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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 

Web 部署工具。主要针对小型网络环境进行，有部署、回退、权限管理、日志记录等

功能。 

此部署系统是用 Python2.6(以上)+Tornado 开发，以调用命令的方式进行工作，用 WEB

界面形式进行管理。该系统需要用到第三方工具，如 ssh、rsync 等。所使用到的第三方工具

的安装，都已经编写在安装脚本中，只要在能连接互联网的机器上可以使用安装脚本自动完

成。但是基础的 python 环境需要手动安装，如果系统自带的版本过低，建议安装新版本（该

系统还不能使用 python3.x）。 

该工具使用推送和远程调用命令方式，所以没有 agent 端，部署配置后既可以使用。 

由于属于个人开发，所以我的操作系统为 CentOS、raspberry pi、pcduino。 

所用到的模块示意图如下： 

 

该系统可以单进程或多进程进行部署，多进程是使用线程方式进行控制，建议为 3 个不

要超出。在单进程情况下 10 个 Tomcat 服务部署完毕（传送文件网络耗时按 3 秒钟算）大约

一分钟，因为 tomcat 需要重启耗时比较长，所使用时间大约是 php、python、ruby 类代码

的 3 倍。使用多线程部署 Tomcat 类大约要 35-40 秒。此系统对于 JAVA 依赖于 tomcat 的服

务适合在 20 个左右的服务环境中使用。脚本类的大约在 50 到 60 个服务环境使用。如果想

以更快的方法，部署跟多的服务器，可以使用推送部署脚本的方式进行，后面在做介绍。 

注意两点：1）以上所说服务环境是指服务程序部署的套数，而不是物理服务器的台数。 

          2）如果部署 tomcat 下的服务，为了避免因为环境变量造成的问题，需要编

写一个适合远程使用脚本。可以参考 http://www.simonzhang.net/?p=1951 

 

2.安装介绍 

2.1 安装环境要求 

 操作系统：CentOS 或 Raspberry pi 。基础运行环境：python2.6 或 python2.7。数据库：

mysql。 



 原则上可以运行在任何 python2.6 以上版本搭建的 linux 服务器上，但是本人只测试了

CentOS 和 Raspberry pi。 

 演示环境为 Raspberry pi。 

2.2 安装步骤 

 首先创建数据。数据库创建部分不详细记录。如获得数据库信息：账号：deploy、密码：

123456、库名为：deploytest、数据库 IP 为：192.168.1.130。数据库使用 UTF-8 编码。 

 将deploy代码放到相应目录中。（提醒：因为此系统安装需要安装第三方的框架和工具，

建议在 root 权限下安装，并且装过程需要连接互联网）。测试过程将代码放置到

/program/deploytest 目录中。 

 开始安装。进入部署工具下的 install 目录，给 install.sh 可执行权限后并运行。执行效果

如下： 

 
 红字部分为系统的安装提示，黑色字为输入信息。信息输入完点击回车。当系统 id 输

入点击回车后系统开始安装。 

需要注意的部分“Domain Name”、“local global ip”和“local global port”的关系。“Domain 

Name”可以是外部访问域名，也可以是直接访问的 IP+端口的地址，如果为域名需要前端有

使用 80 端口 WEB 服做映射，如 apache、nginx 等。“local global ip”为 WEB 服务映射的地址，

“local global port”为 WEB 服务映射的端口，在部署系统启动时此端口会被部署系统占用。 

 如安装脚本没有报错，则安装完成，系统自动启动。如果自动系统失败，可以尝试下面

的操作。 

 退到部署系统的根目录，使用命令”chmod 755 main.sh”给启停脚本可执行权限。使用命

令“./main.sh start”启动服务，如看到“start ok！”则为启动成功，可以开始初步调试工作。 

启动如下图： 



 

2.3 初步调试 

 在 浏 览 器 中 输 入 刚 才 设 置 的 url 。 演 示 地 址 系 统 所 创 建 的 地 址 为

“http://192.168.1.130:8889”。第一次登陆使用管理员账户，默认用户名“admin”，密码为

“1”。进入部署系统如图： 

 

 

