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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诺或保证。AWS 产品或服务均“按原样”提供，没有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声明或条件。

AWS 对其客户的责任和义务由 AWS 协议决定，本文档与 AWS 和客户之间签订的任何协议无

关，亦不影响任何此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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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白皮书重点介绍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的成本优化支柱。文中提供了指

导，可帮助客户在 AWS 环境的设计、交付和维护过程中应用最佳实践。 

经过成本优化的工作负载能够充分利用所有资源，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实现成果，并满足您的功能

要求。本白皮书提供了有关在组织内增强能力、设计工作负载、选择服务、配置和运营服务以及

应用成本优化技术的深入指导。 

https://aws.amazon.com/well-archi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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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能够帮助您理解您在 AWS 上构建工作负载时所做的决策。此框架提供了在

云中设计和运行可靠、安全、高效且经济实惠的工作负载的架构最佳实践。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

方法，使您能够根据最佳实践衡量架构，并确定需要改进的方面。我们相信，拥有架构完善的工

作负载能够大大提高实现业务成功的可能性。 

该框架基于五大支柱： 

 卓越运营 

 安全性 

 可靠性 

 性能效率 

 成本优化 

本白皮书重点介绍成本优化支柱以及如何以最高效的方式使用服务和资源来构建工作负载，从而

以最低的价格实现业务成果。 

您将了解如何在组织内应用成本优化支柱的最佳实践。对传统的本地解决方案进行成本优化可能

比较困难，因为您必须要预测未来容量和业务需求，同时要掌控复杂的采购流程。采用本白皮书

中的实践可帮助您的组织实现以下目标： 

 践行云财务管理 

 支出和使用量意识 

 资源成本效益 

 管理需求和供应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化 

本白皮书面向的是技术和财务人员，例如首席技术官 (CTO)，首席财务官 (CFO)、架构师、开发

人员、财务总监、财务规划师、业务分析师和运维团队成员。本白皮书不提供实施细节或架构模

式，但提及了相关的适当资源。 

https://aws.amazon.com/well-archi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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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优化 

成本优化是在工作负载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本白皮书中的实践有助于构建

和运营对成本敏感的工作负载，这些工作负载可在帮助实现业务成果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并助力组织最大限度提高其投资回报。 

设计原则 

请考虑以下成本优化设计原则： 

实施云财务管理：要获得财务上的成功并加速在云中实现业务价值，必须投资云财务管理。您的

组织必须投入必要的时间和资源增强自身在这个新的技术和使用管理领域中的能力。与安全或运营

能力类似，您的组织需要通过知识积累、计划、资源和流程来增强自身能力，从而成为一家具有成本效益

的组织。 

采用消费模型：仅为所用的计算资源付费，并可根据业务需求增加或减少使用量。例如，开发和测

试环境通常只需要在每个工作日运行八个小时。您可以在不需要的时候停用这些资源，这样有可能

节省 75% 的成本（40 小时对比 168 小时）。 

衡量整体效率：衡量工作负载的业务产出及其交付成本。使用此数据了解您通过提高产出、增加功

能和降低成本获得的收益。 

不再把钱花在千篇一律的繁重工作上：AWS 会帮您料理繁重的数据中心运营工作，如安装、堆叠和驱

动服务器。它还消除了使用托管服务管理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运营负担。因此，您可以将精力集中

在客户和业务项目而非 IT 基础设施上。 

分析并划分支出属性：使用云，您可以更轻松地准确了解工作负载的成本和使用量，从而将 IT 

成本透明地归属到收入来源和各个工作负载拥有者。这有助于衡量投资回报率 (ROI)，并让工

作负载拥有者能够据此优化资源和降低成本。 

定义 

云中的成本优化包括五个重点方面： 

 践行云财务管理 

 支出和使用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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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成本效益 

 管理需求和供应资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化 

与架构完善的框架中的其他支柱类似，考虑成本优化时也需要权衡取舍。例如，是要优化上市速

度还是优化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最好优化上市速度以便快速上市、交付新功能或按时完成任

务，而不是优化预付成本。 

设计决策有时是仓促作出的，并未结合数据进行考虑，而且人们往往会过度投入，而不是花时间

进行基准测试以确定最合算的部署。过度补偿可能会导致部署过度预置且优化不足。但是，如果

您必须将资源从本地环境“直接迁移”到云，然后再进行优化，这可能也算合理之举。 

通过预先在成本优化策略中投入适量的精力，您可以确保始终如一地遵守最佳实践，避免不必要

的过度预置，从而更轻松地实现云的经济优势。以下部分介绍了一些技巧和最佳实践，可帮助您

开始并持续实施工作负载的云财务管理和成本优化。 

践行云财务管理 

借助云财务管理 (CFM)，企业可以在 AWS 上优化成本和使用量并进行扩展，从而实现业务价值和

财务成功。 

以下是云财务管理的最佳实践：  

 职能所有权 

 财务与技术人员合作 

 云预算和预测 

 对成本敏感的流程 

 对成本敏感的文化 

 量化通过成本优化实现的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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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所有权 

建立成本优化部门：此部门负责营造和维续对成本敏感的文化。它可以是一个现有的个人、组织内的一

个团队，也可以是整个组织中由关键财务、技术和组织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新团队。 

此部门（个人或团队）会排定成本管理和成本优化活动的优先级，并根据需要为这些活动投入一

定比率的时间。相对于较大型企业中的全职部门，小型组织的这一部门在此方面花费的时间可能

更少。 

此部门需要采取多学科方法，并具备项目管理、数据科学、财务分析和软件/基础设施开发的能

力。他们可以执行成本优化（集中式方法）、影响技术团队执行优化（分散式）或将两者相结合

（混合式），从而提高工作负载的效率。可以对照成本优化目标（例如工作负载效率指标）来衡

量此部门的执行和交付能力。 

必须确保此部门获得高级管理层的支持。支持者即低成本云消费理念的倡导者，他们会为此部门

提供升级支持，确保按组织确定的优先级开展成本优化活动。此部门及其支持者会共同确保组织

在有效利用云资源并继续创造业务价值。 

财务与技术人员合作 

在财务与技术人员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由于缩短了审批、采购和基础设施部署周期，技术团队在

云端的创新速度更快。这可能是对财务组织的一种调整，以前，他们习惯于执行耗时的资源密集

型流程，以便在数据中心和本地环境中获取和部署资金，并且只在项目批准时进行成本分配。 

在关键的财务和技术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让他们就组织目标达成共识，并开发在云计

算的可变支出模型中获得财务成功的机制。组织内的相关团队必须在云之旅的各个阶段参与成本

和使用量讨论，包括： 

 财务领导：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财务规划师、业务分析师、采购、供应商开发人员和

应付账款负责人必须了解消费、采购选项和每月开票流程的云模型。由于云运营（如使用

量的变化速率、即付即用的定价、分级定价、定价模型以及详细的计费和使用信息）与本

地运营之间存在根本差异，财务组织必须了解云的使用对业务方面的影响，包括采购流

程、激励跟踪、成本分配和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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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领导：技术领导（包括产品和应用程序拥有者）必须了解财务要求（如预算限制）和

