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 了 无 法 计 算 的 价 值



傅奎
阿里云首批MVP

君子善假于物”，用好云平台上的

安全产品和服务能够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安

全效益。要做到“善假于物”，前提是“

格物致知”——充分了解云平台上每个安

全产品的原理、特性和使用场景，才能最

大限度发挥其优势，将云上安全提升到更

高的水平。

阿 里 云 说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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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olutions / 解决方案

引擎能力

经受过阿里巴巴体系内海量高并发

投放请求的高流量、大数据的深度

磨砺，具备高可用性和低响应延迟 

数据

内置友盟+全域数据，业务初始阶段

也能有效识别流量受众；也可结合

企业自有数据标签进行受众定向

效果算法
内置多种效果算法模型，提升营销

效果毫不费力

流量引入

支持引入任意ADX、SSP、独立媒

体流量，一站式完成技术对接，无

需您自行开发

阿里云DSPPaaS解决方案详细介绍-营销引擎

营销引擎（Open Ad）为企业搭建自有DSP系统，提

供稳定可靠有效的竞价、投放、受众定向、CTR预估、效果

优化等核心能力，以及开箱可用的Portal源代码，帮助企业

快速完成营销推广系统的技术落地进程。企业无需组建团队

攻克DSP的众多技术难点也能拥有一套高质量的营销推广系

统，从而可以将精力放在推广主招商、流量拓展等业务运营

事项上。



成本

阿里云营销引擎支持多种档位包

年包月套餐，以及按实际使用量

付费方式，每月最低只要772元。

其中已涵盖后端服务所必须的

ECS、RDS、SLS、MaxCom-

pute、MQ、SLB、OSS、CD-

N、Redis等云基础设施费用。您只

需额外采购用于Portal部署的ECS

及RDS资源

投入人力 1~2人，以前端工程师为主

快速落地

若您选择配置Portal部署方式，

最快只需2小时即可搭建完成自有

DSP/ADN；若您选择基于API及

Portal源码进行二次加工，平均30

人日即可完成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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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快递：如何用系统来保证快
递准时送达

去年，一部《超级快递》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除了欢笑，我们也看到了准时

送达作为一种增值服务或者高端服务在快递物流行业中可能性和市场。而每天上亿的

快递数量靠人肉来保证已经几无可能，在这里，我们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看如何搭建一

个保证快递能够准时到达的系统。

方案一

每次更新快递的状态时与前一次状态进行比较，中间的时间差超出期望时间则报

警。

方案二

定时对所有的快递状态进行检查，最近一次状态更新的时间距当前时间超出期望

则报警。

李海龙
阿里云产品经理

Industrial Solutions /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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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只在快递更新时做处理，对系统的压力最小，但是需

要依赖快递的到达时间触发，时效性太差，快递到的越晚就越晚

才发现快递迟到，往往是发现快递不能准时送达的时候快递就已

经迟到了。

方案二发现可能迟到的快递的时效性取决去检查的周期，最

坏情况下就是快递在检查之后马上就超时了，等到下次检查才能

发现，而且对日均千万甚至亿级别的快递状态进行存储本来就是

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再扫全库进行查询又会大大增加数据库的

负担，很有可能查询的时间就会超过快递的超时时间。

所以，我们选用了阿里云的表格存储与消息服务的延时队列

功能来解决这个难题。

快递状态存储

首先，我们将快递的每一个状态都存储在表格存储中。

表格存储很好的解决了数据规模与读写并发上的问题，单表

能够支撑到万亿级数据规模，自动负载均衡能够让用户不需要做

任何动作就可以将数据表的读写并发扩展到百万级别，按量付费

又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读写性能不受数据规模的影响，

也不用担心数据积累之后的性能问题。

      异常快递检测机制

首先,我们根据业务情况在消息服务上创建多个不同的队列，

每个队列设置不同的DelaySeconds，进入该队列的消息将在设置

的DelaySeconds之后才会被消费者取到。

在每一个快递状态更新时，一方面将该快递状态写入到表格

存储中，以提供实时在线查询。同时，根据快递状态的超时时间

创建一条消息，包括快递单号、超时时间等信息，将该消息发送

到对应的队列中，比如处于揽件的某个快递需要在2小时内到达中

转站，则将该快递的信息push进 2小时揽件队列。

超时检查系统从上述队列中取消息进行检查，根据消息

中的 快递单号 在表格存储中查询该快递的最近一次状态信

息，如果查到的最新状态时间大于消息中的时间，则说明该

快递在超时时间内达到了下一个状态，否则该快递则有不能

按时到达的风险，迅速进行报警处理。

      架构优势

1.表格存储与消息服务都是高并发、按量付费产品，不

需要评估业务的访问情况，再购买相应的规格，按量付费也

不会出现资源的浪费。

2.表格存储的高并发优势可以在几十万的QPS下依然提

供毫秒级的读写延时，从容应对超时检查系统以及来自真实

用户的快递查询需求。

3.快递到达超时时间之后能够立刻被消费者也就是超时

检查系统看到，大大提高了处理的实时性。

4.一个队列可以对应多个消费者，每个消息只会被一个

消费者取到，所以查看队列里面的消息堆积情况，包括未到

唤醒时间的消息和已经唤醒等待处理的消息数量，当等待处

理的消息数量过多则说明系统处理的慢了，这个时候就可以

动态增加处理节点了，节点间没有状态引入，直接去获取消

息时间处理即可，部署架构又大大简化。

解决方案 / Industrial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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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播卡顿解决方案

