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无服务器架构优化企业经济 

 

2017 年 9 月 

 

 

 

 

 

 

 

 

 

  



 

© 2017, Amazon Web Services, Inc. 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声明 

本文档仅供参考之用。本文档代表截至其发行之日的 AWS 最新产品/服务和实
践，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客户负责对本文档中的信息以及对 AWS 产品或
服务的任何形式的使用进行独立评估，所有产品或服务均以其“所呈现的方式”提

供，不含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本文档不形成 AWS 及其附属公司、供
应商或许可方的任何保证、主张、合同承诺、条件或担保。AWS 对其客户承担
的责任和义务受 AWS 协议约束。本文档不是 AWS 与客户之间的任何协议的一部

分，也不构成对该协议的修改。 

  



 

目录 

简介 1 

了解无服务器应用程序 2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使用案例 2 

无服务器始终都是合适的吗？ 4 

评估云供应商的无服务器平台 4 

AWS 无服务器平台 8 

AWS 无服务器平台的功能 9 

案例研究 11 

无服务器网站、Web 应用程序和移动后端 12 

IoT 后端 13 

数据处理 13 

大数据 14 

IT 自动化 15 

其他使用案例 15 

总结 15 

贡献者 16 

延伸阅读 16 

参考架构 16 

文档修订 16 

 

  



 

摘要 

本白皮书旨在帮助首席信息官 (CIO)、首席技术官 (CTO) 和高级架构师了解无服
务器架构及其对上市时间、团队敏捷性和 IT 经济性的影响。通过在设计上消除

闲置、未充分利用的服务器并显著简化基于云的软件设计，无服务器方法正在迅

速改变着 IT 环境。 

本白皮书介绍了无服务器方法和 AWS 无服务器产品组合的基础知识，提供了各
种案例研究来说明现有公司如何通过采用无服务器方法获得显著的敏捷性优势和
经济效益。本白皮书说明了各种规模的组织如何使用无服务器架构来构建基于事

件的反应式系统，并以少量的常规成本快速交付原生云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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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许多公司已经从在公有云中运行应用程序中获益，包括通过按使用量计费的模式
节约成本，以及通过使用按需 IT 资源提高敏捷性。跨多个应用程序类型和行业

的多项研究表明，将现有应用程序架构迁移到云可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TCO) 并缩

短上市时间。1  

相对于本地和私有云解决方案，公有云让构建、部署和管理服务器队列以及在其上
运行的应用程序变得更加轻松。但是，除了传统服务器或基于虚拟机的架构之外，
当今企业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利用公有云。虽然公司在使用云时无需购买和维护自

己的硬件，但对于任何基于服务器的架构，他们仍然需要精心构建，以便提供可扩
展性和可靠性。此外，随着应用程序的发展，公司需要解决与修补和部署这些服务
器队列相关的挑战。而且，他们还必须扩展服务器队列来应对负载高峰，并尝试在

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缩减服务器队列，同时确保最终用户的体验和内部系统的完整
性。事实证明，闲置、未充分利用的服务器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浪费资源。据分析

师估计，实际上多达 85% 的服务器都存在容量利用率低下的情况。2 

AWS Lambda 等无服务器计算服务旨在通过为公司提供一种不同的应用程序设计方
式来应对这些挑战，这种方式在本质上可以降低成本并缩短上市时间。AWS 

Lambda 降低了在所有技术堆栈级别处理服务器的复杂性，引入了按请求计费的模

式，让您无需再为闲置的计算容量付费。此外，利用 Lambda 函数，组织可以轻松

采用微服务架构。消除基础设施并迁移到 Lambda 模型可以提供双重经济优势：  

 闲置服务器等问题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都会消失。AWS Lambda 等无服务
器计算服务绝不会“被淘汰”，因为它只在执行有用的工作时才会收取费

用，并且以毫秒为粒度进行计费。 

 不再需要进行队列管理（包括服务器的安全修补、部署和监控）。这意味
着无需维护所需的相关工具、流程和待命轮换，即可全天候支持服务器队
列的正常运行时间。使用 Lambda 构建微服务有助于提高组织的敏捷性。

如果没有服务器管理负担，公司可以将稀缺的 IT 资源投入到重要事项
上，即业务中。 

通过显著降低基础设施成本，提高团队的敏捷性和专注度并缩短上市时间，已经

采用无服务器方法的公司获得了超越其竞争对手的重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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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无服务器应用程序 