业务要求（如服务水平协议），如此才能实施工作负载并实现组织的预期目标。 

财务与技术人员的合作可带来以下好处： 

 财务和技术团队几乎可以实时看到成本和使用量。 

 财务和技术团队建立了标准的操作程序来处理云支出差异。 

 在如何使用资本购买承诺折扣（例如预留实例或 AWS Savings Plans）以及如何使用云来

发展组织方面，财务利益相关者充当战略顾问。 

 将现有的应付账款和采购流程用于云部署。 

 财务和技术团队协作预测未来的 AWS 成本和使用量，以调整/建立组织预算。 

 通过共通的语言以及对财务概念的一致理解，更好地进行跨组织沟通。 

组织中应参与成本和使用量讨论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 

 业务部门拥有者：业务部门拥有者必须了解云业务模式，从而为业务部门和整个公司提供

指导。在需要预测增长和工作负载使用情况，以及评估不同购买选项（例如预留实例或 

Savings Plans）时，这方面的云知识至关重要。 

 第三方：如果您的组织使用第三方（例如顾问或工具），请确保他们与您的财务目标一

致，并且可以通过参与模式和投资回报 (ROI) 证明一致性。第三方通常会帮助报告和分析

其管理的任何工作负载，并且提供他们设计的任何工作负载的成本分析。 

云预算和预测 

建立云预算和预测：客户使用云来提高效率、速度和敏捷性，这导致成本和使用量的变化速度极

快。随着工作负载效率的提高或者新工作负载和功能的部署，成本可以降低。或者，工作负载将

扩展以服务更多的客户，这会增加云的使用量和成本。必须修改现有的组织预算流程，将这种变

化因素考虑在内。 

使用基于趋势（将历史成本用作输入）或者基于业务驱动因素（例如新产品发布或区域扩张）的

算法，或者将趋势和业务驱动因素相结合，调整现有的预算和预测流程，使其更为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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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 AWS Cost Explorer，基于应用至历史成本（基于趋势）的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每日

（最多 3 个月）或每月（最多 12 个月）的云成本。 

对成本敏感的流程 

在组织流程中建立成本意识：必须在新的和现有的组织流程中建立成本意识。建议在可能的情况

下重用和修改现有流程，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敏捷性和速度的影响。以下建议有助您在工作

负载中建立成本意识： 

 确保变更管理包含成本度量，以量化变更对财务的影响。这有助于主动解决与成本相关的

问题，并强调成本节省。 

 确保成本优化是您运营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例如，您可以利用现有的事故管理流程来调

查和确定成本及使用量异常（成本超支）的根本原因。 

 通过自动化或工具加快节省成本和实现业务价值。在考虑实施成本时，请在对话中加入 

ROI 信息，以证明投入时间或资金的合理性。 

 扩展现有的培训和开发计划，在整个组织中开展成本意识培训。建议在其中加入持续的培

训和认证。这样有助建立一个能够自我管理成本和使用量的组织。 

通报成本和使用量优化进展：必须定期报告组织内成本和使用量的优化情况。可以设定专门的成

本优化环节，或者将成本优化纳入工作负载的常规运营报告周期。AWS Cost Explorer 提供仪表

板和报告。可以通过 AWS 预算报告根据配置的预算跟踪成本和使用量。 

还可以将成本和使用量报告 (CUR) 数据用于 Amazon QuickSight，以提供包含更精细数据的高度

定制的报告。 

发布有关成本和使用量的通知，确保可以快速采取措施应对成本和使用量的变化。借助 AWS 预算，

您可以针对目标发布通知。我们建议针对工作负载成本及使用量的增加和减少配置通知。 

主动监控成本和使用量：建议在组织内部主动监控成本和使用量，而不仅仅是在出现异常或意外

时。在整个办公室或工作环境中，一目了然的仪表板能确保关键人员可以访问所需信息，并凸显

组织对成本优化的重视程度。通过可见的仪表板，您可以积极推动成功的结果并在整个组织中加

以实施。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e-forecast.html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whats-new/2019/07/introducing-aws-budgets-reports/
https://aws.amazon.com/quicksight/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bud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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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本敏感的文化 

建立对成本敏感的文化：在整个组织中实施更改或计划，以建立对成本敏感的文化。建议先从小

范围着手，然后随着能力的增强和组织对云的使用的增加，在更广泛的范围实施更大型的计划。 

在对成本敏感的文化中，您可以在整个组织中以有机和分散的方式执行最佳实践，从而扩展成本

优化和云财务管理。与严格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式方法相比，只需要很少的工作就可以在整个组织

中培养起较高的能力水平。 

文化上的细微改变可对您当前和将来的工作负载的效率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的示例包括： 

 以游戏方式展示整个组织的成本和使用量。这可以通过一个公开可见的仪表板或比较各个团

队的规范化成本和使用量报告（例如，每个工作负载的成本、每笔交易的成本）来完成。 

 认可成本效率。公开或私下奖励自愿或主动实现的成本优化成果，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以免日后重蹈覆辙。 

 创建自上而下的组织要求，确保工作负载按预定义的预算运行。 

及时了解新发布的服务：您或许可以实施新的 AWS 服务和功能，以提高工作负载的成本效率。

请定期查阅 AWS 新闻博客、AWS 成本管理博客和 AWS 最新更新，了解有关新服务和功能版本

的信息。 

量化通过成本优化实现的业务价值 

量化通过成本优化实现的业务价值：除了报告通过成本优化节省的费用外，建议量化其创造的附

加价值。成本优化的效益通常以每项业务成果降低的成本来量化。例如，当您购买 Savings Plans 

时，可以量化按需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节省的成本，这可以降低成本

并维持工作负载输出水平。当闲置的 Amazon EC2 实例终止，或者未连接的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 (Amazon EBS) 卷删除时，可以量化削减的 AWS 支出成本。 

通过量化成本优化带来的业务价值，您可以了解组织取得的全部效益。由于成本优化是一项必要

的投资，因此量化业务价值之后，您就可以向利益相关者说明投资回报。如果能够量化业务价

值，在未来的成本优化投资中，就可以从利益相关者那里得到更多支持，并获得一个框架来衡量

组织成本优化活动的成果。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cost-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new/?whats-new-content-all.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postDateTime&whats-new-content-all.sort-order=desc&wn-featured-announcements.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numericSort&wn-featured-announcements.sort-order=asc


Archived

Amazon Web Services 成本优化支柱 

 8 

然而，成本优化带来的好处绝不仅仅在于降低或规避成本。考虑捕获其他数据来衡量效率提升值

和业务价值。改进的示例包括： 

 执行成本优化最佳实践：例如，资源生命周期管理降低了基础设施和运营成本，并为实验创

造了时间和意想不到的预算。这提高了组织的敏捷性，并带来新的创收机会。 

 实施自动化：拿 Auto Scaling 来说，它可以最小的工作量确保弹性，并通过消除手工的产

能规划工作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有关运营弹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Well-

Architected 运营可靠性支柱白皮书。 

 预测未来的 AWS 成本：预测使得财务利益相关者可以与其他内部和外部组织的利益相关

者一同设定期望，并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财务可预测性。AWS Cost Explorer 可用于预测成

本和使用量。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了解用于预算和预测云支出的 AWS 最佳实践的更多信息。 

 使用预算报告通报预算指标 

 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进行预测 

 AWS 培训 

 AWS 认证 

 AWS 云管理工具合作伙伴 

支出和使用量意识 

了解组织的成本和驱动因素对于有效管理成本和使用量以及识别降低成本的机会至关重要。在组

织中，通常会有多个团队运行多个工作负载。这些团队可能在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其自己

的收入来源。将资源成本分摊到工作负载、各个组织或产品拥有者可以推动更高效的资源使用模

式，减少浪费。准确的成本和使用量监控能够帮助您了解各部门和产品如何盈利，并让您能够针

对组织内的资源分配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组织中各层级的人员都了解使用量是推动变化的关键，

因为使用量变化会导致成本变化。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reporting-cost-budget.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e-forecast.html
https://aws.amazon.com/training/course-descriptions/?nav=tc&loc=2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ion/
https://aws.amazon.com/products/management-tools/partner-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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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采用多元方法来了解您的使用量和支出情况。您的团队必须收集数据、分析，然后报告。要

考虑的关键因素包括： 

 治理 

 监控成本和使用量 

 停用 

治理 

为了管理云中的成本，您必须通过以下治理领域来管理使用量： 

制定组织策略：执行治理的第一步是按照组织要求来针对云的使用制定策略。这些策略定义组织

如何使用云以及如何管理资源。策略应涵盖与成本或使用量有关的资源和工作负载的所有方面，

包括资源生命周期内的创建、修改和停用。 

策略应该简单易懂，能够在整个组织中有效实施。从广泛的、高层级的策略开始，例如允许在哪

个地理区域使用，或者一天中应该运行资源的时间。逐步为各组织部门和工作负载细化策略。常

见策略包括可以使用哪些服务和功能（例如，测试/开发环境中性能较低的存储区），以及哪些类

型的资源可供不同团队使用（例如，开发账户中最大的资源规模是中等）。 

确立方向性目标和执行性目标：为组织制定成本和使用量的方向性目标及执行性目标。方向性目

标为组织提供有关预期结果的指引和方向。执行性目标则提供要实现的具体可衡量的结果。方向

性目标的一个示例是：在略微（非线性）增加成本的情况下，显著提升平台使用量。执行性目标

的一个示例是：在成本增长不到 5％ 的情况下，将平台使用量提升 20％。另一个常见的方向性目

标是每 6 个月提高一次工作负载的效率。与之相关的执行性目标是，工作负载的每项输出成本每 

6 个月降低 5％。 

云工作负载的一个常见方向性目标是提高工作负载效率，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工作负载每项业