一、摘要

视频直播类App当前已经普遍采用CDN来实现访问加速，但还是经常遇到推拉流

慢、卡顿的问题。这类问题一般是由于调度不精准、域名劫持、终端手机接入网络动

态切换等因素导致，结合使用CDN和HTTPDNS可以比较完美解决此类问题。

二、视频直播经典加速架构

当前视频直播类App经典加速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1 视频直播类App经典加速架构

经典加速架构中，推流阶段使用CDN就近接入实现推流加速，用户播放拉流阶段

也可以使用CDN来做加速。由于CDN节点分布的广泛性与边缘性确保了客户能够就

近接入与缓存。同直连源站相比，通过CDN加速直播推拉流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加速效

果。

三、经典架构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已经采用了CDN加速，直播类App仍然经常出现访问慢、卡顿等问题，导致

大量用户投诉，其主要原因是当前架构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3.1 运营商Local DNS配置不合理导致无法就近接入

3.2 域名劫持

3.3 用户手机网络制式切换

假设用户A从移动4G切换到家中联通的wifi网络，仍然按照原先的CDN节点进行

德泰
阿里云产品专家

Industrial Solutions /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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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会出现跨ISP调度，访问质量差的悲剧事件。

四、解决办法

HTTPDNS + CDN

上述3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接入HTTPDNS解决。

解决方案1: 终端源站配合的解决方案

图2 终端源站配合使用HTTPDNS的解决方案

下面通过推流阶段2个场景说明改进方案如何确保调度到最佳

CDN节点：

case 1： Local DNS配置问题导致没有调度到最优节点的场景

Step 1： 用户手机上Local DNS配置不准确，域名解析阶段

为域名dn返回的是CDN节点B的IP_b，而非最优的CDN节点IP  

IP_A。

Step 2： 推流的终端应用需要向CDN节点发起鉴权请求，CDN

节点在收到鉴权请求后，需要提取终端的公网IP_c，然后除了转

发鉴权相关信息到视频源站之外，还必须带上推流终端的公网IP_c 

给源站。

Step 3： 源站收到鉴权信息和终端IP后，首先做鉴权工作，

然后源站利用推流的域名dn和推流终端公网IP IP_c向HTTPDNS服

务器发起请求，获取最优的CDN节点IP_a，并将IP_a回传给推流终

端，告知推流终端IP_a是最佳接入节点

Step 4： 终端推流时可以直接向CDN IP_a推流，或者等到发

现出现卡顿、慢时切换到IP_a

case 2： 用户网络制式切换（如移动4G切联通wifi）的场景

Step 1： 假设之前移动4G网络下最佳CDN节点是IP_b，用户

网络制式切换成联通wifi后，最佳节点换成了IP_a。网络切换后，

终端第一步仍然向CDN节点IP_b推流，此时会鉴权失败。

Step 2： 重复场景1的Step 2到Step 4，推流终端最终可以找

到最佳CDN节点IP_a并通过IP_a推流。

解决方案2： 轻服务端解决方案

图3 完全基于终端调用HTTPDNS的方案

本方案非常清晰，当推流或者拉流出现服务质量问题（

如慢、卡顿）时，立即使用HTTPDNS获取最新的最佳服务

质量节点，并利用最新的节点进行推拉流。

其他要点

请注意，用户网络制式切换时，本架构能够自动找出最

优节点并顺利切换到最优节点。

其他因调度问题导致拉流、推流阶段慢、卡顿的问题都

可以通过上述方案解决。

五、总结

视频直播类App经常遇到播放质量不佳、慢、卡顿等问

题，会引起客户投诉和流失，使用HTTPDNS可以较好解决这

类问题。

六、阿里云HTTPDNS六大优势：

1.支持全网域名解析

 ·接口简单统一

 ·无需对接多家HTTPDNS

2.以IP方式对外提供服务，防止自身被劫持

3.AnyCast IP支持异地容灾

 各地域使用同一个IP地址提供服务

4.接入延迟低且稳定

以北京为例，测试一下阿里云HTTPDNS的访问延迟：

解决方案 / Industrial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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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阿里云HTTPDNS服务器RTT延迟

5.支持HTTPS接口

6.提供Android SDK/iOS SDK，方便接入

Industrial Solutions /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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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数加助力东润环能开启新
能源大数据时代

最重要的是采用阿里云数加，东润环能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业务上，节省了自建机

房在学习成本、开发成本、管理成本、投入机房资源和运维成本的总成本，“相比自

建Hadoop物理集群，使用阿里云数加MaxCompute的总成本有较大降低，应用开发

效率有很大提高。”东润环能技术研发部总监王云如是说。 

解决的问题：

1.让企业专注业务。

2.安全稳定。

为了摸索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能源数据应用服务方案，云计算和大数据

技术成为了东润环能创新的重要手段。而经过了各方面测试和挑选，东润环能最终选

择了阿里云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而让东润环能选择阿里云的原因，除了阿里云强大

的云平台能力之外，还有阿里云数加MaxCompute的全方位服务能力及其稳定安全

的表现。

关于东润环能

北京东润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环能”）是一家从事新能源电

力领域的数据信息服务公司，公司的经营聚焦为：新能源产业大数据应用与投资服务

领跑者！东润环能开创之初，提供了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系统、电网调度管理与支持