上面提到的无服务器方法的优势非常吸引人，但在实际实施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呢？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与基于服务器的传统应用程序有何区别？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经过专门设计，使开发人员能够专注于其核心能力，即编写实
际业务逻辑。开发人员无需处理许多应用程序的样板文件组件（例如 Web 服务

器）和所有未分工的繁重工作（例如用于处理可靠性和扩展的软件）。因此，这
是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方法，其中系统仅会在需要时触发业务逻辑：移动用户发送
消息、图像上传至云、记录到达数据流等等。虽然不是必备条件，但基于事件的

异步应用程序设计方法在无服务器应用程序中十分常见，因为它与仅在需要完成

工作时才会运行代码（并产生费用）这一概念完全吻合。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在公有云中的 AWS Lambda 等服务上运行，该服务负责接收
事件或客户端调用，然后实例化并运行代码。与基于服务器的传统应用程序设计

相比，这种模型具有诸多优势。 

 无需预置、部署、更新、监控或以其他方式管理服务器。所有实际硬件和
服务器软件均由云提供商处理。 

 应用程序会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动扩展。这在本质上不同于传统应用程

序，后者需要接收方队列和显式容量管理才能扩展，以应对负载高峰。 

 除了扩展性之外，这种应用程序还内置了可用性和容错能力。无需编码、
配置或管理，即可获得这些功能带来的优势。 

 无需为闲置容量付费。无需（实际上是无法）预置或超额预置容量。 

相反，它采用按请求付费的模式，并且基于代码运行所需的时间收费。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使用案例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模型是通用的，适用于几乎任何类型的应用程序，从初创公司

的 Web 应用程序到财富 100 强公司的股票交易分析平台。下面是几个例子： 

 Web 应用程序和网站 – 如果不使用服务器，您就可以创建在没有流量时
成本基本为零的 Web 应用程序，同时进行扩展，以应对负载高峰，甚至

是意外出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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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后端 – 无服务器移动后端为专注于客户端开发的开发人员提供了一种
方法，让他们能轻松创建安全、高度可用且可完美扩展的后端，而无需成

为分布式系统设计领域的专家。 

 媒体和日志处理 – 无服务器方法可以提供自然的并行性，能够更轻松地处
理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并且降低了构建多线程系统或手动扩展计算队列

的复杂性。 

 IT 自动化 – 无服务器功能可附加到警报和监视器，以在需要时提供自定
义。无需拥有和维护服务器即可使用，尤其当这些作业和要求不常见或在本

质上会变化时，这大大简化了 Corn 作业和其他 IT 基础设施要求的实施。 

 IoT 后端 – 能够引入任何代码（包括本机库），简化了创建可实施特定于
设备的算法且基于云的系统的过程。 

 聊天机器人（包括语音助手）和其他基于 Webhook 的系统 – 无服务器方
法非常适合任何基于 Webhook 的系统，例如聊天机器人。它们能够仅在需
要时（例如当用户向聊天机器人请求信息时）执行操作（例如运行代码），

因此是一种适用于这些架构的简单方法，并且成本通常更低。例如，大多数
适用于 Amazon Echo 的 Alexa Skills 均通过使用 AWS Lambda 来实施。 

 点击流和其他近乎实时的流数据处理 – 无服务器解决方案可以灵活地随数

据流进行扩展和缩减，以便满足吞吐量要求，并且降低了为每个应用程序
构建可扩展计算系统的复杂性。与 Amazon Kinesis 等技术结合使用时，

AWS Lambda 能以极高的速度处理点击流分析记录、NoSQL 数据触发、

股票交易信息等。 

除了之前讨论的广泛采用的使用案例之外，公司还将无服务器方法应用于以下
领域： 

 大数据（例如 map-reduce 问题）、高速视频转码、股票交易分析和适用于

贷款应用程序的计算密集型蒙特卡洛模拟。开发人员发现，使用无服务器方
法进行并行化要容易得多，3尤其是在通过事件触发并行化时，这会使他们
越来越多地将无服务器技术应用于各种大数据问题，而无需管理基础设施。 

 对 Web 应用程序和通过内容交付网络交付的资产进行低延迟的自定义处

理。通过将无服务器事件处理转移到互联网边缘，开发人员可以利用更低

的延迟，并且能够轻松自定义检索和内容获取。这为一系列新的使用案例
提供了支持，这些使用案例基于客户端的位置针对延迟进行了优化。 

 利用互联设备，AWS Lambda 函数等无服务器功能可以在商业、住宅和手

持物联网 (IoT) 设备中运行。Lambda 函数等无服务器解决方案提供了从
底层物理（甚至是虚拟）硬件中顺利进行抽象提取的功能，有助于更轻松
地从数据中心过渡到边缘，从一个硬件架构过渡到另一个硬件架构，而不