 进入 “全局设置”，可以修改初始化安装的域名和 Title 部分。进入”个人信息”，可以修

改自己的账户密码。建议修改管理员密码。如无需修改则可以开始使用本系统了。 



3.快速开始 

在”全局设置中”设置的”添加用户”中添加部署操作的用户。如设置用户名为”test1”，密

码自拟填写，后”提交”。如下图 

 

然后在“新建项目”中创建一个项目，如设置“test1”，最好有备注，可以方便记录项

目的功能。填好后”提交”。如下图 

 

 

修改新用户的权限。首先通过下拉菜单选要修改的用户“test1”，另其可以管理项目

“test1”，并可以使用部署工的所有功能。悬着完成后”提交”。如图： 

 
 

管理员默认可以是用所有功能，但如果不分配项目，则不能管理任何项目。所以点击“注

销”退出管理员权限，使用”test1”用户登录。 

登录后在左侧栏目中选择“单项目设置”，进入页面后通过”项目设置”的下拉列表选择

相应项目。如图 

 

进入如“test1”项目后开始对该项目服务器的具体信息进行配置。配置是以导入文件形



式进行，文件模板可以在线点击“配置文件模板”进行下载。如图： 

 

 

模板是在 linux 下编辑的在 windows 下看可能会产生乱码，如果在 windows 下编辑推荐

使用 UE 或 EditePlus 工具。配置编辑完毕 提交配置文件。如提示“修改成功”后在此进入

该页面，会在最下面看到所提交的信息。如图： 

 
 

基础配置已经完毕，开始可以部署了。将代码在根目录级别压缩为 ZIP 文件。点击”代

码打包”，选择则项目并上传压缩包。如图 

 

如果压缩包上传成功，系统将自动跳转到”部署或回退”页面。选择要部署的项目，然后

“提交”系统将开始部署。如下图： 

 



部署操作为后台操作，即使页面退出部署也不会停止。为保同一个项目的上传和部署只

能一个用户操作，在上传包和部署期间均有锁操作。后面讲具体介绍。 

开始部署会有部署状态框显示，在部署状态框中看到“【ok】”则部署完成。 

到此部署系统已经正常运行，并成功的部署了一个项目。 

 

4.账户管理 

 为了保留数据，本系统在“全局设置”中只有新添加帐户、禁用账户和恢复用户默认密

码。在恢复账户默认密码的时候，如是被禁用的账户也同时开启。 

 具体位置如图： 

 

5.项目管理和设置 

 项目管理分为两部分：一、在整个系统中添加新建项目。二、针对单个项目做详细设置。 

5.1 新建项目 

 进入“全局设置”设置页面，在新建项目中添加项目名和备注后提交即可。添加完毕可

以分配给相应的用户进行管理。 

5.2 单个项目的详细设置 

 进入“单项目设置”中。选择自己可以管理的项目。当前只有“全局配置”和“解锁”

两个功能可以使用。 

5.2.1 全局配置 

 单项目的全局配置可进行部署过程默认配置，配置信息批量处理，管理当前服务。 



 部署过程默认配置中，针对服务可以只部署代码，如 python、php、ruby 等，如 java、

系统服务等部署完毕必须重启。重启操作也是在配置文件中需要填写，如果没有启停命令、

或命令是错误的，则重启会失败。所以启停脚本需要进行测试后再使用。针对 java 代码启

停比较复杂，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变量需要做较多编写。针对 tomcat 启停脚本的改造可以

参考 http://www.simonzhang.net/?p=1951。 

 部署代码过程分为中，第一种为多线程，每个线程会在后台调用一个部署进程。建议最

高 10 个线程，如果 100 个服务，会分 10 批进行部署，20 个以上服务在使用此方法。第二

种为单进程，系统会更具数据库的记录信息单步部署。单进程缺点是慢，优点是可以循环启

停，前端负载根据启停服务会中断正在部署的链接，这样部署过程不会让客户端感觉到服务

宕机。 

 配置文件的上传是批量加载服务器信息，模板可以在线上下载，填写要使用绝对路径。

下载部分可以作为服务器资料备份的功能使用。如有信息批量变更，只需要先下载修改后直

接上传即可。 

 如有部分服务下架需要删除，可以在列表中直接复选后点击“删除”即可。 

5.2.2 解锁操作 

 为了避免同一个项目同时多人操作，上传或部署造成冲突，所以在开始上传或者部署时

系统会进行锁操作，待上传或部署完毕，自动解锁。如果因为特殊原因自动解锁失败，可以

通过此功能进行手动解锁。需要注意，需要确认部署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当前确实没有人在

