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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去服务器化

物理机托管

无须关心机房运维

无人工值守

开发（天）/部署（小时）

云主机

无须关心物理服务器

调度自动化

开发（天）/部署（分钟）

容器

无须关心服务部署

标准持续集成

开发（天）/部署（秒）

云函数

无须关心服务运维

计算服务化

开发（分钟）/部署（毫秒）

降低开发运维负担，更聚焦业务创新，解放生产力



无服务器云函数是真正的计算服务

COS对象存储 SCF无服务器云函数

目标 数据托管 计算托管

单位 文件 函数

接口 上传/下载/修改文件 上传/执行/修改函数

计费 文件容量大小/存储时长/下载上传流量 函数资源大小/执行时长/计算流量



无服务器架构是FAAS+BAAS

FAAS
Function as a Service

函数即服务

Baas
Backend as a Service

后端即服务

SCF 无服务器云函数 CMQ 消息队列

COS 对象存储 CDB 云数据库

REDIS 弹性缓存

CDN内容分发 ….



无服务器云函数的核心价值

简化架构

函数粒度的微服务架构，使得系统

的各个功能天然解耦，能像搭积木

一样组合自有及外部服务。

简化开发

无需关注底层硬件配置、OS，服

务启停、网络收发，故障容灾，服

务扩缩容等，只需写最核心的业务

逻辑，实现代码即服务。

简化运维

无须关注无须关注服务部署，服务器

运维，安全管控，扩缩容配置等，且

应用能无缝升级，天生就是DevOps

模式。

减少支出

无闲置成本，仅对函数资源大小，执行

时间，执行次数按需计费。相对云主机

平均5%~15% 的使用率，更绿色节能

省成本。



无服务器云函数的典型开发过程

代码编写

Web在线编写代码

或上传代码zip包

或配置代码cos地址

触发配置

定时触发

cos事件触发

cmq事件触发

…

运行监控

函数执行结果

函数执行延时

函数执行日志

…

选择运行时环境

配置内存资源

配置超时时间

创建函数



实现一个简单的缩略图生成服务

对上传至COS目录的图片自动生成缩略图

读取 缩略图



实现一个简单的缩略图生成服务



实现一个简单的缩略图生成服务



对比传统开发模式的收益或不足

传统开发模式 无服务器架构开发模式 收益或不足

架构设计
架构分层，功能划分，模块通信，并发，容
灾，安全，成本设计…

函数功能划分，函数调用流程/组合，事
件触发关系定义等

明显降低架构设计的工作量，上述例
子降低90%以上

代码开发
网络服务开发，业务逻辑开发，容灾/并发/
扩缩容等非功能性需求开发

针对事件的处理函数开发
明显降低代码开发工作量，上述例子
降低90%以上

代码调试 登陆服务器使用熟悉的工具本地调试 主要依赖日志调试 代码调试体验暂不如传统开发模式

发布部署
传统软件分发，或使用容器标准化部署，多
版本管理，热升级实现较为困难

通过API或页面一键部署，支持函数多版
本，可通过别名选择正式环境版本，支
持热升级

明显提升发布部署效率，减少发布部
署对业务的影响

服务运维
服务器运维负担重，业务扩缩容，故障处理
等成本较高，耗时长

依据负载自动扩缩容，故障自愈
免去服务器运维，免去扩缩容/故障处
理工作量，减少对业务的影响

服务成本 按使用时间付费，至少保留1台服务器 按照实际使用付费，无须保留服务器 彻底的按需付费，无闲置成本



无服务器云函数的架构原理

SDK WEB COS CMQ

函数调用
函数配置

函数调度

API接口

函数实例

…

函数实例 函数实例 …

调用源

接入层

控制层

执行层

调用源
函数调用来源于用户或内部云产品事件触发

接入层
负责用户鉴权等问题

控制层
负责函数调用的分发，函数配置，函数实例生命周

期管理，动态扩缩容，容灾调度，负载均衡等

执行层
负责运行时环境，执行用户函数



无服务器云函数的适用场景

按需分配函数资源，函数实例不常驻

单次调用有超时限制，默认3s，最长5分钟

依据负载自动扩缩容，扩容可在1~2s内完成

第一次调用时间较长：1~2s

常态调用有稍许损耗：3~5ms

按照实际调用次数/时长/资源计费

无服务器云函数