会中断编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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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AWS Snowball Edge 等本地设备中进行自定义逻辑和数据处理。由于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将业务逻辑和执行环境的详细信息分离开了，它们可以

轻松在各种环境中（包括在设备中）运行。 

一般情况下，无服务器应用程序是使用微服务架构构建而成的，在这种架构中，
应用程序被分为能够执行离散作业的独立组件。这些组件由单独的 Lambda 函数
以及 API、消息队列、数据库和其他组件组成，可单独进行部署、测试和扩展。

事实上，由于无服务器应用程序采用基于函数的模型，它们非常适合微服务。通
过避免整体式设计和架构，组织可以变得更加敏捷，因为开发人员能够根据需要

逐步部署、替换或升级单个组件，例如数据库层。 

在许多情况下，只需要隔离一个应用程序的业务逻辑，即可将它转换成无服务器
应用程序。AWS Lambda 等服务支持常见编程语言，且允许使用自定义库。长期

运行的任务可以使用由各个函数组成的工作流表示，这些函数可以在合理的时间

范围内运行，这让系统能够根据需要重启或并行处理各个计算单元。 

无服务器始终都是合适的吗？ 

几乎所有现代应用程序都可以加以修改，以便成功运行，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

能以更加经济且可扩展的方式在无服务器平台上运行。但有时候，无服务器并不

是最佳选择： 

 当明确目标是避免对应用程序进行任何修改时。 

 当需要对环境进行精细控制时，例如指定特定的操作系统补丁或访问低级
联网操作，以使代码正常运行。 

 当本地应用程序还没有迁移到公有云时。 

评估云供应商的无服务器平台 

在设计无服务器应用程序时，公司和组织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用于执行应用程序

代码的无服务器计算功能。完整的无服务器应用程序需要存储、消息收发、诊断

等方面的各种服务、工具和功能。对于无服务器开发人员来说，来自云供应商的
不完整或零碎的无服务器产品组合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无法在一致的抽象级别

成功编码，他们就必须回过头去使用基于服务器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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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服务器平台包含一组由无服务器应用程序组成的服务，例如计算和存储组件以及
编写、构建、部署和诊断无服务器应用程序所需的工具。在生产中运行无服务器应

用程序需要可靠、灵活且可信的平台，该平台可以满足小型初创公司到全球性企业
的需求。该平台必须扩展应用程序的所有元素，并提供端到端可靠性。如传统应用
程序一样，帮助开发人员成功创建和交付无服务器解决方案是一个多维度的挑战。

要满足各个行业中的大型企业的需求，无服务器平台应该提供以下功能： 

 

 

 

 

 

 

 

 

 

 

图 1：无服务器平台的功能 

 高性能、可扩展且可靠的云逻辑层。 

 响应式第一方事件和数据源以及与第三方系统的简单连接。 

 集成库，使开发人员能够轻松入门并快速安全地向现有解决方案添加新
模式。 

 充满活力的开发人员生态系统 ，可帮助开发人员发现解决方案，并将其应
用于任何领域、各种第三方系统和使用案例。 

 一系列非常合适的应用程序建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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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提供状态和工作流管理的编排功能。 

 全球性规模和广泛的覆盖范围，包括保障计划认证。 

 内置可靠性和规模性能，无需在任意规模级别预置容量。 

 内置安全性以及对第一方和第三方资源与服务的灵活访问控制。 

任何无服务器平台的核心都是云逻辑层，它负责运行能够代表业务逻辑的函数。
由于通常通过执行这些函数来响应事件，与第一方和第三方事件源的简单集成至

关重要，这可让解决方案易于表达，使它们能够自动扩展以响应各种工作负载。
例如，每次在对象存储中创建对象或更新无服务器 NoSQL 数据库时，可能都需
要执行无服务器函数。集成这类系统通常需要扩展和管理代码，而无服务器架构

消除了一切相关工作，将运营负担转给了云供应商。 

要在无服务器平台上进行成功开发，公司需要轻松入门，包括找到适用于常用案

例的现成模板，无论它们涉及第一方还是第三方服务都是如此。这些集成库对传
达成功的模式（例如处理记录流或实施 Webhook）至关重要，尤其在开发人员
从基于服务器的架构迁移到无服务器架构期间。紧密相关的需求是一个广泛且多