系统、新能源城市规划与咨询服务等基础性产品，并逐步打造三大新能源互联网智慧

服务生态圈平台，包括新能源投资开发生态圈第一平台、绿色电力交易与智慧用能生

态圈第一平台、新能源资产智慧营运生态圈第一平台，在新能源产业金融领域将打造

新能源产业数据挖掘投资服务系统。

东润环能作为新三板首批进入创新层的上市企业，基于专业的气象环境技术、空

间环境技术及大数据技术每天为全国数千家新能源电站提供风光项目现场功率预测，

为省级及地级调度部门提供专业气象服务和大数据应用；并通过电网侧为全国500余

家新能源子站提供控制策略并执行控制命令。旗下产品及业务开拓均基于对大数据的

挖掘应用。

问题及挑战

作为是东润环能全资子公司北京能量魔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能量魔方”

，将大数据为代表的互联网创新理念与新能源发展当中的切实应用需求结合起来，推

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发展，促进新以行业生产、管理、经营模式变革，重塑产

业价值链。但就在这个能够造福一方的研发过程中，东润环能却遇到了不小的问题。

正如东润环能技术研发部总监王云所言，要分析出个地方可再生资源的信息，必然涉

隐林
阿里云产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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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巨大的数据分析，东润环能在决定建设大数据平台项目之初，

