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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客户负责对本文档中的信息进行独立评估。本文档：(a) 仅供参考，(b) 代表 AWS 当前的产品服务

和实践，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以及 (c) 不构成 AWS 及其附属公司、供应商或授权商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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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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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白皮书重点介绍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的性能效率支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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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效率支柱为生产环境管理提供了最佳实践。本白皮书中不涉及非生产环境和过程（例如持续

集成或持续交付）的设计和管理。 

 

https://d0.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_Well-Architected_Framewo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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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能够帮助您认识到您在 AWS 上构建工作负载时所做决策的优缺点。使用此框

架有助于您了解在云中设计和运行可靠、安全、高效且经济实惠工作负载的架构最佳实践。该框架

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您能够根据最佳实践持续衡量架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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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白皮书重点介绍如何将性能效率支柱的原则应用于您的工作负载。在传统的本地环境中， 

实现持久的高性能比较困难。遵循本白皮书中的原则将帮助您在 AWS 上构建能够长期高效提供

持续性能的架构。 

本白皮书的目标读者是技术岗位的人员，如首席技术官 (CTO)、架构师、开发人员和运维团队成

员。阅读本白皮书后，您将了解在设计高性能云架构时可以使用的 AWS 最佳实践和策略。 

本白皮书不提供实施细节或架构模式，但会提供对适当资源的引用。 

性能效率 
性能效率支柱专注于有效利用计算资源来满足需求的能力，以及如何在需求发生变化和技术不断

演进的情况下保持高效率。 

设计原则 

以下这些设计原则可帮助您在云中实现并维护高效工作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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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ived

Amazon Web Services 性能效率支柱 

 2 

• 普及先进技术：通过将复杂的任务委派给云供应商，降低您的团队实施高级技术的难度。

与要求您的 IT 团队学习有关托管和运行新技术的知识相比，考虑将新技术作为服务使用

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例如，NoSQL 数据库、媒体转码和机器学习都是需要专业知识才能

使用的技术。在云中，这些技术会转变为团队可以使用的服务，让团队能够专注于产品开

发，而不是资源预置和管理。 

• 数分钟内实现全球化部署：您可以在全球多个 AWS 区域中部署工作负载，从而以更低的

成本为客户提供更低的延迟和更好的体验。 

• 使用无服务器架构：借助无服务器架构，您无需运行和维护物理服务器即可执行传统计算

活动。例如，无服务器存储服务可以充当静态网站，从而无需再使用 Web 服务器，事件

服务则可以实现代码托管。这不仅能够消除管理物理服务器产生的运行负担，还可以借由

以云规模运行的托管服务来降低业务成本。 

• 提升实验频率：利用虚拟资源和可自动化的资源，您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实例、存储或配

置来快速进行比较测试。 

• 考虑软硬件协同编程：使用最符合您目标的技术方法。例如，在选择数据库或存储方法时

考虑数据访问模式。 

定义 

通过重点关注以下这些领域，在云中实现高性能效率： 

• 选择 

• 审核 

• 监控 

• 权衡 

采用数据驱动型方法来构建高性能架构。收集架构各方面的数据，从总体设计到资源类型的选择

与配置都包括在内。 

定期检查您的选择，确保充分利用不断发展的 AWS 云的优势。监控可以确保您随时发现与预期性

能的偏差。您可以对您的架构作出权衡以便提高性能，例如使用压缩或缓存，或放宽一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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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针对特定工作负载的最佳解决方案各不相同，而且解决方案通常会结合多种方法。架构完善的工

作负载会使用多种解决方案，并且启用各种不同的功能来提高性能。 

我们提供多种类型和配置的 AWS 资源，可让您更轻松地找到最能满足您的需求的方法。此外，

我们还提供了无法使用本地基础设施轻松实现的选项。例如，Amazon DynamoDB 之类的托管服

务可以提供完全托管的 NoSQL 数据库，确保在任何规模下都只会有几毫秒的延迟。 

性能架构选择 

一个工作负载通常需要采用多种方法来实现最佳性能。架构完善的系统会使用多种解决方案， 

并且利用各种不同的功能来提高性能。 

使用数据驱动型方法来为您的架构选择模式和实施方式，获得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AWS 解决方

案架构师、AWS 参考架构和 AWS 合作伙伴网络 (APN) 合作伙伴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帮助您

选择合适的架构，不过将需要通过基准测试或负载测试提取的数据来优化您的架构。 

您的架构可能会结合多种不同的架构方法（例如事件驱动、ETL 或管道）。架构的实现将使用各

种专门用于优化架构性能的 AWS 服务。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介绍您应该考虑的四种主要

资源类型：计算、存储、数据库和网络。 

了解可用的服务和资源：学习并了解在云中可用的各种服务和资源。认识与您的工作负载相关的

服务和配置选项，并了解如何实现更高的性能。 

如果要评估现有工作负载，您必须生成评估所需使用的各种服务资源的清单。这份清单可帮助您

评估可以用托管服务和较新技术替换的组件。 

制定架构选择流程：借助关于云的内部经验和知识，或借助外部资源（例如已发布的使用案例、

相关文档或白皮书），制定资源和服务选择流程。您应该制定一个流程，以鼓励对可能会用于工

作负载的不同服务进行试验和基准测试。 

在编写有关架构的重要用户案例时，应包括性能要求，例如指定每个重要案例应采用的执行速

度。对于这些重要案例，您应该实施额外的脚本化用户体验，以确保您可以深入了解这些案例如

何根据您的要求执行。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
https://aws.amazon.com/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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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本要求纳入决策考量：工作负载通常具有运营成本要求。根据预测的资源需求，使用内部成

本控制机制来选择资源类型和规模。 

确定可以将哪些工作负载组件替换为完全托管的服务，例如托管数据库、内存中的缓存和其他服

务。减少运营工作负载让您可以将资源集中到取得业务成果上。 

有关成本要求最佳实践，请参阅成本优化支柱白皮书的“经济高效的资源”部分。 

使用策略或参考架构：通过评估内部策略和现有参考架构，以及使用分析为工作负载选择服务和

配置，来最大程度提高性能和效率。 

使用来自云提供商或适当合作伙伴的指导：使用云公司资源（例如解决方案架构师、专业服务或

适当合作伙伴）来指导您做出决策。这些资源有助于检查和改进您的架构，从而获得最佳性能。 

如需其他指导或产品信息，请联系 AWS 获得帮助。AWS 解决方案架构师和 AWS 专业服务提供关于

解决方案实施的指南。APN 合作伙伴提供 AWS 专业知识，可帮助您为业务开发敏捷性和创新能力 

对现有工作负载的性能进行基准测试：对现有工作负载的性能进行基准测试，了解工作负载在云

上的表现。使用从基准测试中收集的数据来推动架构决策。 

结合使用基准测试与综合测试，生成有关工作负载组件性能的数据。相比负载测试，基准测试通

常可以更快速地设置，适用于评估特定组件的技术。基准测试通常在新项目开始时进行，因为此

时您还没有用于进行负载测试的完整解决方案。 

您可以构建您自己的自定义基准测试，也可以使用行业标准测试（如 TPC-DS），来对您的数据

仓库工作负载进行基准测试。行业基准适用于比较不同的环境。自定义基准适用于找出您希望在

架构中执行的特定操作类型。 

进行基准测试时，为了确保获得有效结果，预热您的测试环境尤为重要。多次运行同一基准测

试，确保捕获在一段时间内的差异信息。 

由于基准测试运行速度通常比负载测试快，它们可以在部署管道的早期使用，并能更快地提供有

关性能偏差的反馈。当您评估一个组件或服务的重要更改时，您可以使用基准快速了解您是否有

合理的理由来执行更改。结合使用基准测试与负载测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负载测试会告诉您工

作负载在生产环境中的表现如何。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Cost-Optimization-Pillar.pdf
https://aws.amazon.com/professional-services/
https://aws.amazon.com/partners/
http://www.tpc.org/tpcds/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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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负载进行负载测试：使用不同的资源类型和大小在云上部署最新的工作负载架构。监控部