元化的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围绕核心平台。充满活力的大型生态系统可帮助开
发人员轻松发现和使用来自社区的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轻松贡献新的创意和方
法。鉴于用于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的工具链非常多样，生态系统还必须能够正

常运行，以确保每种语言、IDE 和企业构建技术都能提供所需的运行时、插件和

开源解决方案，以便将无服务器应用程序的构建和部署集成到现有方法中。对于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来说，利用现有投资也很关键，包括开发人员应具备关于 

Express 和 Flask 等框架以及常用编程语言的知识。广泛的生态系统可以跨各个

领域实现重要加速，使开发人员能够在无服务器架构中更轻松地重用现有代码。 

开放式规范 AWS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模型 (AWS SAM) 等应用程序建模框架使开发
人员能够表达组成无服务器应用程序的组件，并提供构建、部署和监控这些应用程
序所需的工具和工作流。另一个框架对无服务器平台的成功非常关键，即编排和状

态管理。从性质上来看，无服务器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状态的，因此它需要一种补充
机制来支持长期运行的工作流。编排解决方案使开发人员能够协调多个相关的应用
程序组件，这些组件通常都属于无服务器应用程序，同时让这些应用程序包含短期

的小型函数。编排服务还简化了错误处理，提供了与传统系统和工作流的集成，其

中包括运行时间长于无服务器函数本身通常所允许的运行时间的系统和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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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全球客户（包括业务遍及全球的跨国公司）提供支持，无服务器平台必须
提供全球规模，包括位于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和边缘站点。边缘站点对就近为最

终用户提供低延迟的无服务器计算非常重要。由于平台（而不是应用程序开发人
员）负责为无服务器应用程序提供可扩展性和高可用性，其固有的可靠性非常关
键。内置重试和针对未处理事件的死信队列等功能可帮助开发人员使用无服务器

方法构建强大的系统，并提供端到端可靠性。性能同样很重要，尤其在延迟（开
销）较低时，在这种情况下，语言运行时和客户代码在无服务器应用程序中已按

需实现了实例化。 

最后，该平台必须提供广泛的安全和访问控制，包括对虚拟私有网络的支持、基
于角色和基于访问的权限、与基于 API 的身份验证的强大集成和访问控制机制

（包括第三方和传统系统），以及对加密环境变量设置等应用程序元素的支持。

根据设计，无服务器系统可以提供在本质上更高的安全性和控制，原因如下： 

 一流的队列管理，包括安全修补 – 在 AWS Lambda 等系统中，可持续监
控、循环执行请求的服务器，并对它们进行安全扫描。可在关键安全更新
可用的时间内进行修补，这与许多企业计算队列相反，后者用于修补和更

新的 SLA 更宽松。 

 有限的服务器生命周期 – 在 AWS Lambda 中执行客户代码的每个机器每
天会循环多次，从而降低受到攻击的风险，并确保操作系统和安全修补程
序始终处于最新状态。 

 按请求进行身份验证、访问控制和审核 – 无论来源如何，在 AWS Lambda 

上执行的每个计算请求都单独经过了身份验证和授权，以便访问指定资
源，并且经过了全面审核。通过 Amazon API Gateway 从 AWS 数据中心外
部传来的请求可以提供其他面向互联网的防御系统，包括 DoS 攻击防御。

迁移到无服务器架构的公司可以使用 AWS CloudTrail 来详细了解哪些用户
使用哪些权限访问了哪些系统，他们还可以使用 AWS Lambda 以编程方式
处理审核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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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无服务器平台 

自 2014 年推出 Lambda 以来，AWS 创建了一个全面的无服务器平台。该平台提供
了一系列完全托管的服务，使组织能够创建与其他 AWS 产品和第三方服务无缝集

成的无服务器应用程序。图  展现了 AWS 无服务器平台中的部分组件及其关系。 

 

 

图 2：AWS 无服务器平台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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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无服务器平台的功能 

AWS 可以提供上一部分中确定的核心功能，能够满足全面无服务器平台的要
求。云逻辑层由 AWS Lambda 提供，它是一种基于函数、免预置的大规模无服
务器计算产品。AWS Lambda@Edge 和 AWS Greengrass 可作为对 AWS 