操作该项目再解锁。 

6.上传包操作 

 点击“代码打包”，该页为代码上传，“打包上传”，“单文件上传”，“文件目录列表”可

用。 

  

6.1 打包上传 

 部署包需要时，在项目根目录下打的 ZIP 包。如果项目为 test1，包含 1.txt、2.txt 文件

需要在 test1 目录下打包，包名可以自拟。如图： 

 

 第一次上传最好是全量包，这样在部署系统中就能保存全量代码，在需要回退时比较方

便。如系统已经有全量包，但是文件变更较多，需要再次上传全量包时，可以选“全量包”

在上传后系统将会将现有的全量包删除。上传包最大不用超过 80M，如果超过可以打多个 

ZIP 包，分此上传，这样最后一次上传的就是全量包。 

http://www.simonzhang.net/?p=1951


6.2 单文件上传。 

 如只有一个或少数文件需要上传，可以不用打包直接上传。需要注意如果所传文件在项

目跟目录中，需要在“上传文件目录”点输入“.”，多级的目录，不用输入根目录的“/”。 

6.3 文件目录列表 

 如需要知道当前系统中全量包的文件树，可以通过“文件目录列表”中选择相应项目进

行查看。 

7 部署操作 

 部署过程比较简单。默认值均会自动加载，如只是临时修改直接在此页修改即可，所做

修改只对本次部署有效。执行顺序如图： 

 

8.删除项目文件 

 在需要对线上文件进行删除时进入“删项目文件”页面，然后选择项目，填写要删除的

文件后提交即可。举例要删除项目根目录下 123 目录和根目录下 456 目录中的 456.txt,在删

除文件文件列表中直接输入'123'换行后输入'456/456.txt'，输入完成点击'提交'。删除项目根

目录下的文件或文件夹，开头不用打'/'。文件名和目录名中间不能有空格。 

9.删除部署包 

 部署操作系统会保留每次的部署代码和信息，时间长了会占用大量磁盘。可以通过“删

除部署包”页面进行清理。需要注意：在清理完部署包，部署的操作记录也会被删除。 

 具体操作部署如图： 



 

10 单机检测 

 在部署完毕系统会对部署的文件做 MD5 检查，如果 MD5 检查失败会认为是部署失败，

并进行记录。检查此页需要看当前版本是否与最新版本相符。如果是 HTTP 服务，需要上传

检查的 URL，可以检查服务是否启动，不能检查业务逻辑。 

11 环境搭建 

 未开通，还停留在在手动脚本阶段 

12.全局设置 

  

13.个人信息 

 可以修改个人的密码，和邮件地址。修改完毕需要重新登录。 

14.特殊需求 

14.1 限制 ip 登陆 

 对于安全考虑，不希望所有地址都能访问部署系统，系统设置有白名单。将可以访问的

IP 地址写到，部署系统根目录的 key_ip.txt 文件中即可。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回车后换行添

加即可。 



14.2 登录信息保存 

 登录成功后，在没有注销的情况下账户信息可以保存一天。在此期间登录不会在需要输

入账户密码。 

 

15 注意事项重点说明 

15.1 回退工作 

在部署完新项目后发现有问题需要回退时需要注意。回退是用之前部署的文件进行覆盖，

回退后如果有新文件将会保留在当前系统中，如果要删除可以使用“删除文件”功能。回退

功能比较复杂，建议在部署系统上没有完整的系统或没有可以覆盖当前版本的老版本时，不

要使用回退功能。 

 

15.2 删除后的回退工作 

     在完成“删除文件”操作功能后，不能使用“回退”功能对已删除的文件进行回退。

只能重新上传后进行部署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