署情况，捕获用于识别性能瓶颈或容量过剩的性能指标。使用此性能信息来设计或改进您的架构

和资源选择。 

负载测试要使用您的实际工作负载，因此您可以了解解决方案在生产环境中的表现。负载测试必

须使用生产数据的合成或净化版本（删除敏感信息或身份识别信息）进行。大规模使用重演或预

设的工作负载用户旅程，演练整个架构。作为交付管道的一部分，自动执行负载测试，并将结果

与预定义的 KPI 和阈值进行比较。这可以确保您持续获得所需的性能。 

Amazon CloudWatch 可以收集架构中各种资源的指标。您也可以收集和发布自定义指标，用于

显示业务指标或派生指标。使用 CloudWatch 设置超出阈值警报，发生警报则表明测试没有实现

预期性能。 

利用 AWS 服务，您可以运行生产规模的环境来主动测试您的架构。您只需为需要的测试环境付

费，因此执行全面测试的成本远远低于使用本地环境的成本。利用 AWS 云测试您的工作负载，

了解工作负载无法扩展或者以非线性方式扩展的方面。您可以使用 Amazon EC2 Spot 实例以很

低的成本生成负载，并在投入生产前发现瓶颈。 

如果执行负载测试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请使用测试环境的多个副本并行执行负载测试。这样一来，

您的成本不会有大的变动，但测试时间将会缩短。（将一个 EC2 实例运行 100 个小时的成本与将 

100 个实例运行 1 小时的成本相同。） 您还可以通过使用 Spot 实例并选择成本低于生产所用区域

的区域，来降低负载测试的成本。 

负载测试客户端的位置应反映最终用户的地理分布。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负载测试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 Introducing The Amazon Builders’ Library (DOP328) 

文档 

• AWS 架构中心 

• Amazon S3 性能优化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tch/
https://aws.amazon.com/ec2/spo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RdemSirDM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solutions-all.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sortDate&solutions-all.sort-order=desc&whitepapers-main.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sortDate&whitepapers-main.sort-order=desc&reference-architecture.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sortDate&reference-architecture.sort-order=desc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optimizing-perform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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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EBS 卷性能 

• AWS CodeDeploy 

• AWS CloudFormation 

• 负载测试 CloudFront 

• AWS CloudWatch 控制面板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BSPerformanc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dedeploy/latest/userguide/welcom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Welcom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Front/latest/DeveloperGuide/load-test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monitoring/CloudWatch_Dashboa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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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架构选择 

适合特定工作负载的最佳计算方案会因应用程序设计、使用模式和配置设置而有所不同。架构可

能会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案来支持各种组件，并启用不同的功能来提高性能。为架构选择错误的计

算方案可能会降低性能效率。 

评估可用的计算方案：了解您可以使用的、与计算相关的方案的性能特性。了解实例、容器和函

数的工作原理，以及它们对您的工作负载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在 AWS 中，计算资源有三种形式：实例、容器和函数。 

实例 

实例是虚拟化服务器，因此您只需通过一个按钮或一次 API 调用即可对其功能进行调整。因为云中

的资源决策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您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服务器类型。在 AWS 中，这些虚拟服务器

实例具有不同的系列和尺寸，并且可以提供各种功能，包括固态硬盘 (SSD) 和图形处理单元 (GPU)。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 虚拟服务器实例具有不同的系列和大小。它们提

供各种功能，包括固态硬盘 (SSD) 和图形处理单元 (GPU)。启动 EC2 实例时，您指定的实例类型

决定了用于实例的主机的硬件。每种实例类型都提供不同的计算、内存和存储功能。我们按照这

些功能把实例类型分组为实例系列。 

基于数据选择最适合您工作负载的 EC2 实例类型，确保设置了正确的联网和存储选项，并且采用

能够提高工作负载性能的操作系统设置。 

容器 

容器是实现操作系统虚拟化的一种方法，让您能够在资源隔离的进程中运行应用程序及其依赖项。 

在 AWS 上运行容器时，您需要做出两个选择。首先，选择是否要管理服务器。AWS Fargate  

是用于容器的无服务器计算引擎。如果您需要控制计算环境的安装、配置和管理，则可以使用 

Amazon EC2。其次，选择是要使用 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ECS) 还是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EKS) 作为容器编排工具 

https://aws.amazon.com/ec2/
https://aws.amazon.com/far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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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Amazon ECS) 是一项完全托管的容器编排服务。通过此服务，

您可以使用 AWS Fargate 在 EC2 实例或无服务器实例集群上自动执行和管理容器。您可以将 

Amazon ECS 与其他服务本地集成，例如 Amazon Route 53、Secrets Manager、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和 Amazon CloudWatch。 

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Amazon EKS) 是一项完全托管的 Kubernetes 服务。您可以选

择使用 AWS Fargate 运行 EKS 集群，而无需预置和管理服务器。EKS 与 Amazon CloudWatch、

Auto Scaling 组、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和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 等服务深度集成。 

使用容器时，您必须基于数据选择最适合工作负载的容器类型，就像基于数据选择 EC2 或 AWS 

Fargate 实例类型一样。还需要考虑容器配置选项，例如内存、CPU 和租户配置。如需在容器服

务之间启用网络访问，不妨考虑使用服务网格（例如 AWS App Mesh，它可以对服务的通信方式

进行标准化处理）。服务网格可为您提供端到端可见性，并确保您的应用程序具有高可用性。 

函数 

函数从您要执行的代码中抽象出执行环境。例如，您可以使用 AWS Lambda 在不运行实例的情

况下执行代码。 

借助 AWS Lambda，您可以为任何类型的应用程序或后端服务运行代码，而且无需任何管理。 

您只需上传代码，AWS Lambda 就会处理运行和扩展代码所需的一切工作。您可以将您的代码设

置为自动从其他 AWS 服务触发，可以直接调用，也可以与 Amazon API Gateway 一起使用。 

Amazon API Gateway 是一种完全托管的服务，可以帮助开发人员轻松创建、发布、维护、监控

和保护任意规模的 API。您可以创建一个 API 充当 Lambda 函数的“前门”。API Gateway 负责处

理多达数十万个并发 API 调用的接受和处理过程中涉及的所有任务，包括流量管理、授权和访问

控制、监控以及 API 版本管理。 

要使用 AWS Lambda 提供最佳性能，请为函数选择需要的内存量。我们会按比例为您分配 CPU 

功率和其他资源。例如，如果选择 256MB 的内存，则为 Lambda 函数分配的 CPU 功率大约是选

择 128MB 内存时的两倍。您可以控制每个函数运行的时间（最多 300 秒）。 

https://aws.amazon.com/ecs/
https://aws.amazon.com/eks/
https://aws.amazon.com/app-mesh/
https://aws.amazon.com/lambda/
https://aws.amazon.com/api-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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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可用的计算配置选项：了解各种选项如何辅助您的工作负载，以及哪些配置选项最适合您的

系统。这些选项的示例包括实例系列、规模、功能（GPU、I/O）、函数大小、容器实例、单租户

和多租户。 

选择实例系列和类型时，您还必须考虑满足工作负载所需的可用配置选项： 

• 图形处理单元 (GPU) – 使用 GPU 通用计算 (GPGPU) 时，您构建的应用程序可以在开发过

程中利用 CUDA 等平台，从而受益于 GPU 提供的高度并行性。如果您的工作负载需要  

3D 渲染或视频压缩，GPU 还可以实现硬件加速计算和编码，从而提高工作负载的效率。 

•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 使用 FPGA，您可以通过为要求最苛刻的工作负载定制硬件加

速执行来优化工作负载。您可以利用受支持的通用编程语言（例如 C 语言或 Go 语言） 

或面向硬件的语言（例如 Verilog 语言或 VHDL 语言）来定义算法。 

• AWS Inferentia (Inf1) – 构建 Inf1 实例以支持机器学习推理应用程序。借助 Inf1 实例，

客户可以运行大规模机器学习推理应用程序，例如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个性化和欺诈检测。您可以在 TensorFlow、PyTorch 或 MXNet 等流行的机器学习框架中

构建模型，并使用 GPU 实例（例如 P3 或 P3dn）来训练模型。在对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训

练以满足要求之后，您可以使用 AWS Neuron 在 Inf1 实例上部署模型，AWS Neuron 是

一种专门的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它由编译器、运行时和分析工具组成，可优化 

Inferentia 芯片的机器学习推理性能。 

• 突发性能实例系列 – 突发性能实例可以提供一定的基准性能，并且在您的工作负载需要时

突增到更高的性能水平。这些实例适用于不经常或不持续使用全部 CPU 容量，但偶尔需

要性能突增的工作负载。突发性能实例非常适合用于各种通用工作负载，例如 Web 服务

器、开发人员环境和小型数据库。这些实例提供 CPU 积分，当实例必须提供更高性能时

可以使用这些 CPU 积分。积分会在实例不需要时累积。 

• 高级计算功能 – Amazon EC2 让您能够使用高级计算功能，例如管理 C 状态和 P 状态注册

以及控制处理器的睿频加速。使用协同处理器，您可以通过 AES-NI 分流加密工作，也可

以通过 AVX 扩展进行高级计算。 

AWS Nitro 系统结合了专用硬件和轻量级管理程序，可实现更快的创新和更高的安全性。在 AWS 

Nitro 系统可用时，借助该系统可充分利用主机硬件的计算和内存资源。此外，专用 Nitro 卡可实

现高速联网、高速 EBS 和 I/O 加速。 

https://aws.amazon.com/ec2/instance-types/p3/
https://aws.amazon.com/ec2/instance-types/f1/
https://aws.amazon.com/ec2/instance-types/inf1/
https://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neuron/
https://aws.amazon.com/ec2/instance-types/t3/
https://aws.amazon.com/ec2/n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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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与计算相关的指标：了解计算系统性能的一个最佳方法是，记录和跟踪各种资源的真实利用