Lambda 的补充，前者能为使用针对边缘进行优化的路由执行延迟极低的 

Lambda 函数提供类似的支持，而后者使 Lambda 函数能够在互联设备上执行，

其中包括 AWS Snowball 等设备。 

Lambda 函数可以通过各种第一方和第三方事件轻松触发，这使开发人员能够构

建反应式事件驱动型系统（请参见图 3），而无需像过去一样费心设置和管理基

础设施。当存在多个同时发生的事件时，Lambda 只需并行运行函数的更多副
本，即可响应每次触发。Lambda 函数可根据工作负载的大小（乃至单个请求）
进行精确的扩展。因此，不可能存在闲置的服务器或容器。通过在使用 Lambda 

函数的架构中进行设计可以解决产生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成本这一问题。 

 

FaaS（函数即服务）是构建事件

驱动型计算系统的一种方法，这

些系统将函数作为部署和执行单
位 。 无 服 务 器  FaaS 是 一 种 

FaaS，其编程模型中不存在虚拟

机或容器，且供应商可以提供免

预置的可扩展性和内置可靠性。 

图 3：事件驱动型计算、FaaS 和无服务器计算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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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da 提供的 AWS 无服务器计算功能是 AWS 提供的以下托管服务的重要元

素，所有这些服务都可以相互无缝集成： 

 Amazon API Gateway – Lambda 函数的 HTTP 终端节点，包括各种 API 

代理和 API 管理功能。 

 Amazon S3 – 在创建、复制或删除对象时，Lambda 函数可用作自动事件

触发器。 

 Amazon DynamoDB – Lambda 函数可用于处理对数据库表所做的任何或
所有更改。 

 Amazon SNS – 信息可以路由至 Lambda 函数进行处理，增加了动态响应
已发布内容的能力。 

 Amazon SQS – Lambda 函数可以轻松处理队列中的消息。 

 Amazon Kinesis Streams – Lambda 函数可以为流数据提供有序的记录处

理，便于轻松构建近乎实时的分析引擎。 

 Amazon Kinesis Firehose – Lambda 函数可自动应用于 Firehose 提取的
记录，便于轻松地向数据流添加转换、过滤和分析功能。 

 Amazon Athena – 可针对查询结果集中的每个对象自动触发 Lambda 函数。 

 AWS Step Functions – 可对多个 Lambda 函数进行编排，以便为以人为中
心的流程和自动化流程创建长期运行的工作流。 

 Amazon CloudWatch Events – Lambda 函数可用于自动响应事件，包括

第三方事件。 

 Amazon Aurora – 数据库触发器可以编写成 Lambda 函数。 

Lambda 提供了一个集成库，其中包含适用于各种第三方服务（包括 Slack、
Algorithmia、Twilio、Loggly、Splunk、SumoLogic、Box 等）的蓝图，使开发
人员能够通过几行代码构建具有分析、高级算法、通信等功能的响应式应用程

序。各种 Web 应用程序框架（包括适用于 NodeJS 应用程序的 Express 和适用于 

Python 应用程序的 Flask）均经过强化，可以很好地与 Lambda 函数配合使用。

开源 Web 应用程序项目包括无服务器框架、Sparta、Chalice 等等。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通常由几部分组成：一个或多个函数、一个无服务器数据库（例
如 Amazon DynamoDB）、供客户端调用的 API 或触发应用程序的事件源。为使它

们井然有序，AWS 使用了 SAM，即开放规范无服务器应用程序模型。利用 SAM，
开发人员可以轻松描述函数、API、事件源、数据库表和无服务器应用程序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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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使用 SAM 还可以帮助开发人员管理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的所有步骤，并且 

AWS 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和服务来提供帮助。这包括对通过 SAM Local（或通过命

令行）在所选 IDE 中进行本地测试和调试以及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部署 

SAM 应用程序的原生支持、对在 AWS CodeBuild 中构建 SAM 应用程序的支持，以
及对 AWS CodePipeline 中内置 SAM 应用程序的 GitHub 型 CI/CD 的支持。除了第

一方支持之外，各种开源框架、CI/CD 提供商和性能管理供应商还支持 SAM 和 

Lambda 函数，包括无服务器架构、Claudia、CloudBees、Datadog 等等。有关其

他示例，请参阅无服务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工具。4 

创建一个 Lambda 函数（如果是 SAM 应用程序，几个 Lambda 函数可能会一起
运行）后，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和 CloudWatch Logs 中自动