务成果的成本。建议为所有工作负载实施此目标，并设定执行性目标，例如每 6 至 12 个月将效率

提高 5％。通过在成本优化中增强能力以及发布新服务和服务功能，可以在云中实现这一目标。 

账户结构：AWS 拥有一个父级对多个子级的账户结构，通常称为主（父级，之前称为付款人）账

户-成员（子级，之前称为关联）账户。最佳实践是，无论组织规模或使用情况如何，始终至少有

一个主账户和一个成员账户。所有工作负载资源应仅驻留在成员账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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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您应该拥有多少 AWS 账户这一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评估当前和未来的运营和成本模型，

以确保您的 AWS 账户结构反映了组织的方向性目标。有些公司出于业务原因会创建多个 AWS 账

户，例如： 

 需要在组织部门、成本中心或特定工作负载之间实施管理和/或财务和计费隔离。 

 AWS Service Limits 设置为特定于特殊工作负载。 

 工作负载和资源之间必须进行隔离和分离。 

在 AWS Organizations 内，整合账单会在一个或多个成员账户与主账户之间创建结构。通过成员

账户，您可以按团队隔离和区分成本和使用量。常见做法是每个组织部门（如财务、营销和销

售）、每个环境生命周期（如开发、测试和生产）或每个工作负载（工作负载 a、b 和 c）具有单

独的成员账户，然后使用整合账单将这些关联账户汇总在一起。 

通过整合账单，您可以将多个成员 AWS 账户的付款整合至一个主账户下，同时仍可查看每个关联

账户的活动。由于成本和使用量在主账户中汇总，因此，您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量折扣，并最

大限度地利用承诺折扣（Savings Plans 和预留实例）来获得最高折扣。 

AWS Control Tower 可以快速设置和配置多个 AWS 账户，确保治理符合您组织的要求。 

组织团队和角色：制定策略后，可以在组织内创建用户的逻辑组和角色。这样，您就可以分配权

限并控制使用量。从高层级的人员分组开始，这通常与组织部门和岗位角色（例如，IT 部门的系

统管理员或财务主管）相一致。这些组将执行相似任务并需要相似访问权限的人员集结在一起。

角色定义组必须做什么。例如，IT 部门的系统管理员需要创建所有资源的权限，而分析团队成员

仅需要创建分析资源。 

控制 – 通知：实施成本控制的第一步通常是进行相关设置，以便在发生成本或使用量超出策略的

事件时触发通知。这样，您就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并验证是否需要采取纠正措施，而不会限制工

作负载或新活动或对它们产生负面影响。了解工作负载和环境限制后，可以强制实施治理。在 

AWS 中，通知是通过 AWS 预算执行的，因此您可以定义 AWS 成本、使用量和承诺折扣

（Savings Plans 和预留实例）的月度预算。可以在总成本级别（如所有成本）创建预算，也可以

在更细粒度的级别创建预算，其中只包含特定的维度，如关联的账户、服务、标记或可用区。此

外，还可以将电子邮件通知附加到预算中，如果当前或预测的成本或使用量超出定义的百分比阈

值，将触发该通知。 

http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onsolidated-billing.html
https://aws.amazon.com/controltower/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bud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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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 强制实施：在第二步中，您可以通过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和 

AWS Organizations 服务控制策略 (SCP)，在 AWS 中强制实施治理策略。借助 IAM，您可以安全

地管理对 AWS 服务和资源的访问。您可以使用 IAM 控制谁能创建和管理 AWS 资源、可创建的

资源类型以及可在何处创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创建不必要的资源。使用先前创建的角色

和组，并分配 IAM 策略以强制实施正确的使用量。SCP 用于集中管控组织中所有账户的最大可用

权限，以确保您的账户始终在访问控制准则允许的范围内。SCP 仅在启用了所有功能的组织中可

用，并且您可以将 SCP 配置为默认情况下拒绝或允许对成员账户执行操作。有关实施访问管理的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Well-Architected 安全性支柱白皮书。 

控制 – 服务配额：治理也可以通过管理服务配额实现。通过确保为服务配额设置最低开销并进行

准确维护，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组织要求以外的资源创建。要实现这一点，您必须了解要求的

改变速度、了解正在进行的项目（资源的创建和停用），以及影响可以实施的配额更改速度的因

素。必要时，服务配额可用于增加配额。 

AWS 成本管理服务与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服务集成在一起。您可以结合

使用 IAM 服务与成本管理服务，在账单控制台中控制外界对您的财务数据以及 AWS 工具的访问。 

跟踪工作负载生命周期：确保跟踪工作负载的整个生命周期。这样可以确保在不再需要工作负载或

工作负载组件时，可以将其停用或对其进行修改。这在发布新服务或功能时尤其有用。现有的工作

负载和组件看起来仍在使用中，但是应该停用以将客户重定向到新服务。注意工作负载的先前阶段 

– 在工作负载进入生产之后，可以停用以前的环境或大幅降低其容量，直到再次需要它们为止。 

AWS 提供了许多可用于实体生命周期跟踪的管理和治理服务。您可以使用 AWS Config 或 

AWS Systems Manager 提供一份详尽的 AWS 资源和配置清单。建议集成现有项目或资产管理系

统来跟踪组织内的活动项目和产品。将当前系统与 AWS 提供的丰富事件集和指标结合起来，您

就可以构建大量生命周期事件的视图并主动管理资源，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 

有关实施实体生命周期跟踪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Well-Architected 卓越运营支柱白皮书。 

监控成本和使用量 

支持团队详细了解工作负载，从而针对成本和使用量采取行动。要进行成本优化，首先必须详尽了

解成本和使用量明细，能够对未来的支出、使用量和功能进行建模和预测，并实施足够的机制以使

成本和使用量符合组织的目标。以下是监控成本和使用量时必须完成的步骤： 

https://aws.amazon.com/iam/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policies_scp.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access_policies.html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https://docs.aws.amazon.com/servicequotas/latest/userguide/intro.html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config/
http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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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详细的数据源：在 Cost Explorer 中启用每小时粒度，并创建成本和使用量报告 (CUR)。这些

数据源最确切地反映了整个组织中的成本和使用量。CUR 提供所有收费 AWS 服务的每日或每小

时使用量粒度、费率、成本和使用属性。CUR 中的所有可能维度包括：标记、位置、资源属性和

账户 ID。 

使用以下自定义项配置 CUR： 

 包括资源 ID 

 自动刷新 CUR 

 每小时粒度 

 版本控制：覆盖现有报告 

 数据集成：Athena（Parquet 格式和压缩） 

使用 AWS Glue 准备分析数据、使用 Amazon Athena 执行数据分析、使用 SQL 查询数据。您也

可以使用 Amazon QuickSight 构建复杂的自定义视图，并在整个组织内分发。 

确定成本归属类别：与您的财务团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以了解必须在组织内部如何分摊成

本的要求。必须将工作负载成本分摊至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开发、测试、生产和停用。了解组织