率。此数据可用于更准确地确定资源需求。 

工作负载（例如在微服务架构上运行的工作负载）可以生成指标、日志和事件形式的大量数据。

确定您现有的监控和可观察性服务是否可以管理生成的数据。Amazon CloudWatch 可用于在单

个平台上从 AWS 和本地服务器上运行的所有 AWS 资源、应用程序和服务中收集、访问和关联此

数据，因此您可以轻松了解整个系统范围的运行情况并快速解决问题。 

通过合理调整大小来确定需要的配置：分析您的工作负载的各种性能特性，以及这些特性与内存、

网络和 CPU 使用率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些数据选择最适合您的工作负载配置文件的资源。例如，

实例的 r 系列可以最好地处理内存密集型工作负载（例如数据库）。但是，弹性容器系统可为突增

的工作负载提供更多优势。 

使用可用的弹性资源：云让您能够通过各种机制灵活地动态扩展或缩减资源，以便满足不断变化

的需求。结合与计算相关的指标，工作负载可以自动响应这些变化并利用一系列最优的资源来实

现其目标。 

实现最佳供需匹配能够尽可能降低工作负载成本，但您也必须准备充足的供应，以便应对预置时

间问题和单个资源的故障。需求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变化的，所以需要通过指标和自动化来

确保管理本身不会成为一种负担，而且不会产生不成比例的高成本。 

在 AWS 中，您可以使用大量不同方法来实现供需匹配。《成本优化支柱》白皮书描述了如何使

用以下方法进行成本优化： 

• 基于需求的方法 

• 基于缓冲区的方法 

• 基于时间的方法 

您必须确保工作负载部署可以处理扩展和缩减事件。创建缩减事件的测试方案，以确保工作负载

按预期方式运行。 

根据指标重新评估计算需求：使用系统级指标来确定工作负载在一段时间内的行为和要求。通过

比较可用资源和这些要求来评估工作负载的需求，并对计算环境进行更改以实现与您的工作负载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Cost-Optimization-Pilla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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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的最佳匹配。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可能比最初认为的要更频繁地使用内存， 

所以转为使用其他实例系列或调整实例大小可能会提高性能和效率。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计算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 Amazon EC2 foundations (CMP211-R2) 

• Powering next-gen Amazon EC2: Deep dive into the Nitro system 

• Deliver high performance ML inference with AWS Inferentia (CMP324-R1) 

• 优化 AWS 计算的性能和成本 (CMP323-R1) 

• Better, faster, cheaper compute: Cost-optimizing Amazon EC2 (CMP202-R1) 

文档 

• 实例：  

o 实例类型 

o EC2 实例的处理器状态控制 

• EKS 容器：EKS 工作线程节点 

• ECS 容器：Amazon ECS 容器实例 

• 函数：Lambda 函数配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MybKqC2Y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Y-00yFlE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7r1EapAxp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6jYJLK8s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dvh4P2FVbw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instance-typ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processor_state_contro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eks/latest/userguide/worker.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ECS/latest/developerguide/ECS_instanc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lambda/latest/dg/best-practices.html#function-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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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架构选择 

针对特定系统的最佳存储解决方案往往取决于访问方式的类型（数据块、文件或者对象）、 

访问模式（随机或者连续）、数据吞吐量要求、访问频率（在线、离线、归档）、更新频率

（WORM、动态）以及可用性与持久性限制等因素。架构完善的系统会使用多种存储解决方案，

并启用不同的功能来提高性能。 

在 AWS 中，存储是虚拟化的，而且具有多种类型。这让您可以更轻松地找到贴合您需求的存储

方式，并获得本地基础设施难以实现的存储方案。例如，Amazon S3 可以实现 99.999999999% 

的强持久性。您还可以从使用磁性硬盘 (HDD) 改为使用固态硬盘 (SSD)，或在几秒内轻松地完成

虚拟驱动器从一个实例到另一个实例的迁移。 

性能可以通过吞吐量、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IOPS) 和延迟来衡量。了解这些测量值之间的关系将

有助于您选择最适合的存储解决方案。 

存储 服务 延迟 吞吐量 可共享 

数据块 Amazon EBS， 

EC2 实例存储 

最低、一致 单个 安装在 EC2 实例上， 

通过快照进行复制 

文件系统 Amazon EFS、
Amazon FSx 

低，一致 多个 许多客户端 

对象 Amazon S3 低延迟 Web 规模 许多客户端 

存档 Amazon S3 
Glacier 

几分钟到

几小时 

高 否 

从延迟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有一个实例访问您的数据，那么您应该使用块存储，例如 Amazon 

EBS。对于 Amazon EFS 等分布式文件系统来说，每次文件操作的延迟产生的开销通常都很低，

所以如果有多个实例需要访问数据，您应该使用分布式文件系统。 

Amazon S3 具有可以降低延迟和提高吞吐量的功能。您可以使用跨区域复制 (CRR) 在不同的地理

区域中提供低延迟的数据访问。 

https://aws.amazon.com/ebs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InstanceStorage.html
https://aws.amazon.com/efs/
https://aws.amazon.com/fsx/
https://aws.amazon.com/s3/
https://aws.amazon.com/glacier/
https://aws.amazon.com/glac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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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吞吐量的角度来看，Amazon EFS 可以支持高度并发的工作负载（例如多个线程和多个 EC2 实

例中的并发操作），从而实现较高的聚合吞吐量和每秒操作数。对于 Amazon EFS，请通过基准

测试或负载测试来选择适当的性能模式。 

了解存储特性和要求：了解在选择最适合您的工作负载的各种服务（例如对象存储、块存储、文件

存储或实例存储）时所需的不同特性（例如可共享能力、文件大小、缓存大小、访问模式、延迟、

吞吐量和数据持久性）。 

确定工作负载的预期增长率，然后选择满足这些增长率的存储解决方案。 对象和文件存储解决方案

（例如 Amazon S3 和 Amazon Elastic File System）实现了无限存储。Amazon EBS 具有预定义的

存储大小。 弹性卷允许您动态增加容量、调整性能，以及更改任何新的或现有当前卷的类型， 

而不会导致停机或造成性能影响，但是需要更改 OS 文件系统。 

评估可用的配置选项：评估各种特性和配置选项以及它们与存储的关系。了解在何处以及如何使

用预置 IOPS、SSD、磁性存储、对象存储、存档存储或短暂存储来针对工作负载优化存储空间和

性能。 

Amazon EBS 提供一系列选项，让您能够优化工作负载的存储性能和成本。这些选项分为两大类：

用于事务型工作负载、由 SSD 提供支持的存储，例如数据库和启动卷（性能主要取决于 IOPS）；

用于吞吐量密集型工作负载、由 HDD 提供支持的存储，例如 MapReduce 和日志处理（性能主要取

决于传输速度）。 

SSD 支持的卷包括：具有最高性能的预置 IOPS SSD 卷，适用于对延迟要求较高的事务型工作负

载；通用型 SSD 卷，可以针对各种事务数据实现价格和性能的平衡。 

Amazon S3 Transfer Acceleration 可以在您的客户端与 S3 存储桶之间实现快速的远距离文件传输。

Transfer Acceleration 利用 Amazon CloudFront 遍布全球的边缘站点，通过优化的网络路径来路由

数据。对于 S3 存储桶中具有密集 GET 请求的工作负载，可结合使用 Amazon S3 与 CloudFront。

上传大型文件时，使用分段上传同时上传多个部分，以便尽可能提高网络吞吐量。 

Amazon Elastic File System (Amazon EFS) 提供了一个简单、可扩展、完全托管的弹性 NFS 文件系

统，可配合 AWS 云服务和本地资源使用。为了支持各种云存储工作负载，Amazon EFS 提供了两

种性能模式：通用性能模式和最大 I/O 性能模式。对于文件系统，还有两种吞吐量模式可供选择：

“突增吞吐量”和“预置吞吐量”。要确定对工作负载使用哪种设置，请参阅 Amazon EFS 用户指南。 

https://aws.amazon.com/ebs
https://aws.amazon.com/s3/transfer-acceleration/
https://aws.amazon.com/efs/
https://docs.aws.amazon.com/efs/latest/ug/perform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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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FSx 提供两种文件系统可供选择：适用于企业工作负载的 Amazon FSx for Windows File 

