想法，很多人都会伸出手来解决您的问题。如果想法不好，您会听到来
自外部的负面反馈，并且能够在浪费更多开发人员时间之前放弃项目。 

使用最佳实践保持代码稳定 

您可以使用常用的公共存储库存储代码和文档，也可以建立一个属于您自
己但允许公开访问的版本控制系统。要让开发人员每天或根据需要检查自
己的更改。开发人员把这种做法称为“尽早发布、频繁发布”。持续集成
和回归测试（两者都被认为是开源社区中的最佳实践）应该能够确保开发
人员不会破坏任何内容。大多数项目仍然提供正式版本以保证稳定性（特
别是对重要企业用户），但开放源代码支持持续的反馈和改进。 

建立公开讨论论坛 

如果您隐瞒自己的决策，就不能指望别人尊重您的流程并做出贡献如第 19 
页“促进开放式沟通”所述，公司内的开发人员现在身处范围更大的社区
中，甚至有可能会参与公司外部的项目。您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邮件列
表。您用于讨论的任何工具都应该向公众开放，并且应该以免费开源软件
为基础，这样就不会为参与制造障碍。 

为新手提供帮助 

吸引不熟悉您的代码和组织结构的人员参与项目，这一点在项目开始时至
关重要，而且即便项目已经步入正轨，这一点也仍然重要。不要营造出一
种只有具备几年参与经验的人才能理解的孤立文化。您应该为吸引新人的
项目持续提供各种资源，例如： 

文档 
从快速入门指南到阐述项目独特性和价值所在的架构性描述，都应包
含在内。许多缺乏代码编写技能的人都愿意编写文档，您应该寻找、
招募这些人员，并让他们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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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和开发者马拉松 
这些可以证明您对社区的承诺，并激发开发人员的热情。很多人在参
加此类活动后变成了长期贡献者，而这些活动也是招募新贡献者和激
发现有贡献者潜力的有效途径。这些活动还可以确保您在做出重要决
定时能够听到社区的声音。让负责组织这些活动的社区也参与到活动
中来。组织本地聚会的成本不会太高。在办公室准备一块地方，买一
些披萨和三明治，您就可以建立强大的社区支持。 

行为规范 
要从一开始就把相互尊重当做项目的核心价值观。书面行为规范至关
重要，即使其内容显而易见。确保项目负责人能够在有人表现粗鲁或
辱骂他人时迅速介入。哪怕是一次气氛紧张的交流都有可能让大量用
户离开。如果您对多元性别和其他群体不友好，那么您就会（可能是
永远）失去招募大量人才的机会。而且不好的名声也会影响您的组织。 

待办事项列表 
在人们使用您的代码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会想要提供帮助。请提供一
份您和其他社区成员已确定为重要事项的主要任务列表。 

您需要在不同的开发阶段评估自己可以为社区投入多少时间，而他人有可
能会开始接受任务并回答问题。但最终，如果您不认真对待用户的需求、
不提供用户需要的功能并让他们发表意见，您就会失去用户。从社区中雇
用负责人是一项很好的投资：这种员工可以为公司员工和外部社区成员提
供指导，让他们知道如何帮助项目顺利、高效地推进。随着项目规模变得
越来越大并被广泛采用，您可能需要将控制权完全移交给一个独立的管理
组织，这是下一部分（第 24 页的“将项目移交给独立管理组织”）的主题。 

Jono Bacon 编写的《社区运营的艺术》（O’Reilly，2012 年）这本书非常有
用，其中深入讨论了如何与社区很好地合作。 

保持沟通 

与社区交流将超出公关工作的范畴，后者通常聚焦于重大事件的新闻发布
会。您应让整个社区乃至全球都了解项目在每一步之前、期间以及之后的
进展情况。鼓励员工在博客上写文章并以适当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将最新
消息传播出去。考虑委托社区成员至少每两周（对于大型项目，应增加频
率）发布一篇资讯文章，并定期发布推文。 

https://opensource.com/resources/conferences-and-events-monthly
https://opensource.com/resources/conferences-and-events-monthly
http://shop.oreilly.com/product/0636920021995.do
http://shop.oreilly.com/product/0636920021995.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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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品牌建设方面进行小额投资（例如制作社区成员能够贴在其笔记本
电脑或袜子和 T 恤上的贴纸），能够彰显项目的荣誉感；使名称显示在您
希望人们看到的位置。此类实践有助于吸引新用户，并提醒现有社区成员
您的项目富有活力。 