如何对学习、员工培养和创意构思进行成本归类。这有助于将用于此目的的账户正确分配给培训

和开发预算，而不是一般的 IT 成本预算。 

确定工作负载指标：了解如何根据业务成功来衡量工作负载的输出。每个工作负载通常有一组表

示性能的主要输出。如果您的工作负载复杂且包含许多组件，则可以对列表进行优先级排序，或

者为每个组件定义和跟踪指标。与团队合作，了解要使用哪些指标。此部分将用于了解工作负载

的效率，或每项业务输出的成本。 

为成本和使用量分配组织含义：在 AWS 中实施标记以将组织信息添加到您的资源中，然后将其

添加到成本和使用量信息中。标签是键值对 — 键是定义的，必须在整个组织中唯一，值则对于一

组资源唯一。键值对的一个示例是键为 Environment，值为 Production。生产环境中的所有资源

都有这个键值对。借助标记，您可以使用有意义、相关的组织信息对成本进行分类和跟踪。您可

以应用代表组织类别（例如成本中心、应用名称、项目或拥有者）的标签，标识工作负载和工作

负载的特征（例如测试或生产），以在整个组织中分摊成本和使用量。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and-usage-reporting/
https://aws.amazon.com/glue/
https://aws.amazon.com/athena/
https://aws.amazon.com/quicksight/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aws_tagg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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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将标记应用于 AWS 资源（如 EC2 实例或 Amazon S3 存储桶）并激活标记后，AWS 会将此

信息添加到成本和使用量报告。您可以在带标签和无标签的资源上运行报告并执行分析，以更好

地遵守内部成本管理策略，并确保准确归属。 

跨组织账户创建和实施 AWS 标记标准之后，您将能够一致且统一地管理和治理 AWS 环境。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使用标记策略定义有关如何在 AWS Organizations 账户的 AWS 资源上使用标签的

规则。借助标记策略，您可以采用标准化方法轻松标记 AWS 资源。 

AWS 标签编辑器可用于为多个资源添加、删除和管理标记。 

AWS Cost Categories 可用于向成本分配组织含义，而无需在资源上添加标签。您可以将成本和

使用量信息映射到唯一的内部组织结构。您可以定义类别规则，以使用账单维度（例如账户和标

签）对成本进行映射和分类。除了标记之外，这还提供了另外一个级别的管理能力。您还可以将

特定账户和标记映射到多个项目。 

配置账单和成本优化工具：要修改使用量和调整成本，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必须能够访问其成本和

使用量信息。建议所有工作负载和团队在使用云时都配置以下工具： 

 报告：汇总所有成本和使用量信息。 

 通知：当成本或使用量超出定义的限值时触发通知。 

 当前状态：配置显示当前成本和使用量水平的仪表板。仪表板应位于工作环境中的显眼位

置（类似于操作仪表板）。 

 趋势分析：能够以所需的粒度显示成本和使用量在指定时间段内的变化。 

 预测：能够显示预计的未来成本。 

 跟踪：对照配置的方向性目标或执行性目标显示当前的成本和使用量。 

 分析：可让团队成员在所有可能的维度执行详尽至每小时粒度的自定义和深入分析。 

您可以使用 AWS 本机工具（如 AWS Cost Explorer、AWS 预算以及 Amazon Athena 和 

QuickSight）提供此功能。您还可以使用第三方工具，但是，必须确保为此工具花费的成本给组

织带来价值。 

根据工作负载指标分配成本：成本优化旨在以最低的价格实现业务成果，这只能通过按工作负载

指标分配工作负载成本（按工作负载效率衡量）来实现。通过日志文件或其他应用程序监控来监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policies_tag-polici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RG/latest/userguide/tag-editor.html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categories/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budgets/
https://aws.amazon.com/athena/
https://aws.amazon.com/quick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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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定义的工作负载指标。将此数据与工作负载成本（可通过查看具有特定标签值或账户 ID 的成本

获得）相结合。建议每小时进行一次分析。如果有一些静态成本要素（例如，全天候运行的后端

数据库）且请求率不同（例如，使用量高峰在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晚间的请求数量很少），则

效率通常会变化。了解静态成本和可变成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您将精力集中在优化活动上。 

停用资源 

当您管理项目、员工和技术资源的列表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将能够识别不再使用的资源或

不再具备拥有者的项目。 

在资源生命周期内跟踪资源：停用不再需要的工作负载资源。一个常见的示例是用于测试的资

源，在测试完成后，可以将其删除。通过标签跟踪资源（并在这些标签上运行报告）可帮助您确

定要停用的资产。使用标记是跟踪资源的一种有效方法，它通过标记资源的功能或资源的已知可

停用日期来跟踪资源。然后，可以在这些标签上运行报告。功能标记的示例值是“featureX 测

试”，用于根据工作负载生命周期标识资源的用途。 

实施停用流程：在整个组织中实施标准化流程，以识别和删除未使用的资源。该流程应该定义执

行搜索的频率以及删除资源的流程，以确保满足所有组织要求。 

停用资源：搜索未使用资源的频率和工作量应反映潜在的节省额，因此，与成本较高的账户相

比，对成本较低的账户进行分析的频率应该更低。搜索和停用事件可由工作负载中的状态更改触

发，比如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或被更换。搜索和停用事件也可由外部事件触发，如市场条件发生变

化或产品终止。 

自动停用资源：使用自动化技术可以减少或消除停用流程中的相关成本。将工作负载设计为执行

自动化停用将减少工作负载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总成本。您可以使用 AWS Auto Scaling 来执

行停用流程。还可以使用 API 或开发工具包来实施自定义代码，以自动停用工作负载资源。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支出意识的 AWS 最佳实践。 

 AWS 标记策略 

 激活用户定义的成本分配标签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https://aws.amazon.com/tools/
https://aws.amazon.com/answers/account-management/aws-tagging-strategies/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activating-ta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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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账单和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博客 

 AWS 多账户计费策略 

 AWS 开发工具包和工具 

 标记最佳实践 

 Well-Architected 实验室 – 成本基础知识 

 Well-Architected 实验室 – 支出意识 

资源成本效益 

为工作负载使用合适的服务、资源和配置是节省成本的关键。创建具有成本效益的资源时，请考

虑以下几点： 

 选择服务时评估成本 

 选择正确的资源类型、规模和数量 

 选择最佳定价模型 

 制定数据传输计划 

您可以使用 AWS 解决方案架构师、AWS 解决方案、AWS 参考架构和 APN 合作伙伴来帮助您根

据所学知识选择架构。 

选择服务时评估成本 

确定组织需求：在为工作负载选择服务时，了解组织的优先要务至关重要。确保在成本和其他 

Well-Architected 支柱（例如性能和可靠性）之间取得平衡。完全成本优化的工作负载是最符合

组织需求的解决方案，但不一定是成本最低的。与组织内的所有团队会面以收集信息，例如产

品、业务、技术和财务。 

分析所有工作负载组件：对工作负载中的所有组件进行全面分析。确保在分析成本与工作负载在

其生命周期内可能节省的成本之间取得平衡。必须确定组件的当前影响以及未来的潜在影响。例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billing-what-is.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aws-cost-management/
https://aws.amazon.com/answers/account-management/aws-multi-account-billing-strategy/
https://aws.amazon.com/tools/
https://www.google.com.au/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5&cad=rja&uact=8&ved=2ahUKEwj16anPvZPoAhWRnp4KHROqAMIQFjAEegQICRAB&url=https%3A%2F%2Fd1.awsstatic.com%2Fwhitepapers%2Faws-tagging-best-practices.pdf&usg=AOvVaw3aMOnrqvmrO0A81QN2QlL5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Cost/Fundamentals.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Cost/ExpenditureAwaren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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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果拟议资源的成本为每月 10 USD，在预测的负载下不会超过每月 15 USD，则花一天的时

间将成本降低 50％（每月 5 USD）可能会超过系统使用寿命内的潜在收益。使用更快、更有效的

基于数据的预估可为该组件带来最佳的总体结果。 

工作负载可能会随时间变化，如果工作负载架构或使用量发生变化，原本合适的服务集可能未必

仍是最优之选。为甄选服务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工作负载当前和未来的状态以及使用量水平。