Server 和适用于高性能工作负载的 Amazon FSx for Lustre。FSx 由 SSD 提供支持，旨在提供快

速、可预测、可扩展且稳定的性能。Amazon FSx 文件系统提供持续的高读写速度和稳定的低延迟

数据访问。您可以选择所需的吞吐量级别来满足工作负载需求。 

根据访问模式和指标做出决策：根据工作负载的访问模式选择存储系统，并通过确定工作负载访

问数据的方式对其进行配置。通过选择对象存储而不是块存储来提高存储效率。按照您的数据访

问模式，配置您选择的存储选项。 

访问数据的方式将影响存储解决方案的效果。选择最适合您的访问模式的存储解决方案，或者考

虑根据存储解决方案更改访问模式，以便尽可能提高性能。 

通过创建 RAID 0（零）阵列，与在单个卷上进行预置相比，您可以实现更高的文件系统性能。 

当 I/O 性能比容错能力更重要时，请考虑使用 RAID 0。例如，您可以将其用于已经单独设置了数

据复制的常用数据库。 

在工作负载使用的所有存储选项中，为您的工作负载选择合适的存储指标。当利用使用突增积分

的文件系统时，创建警报，以便系统在您即将达到积分限额时通知您。您必须创建存储控制面板

以显示工作负载存储的总体运行情况。 

对于固定大小的存储系统（例如 Amazon EBS 或 Amazon FSx），请确保您正在监控使用的存储

量与总体存储量大小之间的关系，可能的话创建自动化，以便在达到阈值时增加存储大小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存储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 Deep dive on Amazon EBS (STG303-R1) 

• Optimize your storage performance with Amazon S3 (STG343) 

文档 
• Amazon EBS:  

o Amazon EC2 存储 

o Amazon EBS 卷类型 

https://aws.amazon.com/fsx/
https://aws.amazon.com/fsx/windows/
https://aws.amazon.com/fsx/windows/
https://aws.amazon.com/fsx/lust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sMWANWNoq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4AhwfME6wI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Storag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bs-volume-typ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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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I/O 特性 

• Amazon S3：请求速率和性能注意事项 

• Amazon Glacier：Amazon Glacier 文档 

• Amazon EFS：Amazon EFS 性能 

• Amazon FSx： 

o Amazon FSx for Lustre 性能  

o Amazon FSx for Windows File Server 性能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WindowsGuide/ebs-io-characteristics.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request-rate-perf-considerations.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glacier/latest/dev/introduction.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efs/latest/ug/performanc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fsx/latest/LustreGuide/performanc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fsx/latest/WindowsGuide/performance.html


Archived

Amazon Web Services 性能效率支柱 

 16 

数据库架构选择 

针对特定系统的最优数据库解决方案取决于您的具体需求，包括可用性、一致性、分区容错性、

延迟、持久性、可扩展性以及查询能力等等。许多系统会使用多种不同的数据库解决方案来满足

各种子系统的需求，并利用各种不同的功能来提高性能。为系统选择错误的数据库解决方案和功

能可能会导致性能效率降低。 

了解数据特性：了解工作负载中数据的不同特性。确定工作负载是否需要事务、工作负载如何与

数据交互以及工作负载的性能需求有哪些。使用这些数据来选择适用于工作负载的最佳数据库方

法（例如关系、NoSQL 键值、文档、宽列、图形、时间序列或内存中存储数据库）。 

您可以从许多专用数据库引擎（包括关系、键值、文档、内存、图形、时间序列和分类账数据

库）中进行选择。通过选择最佳数据库来解决特定问题或一组问题，您可以摆脱限制性的“一刀切”

整体式数据库，并专注于构建应用程序以满足客户需求。 

关系数据库通过预定义 schema 及其之间的关系存储数据。这些数据库旨在支持 ACID（原子性、

一致性、隔离性、持久性）事务，并保持参照完整性和数据强一致性。许多传统应用程序、企业

资源规划 (ERP)、客户关系管理 (CRM) 和电子商务都使用关系数据库来存储其数据。您可以在 

Amazon EC2 上运行许多这些数据库引擎，或者从以下 AWS 托管数据库服务中进行选择：

Amazon Aurora、Amazon RDS 和 Amazon Redshift。 

键值数据库已针对常见的访问模式进行优化，通常用于存储和检索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库即使在

出现大量并发请求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快速响应。 

高流量 Web 应用程序，电子商务系统和游戏应用程序是键值数据库的典型用例。在 AWS 中， 

您可以利用 Amazon DynamoDB，这是一个完全托管的多区域、多主表持久数据库，具有适用于

互联网规模的应用程序的内置安全性、备份和恢复以及内存中的缓存 

内存数据库用于需要实时访问数据的应用程序。对于毫秒延迟不足以满足需求的应用程序，这些

数据库通过直接将数据存储在内存中来提供微秒延迟。您可以将内存数据库用于应用程序缓存、

会话管理、游戏排行榜和地理空间应用程序。Amazon ElastiCache 是完全托管的内存数据存储，

与 Redis 或 Memcached 兼容。 

https://aws.amazon.com/products/databases/
https://aws.amazon.com/rds/aurora
https://aws.amazon.com/rds
https://aws.amazon.com/redshift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ache/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ache/redis/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ache/memcached


Archived

Amazon Web Services 性能效率支柱 

 17 

文档数据库旨在将半结构化数据存储为类似 JSON 的文档。这些数据库可帮助开发人员快速构建和

更新应用程序，例如内容管理、目录和用户配置文件。Amazon DocumentDB 是一种快速、可扩

展、高度可用且完全托管的文档数据库服务，支持 MongoDB 工作负载。 

宽列存储是 NoSQL 数据库的一种类型。它使用表、行和列，但是与关系数据库不同的是，同一个

表中各行的列名称和格式可能会有所不同。您通常会看到一个宽列存储在大规模工业应用程序中，

用于设备维护、队列管理和路线优化。Amazon Managed Apache Cassandra Service 是宽列可扩

展、高度可用且兼容托管的 Apache Cassandra 的数据库服务。 

图形数据库适用于需要大规模以毫秒延迟在高度连接的图形数据集之间浏览和查询数百万关系的

应用程序。许多公司将图形数据库用于欺诈检测、社交网络和推荐引擎。Amazon Neptune  

是一种快速、可靠、完全托管的图形数据库服务，可用于轻松构建和运行适用于高度连接的数据

集的应用程序。 

时间序列数据库可以高效收集、合成数据，并从不断变化的数据中获得见解。IoT 应用程序、开发

运营和工业遥测可以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库。Amazon Timestream 是适用于 IoT 和运营应用程序的

快速、可扩展、完全托管的时间序列数据库服务，可用于轻松存储和分析每天数以万亿计的事件。 

分类账数据库提供可信中央机构，以维护每个应用程序的可扩展、不可变和允许以加密方式进行

验证的交易记录。我们看到分类账数据库用于记录系统、供应链、注册甚至银行交易。 

Amazon Quantum Ledger Database (QLDB) 是一款完全托管的分类账数据库， 

提供可信中央机构拥有的透明、不可变和允许以加密方式进行验证的交易日志。 

Amazon QLDB 跟踪每个应用程序数据更改，并持续维护完整且可验证的更改历史记录。 

评估可用的选项：在选择工作负载存储机制的过程中，评估可用的服务和存储选项。了解如何以

及何时使用给定的服务或系统进行数据存储。了解可以优化数据库性能或效率的可用配置选项，

例如预置 IOPS、内存和计算资源以及缓存。 

数据库解决方案通常具有让您能够针对工作负载类型进行优化的配置选项。使用基准测试或负载

测试，确定与您的工作负载相关的重要数据库指标。请针对您选择的数据库方法考虑存储优化、

数据库级设置、内存和缓存等配置选项。 

评估工作负载的数据库缓存选项。以下是三种最常见的数据库缓存类型：  

https://aws.amazon.com/documentdb/
https://aws.amazon.com/mcs/
https://aws.amazon.com/neptune/
https://aws.amazon.com/timestream/
https://aws.amazon.com/ql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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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集成缓存：某些数据库（例如 Amazon Aurora）提供了集成的缓存，该缓存在数

