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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无服务器架构 



什么是无服务器架构? 

• 虚拟机 
• 以一台虚拟机为单元进行扩展 
• 物理机层面被屏蔽 

• 容器 
• 以应用为单位进行扩展 
• 操作系统被屏蔽 

• 无服务器 
• 以功能为单位进行扩展 
• 运行环境被屏蔽 

ECS 

EC2 

AWS Lambda 



我该如何选择？ 

• 虚拟机 
• “我要自己配置机型，存储，网络和操

作系统” 
 

• 容器 
• “我想自己运行服务，应用和控制扩展” 

 

 
• Serverless 

• “我想在需要的时候运行代码”  

ECS 

EC2 

AWS Lambda 



微服务 和 AWS Lambda 

 
AWS Lambda + Amazon API Gateway 是创建微服

务的最佳搭档 
 
• 事件处理   一个方法（函数）对应一种事件类型 
• 无服务器的后台 一个方法（函数）对于一个API / path 
• 数据处理   一个方法（函数）对应一种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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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Lambda: 无服务器的架构 

无需服务器来运行代码. 只需要为你消耗的计算资源付费. 
 

通过事件出发或者通过API调用: 
• 向Amazon S3 上传文件 
• 在Amazon DynamoDB 更新数据 
• 调用Amazon API Gateway  
• 移动应用的后端调用 
• 其他… 

 
您可以方便的进行: 

• 实时数据处理 
• 建立可随时扩展的服务后端 
• 连接和重新编排系统的交互 

 



连续的自动伸缩 无需管理服务器 空闲时间无需付费 

使用AWS Lambda的好处 



付费-按照请求数 

• 以100ms运行时间为计
费单位 

• 没有最低使用要求 

 
空闲时间无需付费 
 
 

免费额度 
100万次请求 400,000 GBs of compute 

every month, every customer 



如何使用AWS Lambda 

运行您的代码 
Node.js, Java, Python 
• 上传您的代码以及依赖库 

简单资源模型 
• 灵活选择您的计算资源，内

存可以从 128 MB 到 1.5 GB 
• CPU和网络资源会同时自动

进行分配 
• 会产生资源使用报告 
 
 

 

灵活的认证模式 
• 灵活的资源授权访问模式, 包

括 VPCs 

• 细粒度的控制谁可以调用方

法/函数 
 

 

灵活使用 
• 调用或者发送事件 
• 和其他AWS的服务进行方便

的集成 



如何使用AWS Lambda 
编程模式 
• AWS SDK (Python and 

Node.js) 
• Eclipse plugin (Java) 
• Lambda 作为web服务器 
• 正常使用进程，线程 /tmp, 

sockets 

无状态 
• 使用Amazon DynamoDB, 

S3, or ElastiCache来持久化
数据 

• Bu’ke 

编写功能 
• 通过页面进行所见即所得的

代码编辑 
• 将代码打包上传到 S3 
• 提供Eclipse and Visual 

Studio的插件 
• 命令行 

监控和日志 
• 系统自带对requests, errors, 

latency, 的监控 
• Amazon CloudWatch Logs

内置对Lambda的日志 



到底什么是AWS Lambda? 

Linux 容器作为一个执行器，而不是可编程或可部署的抽象 
• 处理器和网络的隔离, … 

世界上最大的装箱算法 
• 高速，高度分布式的工作分配和布局 
• 可预测的容量管理 

流行的翻译器(API Gateway) 



Amazon API Gateway: 无服务器的 APIs 

Internet 

Mobile apps 

Websites 

Services 

AWS Lambda 
functions 

AWS 

API Gateway 
cache 

Endpoints on 
Amazon EC2 

Any other publicly 
accessible endpoint Amazon 

CloudWatch 

Amazon 
CloudFront 

Amazon  
API Gateway 



使用Amazon API Gatewa的好处 

为多个微服务创建一个
唯一的前端API 

为后端系统提供
DDoS 保护和限制 

验证和授权 



AWS Lambda, API Gateway, and AWS IoT regions 

Available regions 



使用场景 



Lambda: 使用场景 

无服务器APP及生态系统 数据处理 应用后台 



Use case: 数据处理 

举例: Amazon S3 bucket 文件处理 

Amazon S3 bucket 事件 

原始图片 压缩/处理后的图片 
1 

2 

3 

AWS Lambda 



为什么使用方法/函数 

Amazon DynamoDB 

调用 事件 

定制函数 



Use case: 自动扩展的后端 

1. AWS Mobile SDK + Amazon Cognito 构建移动App 
或者使用AWS IoT 来连接设备 

2. AWS Lambda 运行代码 
3. Amazon API Gateway (建立您自己的终端地址) 
4. Amazon DynamoDB 存储数据 

 

AWS Lambda Amazon 
DynamoDB 



Use case: 无服务器的APP 

1. Amazon S3 存储静态文件 
2. AWS Lambda 处理动态内容 
3. Amazon API Gateway 用来处理 https 的访问 
4. Amazon DynamoDB 存储 NoSQL 数据 

 

Dynamic content 
in AWS Lambda 

Data stored in 
Amazon 

DynamoDB 

API Gateway Static content in 
Amazon S3 



Use case: 新的APP的生态系统: 
 Alexa apps + Slack = 无服务器的机器人! 