创建的指标和日志轻松监控该函数。AWS 还提供了 AWS X-Ray，这是一个跨服
务请求跟踪和性能分析解决方案，使开发人员能够跟踪各个函数的运行情况和行

为，以及它们处理的事件。 

AWS 无服务器平台产品/服务覆盖全球，可在全球几乎所有 AWS 区域支持 

AWS Lambda 和 Amazon API Gateway。Lambda@Edge 适用于所有边缘站点。5 

Lambda 提供各种功能来帮助客户提高其应用程序的可靠性，包括针对有序异步事
件的自动重试以及用于捕获应用程序未成功处理的事件的死信队列。利用与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Amazon VPC) 的深度集成和 AWS Lambda 提供的

灵活的身份验证与访问控制功能，组织可以创建遵循最佳实践（比如最低权限原

则）的安全应用程序。最终用户的安全性和管理同样很简单 – Amazon Cognito 提
供了可轻松与 Amazon API Gateway 和 AWS Lambda 结合使用的授权和身份验

证，从而提供无服务器用户注册和登录功能，包括与 Facebook 等社交提供程序和

企业目录的集成。 

案例研究  

公司已将无服务器架构应用于各种使用案例，从股票交易验证到电子商务网站构
建，再到自然语言处理。AWS Lambda 和 AWS 无服务器产品组合的其余部分可
以灵活创建各种应用程序，包括需要 PCI 或 HIPAA 合规性等保障计划的应用程

序。以下部分说明了一些最常用的使用案例，但这个列表并不详尽。如需客户参

考和使用案例文档的完整列表，请参阅无服务器计算。6 

https://aws.amazon.com/serverless/developer-tools
https://aws.amazon.com/lambda/edge/
https://aws.amazon.com/serverless/
https://aws.amazon.com/server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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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服务器网站、Web 应用程序和移动后端 

无服务器方法非常适合负载不断变化的应用程序。如果使用无服务器方法，在没
有最终用户流量时不会产生计算成本，同时仍能够提供即时扩展来满足较高的需
求，例如电子商务网站上的限时抢购或导致流量突然波动的社交媒体报道。与传

统的基础设施方法相比，在以无服务器方式进行构建时，开发、交付和运营网络

或移动后端的成本通常也要低得多。 

AWS 提供了开发人员快速构建这些应用程序所需的服务： 

 Amazon S3 为静态内容提供了简单的托管解决方案。 

 结合使用 AWS Lambda 与 Amazon API Gateway 可以为使用函数的动态 

API 请求提供支持。 

 Amazon DynamoDB 为会话和每用户状态提供了简单的存储解决方案。 

 Amazon Cognito 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处理最终用户注册、身份验证
和对资源的访问控制。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AWS SAM 描述应用程序的各种元素。 

 只需单击几下，AWS CodeStar 即可设置 CI/CD 工具链。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白皮书 AWS 无服务器多层架构，此白皮书详细介绍了
构建无服务器 Web 应用程序的模式。7 如需完整的参考架构，请参阅 GitHub 上

的用于创建 Web 应用程序的无服务器参考架构8和用于创建移动后端的无服务器

参考架构。9 

客户示例 – Bustle.com 

Bustle.com 是一个面向女性的新闻、娱乐、生活方式和时尚网站。通过迁移到基
于 AWS Lambda 和 Amazon API Gateway 的无服务器架构，该网站节省了约 84% 

的成本。Bustle 的工程师获得了额外的敏捷性，这使他们能够专注于构建新的产品
功能，而不是处理基础设施管理和扩展。现在，Bustle 的团队工作效率提高了，将

构建和运营 Bustle 规模的网站所需的常规人员数量减少了一半。Bustle 的无服务

器后端还支持针对其两个 Web 属性的 iOS 应用程序（Bustle 和 Romper）。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阅 Bustle 案例研究。10  

https://d0.awsstatic.com/whitepapers/AWS_Serverless_Multi-Tier_Architectures.pdf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webapp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mobilebackend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mobilebackend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bu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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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后端 