据库引擎内进行管理并具有内置的直写功能。 

• 本地缓存：本地缓存将您经常使用的数据存储在应用程序中。这样可以加快数据检索的速

度，并消除与检索数据相关的网络流量，从而使数据检索比其他缓存架构更快。 

• 远程缓存：远程缓存存储在专用服务器上，通常构建于 Redis 和 Memcached 等键值 

NoSQL 存储上。它们每秒在每个缓存节点提供高达一百万个请求。 

对于 Amazon DynamoDB 工作负载，DynamoDB Accelerator (DAX) 提供完全托管的内存中缓

存。DAX 是一种内存中缓存，允许您使用完全托管的内存中缓存，来大规模地为您的表格提供快

速读取性能。使用 DAX，您可以将 DynamoDB 表格的读取性能提高多达 10 倍 – 读取所需的时间

从毫秒级缩短为微秒级，甚至每秒可读取数百万个请求。 

收集并记录数据库性能指标：使用各种工具、库和系统来记录与数据库性能相关的性能衡量指

标。例如，在访问数据库时，测量每秒事务数、慢速查询或产生的系统延迟。根据这些数据来了

解您数据库系统的性能。 

从您的工作负载中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库活动指标进行检测。这些指标可能需要直接从工作负载中

发布，或者从应用程序性能管理服务中收集。您可以使用 AWS X-Ray 分析和调试生产用分布式应

用程序，例如使用微服务架构构建的应用程序。X-Ray 跟踪可以包含分段，这些分段封装单个组件

的所有数据点。例如，当您的应用程序响应请求而对数据库进行调用时，它会为该请求创建一个分

段，其中有一个子分段代表该数据库调用及其结果。该子分段可以包含诸如查询、使用的表、时间

戳和错误状态之类的数据。检测后，您应为数据库指标启用警报，以指示何时超出阈值。 

根据访问模式选择数据存储：根据工作负载的访问模式来确定要使用的服务和技术。例如，对于需

要事务的工作负载，使用关系数据库，或者使用能够提供更高吞吐量但最终保持一致（如适用） 

的键值存储。 

根据访问模式和指标优化数据存储：使用性能特性和访问模式来优化数据存储和查询方式，以便实

现最佳性能。衡量索引、键分配、数据仓库设计或缓存策略等优化对系统性能或整体效率的影响。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数据库的 AWS 最佳实践。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dax/
https://aws.amazon.com/x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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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 AWS purpose-built databases (DAT209-L) 

• Amazon Aurora storage demystified: How it all works (DAT309-R) 

• Amazon DynamoDB deep dive: Advanced design patterns (DAT403-R1) 

文档 

• AWS 数据库缓存 

• AWS 云数据库 

• Amazon Aurora 最佳实践 

• Amazon Redshift 性能 

• Amazon Athena 十大性能技巧 

• Amazon Redshift Spectrum 最佳实践 

• Amazon DynamoDB 最佳实践 

• Amazon DynamoDB Accelerator 

网络架构选择 

适合某个工作负载的最佳网络解决方案会根据延迟、吞吐量要求、抖动和带宽而有所不同。物理限

制（例如用户资源或本地资源）决定位置选项。这些限制可以通过边缘站点或资源置放来抵消。 

在 AWS 中，网络资源是以虚拟化的形式存在的，而且支持多种类型和配置。这让您可以更轻松

地找到贴合您需求的网络方案。AWS 提供多种产品功能（例如增强联网、Amazon EC2 联网优化

实例、Amazon S3 Transfer Acceleration、动态 Amazon CloudFront 等）来优化网络流量。

AWS 还提供多种联网功能（例如 Amazon Route 53 的基于延迟的路由、Amazon VPC 终端节

点、AWS Direct Connect 和 AWS Global Accelerator）来减少网络距离或抖动。 

了解网络对性能的影响：分析并了解与网络相关的功能对工作负载性能的影响。例如，网络延迟

通常会影响用户体验，而没有提供足够的网络容量可能会导致工作负载性能瓶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1TVuV5u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aQEGLKtw5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yqfmXiZTlM
https://aws.amazon.com/caching/database-caching/
https://aws.amazon.com/products/databases/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RDS/latest/AuroraUserGuide/Aurora.BestPractic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redshift/latest/dg/c_challenges_achieving_high_performance_queries.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big-data/top-10-performance-tuning-tips-for-amazon-athena/
https://aws.amazon.com/blogs/big-data/10-best-practices-for-amazon-redshift-spectrum/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dynamodb/latest/developerguide/best-practices.html
https://aws.amazon.com/dynamodb/d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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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络位于所有应用程序组件之间，因此可能会对应用程序性能和行为产生巨大的正面和负面

影响。还有一些严重依赖网络性能的应用程序，例如，对于高性能计算 (HPC)，深入了解网络对

于提高群集性能很重要。您必须确定带宽、延迟、抖动和吞吐量方面的工作负载要求。 

评估可用的联网功能：评估云中提供的有助于提高性能的各种联网功能。借助测试、指标和分析

来衡量这些功能的影响。例如，利用可用的网络级功能来减少延迟、网络距离或抖动。 

许多服务通常提供相关功能来优化网络性能。请考虑选择合适的产品功能来优化网络流量，如 EC2 

实例网络功能、增强联网实例类型、Amazon EBS 优化实例、Amazon S3 Transfer Acceleration  

以及动态 CloudFront。 

AWS Global Accelerator 是一项使用 AWS 全球网络提高全球应用程序可用性和性能的服务。 

它利用庞大的无拥塞 AWS 全球网络优化了网络路径。它提供了静态 IP 地址，可轻松在可用区或 

AWS 区域之间移动终端节点，而无需更新 DNS 配置或更改面向客户端的应用程序 

借助 Amazon S3 内容加速功能，外部用户在向 Amazon S3 传输数据时可以通过 CloudFront 的网

络优化获益。这样一来，您可以轻松地将大量数据从没有专用连接的远程位置传输到 AWS 云。 

较新的 EC2 实例可以利用增强联网。N 系列的 EC2 实例（例如 M5n 和 M5dn）利用第四代定制 

Nitro 卡和 Elastic Network Adapter (ENA) 设备为单个实例提供高达 100 Gbps 的网络吞吐量。

与基础 M5 实例相比，这些实例提供了 4 倍的网络带宽和数据包处理能力，是网络密集型应用程

序的理想选择。客户还可以在某些实例大小的 M5n 和 M5dn 实例上启用 Elastic Fabric Adapter 

(EFA)，以实现较低且一致的网络延迟。 

Amazon Elastic Network Adapter (ENA) 为单一置放群组中的实例提供 20 Gbps 的网络容量， 

实现进一步优化。Elastic Fabric Adapter (EFA) 是 Amazon EC2 实例的网络接口，使您能够在 

AWS 上大规模运行需要高级别节点间通信的工作负载。借助 EFA，使用消息传递接口 (MPI) 的高

性能计算 (HPC) 应用程序和使用 NVIDIA Collective Communications Library (NCCL) 的机器学习 

(ML) 应用程序可以扩展到数千个 CPU 或 GPU。 

Amazon EBS 优化实例使用经过优化的配置堆栈，可以针对 Amazon EBS I/O 提供额外的专用容

量。这种优化通过最小化您的 Amazon EBS I/O 与实例的其他流量之间的争用，来为 EBS 卷提供

最佳性能。 

https://aws.amazon.com/global-accel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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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Route 53 的基于延迟的路由 (LBR) 有助于提高工作负载面向全局受众的性能。LBR 的工