Alexa, tell Slack to 
send, “I’m giving the 

demo now.” 

Message retrieval through scheduled 
polling 

Kevin says,  
“Break a leg!” 

Message upload 
(via Slack API) 

Team 
(channel users) 

Slack 



新功能与最佳实践 



最新的功能 

Since re:Invent 
• Higher code storage limits (from 5 GB 

to 75 GB) 
• Custom VPC 
• 1-minute schedules 
• Regional launch: Frankfurt 
• Node.js 4.3.2 
• 1-click CORs setup 
• Stage variables 
• Custom (Lambda) authorizers 
• Builtin Swagger import/export 
• AWS CloudFormation support for API 

Gateway and versions 



计划内的功能: 

怎样总是保持热的状态 (非冷启动)? 
 
怎么轮询队列 (比如 SQS)? 

计划一个功能去读队列 

怎么得到更多的计时器? 
已计划一个功能去 async 触发其他功能 

怎么能达到间隔低于1分钟的颗粒度? 
在你计划的功能中设置一个后端运行的计时器 



功能版本: 

如何得到可变的配置信息? 
程序初始化时都去(比如从DynamoDB)  
将你的配置打包成一个函数，从你发布的代码中读它 

如何在Lambda中roll back? 
使用别名，仅仅切换到别名指向的地方 
(作为一个集合，增加 API Gateway 或者 CloudFormation.) 

如何实现蓝绿部署? 
AWS Lambda 负责批量部署,但是如何你想要流量调整，在前面使用 
“traffic cop” 功能 
如何锁定客户端／设备在某个老版本？ 
直接指向版本的ARN 



AWS Lambda VPC 基础 

所有Lambda 函数运行在VPC内, 永远 
你永远不需要打开安全，因为它一直都是 

授权Lambda函数访问其他VPC内的资源 
实现方式: 在函数配置中增加VPC 子网IDs和安全组IDs  
常用服务: RDS, ElastiCache, 内网服务器 
允许访问对等的VPCs, VPN端点, 和私有的S3端点 

函数为私有VPC 访问… 
除非你在VPC内有托管NAT或者NAT 实例 
…即使启用了“Auto-assign Public IP” 
…即使你的VPC有互联网网关 
…即使你的安全组允许所有外出流量 



AWS Lambda VPC 最佳实践 

VPC 是可选项– 只有在用的时候打开. 
ENIs 被Lambda’s VPC 根据你的需求进行统计 

确保你的足够满足高峰并发需求to match your peak concurrency 
levels (我们将可以统计的地方进行统计). 
不要删除或者重用这些ENIs!  

确保你的子网有足够的IP给这些ENIs 
每个Az指定至少一个子网 

否则Lambda不能容灾 



无状态计算的声明 

函数是部署和扩展的基本单元 
在编程模型中没有机器，虚机或者容器 
永久存储在别处在线 
根据请求扩容.用户不需要猜测容量. 
永远不需要为未使用的资源付费(没有冷的服务器或者容器或者其他成本) 
天生容灾，函数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行. 
BYOC – 带你自己的代码. 
指标和日志是 普遍权利. 



一起加入无服务器架构的革命! 



产品经理或者商业分析师? 访问 
aws.amazon.com/lambda，有大
量场景和最佳实践 



开发者? 登陆 AWS Lambda 控制
台, 创建一个函数并运行. 
(每月前100万个请求免费!) 



恭喜, 你已经是 Lambda 函数专家! 
增加一个事件源或者一个HTTP端
点. 



用几行代码构建一个移动, 语音, 或
者 IoT 后端 



问答环节 
Follow AWS Lambda and  

Amazon API Gateway! 
 

aws.amazon.com/blogs/compute 
aws.amazon.com/lambda 
AWS Lambda forum 



附录 



参考架构: 用AWS Lambda 和 Amazon Kinesis构建 IoT 后端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iot-backend/lambda-refarch-iotbackend.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iotbackend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iot-backend/lambda-refarch-iotbackend.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iotbackend


参考架构: 用AWS Lambda 和 Amazon API Gateway构建移动后端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mobile-backend/lambda-refarch-mobilebackend.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mobilebackend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mobile-backend/lambda-refarch-mobilebackend.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mobilebackend


参考架构: 用AWS Lambda构建Web应用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web-app/lambda-refarch-webapp.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webapp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web-app/lambda-refarch-webapp.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webapp


参考架构: 用AWS Lambda进行实时文件处理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file-processing/lambda-refarch-fileprocessing.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fileprocessing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file-processing/lambda-refarch-fileprocessing.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fileprocessing


参考架构:用AWS Lambda和Amazon Kinesis实时流处理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stream-processing/lambda-refarch-streamprocessing.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streamprocessing    

https://s3.amazonaws.com/awslambda-reference-architectures/stream-processing/lambda-refarch-streamprocessing.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stream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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