为将来的工作负载状态或使用量实施服务可以减少或消除未来进行更改所需的工作量，从而降低

总体成本。 

AWS Cost Explorer 和 CUR 可以分析概念验证 (PoC) 或运行环境的成本。您也可以使用 AWS 简

单月度成本结算器或 AWS 定价计算器估算工作负载成本。 

托管服务：托管服务消除了维护服务的运营和管理负担，让您可以专注于创新。此外，由于托管

服务在云级别运行，因此可以提供更低的单位事务或服务成本。 

利用节省下来的时间，您的团队将能够专注于解决技术债务、创新和增值功能。例如，您可能需

要尽快将本地环境“直接迁移”到云，然后再进行优化。值得探索的是，通过使用消除或减少许可

证成本的托管服务，您可以节省多少成本。 

通常，可以设置托管服务的部分属性，以确保容量足够。您必须设置和监控这些属性，以便最大限

度地减少多余容量，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性能。您可以使用 AWS 管理控制台或 AWS API 和开发工具

包修改 AWS Managed Services 的属性，以使资源需求匹配不断变化的要求。例如，您可以增加或

减少 Amazon EMR 集群（或 Amazon Redshift 集群）上的节点数量，以扩展或缩减集群。 

您还可以在 AWS 资源上打包多个实例，以实现更高的密度使用量。例如，您可以在单个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Amazon RDS) 数据库实例上预置多个小型数据库。随着使

用量的增长，您可以遵照快照和还原流程将其中一个数据库迁移到专用 RDS 数据库实例。 

在托管服务上预置工作负载时，您必须了解调整服务容量的要求。这些要求通常是时间、工作量

和对正常工作负载运营的任何影响。预置的资源必须留出时间来进行任何更改，并预置必要的开

销以允许这样做。通过使用与系统和监控工具（如 Amazon CloudWatch）集成的 API 和开发工

具包，可以将修改服务所需的持续工作量减少至接近零。 

Amazon 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 (RDS)、Amazon Redshift 和 Amazon ElastiCache 提供托

管数据库服务。Amazon Athena、Amazon Elastic Map Reduce (EMR) 和 Amazon Elasticsearch 

提供托管分析服务。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and-usage-reporting/
https://calculator.s3.amazonaws.com/index.html
https://calculator.s3.amazonaws.com/index.html
https://calculator.aws/#/
https://aws.amazon.com/rds/
https://aws.amazon.com/redshift/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ache/
https://aws.amazon.com/athena/
https://aws.amazon.com/emr/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search-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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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Managed Services (AMS) 是代表企业客户和合作伙伴运营 AWS 基础设施的服务。它提供了

一个安全且合规的环境，您可以将工作负载部署到其中。AMS 使用具有自动化功能的企业云运营

模型，可以满足组织要求，更快地迁移到云中并降低持续的管理成本。 

无服务器或应用程序级服务：您可以使用无服务器或应用程序级服务，如 AWS Lambda、 

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Amazon SQS)、Amazon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Amazon SNS) 

和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 (Amazon SES)。这些服务剔除了管理资源的需要，并提供代码执

行、排队服务和消息传递功能。另一个好处是，它们可以根据使用量扩展性能和成本，从而实现有

效的成本分配和归属。 

有关无服务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Well-Architected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剖析白皮书。 

分析工作负载的使用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随着 AWS 发布新的服务和功能，适用于您的工作负

载的最佳服务可能会发生变化。所需的工作量应反映出可能带来的好处。工作负载审核频率取决

于您的组织要求。如果工作负载的成本很高，则尽早实施新服务可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因此提

高审核频率可能是有利的。审核的另一个触发因素是使用模式发生变化。使用量发生重大变化可

能表明备用服务更加理想。例如，为获得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直接连接服务可能比 VPN 便宜，

并且会提供所需的连接。预测服务变更的潜在影响，因此您可以监控这些使用量水平触发器，并

更快地实施最具成本效益的服务。 

许可成本：使用开源软件可以消除软件许可成本。随着工作负载规模的扩展，这可能对工作负载

成本产生重大影响。将许可软件能够带来的好处与总成本进行比较，确保拥有最优化的工作负

载。对许可中的任何更改及其对工作负载成本的影响建模。如果供应商更改了数据库许可证的成

本，请调查这会如何影响工作负载的整体效率。考虑供应商的历史定价公告，了解其产品中的许

可更改趋势。许可成本也可以独立于吞吐量或使用量进行扩缩，例如按硬件扩缩的许可证（CPU 

绑定许可证）。应避免使用这些许可证，因为成本会迅速增加，而且无法取得相应的结果。 

可以使用 AWS License Manager 管理工作负载中的软件许可证。您可以配置许可规则并强制执行

必要的条件，以帮助防止违反许可的行为，还能降低因许可证过期而产生的成本。 

选择正确的资源类型、规模和数量  

通过选择最佳的资源类型、规模和资源数量，可以以最低成本的资源满足技术要求。合理调整大

小活动需要考虑工作负载的所有资源、各项资源的所有属性以及合理调整大小操作中涉及的工作

https://aws.amazon.com/managed-services/
https://aws.amazon.com/lambda/
https://aws.amazon.com/sqs/
https://aws.amazon.com/sqs/
https://aws.amazon.com/ses/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Serverless-Applications-Lens.pdf
https://aws.amazon.com/licens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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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合理调整大小可以是一个由使用模式变化和外部因素（如 AWS 价格下降或新 AWS 资源类

型）触发的迭代过程。如果合理调整大小所需的成本超过工作负载整个生命周期中可能节省的成

本，则合理调整大小也可以是一次性的。 

AWS 中有许多不同的方法： 

 执行成本建模 

 基于指标或数据选择规模 

 自动（基于指标）选择规模 

成本建模：对工作负载及其每个组件执行成本建模，以了解资源之间的平衡，并在给定的具体性能

水平下，确定工作负载中每个资源的正确规模。对不同预测负载下的工作负载执行基准测试活动，

并比较成本。建模工作应该反映可能带来的好处，例如花费的时间与组件成本或预计可节省的成本

成正比。有关最佳实践，请参阅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的性能效率支柱白皮书的“审核”部分。 

AWS Compute Optimizer 可协助对正在运行的工作负载进行成本建模。它根据历史使用量为计算

资源提供合理调整大小的建议。这是计算资源的理想数据源，因为它是一项免费的服务，并且会利

用机器学习根据风险等级提出多个建议。您还可以将 Amazon CloudWatch 和 CloudWatch Logs 与

自定义日志一起用作数据源，用于其他服务和工作负载组件的合理调整大小操作。 

以下是成本建模数据和指标的建议： 

 监控必须准确反映最终用户体验。为时间段选择正确的粒度，并仔细选择最大值或第 99 

个百分位值而不是平均值。 

 为覆盖任何工作负载周期所需的分析时间段选择正确的粒度。例如，如果执行为期两周的

分析，您可能会忽略高利用率的月度周期，这可能导致预置不足。 

基于指标或数据的选择：根据工作负载和资源特征选择资源规模或类型，例如计算、内存、吞吐

量或写入密集型资源。通常使用成本建模、工作负载的上一个版本（例如本地版本）、文档或关

于工作负载的其他信息源（白皮书、发布的解决方案）进行选择。 

基于指标自动选择：在工作负载中创建一个反馈循环，此循环使用正在运行的工作负载中的活动

指标来对该工作负载进行更改。您可以使用托管服务（如 AWS Auto Scaling），将其配置为代您

执行合理调整大小的操作。AWS 提供 API、开发工具包和功能，让您可以轻松修改资源。您可以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Performance-Efficiency-Pillar.pdf
https://aws.amazon.com/compute-optimizer/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tch/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logs/WhatIsCloudWatchLogs.html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https://aws.amazon.com/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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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负载进行编程以停止和启动 EC2 实例，从而允许更改实例大小或实例类型。这带来双重好