就在是否自建系统上犯了愁。自建大数据平台存在以下问题：

1.投资成本过高

“在数据分析平台项目启动之初，东润环能已经存储将近

40TB的数据，且这一数据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还在逐年增加，如

果自建系统从投入、时间、人力等综合成本考虑都不合适。”王

云如是说。

确实，在IDC中心自建大数据平台（如Hadoop集群）要充分

考虑物理投入，人力运维投入，研发投入，业务波动等多方面的

影响。一方面，硬件投入成本增加，需要根据业务的峰值来考虑

硬件的投入；另一方面，人力成本也在增加，项目实施复杂度、

应用开发及维护难度提高。总体上来说，实施大数据平台（如

Hadoop集群）项目需要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管理、Hadoop集群

搭建和维护管理以及Hadoop应用开发的三大类技能，项目实施复

杂度高，项目技术人员的技术要求高，人才难获得，人力投入高。

2.运维复杂，成本增加

单纯以目前较为成熟的离线计算来看，Hadoop生态体系提供

的MapReduce等性能较好。但是，此时Hadoop集群的性能严重

依赖于虚拟机所提供的I/O性能、网络带宽以及系统稳定性等因素

的限制。

“自建大数据平台基础设施，对于东润环能现有的人力物力

比较而言，风险还是较大。”王云说，另一方面，如此庞大的系

统，需要运维人员同时对软、硬件做维护，专人维护提高了系统

的使用成本；对系统足够了解，同时还需要兼顾不同系统间的版

本兼容性问题，这些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多款开源产品

进行维护。无形中不仅增加运维成本，更增加了稳定风险。

这些问题接踵而至，对于传统IT来说，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

技术的引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业务压力和技术挑战，想要全部搞

定必须上马大系统，雇佣高端专业人才，而这就意味着大投入、

大团队。另一方面，传统公有云虽然从理论上也能够支持这样的

业务，但国内公有云应用普遍集中在互联网领域；对于这样的新

兴应用来说缺乏相应的技术接口和运维管理软件支持。

解决方案及架构

新能源产业互联网大数据应用服务云平台是东润环能应用能

源互联网大数据理念开发建设的新能源电力大数据应用服务平

台，集成气象、地理、设备、金融等各类数据，能够实现为包括

政府、金融企业、电力投资企业、机械设备企业、设计院等不同

类型参与者提供大数据分析和信息服务。

此平台定位为大数据信息SaaS服务平台，提供在大数据基础

上建设的各种服务和应用工具，目前规划有八个模块，分别为：

资源评估、气象服务、设备选型、运营管理、设计规划、专业技

术、项目评估、金融服务。

本项目总体技术方案如图所示。

原解决方案如下：

1.数据中心

新能源门使用大数据分布式文件存储及并行计算技术，

此前采用了Hadoop集群对海量气象数据进行存储及计算处

理。

2.应用平台

项目采用基于JavaEE标准的、东润环能自主研发的E3

云平台开发Web应用，基于超图的GIS平台软件搭建GIS应用

服务平台提供地图展示服务，采用高性能计算集群部署自主

气象计算服务平台，自主计算覆盖全国、指定分辨率、指定

年限的气象数据。

3.部署平台

通过采用某传统IT厂商公有云服务平台的虚拟机部署

Web应用，自主搭建负载均衡服务支持高并发高性能访问；

采用关系型数据库进行业务应用数据存储管理；采用对象存

储存储海量气象数据进行数据存储管理，可根据业务需要选

择存储历史10、20、30年的历史气象数据；自主搭建Ha-

doop分布式计算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按照经纬

度、所在位置的气象数据生成统计数据，也可以对历史气象

数据等做更多维度的数据挖掘。

为了摸索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能源数据应用服

务方案，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成为了东润环能创新的重要手

段。而经过了各方面测试和挑选，东润环能最终选择了阿里

云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而让东润环能选择阿里云的原因，

除了阿里云强大的云平台能力之外，还有阿里云数加Max-

Compute的全方位服务能力及其稳定安全的表现。

东润环能基于阿里云数加搭建的大数据服务平台架构如

下方架构图所示。

另外，双方联合推出针对新能源的专属数据服务产品：



客户案例 / Customer Cases

资源评估、气象服务、高精度数据下载三项气象数据产品；部

分产品已经通过阿里云数加数据服务市场对外售卖。

收益

1.让企业专注业务

阿里云云计算平台允许东润环能在拥有少量IT设施的同

时，在东润环能上线大数据平台时间紧任务急的情况下，用了

不到3个月时间，就将业务全面的交付云端，让云端的海量资

源真正为业务服务。而阿里云成熟的业务扩展方案也让东润环

能在业务无缝扩展等具体事务上无需操心太多。

从性能来看，阿里云数加MaxCompute最新的2.0版本在

TPCH测试中，比Hive 2.0+Tez快90%。直接部署于物理机的

阿里云数加MaxCompute服务也排除了虚拟机对分布式下高

I/O吞吐量，高网络流量的不良影响。此前东润环能租用虚拟

机，在虚拟机上自行搭建hadoop集群用于分析当天生产的气

象数据，由于运行效率低，每天数据处理需要至少3个小时以

上；于今年5月份开始将数据迁移至阿里云数加平台；目前每

天数据处理仅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处理时间仅仅不到原

来的1/3。

最重要的是采用阿里云数加，东润环能将所有精力都放在

业务上，节省了自建机房在学习成本、开发成本、管理成本、

投入机房资源和运维成本的总成本，“相比自建Hadoop物理

集群，使用阿里云数加MaxCompute的总成本有较大降低，

应用开发效率有很大提高。”王云如是说。

显然，一家新能源像互联网企业拥有强大的IT能力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而阿里云则提供了全面的服务支持，阿里云除了

最基础的资源池化之外，还提供众多高级管理功能，方便东润

环能所产生的海量数据的有效管理和快速处理。

由于在东润环能数据平台过程中应用了阿里云数加Max-

Compute，使其完全不需要关注服务器和网络管理，也不需要

关注分布式集群软件的维护管理。基于阿里云数加MaxCom-

pute提供的开放接口和各类工具，以及一站式的大数据开发套

件，项目实施难度低，让开发者将精力全部放在数据处理、分

析和应用上，极大的降低大数据应用开发的技术难度。而阿里

云平台所提供的7×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则可以让东润环能随

时随地获得专业的技术支持，让IT不再成为业务发展的限制。

2.安全稳定

基于阿里云在关键业务领域多年的积累，阿里云提供安全

可靠的云解决方案。阿里云数加MaxCompute通过多重安全

沙箱防护作用，同样起到了保护用户系统安全的目的，其安全

性并不低于简单的物理隔离。更重要的是，阿里云数加Max-

Compute提供的多种安全机制能够支撑阿里巴巴集团上万员工

同时工作于同一套服务。对数据权限有非常高的管理及防护

能力。

在稳定性上，阿里云数加MaxCompute作为一款纯

Serverless服务，不需要用户关心任何硬件、软件维护问

题。阿里云数加专业的运维及开发团队为用户免除这些困

扰，且所有工作对用户透明。

依托于阿里云在安全性方面有全面考虑的底层平台和众

多的安全监控工具，东润环能的各类应用数据即使放在云端

也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而这些宝贵的数据正是东润环能核心

竞争力的来源。

      架构

架构解读

1.使用阿里云数加MaxCompute(原名ODPS)进行大数

据计算和分析；

2.使用阿里云数加分析型数据库（AnalyticDB,原名

ADS）存放上亿条记录级数据，支持业务实时数据访问及展

示；

3.使用阿里云数加DataIDE进行数据同步、数据开发、

离线任务调度运维等；

4.使用阿里云SLB负载均衡，实现用户终端实时高性能

接入；

5.使用阿里云ECS 部署Web应用、地图服务等应用；

6.使用阿里云OSS对象存储进行海量气象数据、地图文

件存储；

7.使用阿里云RDS数据库存储业务应用、地图应用数

据；

8.使用阿里云HPC高性能计算进行气象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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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数加帮助明源云降低大数
据应用门槛

关于明源云

明源云（以下简称明源），是国内领先的地产生态链“互联网+”服务商，致力

于让地产生态链更智慧。秉承产品领先战略和让用户成功的经营理念，明源成功为

全国超过5000家房地产企业提供“互联网+”解决方案和管理系统，帮助开发商管理

成交额5万亿，实现对新房市场60%份额的覆盖。90+地产百强与明源携手，成功推

进了“互联网+”。中国地产百强80%以上的企业是明源用户，万科、中海、保利、

碧桂园、招商蛇口、雅居乐等地产航母均是明源的战略客户。目前明源形成了以核

心ERP平台为地基，以云采购、云客、云服务等互联网业务为支柱的战略布局，提供

互联网平台租赁服务、软件产品、管理咨询等相关服务。服务对象覆盖地产开发商、

供应商、购房者、业主、物业公司、经纪公司、第三方服务公司等地产生态链相关

方。云采购，是地产行业供需直连的采购招标平台。已有1600+开发商将云采购作为

招募招标首选发布平台。云采购平台聚集70000+认证供应商，通过精准匹配与对接

洽谈，优中选优，帮助开发商以更高效率寻源、更低成本采购。云客，通过引入黑科

技全面升级传统售楼处，结合智能软硬件应用，重构地产营销场景，为房地产企业打

造智慧营销、智慧管理、场景互动体验三大智慧体系，实现传统案场的智慧化转型。

云客已经与1000家开发商合作，走进了5000个案场。云服务，通过工程质检、移动

验房、移动客服、会员中心四款产品，向开发商提供好房子、好服务、好社区解决

方案，建立起客户、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透明连接，让房企真正回归到“用户”、回归