无服务器架构为 Web 和移动应用程序带来的优势有助于轻松构建 IoT 后端和基
于设备的分析处理系统，从而随着设备数量进行无缝扩展。有关示例参考架构，

请参阅 GitHub 上的用于创建 IoT 后端的无服务器参考架构。11 

客户示例 – iRobot 

制造 Roomba 扫地机器人等机器人的 iRobot 结合使用了 AWS Lambda 与 AWS 

IoT 服务，为其 IoT 平台创建了无服务器后端。通过利用无服务器架构，iRobot 

的工程团队无需费心管理基础设施或手动编写代码即可处理可用性和扩展。这使
他们能够更快地进行创新并专注于客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他们在 AWS 

re:Invent 2016 大会上所做的演讲无服务器 IoT 后端 (IOT401)12 中的幻灯片或 

观看此视频。13 

数据处理 

最大的无服务器应用程序可处理海量数据，其中大部分数据都是以实时方式处理
的。一般的无服务器数据处理架构结合使用 Amazon Kinesis 和 AWS Lambda 来
处理流数据，或结合使用 Amazon S3 和 AWS Lambda 来触发计算以响应对象创

建或更新事件。当工作负载需要更复杂的编排（而不是简单的触发）时，开发人

员可以使用 AWS Step Functions 创建有状态或长期运行的工作流，以便在运行
过程中调用一个或多个 Lambda 函数。要详细了解无服务器数据处理架构，请参

阅 GitHub 上的以下内容： 

 用于实时流处理的无服务器参考架构14 

 用于实时文件处理的无服务器参考架构15 

 图像识别和处理后端参考架构16 

客户示例 – FINRA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使用 AWS Lambda 构建了一个无服务器数据处理解

决方案，该解决方案使他们每天能够对 370 亿个股市事件执行 5 万亿次数据验
证。在 AWS re:Invent 2016 大会上名为无服务器计算的状态 (SVR311) 的演讲
中，17FINRA 的高级总监 Tim Griesbach 说：“我们发现 Lambda 将为这种无服

务器云解决方案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利用 Lambda，系统会更快、更便宜且更具
可扩展性。因此，在一天结束时，我们将成本降低了 50% 以上……我们可以每

天，甚至按小时跟踪它。”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iotbackend
https://www.slideshare.net/AmazonWebServices/aws-reinvent-2016-serverless-iot-back-ends-iot4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Maf5E-z7Q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streamprocessing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fileprocessing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imagerecognition
https://youtu.be/AcGv3qUrRC4?t=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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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示例 – Thomson Reuters 

Thomson Reuters 是一家媒体与信息公司，该公司构建了一个无服务器业务分析
解决方案，使他们的生产团队能够轻松分析产品使用数据。该解决方案结合使用 

AWS Lambda、Amazon Kinesis Streams 和 Amazon Kinesis Firehose 来收集和
处理流事件数据，以便进行分析。结果（即 Product Insight）比计划提前两个月

推出，这在技术上超出了预期。 

Thomson Reuters 的产品创新高级经理 Anders Fritz 说：“我们的初始目标是每
秒容纳 2000 个事件。我们的测试表明，AWS 上的 Product Insight 每秒最多可

处理 4000 个事件，我们希望在一年内将它提高到每秒处理 10000 多个事件。” 

这个数字代表每月可处理超过 250 亿个事件。即使吞吐量如此高，该系统自启动
以来没有丢过任何数据。Fritz 说：“借助强大的故障转移架构和 AWS 的技术能

力，我们自开始收集数据以来没有丢过一个事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Thomson Reuters 案例研究18或观看 AWS re:Invent 2016 大会的演讲使用 AWS 

Lambda 实时处理数据 (SVR301)。19  

大数据 

AWS Lambda 非常适合各种并行处理的大容量工作负载。有关使用 MapReduce 

的参考架构的示例，请参阅用于运行无服务器 MapReduce 作业的参考架构。20 

客户示例 – Fannie Mae 

Fannie Mae 是抵押贷款银行的主要融资来源，它使用 AWS Lambda 为其财务模
型运行“高度并行”的工作负载。Fannie Mae 使用蒙特卡洛模拟流程来预测未来的

抵押贷款现金流，从而帮助管理抵押贷款的风险。该公司发现，其现有的 HPC 

网格无法再满足其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Fannie Mae 在 Lambda 上构建了新平
台，该系统在测试期间最多可成功扩展到 15000 个并发函数执行。新系统对 2 小

时内完成的 2000 万个抵押贷款运行了一次模拟，其速度比旧系统快三倍。利用
无服务器架构，Fannie Mae 现在能够以经济高效的方式运行大规模蒙特卡洛模
拟，因为它不会为闲置的计算资源付费。它还可以通过并行运行多个 Lambda 函