处：既合理调整了大小，又几乎消除了进行更改所需的所有运营成本。 

某些 AWS 服务内置了自动类型或大小选项，如 S3 智能分层。S3 智能分层会根据您的使用模

式，自动在两个访问层之间移动数据：频繁访问和非频繁访问。 

选择最佳定价模型 

执行工作负载成本建模：考虑工作负载组件的要求并了解潜在的定价模型。定义组件的可用性要

求。确定工作负载中是否存在执行功能的多个独立资源，以及工作负载随着时间推移的需求情

况。使用默认的按需定价模型和其他适用模型比较资源成本。考虑资源或工作负载组件的任何潜

在更改。 

定期执行账户级别的分析：定期执行成本建模可确保能够跨多个工作负载进行优化。例如，如果

总体上按需使用多个工作负载，则变更的风险较低，并且实施基于承诺的折扣可降低总体成本。

建议每两周到一个月定期执行一次分析。这样您可以进行少量调整性采购，因此定价模型的覆盖

范围会随着工作负载及其组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建议工具寻找享受承诺折扣的机会。 

要为 Spot 工作负载寻找机会，请查看总体使用量的小时视图，并确定使用量或弹性的定期变化

周期。 

定价模型：AWS 有多种定价模型，您可以符合组织需求、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支付资源费用。以下

部分介绍了各种采购模式： 

 按需 

 Spot 

 承诺折扣 – Savings Plans 

 承诺折扣 – 预留实例/容量 

 地理选择 

 第三方协议和定价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whats-new/2018/11/s3-intelligent-tiering/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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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这是默认的即付即用定价模式。当您使用资源（如按需使用 EC2 实例或 DynamoDB 等服

务）时，可以按小时支付固定费用，并且无需长期承诺。您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增加或减少

资源或服务的容量。按需模式有小时费率，但是根据服务的不同，可以以 1 秒为单位计费（例如 

AWS Lambda 或 Linux EC2 实例）。推荐以下应用程序使用按需模式：具有定期出现峰值的短期

工作负载（例如为期四个月的项目）或无法中断的不可预测工作负载。按需模式还适用于要求运

行时不间断，但运行时间不够长、无法享受承诺折扣（Savings Plans 或预留实例）的工作负载，

例如预生产环境。 

Spot：Spot 实例是备用的 EC2 计算容量，可提供按需价格高达 90% 的折扣，无需长期承诺。借助 

Spot 实例，您可以在相同的预算下显著降低运行应用程序的成本或扩展应用程序的计算容量。不同

于按需模式，如果 EC2 需要恢复容量，或者 Spot 实例的价格超出您配置的价格，可以中断 Spot 实

例并触发 2 分钟的警告。平均而言，Spot 实例的中断时间在 5％ 以下。 

如果有队列或缓冲区，或者有多个资源独立处理请求（例如 Hadoop 数据处理），Spot 是理想之

选。通常，这些工作负载无状态且灵活，具备容错能力，例如批处理、大数据和分析、容器化环

境和高性能计算 (HPC)。非关键工作负载（例如测试和开发环境）也适合使用 Spot。 

Spot 还可集成到多个 AWS 服务，如 EC2 Auto Scaling 组 (ASG)、Elastic MapReduce (EMR)、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ECS) 和 AWS Batch。 

如果需要回收 Spot 实例，EC2 会通过 CloudWatch Events 传递的 Spot 实例中断通知以及实例

元数据发送一段两分钟警告。在这两分钟内，您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利用这段时间保存其状态、

耗尽运行的容器、上传最终日志文件，或从负载均衡器中删除自己。两分钟结束时，您可以选择

休眠、停止或终止 Spot 实例。 

在工作负载中采用 Spot 实例时，请考虑以下最佳实践：  

 将最高价格设置为按需费率：这样可以确保按当前的即期价格（最便宜的价格）付款，并

且支付的费用永远不会高于按需费率。可通过控制台和 API 获得当前及历史费率。 

 在尽可能多的实例类型之间保持灵活性：在实例类型的系列和规模方面都要灵活，以提高

达到目标容量要求的可能性、获得可能的最低成本，并最大限度减小中断的影响。 

 灵活安排工作负载的运行位置：可用容量可能因可用区而异。这样做可提高实现目标容量

的可能性（因为会利用多个备用容量池），并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https://aws.amazon.com/ec2/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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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性设计：针对无状态和容错性设计工作负载，这样即使一些 EC2 容量被中断，也不

会影响工作负载的可用性或性能。 

 我们建议将 Spot 实例与按需和 Savings Plans/预留实例相结合，以最大限度优化工作负

载成本并提高性能。 

承诺折扣 – Savings Plans：AWS 通过保留或承诺使用一定数量的资源并为您的资源收取折扣

价，为您提供多种降低成本的方法。通过 Savings Plan，您可以在一年或三年的时间里保证每小

时的花费，从而享受所有资源的折扣价。Savings Plans 提供 EC2、Fargate 和 Lambda 等 AWS 

Compute 服务的折扣。当您做出承诺时，您每小时支付该承诺金额，并且其会以折扣费率从您的

按需使用费中扣除。例如，您承诺每小时 50 USD，按需使用费每小时 150 USD。考虑到 

Savings Plans 定价，特定使用费都可享受 50% 的折扣。因此，50 USD 的承诺额涵盖 100 USD 

的按需使用费。您将支付 50 USD（承诺）和剩余的 50 USD 按需使用费。 

Compute Savings Plans 是最灵活的方案，提供高达 66% 的折扣。它们自动跨可用区、实例大

小、实例系列、操作系统、租约、区域和计算服务应用。 

Instance Savings Plans 不太灵活，但提供更高的折扣率（高达 72%）。它们自动跨可用区、实

例大小、实例系列、操作系统和租约应用。 

有三种付款选项： 

 无预先付款：没有预先付款；然后，每个月按逐渐减少的每小时费率为当月的总小时数支

付费用。 

 部分预先付款：相比无预先付款，折扣率更高。为部分使用量预先支付费用；然后，每个

月按逐渐减少的每小时费率为当月的总小时数支付费用。 

 全额预先付款：预先支付整个期间使用量的费用，在承诺涵盖的剩余期限内不会产生任何

其他费用。 

您可以在工作负载中任意组合使用这三种购买选项。 

Savings Plans 先应用到购入它的账户中的使用量（从最高折扣率到最低折扣率），然后应用到所

有其他账户的合并使用量（从最高折扣率到最低折扣率）。 

建议在没有使用量或资源的账户（例如主账户）中购买所有 Savings Plans。这可以确保 Savings 

Plans 适用于所有使用情况下的最高折扣率，最大限度提高折扣金额。 

https://aws.amazon.com/savingsplans/
https://aws.amazon.com/savingsplans/pricing/
https://aws.amazon.com/savingsplans/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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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载和使用量通常会随时间而改变。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购买少量的 Savings Plans 承

诺使用量。这样可确保您保持较高的覆盖率，以最大限度提高折扣，并且计划始终与工作负载和

组织要求紧密匹配。 

由于折扣可能发生变化，请不要在账户中设置目标覆盖率。覆盖率低并不一定意味着潜在节省费

用高。您的账户的覆盖率可能很低，但如果使用量由小型实例组成，并且使用许可的操作系统，

则节省的费用可能仅为几个百分点。相反，在 Savings Plan 建议工具中跟踪和监控可能节省的费

用。经常查看 Cost Explorer 中的 Savings Plans 建议（执行定期分析），并继续购买承诺使用

量，直到估计的节省额低于组织所需的折扣为止。例如，跟踪并监控您的潜在折扣是否保持在 20

％ 以下（如果高于该值，则必须购买）。 

监控利用率和覆盖率，但仅用于检测更改。不要以特定的利用率或覆盖率作为目标，因为这并不

一定与节省额成比例。确保购买 Savings Plans 可增加覆盖率，如果覆盖率或使用率降低，则确

保对其进行量化并了解相关情况。例如，您将工作负载资源迁移到较新的实例类型，这会减少现

有计划的利用率，但是性能效益胜于节省的成本。 

承诺折扣 – 预留实例/承诺：与 Savings Plans 类似，预留实例为做出最低资源运行量承诺的用户

提供高达 72％ 的折扣。预留实例可用于 RDS、Elasticsearch、ElastiCache、Amazon Redshift 

和 DynamoDB。Amazon CloudFront 和 AWS Elemental MediaConvert 也会在您做出最低消费

承诺时提供折扣。预留实例当前可用于 EC2，但是，Savings Plans 提供相同的折扣级别，同时具

有更大的灵活性，且没有管理开销。 

预留实例提供相同的定价选项：无预先付款、部分预先付款和全额预先付款，并且期限相同：一

年或三年。 

可以在区域或特定可用区购买预留实例。在可用区中购买时，它们提供容量预留。 

虽然 EC2 具有可转换的 RI，但应该对所有 EC2 实例使用 Savings Plans，因其增加了灵活性并降

低了运营成本。 

应使用相同的流程和指标来跟踪和购买预留实例。建议不跟踪整个账户中 RI 的覆盖率。同时，建

议不要监控或跟踪利用率，而应在 Cost Explorer 中查看利用率报告，并使用表中的净节省额

列。如果净节省额是很大的负数，则必须采取措施补救未使用的 RI。 

EC2 队列：EC2 队列可用于定义目标计算容量，然后为队列指定实例类型以及按需和 Spot 实例

的余额。EC2 队列将自动启动最低价格的资源组合，以满足定义的容量。 

https://aws.amazon.com/ec2/pricing/reserved-instances/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whats-new/2018/04/introducing-amazon-ec2-fl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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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选择：在架构解决方案时，最佳实践是设法将计算资源放在更接近用户的位置，以提供更低