作方式是，根据工作负载运行的不同 AWS 区域的实际性能衡量指标，将客户路由到可提供最快

体验的 AWS 终端节点（EC2 实例、弹性 IP 地址或 ELB 负载均衡器）。 

Amazon VPC 终端节点提供面向 AWS 服务（例如，Amazon S3）的可靠连接，无需互联网网关

或网络地址转换 (NAT) 实例。 

为混合工作负载选择适当大小的专用连接或 VPN：当需要进行本地通信时，请确保您有足够的带

宽来保证工作负载性能。 根据带宽要求，单个专用连接或单个 VPN 可能不够，您必须启用多个

连接之间的流量负载均衡。 

您必须估算混合工作负载的带宽和延迟要求。这些数字将确定 AWS Direct Connect 或您的 VPN 

终端节点的大小要求。 

AWS Direct Connect 提供了速率为 50 Mbps 到 10 Gbps 的 AWS 环境专用连接。这样一来，延

迟得到管理和控制，并且拥有预置带宽，让您的工作负载能够以轻松且高性能的方式连接到其他

环境。使用 AWS Direct Connect 合作伙伴之一，您可以拥有多个环境的端到端连接，从而提供

性能一致的扩展网络。 

AWS 站点到站点 VPN 是 VPC 的托管 VPN 服务。建立 VPN 连接后，AWS 将提供到两个不同 

VPN 终端节点的隧道。借助 AWS Transit Gateway，您可以简化多个 VPC 之间的连接，还可以

通过单个 VPN 连接来连接到与 AWS Transit Gateway 连接的任何 VPC。AWS Transit Gateway 

还可以通过在多个 VPN 隧道上启用等价多路径 (ECMP) 路由支持，使您扩展到 1.25 Gbps IPsec 

VPN 吞吐量限制之外。 

利用负载均衡和加密卸载：将流量分布在多个资源或服务上，以使您的工作负载能够利用云提供

的弹性。您也可以使用负载均衡机制来卸载加密终端，以便提高性能并有效管理和路由流量。 

在实施想要在其中针对服务内容使用多个实例的横向扩展架构时，您可以利用 Amazon VPC 内部

的负载均衡器。AWS 为 ELB 服务中的应用程序提供了多个模型。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最

适合 HTTP 和 HTTPS 流量的负载均衡，面向交付包括微服务和容器在内的现代应用程序架构，

提供高级请求路由功能。 

若要对需要极高性能的 TCP 流量进行负载均衡，网络负载均衡器是最佳选择。网络负载均衡器每秒

能够处理数百万请求，同时能保持超低延迟，还针对处理突发和不稳定的流量模式进行了优化。 

https://aws.amazon.com/directconnect/
https://aws.amazon.com/vpn/
https://aws.amazon.com/transit-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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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 Load Balancing 提供集成的证书管理和 SSL/TLS 解密，使您可以灵活地集中管理负载均

衡器的 SSL 设置，并从工作负载中卸载占用大量 CPU 的工作。 

选择网络协议以优化网络流量：根据对工作负载性能的影响，制定有关系统与网络之间的通信协

议的决策。 

延迟和带宽之间存在关系，以实现吞吐量。如果文件传输使用 TCP 协议，则延迟越高，整体吞吐量

越低。有一些方法可以使用 TCP 调整和优化的传输协议来解决此问题，有些方法则使用 UDP 协议。 

根据网络要求选择位置：使用可用的云位置选项来降低网络延迟或提高吞吐量。利用 AWS 区域、

可用区、置放群组和边缘站点（例如 Outposts、本地扩展区和 Wavelength），来降低网络延迟

或提高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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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区域有多个

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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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联网和连接。可用区能够提高生产应用程序和数据库的运行效率，使其具备比单个数据中

心更强的可用性、容错能力以及可扩展性 

请根据以下关键元素，为您的部署选择一个或多个合适的区域： 

• 用户所在位置：选择一个接近您的工作负载用户的区域，确保他们在使用工作负载时延

迟较低。 

• 数据所在位置：对于数据密集型应用程序，延迟方面的主要瓶颈是数据传输。应用程序代

码的执行位置应尽量接近数据位置。 

• 其他制约：考虑安全性和合规性等制约。 

Amazon EC2 为联网提供置放群组。置放群组是单个可用区内实例的逻辑分组。使用具有支持的

实例类型和 Elastic Network Adapter (ENA) 的置放群组，可使工作负载参与低延迟的 25 Gbps 网

络。建议将置放群组用于可受益于低网络延迟和/或高网络吞吐量的工作负载。使用置放群组有降

低网络通信抖动的优势。 

延迟敏感型服务是使用全球边缘站点网络在边缘交付的。这些边缘站点通常提供内容分发网络 

(CDN) 和域名系统 (DNS) 等服务。通过在边缘交付这些服务，工作负载可以低延迟响应内容或 

https://aws.amazon.com/elasticload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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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解析请求。这些服务还提供地理定位服务，例如内容地理定位（基于最终用户位置提供不同

内容），或基于延迟的路由，用于将最终用户引导至最近的区域（最小延迟）。 

Amazon CloudFront 是一个全球性内容分发网络 (CDN)，可用于加速静态内容（如图像、脚本和视

频）以及动态内容（如 API 或 Web 应用程序）。它依赖于全球边缘站点网络，可以缓存内容并为

您的用户提供高性能的网络连接。CloudFront 也加快了许多其他功能，如内容上传和动态应用程

序，从而使通过互联网提供流量的所有应用程序的性能有所提高。Lambda@Edge 是 Amazon 

CloudFront 的一项功能，使您可以更接近工作负载用户运行代码，从而提高性能并减少延迟。 

Amazon Route 53 是一种高度可用且可扩展的云 DNS Web 服务。它的目的是为开发人员和企业

提供一种非常可靠且经济高效的方式，将名称（如 www.example.com）转换为计算机用于互相

连接的数字 IP 地址（如 192.168.2.1），从而将最终用户路由到互联网应用程序。Route 53 与 

IPv6 完全兼容。 

AWS Outposts 专为因延迟要求而需要保留在本地的工作负载而设计，在此您希望该工作负载与 

AWS 中的其他工作负载一起无缝运行。AWS Outposts 是完全托管且可配置的计算和存储机架，

这些机架使用 AWS 设计的硬件构建，可让您在本地运行计算和存储，同时无缝连接到云中  

AWS 的广泛服务。 

AWS 本地扩展区是一种新型的 AWS 基础设施，旨在运行需要十毫秒内延迟的工作负载，例如视

频渲染和图形密集型虚拟桌面应用程序。本地扩展区使您可以获得使计算和存储资源更接近最终

用户的所有优势。 

AWS Wavelength 通过将 AWS 基础设施、服务、API 和工具扩展到 5G 网络，旨在向 5G 设备提供

超低延迟应用程序。Wavelength 将存储和计算嵌入电信运营商 5G 网络内部，以在您的 5G 工作负

载需要十毫秒内延迟时提供帮助，例如 IoT 设备、游戏流、自动驾驶汽车和实时媒体制作。 

可使用边缘服务来减少延迟并启用内容缓存。请确保您为 DNS 和 HTTP/HTTPS 正确配置了缓存

控制，以便通过这些方式获得最大优势。 

根据各项指标优化网络配置：使用收集和分析的数据做出有关优化网络配置的明智决策。衡量更

改带来的影响，并且根据衡量结果来做出进一步决策。 

为您的工作负载使用的所有 VPC 网络启用 VPC 流日志。VPC 流日志功能使您能够进一步捕获有

关传入和传出您的 VPC 中网络接口的 IP 流量的信息。VPC 流日志可帮助您完成许多任务，例如

https://aws.amazon.com/cloudfront/
https://aws.amazon.com/lambda/edge/
https://aws.amazon.com/outposts/
https://aws.amazon.com/about-aws/global-infrastructure/localzones/
https://aws.amazon.com/wave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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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为什么特定流量无法到达实例的问题，进而帮助您诊断过于严格的安全组规则。您可以使用

流日志作为安全工具来监控到达实例的流量，以分析网络流量并查找异常的流量行为。 

使用网络指标来随着工作负载的发展对网络配置进行更改。基于云的网络可以快速重建，因此有

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进网络架构，以保持性能效率。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联网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 Connectivity to AWS and hybrid AWS network architectures (NET317-R1) 

• Optimizing Network Performance for Amazon EC2 Instances (CMP308-R1) 

文档 

• 过渡到 Amazon Route 53 中基于延迟的路由 

• AWS 联网产品 

• EC2 

o Amazon EBS – 优化的实例 

o Linux 上的 EC2 增强联网 

o Windows 上的 EC2 增强联网 

o EC2 置放群组 

o 在 Linux 实例上启用 Elastic Network Adapter (ENA) 增强联网 

• VPC 

o Transit Gateway 

o VPC 终端节点 

o VPC 流日志 

• Elastic Load Balancer 

o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o 网络负载均衡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qW6CPb58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iwuYtIgu0
https://docs.aws.amazon.com/Route53/latest/DeveloperGuide/TutorialTransitionToLBR.html
https://aws.amazon.com/products/networking/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bs-optimize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nhanced-network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WindowsGuide/enhanced-networkin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placement-group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nhanced-networking-ena.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tgw/what-is-transit-gateway.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endpoin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flow-log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elasticloadbalancing/latest/application/introduc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elasticloadbalancing/latest/network/introdu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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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在最初构建工作负载时，您可以选择的选项很有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提升工作负载性能的