采用衡量指标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数据驱动型社会。所有组织都必须学会如何收集有用的
指标并培训员工如何在决策时利用这些数据。一些指标比其他指标更易于
收集，因此您需要确定哪些确实对您有用。首先，收集大量指标；然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现真正有用的指标后缩小指标范围。以下是一些典
型的指标： 

• 贡献者数量和贡献数量，以及他们都是什么人以及他们来自何处 

• 用户数量：可以从下载内容、邮件列表参与以及其他代理的统计信息
大体计算出此数据 

• 贡献者邮件列表的增减情况 

• 已报告的问题数、缺陷数和修复数 

• GitHub 上获得的 fork 数和 star 数 

• 与您的项目相关的网页、博客和推文的页面浏览量 

CHAOSS 社区定义了适用于大多数项目的有用指标。 

一般来说，您应了解衡量指标的增长情况。即使是报告的缺陷数量增多，
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证明代码有用。修复已报告缺陷的速度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指标。如果 pull 请求的数量出现停滞或下降，那么您就需要想办法
推广项目，或者也许是时候添加新功能，使项目更具吸引力。 

如果您的大部分贡献来自两三家组织，那么您可能需要鼓励增加多样性。
您的代码可能仅仅针对一两个主要用户进行优化，而失去对其他潜在用户
的价值。一旦某个主要贡献者突然撤离，您就会失去关键支持。 

不同的指标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对于某些项目，具有稳定的 pull 请求数量
和社区参与度没有问题。您的项目的应用范围可能较窄，但对需要它的用
户非常有用。 

https://chaoss.community/
http://bit.ly/2sWYq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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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不断衡量，来持续进行改善。确保管理员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使用这
些指标数据，并鼓励管理员在会议中以及在未来安排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这
些数据。与几乎所有软件一样，针对控制面板和显示指标的可视化也有很
好的开源工具。Bitergia 提供了开源控制面板，Amazon 发布了 OSS 归因生
成器和 OSS 贡献跟踪器，其 OSPO 可以使用它们管理开源项目。 

将项目移交给独立管理组织 

假定您已遵循本书的建议并获取我们为您指出的资源。您的项目看起来非
常成功，并被您组织之外的用户所采用。当项目足够大且足够稳定时，将
其从您的公司独立出来是非常重要的。这将进一步鼓励其他组织从经济等
方面来支持此项目，从而向世界宣布，该项目具有可持续性，它的未来发
展可以独立于您的公司的管理决策，这反过来会吸引更多用户并对项目做
出贡献。但是，由于建立独立基金会需要大量工作，您应等到有此明显需
求（例如，主要贡献者做出这一要求或有从组织外部集资的需要）时再进
行这一系列工作。 

建立基金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有些重大项目需要设置独立基金会，
例如 Linux、Mozilla 和 OpenStack，但绝大多数开源项目（即使是 Spark 数
据处理工具这类热门工具）都是在现有基金会的支持下运行的。Apache 软
件基金会、Eclipse 基金会和 Linux 基金会赞助了品种繁多的软件，均超出
了他们最初的使命。其他组织服务于特定行业，例如 HL7 服务于医疗保健；
Automotive Grade Linux 服务于汽车软件。 

开放源代码和云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伴随着向开放源代码的转移，云计算也在基础设施、
数据和服务等不同级别上得到应用。事实上，免费开源软件是云的一大主
要驱动力，服务提供商（其中许多提供商已在本书的开头列出）是开源软
件的主要创建者。云提供商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开源软件（如 Linux）和
虚拟化软件（KVM 和 Xen）。在云中运行其软件的客户会出于同种原因选
择开源软件。 

开源软件为云提供商和云用户提供的主要优势是免费部署。您可以启动一
个虚拟机的 10 个实例，并快速扩展到 30 个实例以满足高峰需求，然后再
缩减回 10 个实例，无需跟踪每个实例的成本，也无需调整付款项。 