到“产品”的本质。云服务已经与500家开发商合作，覆盖3000个社区。明源创办了

多类别的行业级巅峰盛会。每年举办500人规模的地产总裁峰会，地产创新研习社每

年举办3场线下大课，地产生态营与创新基金汇聚国内地产生态链上顶尖创新大咖与

新秀。明源在20年的房地产行业深耕中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伴随着如今地产行业大

数据应用的兴起，明源也在以大数据为主攻方向进行不断的拓展和创新。

挑战

地产行业，业务驱动非常明显，以前大家考虑的是卖好房子就可以了，然而在市

场竞争愈加激烈后，如何经营与维护老业主，并从存量市场提取信息指导业务，成为

许多企业的探索目标。因此企业在积累了大量用户后，如何去服务现有客户，成为需

要解决的问题。然而，需求之外，真正地实施并不容易，纵观地产行业，目前碰到挑

战可能不是技术上的，而在于数据上。

首先，数据挑战来源于行业数据隐私观念方面。地产还属于一个很传统的行业，

有时候一个客户甚至能带来数百万的价值，因此对数据看的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对

客户隐私的保护比任何行业都要强，开始推广的时候很难，很多人还是相信自建机

锋韧

Customer Cases / 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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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他们不接受任何云服务。

其次，数据的缺散乱现象非常明显，数据采集、融合难度较

大。明源大数据负责人刘峥表示，其中计算方面的挑战都通过数

加解决了，面临的最大挑战反而在于数据的不规整。首先，地产

是个很传统的行业，以前数据以纸质和笔质的居多，比如看房时

的来访登记，因此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纸质数据搬到云

端数据库上，其次才能挖掘和分析；其次，在已有IT系统中，就

是数据缺散乱的现象，比如物业有物业的系统、停车有停车的系

统，现在地产也不只是地产，甚至有酒店和商场，所有数据都放

在各种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使用阿里云数加

明源成立于1997年，成立将近20年，在前十六七年，在传统

ERP软件轨道上跑，3年前，世界变了，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来

了，如果不作出变化极有可能被颠覆。明源决定开辟新的战场，

而在这个时候，新业务不应该用传统的方式来做，更应该用互联

网的方式来做。在大数据解决方案技术路线选择上，明源起初也

在纠结：是用开源的搭一套，还是选择商业平台直接来应用。

在谈及为什么会上云时，明源副总裁童继龙表示，“最早是

新业务要做，但是买服务器来不及，管理员没到位，而且新业务

的成本很高，是否能成功也是未知，因此明源决定采用阿里云，

等资金和人到位再搬到自己内部。然而就是这种误打误撞，却让

明源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走在了正确的轨道上。”另外，童继

龙还从理念、成本和大数据本质三个方面对为什么使用阿里云数

加平台做出了深入的阐释：

理念上，未来大数据的能力与云计算本身应该一样，都是一

种服务。就像明源经常给用户举的例子，10年前，IBM有台电脑

叫深蓝，那个时候所有计算机都是有个箱子的，但是现在再去看

阿法狗或者ET，箱子已经不见了。时下，计算机已经变成了计算

能力，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去搭那个箱子？！对比拥有，资源共享

显然更加合适。因此，我们现在向用户提供的软件产品里面，也

更希望推公有云，推SaaS，我们向用户传导的就是用比拥有更重

要，这是最根本的理念变化。

经济上，看起来自建更便宜，但反过来想，这只是眼前而不

长远，因为计算能力在倍增，价格却在下降，考虑到指数级，显

然使用公有云更便宜。

本质上，大数据可归结为计算能力、算法能力及海量的外部

数据资源：第一，海量数据不可能来自一家，也不可能只存在明

源的机房里；第二，海量计算能力，明源肯定也无法独立完成，

这肯定是在云计算平台上；第三，算法能力，这个肯定是优秀的

算法专家构建的，这和安全有点类似，这个肯定在行业的龙头。

同时，计算+算法+数据能力是在云上做迭代的，如果用静止的观

念看，如果停滞不前，那么可以自己干，因此只能选择在平

台上。

明源在4年前已全部转向云计算，属于数加的第一批客

户，因此也不推荐基于地产创业的企业再去自建大数据平

台，对比自建和使用云服务，刘峥在技术实现方面进行了补

充：

在技术考量之初，明源注意到一些开发商在千万级别的

服务器投资后，得到的回报却是零，集群建立后没有产生任

何价值。在参考这些案例后，明源从开始就使用了阿里云数

加云服务。对比之前做过保险行业的大数据，举个简单的案

例，我们曾做过3000万用户的聚类分析，这个项目当时是个

300万的项目，花了半年的时间去实施。但是类似应用场景

在建立地产用户分群时，我们使用了阿里云数据开发之后，

结果3天就跑完了，因此数加有个巨大的赋能意义在里面。因

为我本身也是做机器学习出身的，也用到了数加的机器学习

模块，并在云采购进行探索，比如做供需双方对接，精准的

预测供应商的付费意愿，这样运营人员可能就直接的一对一

电话出去，进行一个精准的服务，大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场