的关键特点

无服务器云函

数适用场景

内存无状态微服务，如有状态，需借助其它组件，

比如CMQ，CDB等实现状态保存

单次调用时长不超过5分钟

有明显的波峰波谷效应，资源经常闲置

对延时不敏感，能够容忍额外3~5ms延时

低频服务，比如月调用次数小于1百万



无服务器云函数典型应用场景

音视频转码

视频应用、社交应用等场景下，用户

上传的图片、音视频的总量大，频率

高，对移动应用的实时性和并发能力

都有较高的要求。

使用多个SCF无服务器云函数，您可以

轻松对上传的视频短片进行实时并发

转码，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用户的需求。

SCF

1080p转码

720p转码

480p转码

音频转码

音频转码

上传视频

客户端 COS COS

客户端

客户端



无服务器云函数典型应用场景

源文件

COS SCF

SCF

SCF

SCF

文件分割

Mappers

映射结果持久化 Reducer

SCF COSK-V DB

数据ETL处理

电商、金融等应用经常需要实时或周

期性处理大量数据，例如：电商每天

处理一遍秒杀网站的交易流日志获取

因售罄而导致的错误从而分析商品热

度和趋势等。

使用SCF 无服务器云函数，您可以轻

松地进行大容量数据的计算，比如可

以对源数据并发执行多个 mapper 函

数，并通过reducer函数汇总执行结果。



无服务器云函数典型应用场景

登录
用户授权登录（OAuth）

SCF SCF

COS COS

商品管理

SCF SCF

订单管理

SCF SCF

用户个性化推荐

浏览
商品

下单

下单后触发推
荐商品模块

返回个性
化数据

User

Web或移动端后台

微信小程序或其它长尾/低频型业务场

景，维护服务器后台代价较大。

使用SCF无服务器云函数及其他云服务，

您可以轻松构建可弹性扩展并在多个

数据中心高可用运行的移动或 Web 应

用程序后台。



SCF应用实践-Web服务拨测

Web服务拨测

在云函数里使用curl主动探测web

服务健康状态，尝试在用户前发

现并解决问题。

收益：快速实现，几乎无成本。



SCF无应用实践-图片类型识别

嵌入图片类型识别功能

在已有的图片上传压缩流程里嵌

入图片类型识别功能，识别广告

图片使用更高的压缩比，节省下

载流量与存储容量。

收益：低成本快速实现试错

图片上传
http

上传逻辑svr
图片压缩服

务

图片存储

原图&类型

压缩图片

图片类型识别云函数

原图

类型



SCF应用实践-AI训练数据预处理

COS

hdf5

hdf5

hdf5

hdf5

hdf5

hdf5

训练
集群

AI数据预处理服务

将游戏录像文件特征提取，转化为可供训练的hdf5文件，再将这些文件shuffle随机化按照固定帧数规整输出。

收益：快速实现数据预处理，减轻AI工程师平台型事项的工作量，能更关注算法创新；同时避免保留大量计算资源，节省成本。



无服务器云函数的注意事项
使用无状态风格编写代码

以无状态的风格编写函数代码，确保您的代码不依赖本地内存及文件系统状态，如需保留状态，

应当使用COS、Redis/Memcached等服务缓存中间信息并落地存储最终计算结果。

尽量复用全局资源

在主执行方法外实例化任何可能复用的对象，静态数据初始化，数据库连接初始化等。

注意代码打包规范

打包时附加依赖库，比如对python运行时环境，可使用pip打包依赖库；已在上传的 ZIP 中设

置对您的文件的可读及执行权限，以确保代码能够执行；针对代码内容打包，而非代码目录。

防止死循环式事件触发

配置触发事件时，避免死循环式事件触发，比如配置某cos bucket写文件事件触发，但在处理函

数中写入了同一个bucket。



无服务器云函数近期新特性

Java支持

可选择Java8运行时环境，支持

通过API提交Java bytecode压

缩包，快速上线您的Java服务。

Node.js支持

可选择Node.js 6.10或4.3运行时环

境，使用API或页面直接提交

node.js源代码或zip包，快速上线

您的Node.js服务。

SCF用户交流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