新技术和方法会不断涌现。在云中，由于基础设施是代码，因此试验新功能和服务会简单得多。 

要采用数据驱动的架构方法，您应该实施性能审核流程，并考虑以下内容： 

• 基础设施即代码：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模板之类的方法定义您的基础设施即代码。

使用模板，您可以将您的基础设施与应用程序代码和配置一道放入源代码控制中。这使您

能够将用于开发软件的实践应用到基础设施，从而能够快速迭代。 

• 部署管道：使用持续集成/连续部署 (CI/CD) 管道（例如，源代码存储库、构建系统、部

署和测试自动化）来部署您的基础设施。这使您能够以可重复、一致且低成本的方式进行

迭代部署。 

• 明确定义的指标：设置您的指标和监控以捕获关键性能指标 (KPI)。我们建议您使用技术

和业务指标。网站或移动应用程序的关键指标是首个字节捕获时间或渲染时间。其他常规

的适用指标包括线程计数、垃圾收集速率以及等待状态。业务指标，如单次请求累计总成

本，可以提醒您留意降低成本的方法。仔细考虑解读指标的方式。例如，您可以选择最大

值或第 99 个百分位数，而不是平均值。 

• 自动性能测试：作为部署过程的一部分，在快速运行测试成功通过后自动触发性能测试。

自动化应创建新环境、设置初始条件（如测试数据），然后执行一系列基准和负载测试。

这些测试的结果应回绑到构建中，以便您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跟踪性能变化。对于长时间运

行测试，您可以使管道的这一部分与构建剩余部分实现异步。或者，您可以使用 Amazon 

EC2 Spot 实例来执行通宵性能测试。 

• 负载生成：您应该创建复制综合或预先记录的用户旅程的一系列测试脚本。这些脚本应该

是幂等的，而不是耦合，您可能需要包含“预热”脚本以便产生有效结果。测试脚本应尽可能

复制生产中的使用行为。您可以使用软件或软件即服务 (SaaS) 解决方案来生成负载。考虑

使用 AWS Marketplace 解决方案和 Spot 实例 – 它们是用于生成负载的经济高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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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可见性：关键指标应该对您的团队可见，尤其是针对每个构建版本的指标。这让您能

够随着时间推移看到所有重大的正面或负面趋势。您还应展示有关错误或异常数量的指

标，以确保测试的是正常工作的系统。 

• 可视化：使用可视化技术，清楚了解出现性能问题、热点、等待状态或低利用率的位置。

在架构图上叠加性能指标 – 调用图表或代码有助于快速发现问题。 

此性能审核流程可以实施为现有部署管道的简单扩展，然后随着测试要求复杂程度逐渐加深而发

展演变。对于未来的架构，您可以归纳方法并重复使用相同的流程和构件。 

通常，不存在或损坏的性能审核过程会导致架构性能不佳。如果您的架构性能不佳，请实施性能

审核流程，以便应用戴明的计划-执行-检查-处理 (PDCA) 循环来驱动迭代改进。 

改进工作负载以便利用新的版本 

利用由客户需求驱动的 AWS 持续创新。我们会定期发布新的区域、边缘站点、服务和功能。 

这些发布内容都可以明显提高架构的性能效率。 

及时了解最新的资源和服务：当新服务、设计模式和产品问世时，评估可以提高性能的方法。 

通过临时评估、内部讨论或外部分析来确定哪些些方法可以提高性能或提高工作负载的效率。 

制定相应流程，评估 AWS 推出的更新、新功能和新服务。例如，使用新技术构建概念验证或咨

询内部团队。在尝试新想法或新服务时，运行性能测试，以衡量这些新想法或新服务对工作负载

的效率或性能的影响。利用您在 AWS 上获得的灵活性，经常对新想法或新技术进行测试，以尽

量减少成本或风险。 

制定流程来提高工作负载性能：制定相应流程，以在新的服务、设计模式、资源类型和配置推出

后，对它们进行评估。例如，对新实例产品运行现有性能测试，以确定它们改进工作负载的潜力。 

工作负载的性能会面临一些关键约束。记录这些约束，以便您了解哪些创新可以提高工作负载的

性能。当您知道有新的服务或技术推出时，借助这些信息来确定消除约束或瓶颈的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进工作负载：组织需要使用在评估流程中收集的信息，积极推动对新推出的服

务或资源的采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DCA


Archived

Amazon Web Services 性能效率支柱 

 27 

利用评估新服务或新技术时收集的信息来推动变革。随着您的业务或工作负载发生改变，性能需

求也会改变。使用从工作负载指标中收集的数据来评估在哪些方面可以获得最大的效率或性能提

升，并且积极采用新服务和新技术来紧跟需求。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基准测试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 Amazon Web Services YouTube 频道  

• AWS 在线技术讲座 YouTube 频道 

• AWS 事件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d6MoB9NC6uYN2grvUNT-Zg
https://www.youtube.com/user/AWSwebinar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doadna9HFHsxXWhafhNv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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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实施架构后，必须监控其性能，以便在问题对客户造成影响之前进行补救。您应该使用监控指标，

确保系统在指标超出阈值时发出告警。 

AWS 监控包含五个不同阶段，更多详细信息可参阅可靠性支柱白皮书： 

1. 生成 – 监控、指标和阈值的范围 

2. 聚合 – 基于多个源创建完整视图 

3. 实时处理和报警 – 识别和响应 

4. 存储 – 数据管理和保留策略 

5. 分析 – 控制面板、报告和见解 

Amazon CloudWatch 是一项针对 AWS 云资源和在 AWS 上运行的工作负载的监控服务。您可以

使用 CloudWatch 收集和跟踪指标、收集和监控日志文件，以及设置告警。CloudWatch 可以监控

各种 AWS 资源，例如 EC2 实例和 RDS 数据库实例，以及由您的工作负载和服务生成的自定义指

标和您的应用程序生成的所有日志文件。您可以使用 CloudWatch 全面地了解资源使用率、应用

程序性能和运行状况。使用这些分析结果，您可以快速做出反应，保证工作负载顺畅运行。 

CloudWatch 控制面板允许您创建可重复使用的 AWS 资源图表和自定义指标，以便您监控运行状

态并迅速找出问题。 

有效监控解决方案的关键是确保不会看到误报。自动触发器可以避免人为错误，并且可以缩短解

决问题的用时。请安排时间在生产环境中执行模拟以测试告警解决方案，确保它可以正确识别各

种问题。 

监控解决方案分为两种类型：主动监控 (AM) 和被动监控 (PM)。AM 和 PM 互为补充，使您能够

概要了解工作负载的表现。 

主动监控跨产品中的关键路径模拟脚本化用户旅程中的用户活动。AM 应连续执行，以便测试工

作负载的性能和可用性。AM 的连续、轻便和可预测的特性有力补充了 PM。它可以跨所有环境

（尤其是预生产环境）运行，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或性能问题，防止最终用户受到影响。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Reliability-Pilla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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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监控通常用于基于 Web 的工作负载。PM 从浏览器收集性能指标（不是基于 Web 的工作负

载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您可以跨所有用户（或用户子集）、地理位置、浏览器和设备类型收

集指标。使用 PM，了解以下问题： 

• 用户体验性能：PM 为您提供有关用户体验的指标，让您可以持续了解生产运行情况， 

并让您了解变化产生的影响。 

• 地理性能变化：如果工作负载遍布全球，用户从世界各地访问工作负载，那么使用 PM 可

以确保您能发现影响特定地理位置用户的性能问题。 

• 使用 API 的影响：现代工作负载使用内部 API 和第三方 API。PM 可以让您了解 API 的使

用情况，以便您能识别源自内部 API 和第三方 API 提供商的性能瓶颈。 

CloudWatch 可以提供监控并发送通知告警。您可以使用自动化技术通过 Amazon Kinesis（流数

据处理服务）、Amazon Simple Queue Service (Amazon SQS) 和 AWS Lambda（无服务器计算

服务）来触发操作，响应处理性能问题。 

监控资源以便确保其性能符合预期 

系统性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监控系统性能，以发现性能降低的情况，并针对内部或外部

因素（例如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负载）采取修复措施。 

记录与性能相关的指标：使用监控和可观察性服务记录与性能相关的指标。例如，记录数据库事

务、慢速查询、I/O 延迟、HTTP 请求吞吐量、服务延迟或其他关键数据。 

确定对工作负载至关重要的性能指标并记录下来。这些数据对于确定影响工作负载整体性能或效

率的组件非常重要。 

回顾客户体验，确定至关重要的指标。针对每个指标，确定其目标、衡量方式和优先程度。根据这

些信息创建告警和通知，以主动解决与性能相关的问题。 

在发生事件或意外事件时分析各项指标：在某个事件或意外事件发生后（或发生过程中）， 

使用监控控制面板或报告来了解和诊断影响。这些视图可让您了解工作负载哪些部分的性能没有

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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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架构编写重要用户案例时，请纳入性能要求，例如指定每个重要案例应以多快速度执行。对于