景。此外，明源还用到了DataV，比如在之前地产公司的一

个项目，比如所有从ERP中导出的数据，通过DataV的形式

做用户的作战大屏，了解每个区域的用户增长情况，从而针

对性的做营销。

解决方案及架构

“阿里云数加的覆盖面很广，从存储、计算到上层应

用，提供了一整套的解决方案，确实起到了马总说的普惠大

数据。此外，数加也在不断的迭代，不停的有新产品出现，

我们也再不断尝试。因此，紧跟阿里云的发布，贴合自己的

业务，肯定会有不断的新价值产生。”刘峥说道。目前，明

源使用的阿里云数加产品及组件有：

·大数据开发套件（DataIDE）

·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原名ODPS）

·DataV数据可视化

·机器学习（PAI）

目前，明源在营销和云采购方面采用了阿里云数加解决

方案，接下来还会在金融方面深入应用。在营销应用方面，

通过云业务和ERP数据源，直接做数据采集进入数加Max-

Compute(原名ODPS)，然后再对数据做清洗和转化，将处理

结果保存到RDS中，最后用DataV连RDS做数据大屏。具体解

决方案架构如下：

客户案例 / Custome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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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采购方面，首先通过数据同步的操作，把日志数据从

RDS中同步到MaxCompute的表存储中；然后，利用机器学

习PAI对于数据进行特征工程处理并且进入逻辑回归算法进行

模型训练；最后，在生成离线预测模型之后，使用大数据开

发套件DataIDE进行离线预测调度，每天凌晨对于数据进行预

测，按照用户的付费意向排序，选择付费意向高的对象作为潜

在客户推送给销售人员。解决方案包括三个步骤：数据同步、

机器学习、调度预测，架构如下：

收益

1.阿里云数加为明源赋能，最大的降低了大数据的应用门

槛。刘峥表示：“刚来到明源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做过大数

据的人，给我分配的人员为典型的互联网公司人员配置，包

括交互、UI、UE等，不像之前公司配置的人员那么齐全，如

Hadoop人员、算法人员，可视化人员等，所以刚开始比较心

虚，但走到今天发现并不需要太专业的人才，普通的技术人员

也可以通过数加玩转大数据，这就是我最大的数加使用体会，

包括走到现在各种数加产品的技术门槛都是很低的，能很快上

手。”

2.明源一方面通过阿里云数加来搭建数据管理平台，帮助

企业来治理数据的缺、散、乱；另一方面，明源更结合地产行

业实际情况，在大数据行业上展开众多摸索：首先，在拿地

上，可以结合第三方数据，把土地周边的配套设施发展，比如

人口、公园等数据展示出来，给房地产公司提供参考；其次，

在营销上，可以在客户到访以后做客户地图，也可以通过数据

分析用户购房的真正需求，是改善亦或是刚需；最后，在运

营上，可以通过数据做产品的改进，比如客户住了房子后，

发现楼间距较窄、绿化面积太少或者是不科学、灯光不够亮

等等。刘峥指出，现在许多开发商中，60%都是老业主，这

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如何经营他们成为重中之重。

3.明源和阿里云一起联合举办地产行业CIO峰会，展开

越来越多的布道，引导客户数据上云。对于大数据，童继龙

表示：“过去有PC时代的B/S架构技术，移动互联网领域的

开发技术，大数据也可能成为一个时代，在地产行业，从拿

地、设计、开发、建造、质量管理、营销、服务、每一个价

值链上都有大数据的场景，因此有着很大的空间，至于每个

部分可以做到哪些，比如云采购帮助采购匹配更好的供应

商，云客帮助地产公司找到客户群，完成广告投放；过去的

投放是漏斗形的，倒金字塔，投10万个可能来1000个；但

是大数据时代可能是正金字塔，知道客户在哪，投进去，通

过结果指导下次投放，越投越准。在地产行业，明源已经在

不同的产品线，通过大数据去指导客户去做业务，也期待更

多的人参与进来。”另外，也从技术角度逐步引导客户数据

上云，刘峥表示：“现在我们的解决方案：通过Docker的

模式，他们自己租用阿里云，通过公有云的私有部署来打消

对数据隐私的顾虑。总的来说，虽然这方面比较敏感，但是

仍有突破。”

4.与阿里云整个生态体系共同成长，更快更好的为客户

提供高价值的服务。童继龙表示，这就像我们当初选择阿里

云一样，最早时候是只有阿里云能做，后来双方在业务的融

合度上越来越高，阿里云产品本身迭代的很快，而明源在应

用上迭代的也很快；之后，明源不止是用阿里云的服务，还

在向自己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同时使用了阿里云其他生

态伙伴的产品，比如通讯解决方案提供商云之讯等。对于明

源来说，用最快的速度，最成熟的服务为客户提供服务才是

关键；因此，明源选择阿里云，不是选择了单单一个阿里

云，更选择了阿里云整个生态，与这个生态共同成长。

Customer Cases / 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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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人寿：
上云之前，我们有这些思考