数来提高计算速度。Fannie Mae 还缩短了一般上市时间，因为他们无需进行服
务器管理和监控，还能够消除之前管理应用程序扩展和可靠性所需的大多数复杂
代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Fannie Mae 在 2017 年 AWS 峰会上所做的演讲 

SMC303：使用 AWS Lambda 实时处理数据。21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thomson-reuters/
https://youtu.be/VFLKOy4GKXQ?t=1449
https://youtu.be/VFLKOy4GKXQ?t=1449
https://github.com/awslabs/lambda-refarch-mapreduce
https://www.slideshare.net/AmazonWebServices/smc303-realtime-data-processing-using-aws-lambd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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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自动化 

无服务器方法消除了管理服务器的开销，便于更轻松地创建和管理大多数基础设

施任务，包括预置、配置、管理、警报/监控和定时 Cron 作业。 

客户示例 – Autodesk 

开发 3D 设计和工程软件的 Autodesk 使用 AWS Lambda 跨其工程组织自动执行 

AWS 账户创建和管理流程。考虑到预计在预置账户所花工时方面节约的成本，

Autodesk 估计自己节省了 98% 的费用。它现在可以在 10 分钟内预置好账户，但

在使用之前的基于基础设施的流程时，则需要 10 个小时。利用无服务器解决方
案，Autodesk 可以自动预置账户、配置和执行标准，并运行审核，同时提高自动

化程度，减少手动接触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utodesk 在 2017 年 AWS 峰
会上所做的演讲 SMC301： 无服务器计算的状态。22 要了解 Autodesk Tailor 服

务，请访问 GitHub。 

其他使用案例 

上一部分中介绍的使用案例只展现了 Lambda 和其他 AWS 无服务器产品/服务的
少部分功能。其他使用案例包括：结合使用 Amazon Lex 与 AWS Lambda 构建

具有强大的人类语言理解能力的聊天机器人、结合使用 Lambda@Edge 与 

Amazon CloudFront 实现低延迟全球边缘计算，以及在 AWS Snowball 中使用 

Lambda 函数进行强大的本地文件处理。 这种方法用途广泛，而这些只是它的一

些令人兴奋的功能。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Lambda。23  

总结 

无服务器方法旨在解决两个典型的 IT 管理问题：耗尽公司资产却不会带来任何

价值的闲置服务器，以及构建和运营妨碍公司创造独特客户价值的服务器队列与
服务器软件所需的成本。AWS Lambda 和其他 AWS 无服务器产品/服务消除了
编程和计费模型中的服务器、容器、磁盘和其他基础设施级资源，从而解决了这

些长期问题。因此，开发人员可以使用简单的应用程序模型，帮助他们提高交付
速度，且组织只需为有用的工作付费。构建基于事件的反应式系统和交付原生云
微服务的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是使用无服务器架构。要了解更多信息和阅读围

绕相关主题的白皮书，请参阅无服务器计算和应用程序。24 

https://www.slideshare.net/AmazonWebServices/smc301-the-state-of-serverless-computing-75290821/22
https://github.com/alanwill/aws-tailor
https://aws.amazon.com/lambda
https://aws.amazon.com/server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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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者 

以下是对此文档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Amazon Web Services 的 AWS 无服务器应用程序总经理 Tim Wagner 

延伸阅读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内容： 

 使用 AWS Lambda 的无服务器参考架构，作者：Amazon.com 首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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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loudstrategymag.com/articles/86033-understanding-tco-cloud-

economics  

2 在 2012 年，Gartner 估计数据中心的利用率为 7% 到 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9/23/technology/data-centers-waste-vast-

amounts-of-energy-belying-industry-image.html)。2008 年的 McKinsey 调查
估计数据中心的利用率为 6% (https://www.sallan.org/pdf-

docs/McKinsey_Data_Center_Efficiency.pdf)。Accenture 文章通过分析一组

基于 EC2 的应用程序发现利用率约为 7% 

(http://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6118751/)。NRDC 和 Anthesis 在 2014 

年进行的调查发现，在 2013 年，超过 30% 的服务器都处于完全“昏迷”的状态
（已连接服务器，但它不会带来任何价值） (http://anthesisgroup.com/wp-

content/uploads/2015/06/Case-

Study_DataSupports30PercentComatoseEstimate-FINAL_06032015.pdf)。 

3 采用云：Eric Jonas et al., Distributed Computing for the 99%，
https://arxiv.org/abs/1702.0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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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s://aws.amazon.com/lambda/edge/  

6 https://aws.amazon.com/server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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