的延迟和强大的数据主权。对于全球用户，您应该使用多个位置来满足这些需求。您应该选择尽

可能降低成本的地理位置。 

AWS 云基础设施围绕区域和可用区构建。区域是指全球范围内的某个物理位置，每个区域由多个

可用区组成。可用区由一个或多个分散的数据中心组成，每个都拥有独立的配套设施，其中包括

冗余电源、联网和连接。 

每个 AWS 区域都在当地市场条件下运营，每个区域的资源定价可能不同。选择特定区域来运行

解决方案组件或整个解决方案，以便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运行。您可以使用 

AWS 简单月度成本结算器来估算各区域中工作负载的成本。 

第三方协议和定价：当您在云中使用第三方解决方案或服务时，确保定价结构与成本优化结果保

持一致非常重要。定价应与其带来的结果和价值成比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可带来一定百分比

节省额的软件，节省额（结果）越高，其价格也就越高。除非您能提供特定账单每一部分的结

果，否则与账单成比例的协议通常不会与成本优化保持一致。例如，如果您使用的其他服务没有

带来任何好处，提供 EC2 相关建议并收取整个账单一定比例费用的解决方案将会增加。另一个示

例是根据所托管资源的成本按一定百分比收费的托管服务。实例越大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更多的

管理工作，但会收取更多费用。确保这些服务定价安排包括成本优化计划或服务中的功能，以提

高效率。 

制定数据传输计划 

云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是一种托管的网络服务。不再需要管理和操作一组交换机、路由器和其他相

关的网络设备。云中网络资源的耗用和付费方式与您为 CPU 和存储器付费的方式相同—只需为使

用的资源付费。要在云中优化成本，必须高效利用网络资源。 

执行数据传输建模：了解数据传输在您的工作负载中发生的位置、传输的成本以及相关的收益。

因此，您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来修改或接受架构决策。例如，您可能有一个多可用区配置，可以

在可用区之间复制数据。您可以对结构成本建模，并确定这是可接受的成本（类似于在两个可用

区中支付计算和存储费用），以实现所需的可靠性和弹性。 

对不同使用级别的成本进行建模。工作负载的使用量可能随时间而变化，不同的服务可能在不同

的级别上更具有成本效益。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using-regions-availability-zo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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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S Cost Explorer 或成本和使用量报告 (CUR) 来了解数据传输成本并对其建模。配置概念

证明 (PoC) 或测试您的工作负载，并在实际的模拟负载下运行测试。您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负载

需求对成本进行建模。 

优化数据传输：针对数据传输进行架构，可确保您最大限度地降低数据传输成本。这可能涉及使

用内容分发网络来定位更靠近用户的数据，或者使用从您的本地设施到 AWS 的专用网络链接。

您还可以使用 WAN 优化和应用程序优化来减少组件之间传输的数据量。 

选择服务以降低数据传输成本：Amazon CloudFront 是一个全球内容分发网络，可提供低延迟、

高传输速度的数据。它在世界各地的边缘站点缓存数据，从而减少资源负担。通过使用 

CloudFront，您可以减少向全球大量用户分发内容的管理工作，同时将延迟降到最低。 

AWS Direct Connect 允许您建立到 AWS 的专用网络连接。与基于互联网的连接相比，这可以降

低网络成本、增加带宽并提供更一致的网络体验。 

您可以通过 AWS VPN 在专用网络和 AWS 全局网络之间建立安全的专用连接。它是小型办公室或业

务合作伙伴的理想之选，因其提供快速简便的连接，并且是完全托管的弹性服务。 

VPC 终端节点允许通过专用网络在 AWS 服务之间建立连接，可用于减少公共数据传输和 NAT 网关成

本。网关 VPC 终端节点不按小时收费，支持 Amazon S3 和 Amazon DynamoDB。接口 VPC 终端节点 

由 AWS PrivateLink 提供，有小时费和每 GB 使用成本。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资源成本效益的 AWS 最佳实践。 

 AWS Managed Services：企业变革之旅视频 

 使用 Cost Explorer 分析成本 

 获取预留实例建议 

 合理调整大小入门建议 

 Spot 实例最佳实践 

 Spot 队列 

 预留实例如何工作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and-usage-reporting/
https://aws.amazon.com/cloudfront/
https://aws.amazon.com/directconnect/
https://aws.amazon.com/vpn/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endpoin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nat-gateway.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e-gateway.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e-interface.html
https://youtu.be/UQEfE4Yqvr8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ost-explorer-what-i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ri-recommendat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accountbilling/latest/aboutv2/ce-rightsizing.html
https://aws.amazon.com/ec2/spot/getting-started/#bestpractices
http://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spot-fleet.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reserved-instances-fundament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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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全球基础设施 

 Spot 实例顾问 

 Well-Architected 实验室 – 资源成本效益 

管理需求和供应资源 

在迁移到云时，您仅为所需内容付费。您可以在需要时供应与工作负载需求匹配的资源，这样就

无需进行昂贵且浪费的超额配置。还可以通过限流、缓冲区或队列来修改需求，以满足需求并以

更少的资源达成目标。 

您应该在即时供应的经济优势和预置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以协调资源故障、高可用性和预置时

间。根据您的需求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您可以计划创建指标和自动化，这样即使在扩展时也能

够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管理工作。修改需求时，必须知道工作负载可以允许的可接受最大延迟。 

在 AWS 中，您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来管理需求和供应资源。以下部分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些

方法： 

 分析工作负载 

 管理需求 

 基于需求的供应 

 基于时间的供应 

分析工作负载：了解工作负载的需求。组织需求应指出工作负载对于请求的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可用于确定是否管理了需求，或者资源的供应是否会改变以满足需求。 

分析应包括需求的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需求的变化速率以及需求的变化量。确保在足够长的时

间内执行分析，以纳入任何季节性变化，例如月末处理或假期高峰。 

确保分析工作反映实施扩展的潜在好处。查看组件的预期总成本，以及在工作负载生命周期内增

加和减少的使用量和成本。 

您可以将 AWS Cost Explorer 或 Amazon QuickSight 与 CUR 或应用程序日志一起使用，以对工作

负载需求进行可视化分析。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global-infrastructure/
https://aws.amazon.com/ec2/spot/instance-advisor/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Cost/CostEffectiveResources.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Cost/CostEffectiveResources.html
https://aws.amazon.com/aws-cost-management/aws-cost-explorer/
https://aws.amazon.com/quick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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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需求 

管理需求 – 限流：如果需求源具有重试功能，可以实施限流。限流会告诉需求源，如果当前无法

处理请求，则应稍后再试。需求源将等待一段时间，然后重新尝试请求。实施限流的优势是可限

制最大资源量和工作负载成本。在 AWS 中，可以使用 Amazon API Gateway 实施限流。有关实

施限流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Well-Architected 可靠性支柱白皮书。 