在行业政策趋势和云计算热潮的驱动下，金融、保险的企业对于上云有了驱动力

和信心，同时又不免有犹豫和担忧。

1月，阿里金融云、阿里云安全和云栖社区请到天安人寿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姚仁

毅和资深架构师山虎，在云栖说做了一次保险行业上云实践的直播访谈。作为金融行

业的上云先行者，天安人寿从IT部门的管理、企业安全的策略等几个方面，谈了谈阿

里云上如何做好企业的创新和安全，将金融、保险行业上云的经验和误区，分享给更

多的企业技术决策人。

不要只为了上云而上云

天安人寿近年来业务发展非常迅猛，跻身亚洲保险行业500强，被评为2016年中

国十大领军品牌。2016年，天安人寿在阿里金融云上开始搭建自己的云架构，前端使

用到了阿里云云盾的安全服务；中台部署CDN、LBS、负载均衡；而后端使用到了弹

性计算服务器等。在此基础上，天安人寿的“天派”系统还使用了阿里云的OSS云储

存，提升最终用户的体验。

将应用或者服务搬到云上，这只是很多金融企业上云的第一步。向前一步，金融

企业要做的其实不是为了上云而上云，而是赋能业务发展，实现云上金融。在这样的

共识之下，进一步将制度和流程云化，甚至将组织结构也要云化，选择适合企业的发

展路径。

天安人寿上云的最初考虑，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最终用户。例如在做寿险业务时，

天安人寿需要大规模的个体客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客户往往希望能获取更加方便

快捷的用户体验。以客服节为例，作为天安人寿一年一度的重大活动，客服节会用红

包、抽奖来实现回馈老客户、拉动新客户。这个过程中，访问量剧增，如果使用以前

的单片机的方式来做这样的活动就需要所有的IT技术专家来24小时保障系统稳定。

而在2016年上云之后，业务系统上部署了阿里云云盾的Web应用防火墙、DDoS

高防等云安全服务来保障客服节的顺利开展；同时也用到了反欺诈等工具来应对业务

风险。配合阿里云安全专家的支持，整个活动防护工作因为SaaS服务而变得轻量、稳

定，用户体验自然也就提升。

天安人寿上云的另外一个驱动力，是解决IT部门实际遇到的困难。天安人寿在选

择阿里云之前经过了6个月的调研和论证，其中一个调研方向，就是去了解企业IT部

门实际遇到的一些困难。姚仁毅了解到，天安人寿IT部门的服务器采购周期长，不能

满足价值业务的快速发展，和系统建设的需求。另一方面，虽然对公服务器经常进行

安全漏洞的扫描和防护，但仍无法实现全天候的安全防护，所以希望通过上云，来降

低人工成本，提升IT部门的管理效能。上云的需求和价值，从业务中来，又到了业务

中去，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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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上云是“解耦”企业系统，让安全“弹性

化”