这些重要案例，实施额外的脚本化用户体验，以便确保您知道这些案例是如何根据您的要求执行的 

建立关键性能指标 (KPI) 来衡量工作负载性能：确定用于指示工作负载是否按预期执行的 KPI。

例如，基于 API 的工作负载可以使用整体响应延迟来指示整体性能，电子商务网站可以使用购买

量作为其 KPI。 

记录客户要求的性能体验，包括客户如何评价工作负载的性能。根据这些要求确定关键性能指标 

(KPI)，用于指示系统的整体性能。 

借助监控来生成基于告警的通知：根据您定义的与性能相关的关键性能指标 (KPI)，使用当测量值

超出预期范围时能够自动生成告警的监控系统。 

Amazon CloudWatch 可以收集架构中各种资源的指标。您也可以收集和发布自定义指标，用于

显示业务指标或派生指标。使用 CloudWatch 或第三方监控服务设置超出阈值告警；告警表明指

标超出预期范围。 

定期检查指标：在例行维护时或者事件或意外事件发生后，检查收集到了哪些指标。通过这些检

查，找出哪些指标对于解决问题至关重要，以及跟踪哪些其他指标会有助于发现、解决问题或预

防问题发生。 

在响应意外事件或事件的过程中，评估哪些指标有助于解决问题、哪些目前没有跟踪的指标会有

助于解决问题。这样，您可以提高收集的指标的质量，从而预防或更快速地解决未来发生的意外

事件。 

主动监控和告警：使用关键性能指标 (KPI) 并结合监控和告警系统，主动解决与性能相关的问题。

使用告警触发自动操作，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问题。如果无法实现自动响应，则将告警上报给能

够响应的人员。例如，您的系统在关键性能指标 (KPI) 超出特定阈值时，能够预测预期 KPI 值并发

出告警的系统；或者您的工具在 KPI 超出预期值时，能够自动停止或回滚部署的工具。 

实施相应流程，让您在工作负载运行期间了解其性能。构建监控控制面板并确定预期性能基准，

以确定工作负载的性能是否达到最佳。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监控的 AWS 最佳实践，以便提升性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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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 Cut through the chaos: Gain operational visibility and insight (MGT301-R1) 

文档 

• X-Ray 文档 

• CloudWatch 文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YGbotqHd0
https://docs.aws.amazon.com/xray/latest/devguide/aws-xray.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monitoring/WhatIsCloudWatch.html


Archived

Amazon Web Services 性能效率支柱 

 32 

权衡 
在架构解决方案时，需要权衡各种因素才能确保获得最佳方案。根据具体情况，您可以在一致

性、持久性和空间与时间或延迟之间进行权衡，以便实现更高的性能。 

使用 AWS，您可以在几分钟内实现全球化部署，并可在世界范围内的多个位置部署资源，从而缩

短与最终用户的距离。您还可以将只读副本动态添加到信息存储系统（例如数据库系统），以减

少主数据库的负载。 

AWS 可以提供 Amazon ElastiCache 和 Amazon CloudFront 等缓存解决方案。其中，Amazon 

ElastiCache 可以提供内存数据存储或缓存，Amazon CloudFront 则可以将静态内容的副本缓存在

更接近最终用户的位置。Amazon DynamoDB Accelerator (DAX) 提供位于 Amazon DynamoDB 前

面的直读/直写分布式缓存层，支持相同的 API，对缓存中的对象可以实现亚毫秒级的访问。 

权衡各种因素以改善性能 

在架构解决方案时，积极权衡各种因素可以帮助您选出最佳方法。通常，您可以用一致性、持久

性和空间来换取时间和延迟，从而提高性能。权衡各种因素可能会增加架构的复杂性，而且需要

进行负载测试以便确保获得可以量化的收益。 

了解对性能最至关重要的因素：了解并确定在哪些方面提高工作负载性能，会对效率或客户体验

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拥有大量客户交互的网站会因为使用边缘服务在距离客户更近的位置向

客户分发内容而受益。 

了解设计模式和服务：研究和理解有助于提高工作负载性能的各种设计模式和服务。在分析的过

程中，确定您需要牺牲哪些方面来实现更高的性能。例如，使用缓存服务有助于减少数据库系统

上的负载；不过，这需要您完成一些设计工作，以实现安全的缓存，或者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实

现最终一致性。 

了解您可以使用哪些性能配置选项以及这些配置选项对工作负载的影响。优化工作负载性能依赖

于对以下内容的了解：这些选项如何与架构进行交互，以及这些选项对实际测量的性能和用户感

知到的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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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Builders’ Library 为读者提供了有关 Amazon 如何构建和运营技术的详细说明。这些免费

文章均由 Amazon 的高级工程师撰写，其中涵盖架构、软件交付和运营等诸多主题。例如，您可

以看到 Amazon 如何实现软件交付自动化，每年完成超过 1.5 亿次部署；或者 Amazon 的工程师

如何实施随机分片等原理来构建具有高可用性和容错能力的弹性系统。 

确定权衡机制对客户和效率的影响：在评估与性能相关的改进时，确定哪种选择会对客户和工作

负载效率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使用键值数据存储可以提高系统性能，那么评估它的最终一致性

将如何影响客户就非常重要。 

通过指标和监控确定系统中性能不佳的方面。确定如何提高性能、性能提高带来的利弊，并确定

性能提高对系统和用户体验的影响。例如，缓存数据有助于大幅提高性能，但需要就如何以及何

时更新缓存的数据或使其变得无效而制定明确的策略，以防止产生不正确的系统行为。 

衡量性能改善的影响：在做出更改以提高性能时，请评估收集到的指标和数据。使用这些信息来

确定性能提高对工作负载、工作负载组件和客户的影响。这种衡量可让您了解采用权衡机制后实

现的性能提高，还可以帮助确定性能提高是否产生了任何不利的副作用。 

架构完善的系统会使用各种与性能相关的策略。确定哪种策略会对给定的热点或瓶颈产生最大的

积极影响。例如，对多个关系数据库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分片可以提高整体吞吐量并保持对事务的

支持，而且在每个分片内进行缓存有助于降低负载。 

使用各种与性能相关的策略：如果合适，利用多种策略来提高性能。例如，可以使用缓存数据等

策略来防止出现过多的网络或数据库调用；使用数据库引擎的只读副本来提高读取速度；尽可能

对数据进行分片或压缩以减少数据卷；在数据可用时进行缓冲和传输，避免拥堵。 

对工作负载进行更改时，需要收集并评估各项指标，以确定更改产生的影响。衡量对系统和最终

用户的影响，以便了解权衡机制如何影响工作负载。使用负载测试等系统的方法来确定权衡机制

是否可以提高性能。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详细了解有关缓存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 Introducing The Amazon Builders’ Library (DOP328) 

https://aws.amazon.com/builders-libra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RdemSir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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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 Amazon Builders’ Library 

• 实施 Amazon ElastiCache 的最佳实践 

总结 
实现和维护性能效率需要一个数据驱动的方法。您应积极考虑访问模式和权衡机制，以便通过优

化来实现更高的性能。使用基于基准和负载测试的审核流程，您可以选择合适的资源类型和配

置。将基础设施视为代码，您能够快速、安全地改进您的架构，同时使用数据来制定有关架构的

基于事实的决策。结合使用主动监控和被动监控，能够确保架构性能不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 

AWS 致力于帮助您构建性能高效、同时提供业务价值的架构。使用本文中讨论的工具和技术， 

以确保成功。 

贡献者 
以下是对本文档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 Eric Pullen，Amazon Web Services Well-Architected 性能效率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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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ulien Lépine，Amazon Web Services 专家级 SA 经理 

• Ronnen Slasky，Amazon Web Services 解决方案架构师 

延伸阅读 
如需更多帮助，请查阅以下资源： 

•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 

https://aws.amazon.com/builders-library/?cards-body.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customSort&cards-body.sort-order=asc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ElastiCache/latest/red-ug/WhatIs.html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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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修订 
日期 描述 

2020 年 4 月 v2 的主要更新 

2018 年 7 月 语法问题的次要更新 

2017 年 11 月 刷新白皮书以反映 AWS 中的变化 

2016 年 11 月 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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