管理需求 – 基于缓冲区：与限流类似，缓冲区会延迟请求处理，从而允许以不同速率运行的应用

程序有效通信。基于缓冲区的方法使用队列来接受来自产生方的消息（工作单元）。然后消息将

由使用方读取并处理，这样消息就能够以满足使用方业务需求的速率运行。无需担心产生方必须

处理数据持久性和反向压力等限流问题（因为使用方运行缓慢，导致产生方运行缓慢）。 

在 AWS 中，您可以从多个服务中进行选择，以便实施缓冲方法。Amazon SQS 是一项托管服

务，提供允许单个使用方读取单个消息的队列。Amazon Kinesis 提供允许众多使用方读取相同消

息的流。 

使用基于缓冲区的方法进行架构时，请确保架构工作负载以在所需时间内处理请求，并且您能够

处理重复的工作请求。 

动态供应 

基于需求的供应：利用云的弹性来供应资源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利用 API 或服务功能，以编

程方式动态改变架构中云资源的数量。这使您能够在架构中扩展组件，并在需求高峰期间自动增

加资源数量以保持性能，也可以在需求量降低时减少容量以降低成本。 

Auto Scaling 可帮助您调整容量以维持稳定、可预测的性能，并确保成本最低。它是一项完全托

管的免费服务，与 Amazon EC2 实例和 Spot 队列、Amazon ECS、Amazon DynamoDB 与 

Amazon Aurora 集成。 

Auto Scaling 提供自动资源发现功能，以帮助您在工作负载中找到可以配置的资源，它具有内置

的扩展策略来优化性能、成本或者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并提供预测性扩展来协助应对定期出现

的峰值。 

Auto Scaling 可以实施手动、计划或基于需求的扩展，您还可以使用来自 Amazon CloudWatch 

的指标和警报触发工作负载的扩展事件。典型的指标可以是标准 Amazon EC2 指标，例如 CPU 

https://aws.amazon.com/api-gateway/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https://aws.amazon.com/sqs/
https://aws.amazon.com/kinesis/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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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网络吞吐量和 ELB 观察到的请求/响应延迟。如果可能，应该使用指示客户体验的指

标，通常是来自工作负载中的应用程序代码的自定义指标。 

当构建基于需求的方法时，请注意两个重要事项。首先，了解您必须以多快的速度预置新资源。

其次，了解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差额将发生变化。您必须准备好应对需求变化的速度，并准备好应

对资源故障。 

Elastic Load Balancing (ELB) 通过在多种资源之间分配需求来帮助您扩展规模。随着实施的资源

越来越多，您可以将它们添加到负载均衡器中以满足需求。AWS ELB 支持 EC2 实例、容器、IP 

地址和 Lambda 函数。 

基于时间的供应：基于时间的方法可以协调资源容量以满足可预测或时间明确定义的需求。此方

法通常不依赖资源的利用水平。基于时间的方法可以确保资源在需要的特定时间可用，并且提供

时不会因启动流程和系统或一致性检查而发生延迟。使用基于时间的方法，您可以在繁忙时段提

供额外的资源或增加容量。 

您可以使用计划的 Auto Scaling 实施基于时间的方法。工作负载可以在定义的时间按计划扩展或

缩减（例如办公时间开始时），从而确保用户就位或需求出现时资源可用。 

您可以利用 AWS API 和开发工具包以及 AWS CloudFormation，在需要时自动预置和停用整个环

境。此方法非常适合仅在定义的办公时间或时间段运行的开发或测试环境。 

您可以使用 API 来扩展环境中的资源大小（纵向扩展）。例如，可以通过更改实例大小或分类纵

向扩展生产工作负载。这可以通过停止和启动实例，以及选择不同的实例大小或分类来实现。这

种技巧也可以应用于其他资源，如 EBS 弹性卷，您可以在使用时对其进行修改以增加大小、调整

性能 (IOPS) 或更改卷类型。 

当构建基于时间的方法时，请注意两个重要事项。首先，使用模式的一致性如何？ 其次，如果模

式发生更改会产生什么影响？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预测的准确性：监控工作负载和使用商业

智能。如果您发现使用模式发生重大更改，可以调整时间，以确保提供覆盖范围。 

动态供应：您可以使用 AWS Auto Scaling，或者通过 AWS API 或开发工具包在代码中加入扩

展。这样省去了手动更改环境的操作成本，因而工作负载的总体成本得以降低，而且执行速度变

得更快。这将确保工作负载资源在任何时候都最符合需求。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loadbalancing/
https://aws.amazon.com/tools/
https://aws.amazon.com/cloudformation/
https://aws.amazon.com/autoscaling/
https://aws.amazon.com/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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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管理需求和供应资源的 AWS 最佳实践。 

 API 网关限流 

 Amazon SQS 入门 

 Amazon EC2 Auto Scaling 入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化 

在 AWS 中，您可以检查新服务并将其实施到工作负载中，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化。 

审核和实施新服务 

AWS 会不断发布新服务和功能，建议您时常审视现有的架构决策以确保它们始终具有成本效益。

随着需求的变化，一定要主动停用不再需要的资源、组件和工作负载。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以帮

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化： 

 

 制定工作负载审核流程 

 审核和实施服务 

制定工作负载审核流程：为确保工作负载始终最具成本效益，您必须定期对其进行审核，以了解是

否有机会实施新的服务、功能和组件。为确保整体成本尽可能低，此过程必须与潜在的节省额成比

例。例如，与占总支出 5％ 的工作负载相比，应更经常、更彻底地审核占总支出 50％ 的工作负载。

考虑任何外部因素或波动。如果工作负载服务于特定的地理位置或市场领域，并且您已预测出该领

域会出现的变化，则提高审核频率可能会节省成本。审核时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实施更改的工作

量。如果测试和验证变更的成本很高，则审核的频率应该降低。 

考虑维护过时和旧式组件及资源的长期成本，以及无法在其中实施新功能的事实。当前的测试和

验证成本可能会超过预计的收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负载和当前技术之间的差距会增

大，进行更改的成本可能会大幅增加，导致成本升高。例如，迁移到新的编程语言的成本当前可

能不具成本效益。然而，五年之后，熟练使用该语言的人员的成本可能会增加，并且由于工作负

载的扩展，迁移到新语言的系统规模更大，这其中涉及的工作量甚至高于以前。 

https://docs.aws.amazon.com/apigateway/latest/developerguide/api-gateway-request-throttl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SimpleQueueService/latest/SQSDeveloperGuide/sqs-getting-starte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utoscaling/ec2/userguide/GettingStartedTutori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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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作负载分解成多个组件，分配组件的成本（估算即可），然后在每个组件旁边列出因素（例

如工作量和外部市场）。使用这些指示信息来确定每个工作负载的审核频率。例如，您可能觉得 

Web 服务器的成本高、变更的工作量小、外部因素多，因而审核频率很高。而中央数据库的成本

可能中等、变更的工作量很大、外部因素较少，因而审核频率也为中等。 

审核工作负载和实施服务：为实现新 AWS 服务和功能的优势，必须对工作负载执行审核流程，

并根据需要实施新服务和功能。例如，您可以审核工作负载，并使用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 (SES) 替换消息传递组件。这省去了运行和维护实例队列的成本，同时以更低的成本提供

所有功能。 

总结 

成本优化和云财务管理是一项持续的工作。您应定期与财务和技术团队合作，审核架构方法，更

新组件选项。 

AWS 致力于在您构建高度灵活、响应迅速的自适应部署时，帮助您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要真正

优化您的部署成本，请充分利用本白皮书中讨论的相关工具、技巧和最佳实践。 

贡献者 

本文档的贡献者包括： 

 Philip Fitzsimons，Amazon Web Services Well-Architected 高级经理 

 Nathan Besh，Amazon Web Services Well-Architected 成本主管 

 Levon Stepanian，Amazon Web Services 

 Keith Jarrett，成本优化部门业务拓展主管 

 PT Ng，Amazon Web Services 商业架构师 

 Arthur Basbaum，Amazon Web Services 业务开发经理 

 Jarman Hauser，Amazon Web Services 商业架构师  



Archived

Amazon Web Services 成本优化支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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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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