https://bitergia.com/opensource/
http://bit.ly/2LOzGVL
http://bit.ly/2LOzGVL
http://bit.ly/2JDTA9k
http://bit.ly/2LQAtWa
https://mzl.la/2HOXeaO
http://bit.ly/2LPYjBx
https://spark.apache.org/
https://spark.apache.org/
http://bit.ly/2JCHspm
http://bit.ly/2JCHspm
http://bit.ly/2JCHspm
http://bit.ly/2MsxzZd
http://bit.ly/2JAiZRr
http://www.hl7.org/
https://www.automotivelinux.org/
http://bit.ly/2ybjpZ5
https://www.xen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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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已成为一种通用语言，为经验丰富的开发人员熟知并深入理解。
这就提高了它对云提供商和客户的吸引力，因为他们了解使用每个项目所
产生的影响。此外，通过将云业务建议在经过良好测试的现有软件的基础
上，您可以更快的速度启用，以及添加更多增强功能。例如，大多数云提
供商通过添加所有最新的热门技术（例如深度学习）保持竞争力。提供商
意识到，简化开源工具的操作可为其客户带来巨大价值。最成功的新项目
自然会成为新服务的最佳候选对象。借助这些领域中大量的高质量开源选
项，可以快速升级服务以及快速增强其平台，以满足客户的发展需求。 

此外，当云提供商使用开源工具时，还能让客户增加安全感。这降低了被
“套牢”的风险，允许客户采用能够在多种云提供商上运行应用程序的混
合解决方案，或采用能够使用内部软件以及云提供商运行应用程序的混合
解决方案。 

因为云提供商拥有并管理着自己的服务，他们有权以开源方式发布工具和
支持软件，因而从致力于改善软件的社区受益。 

总结 
开源软件的生产与使用在过去十年里已经非常成熟。它已从非正式合作
（常常围绕一个“慈善独裁者”）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井井有条的开发实
践所需的社区管理员、开源计划办公室、行为准则以及其他方面都已十分
普遍。网站已变得越来越复杂，良好的沟通实践和流程在协作站点（如 
GitHub）上由像 TODO 小组这样的组进行编码，项目认识到长期被忽略的
表亲（文档）对源代码的影响。 

本书介绍了最先进的技术领先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在 2018 年在开放源代码上
的作为，并展望了未来。我们整理了有助于开源项目取得成功的资源和参
考材料，并解答了您可能遇到的问题。的确，在采用、使用和发布开放源
代码方面还有许多尚待学习。但许多公司都获得了成功经验。他们通过改
变文化，并在参与此项工作的开发人员以及所有员工支持方面进行投资，
最大限度地提高采用开放源代码的战略价值。 

数千家公司都使用开源软件，并有许多公司为其做出了贡献。本书向您介
绍了如何与开发人员以及其他主要相关方一起，通过试点项目开启您的开
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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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的开发人员展开相关调查，了解他们是否正在使用开放源代码。让组
织成员从他们的经验中进行学习非常重要，或者为他们制定一个更为正式
的开源策略。在您踏上这段旅程后，社区将是一个慷慨的导师。 

阅读本书提到的相关文档，并遵从基本的良好实践，以检测开源项目的质
量。记录您所做的事项并利用您的经验确定后续步骤。 

通过调整和修改公司实践，您可以针对深度学习或 Web 开发等项目使用开
源库。接下来关键的一步是将开源软件纳入到您的产品中。更为关键的一
步是开放您的代码，并启动一个新的开源项目。本书概述了从事这些工作
的组织所面临的任务，并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来源。 

大型企业采用开放源代码说明开放源代码是软件开发的组成部分，并成为
一种新常态。我们能够看到，软件正在改变市场并推动从政府到金融服务
的各种组织的价值，它还涉及到农业、建筑业等传统领域。每个组织都会
在构建自己的软件、购买封闭源代码产品或服务以及使用或创建开放源代
码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 

初创公司也意识到社区的力量。对他们而言，开源流程就是其有限且珍贵
的开发人员时间资源的倍增器。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创造性生产的其他领域（尽管每个领域的细节不同）:
开源硬件（例如 Arduino）、在一些创作共享许可协议下发布的艺术品、
在开放式许可协议下提供的数据、开放标准（例如英国政府制定的开放标
准原则）、政府通过开源许可协议提供的信息等。 

因此，开源软件可为许多领域带来价值。您是时候将最佳的开源工具和方
法纳入到您的公司战略和文化中了，这将有助于提高您的竞争优势。 

此外，采用开源实践（包括您不愿意向外界公开的软件的内部源代码）可
提高组织的生产效率、加快创新步伐、提高员工的幸福指数以及做出更有
效的决策。这些都是在您的旅程中将体会到的开放源代码的额外福利。 

https://www.arduino.cc/
https://creativecommons.org/
https://opendatacommons.org/
http://bit.ly/2JI5H1m
http://bit.ly/2JI5H1m
http://bit.ly/2JBTx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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