天安人寿与同行业相比，存在一个优势：“天派”系统的软

件架构是松耦合的，非常便于拆分上云。姚仁毅谈到天安人寿IT部

门在使用云计算之前也进行了充分的调研，所以选择在期初将场

景化的系统应用放到云计算上，而核心系统和核心数据还是存储

在自己搭建的物理机房中，物理机房与云端两边通过物理专线进

行访问，加上像防火墙、白名单等的访问策略进行管理。

“其实真正的上云就是将系统进行解耦，将系统进行模块化

拆分并且做成分布式系统，这样才能使得整个系统变得平衡，不

会出现云上系统扩展性很强，而中间件以及应用层无法扩展的情

况，”姚仁毅说。

很多企业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向这个方向迈进。还有一

些像银行、证券等传统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新型的互联网金融公

司、财经直播以及交易所这样的客户都在上云，这些客户的数量

是巨大的，而又因为金融机构往往是攻击者的焦点，会引来一些

风险。但云平台的天然屏障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做好预防和止血

工作。

首先，阿里云会提供全链路的安全保护，并且提供免费的产

品帮助客户进行安全防护，在此基础之上，还会提供一些增值的

付费服务帮助帮助客户进行安全加固，为用户提供更贴身的安全

防护。在传统情况下，新系统上线前需要请外部公司进行安全监

测，在云上，阿里云则会提供时时刻刻的安全监测，将每个功能

漏洞及时反馈给用户，避免问题发生。阿里巴巴的主要业务是电

子商务，本身的系统都能支撑安全稳定运行，所以阿里云的安全

防护能力是非常可靠的。

当谈及企业安全管理，姚仁毅认为现如今，企业需要树立“

泛安全”的概念，一方面需要合规，另外一部分就是需要保证数

据安全，以及防护常说的DDos等黑客攻击以及构建应用防火墙

等，这些综合起来，就是整个企业安全的概念。

从技术创新到管理创新，将转型的步子迈开

从姚仁毅的角度来看，天安人寿希望IT部门能够做到两点，第

一点就是提供先进的工具来提高公司的作业效率和质量，并且降

低人工成本；第二点就是对于数据的应用，IT部门需要能够通过对

于数据的分析总结过去并预测未来。天安人寿的IT部门非常关注新

技术的应用，并且不断尝试如何引入新技术来为公司提供新的发

展，这也是天安人寿能够在云计算技术应用上领先的原因。

姚仁毅这样谈到：“天安人寿在上云前进行了大量的调研，

总结发现新的保险公司的一些核心业务已经部署在云上了。” 对

于保险公司而言，往往需要轻资产，快速开业，然后进入市场才

能有回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往往会选择整体上云。而对于其他

的一些企业往往选择双核上云的方式，将一些传统业务需要

跑在传统的机房上；而对一些轻应用，并发访问量很高的应

用则更适合运行在互联网核心上。不同的企业需要在不同的

时期选择适合自己的上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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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光伏的新制造之路
小硅片与大数据的结合

生产品质提升的最后一公里

协鑫光伏坐落在环境优美的苏州工业园区，是全球领先的光伏材料制造商，硅片

产品占国内流通硅片的70%，处于国内同行业龙头地位。在技术研发、品质控制、自

动化升级等方面也都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从与协鑫光伏负责人的交谈中，感受更多

的是踏实，谦逊和危机感，丝毫感觉不到身为行业领导者的优越感，如何提高效率，

提升产品品质始终是他们放在肩上的责任。通过多年对生产流程的优化，协鑫的生产

效率和产品品质始终保持着行业领先，然而，他们渐渐感到以传统的方法，优化的空

间越来越小。对于追求卓越的协鑫人来说，生产品质提升的最后一公里要怎么走，这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苏州协鑫光伏总经理曾表示：“未来苏州协鑫的继续突破还

是要靠新技术和新产品。”

大数据带来新契机

智能制造的兴起，将大数据分析引入到制造革命中。通过对生产数据的采集并上

传云端，对数据进行实时和长期分析，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监控，分析生产流程中可

优化的部分；监控影响产品质量的环节，对产品质量进行量化分析和提升；对设备情

况进行预测，优化备本备件。

刘云璐
阿里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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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为生产品质提升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路径，这让

协鑫人看到了新的契机，2016年协鑫光伏正式与阿里云合作，希

望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内部管理升级、进

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此次合作的主要目标是透明化生产、数据

化管理以及良品率提升。具体包括：低成本长期保存协鑫生产过

程所有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良品率预测模型；通过大数

据分析，建立关键参数监控模型，对生产过程监控和报警；通过

阿里云BI系统，对协鑫生产数据做多维度统计分析；通过阿里云

大屏技术，建立车间和事业部生产大屏看板等多方面内容。举例

来说，在光伏切片的生产过程中，有数千个生产参数会影响到切

片良品率，例如砂浆温度、砂浆密度等，任何一个变量的细微变

化都会直接影响到生产结果。而通过阿里云的大数据分析算法，

就可以对苏州协鑫生产过程中采集到的全部变量进行分析，找出

与良品率最为相关的重要关键变量。“根据这些关键变量为苏州

协鑫搭建生产的参数监控模型，在生产过程中对这些变量进行分

析处理，一旦变量超出模型范围，苏州协鑫的监测系统就会及时

预警。” 经过项目一期的实施，实现了每年数千万的成本节省，

小目标并不遥远。

技术框架

整体技术框架可以分为三大部分，车间源数据，大数据存储

分析区，以及业务区，具体包括一下几方面：

·数据上云

保障单车间15天全量数据批量上云；全车间切片机、分选

机、MES数据准实时上云。

·关键参数监控模型

通过大数据对全量参数的分析以及生产经验，提出待分析的

关键参数，并建立监控的模型。

·生产过程监控报警

生产过程数据流式上传，通过流计算实时监控。并基于

监控模型，实现异常情况报警。

·良品率预测

对影响良品的重要参数做多元统计分析，实现良品率的

预测。

·备件损耗分析

通过关联规则，聚类分析，深度学习等方法，监控相关

参数，实现备件损耗提前预警。

·大屏看板

设计实施每车间及事业部级的大屏看板，如下图所示为

大屏看板的示意。

·BI分析

30个主题多维度统计分析，并支持自定义时间、参数，

分析参数间数学相关性，如下图所示为BI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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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随着中国制造行业整体从粗放式向节约化、精细化转变，

很多产业也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新技术，

尤其是大数据分析技术，成为支撑制造业改革的中坚力量。协

鑫光伏作为追求卓越的制造业企业代表，为同类企业转型升级

摸索出了一条道路。大数据作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借助于云计

算等新技术，可以实现企业的智能改造和升级，完成提升生产

效率和产品品质的最后一公里。

对于已有能力获取工厂数据的企业，可以继续聚焦制造本

身，而将大数据分析等工作找合适的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企业

承担。协鑫与阿里云合作的模式可以直接复制，利用制造企业

的生产经验，和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提供企业的稳定高效的大

数据存储、分析能力，打造企业级数据分析平台。

追求卓越，超越自我，中国制造业在互联网、新技术的驱

动下，已经开启了崭新的一章。

鸣谢

阿里云资深专家高飞，欧阳克非，实修，光盐，凯江等，协鑫光

伏信息部经理周小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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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哥大数据平台实践

借助阿里云的技术服务，五阿哥整套大数据平台得以快速实现，弹性伸缩技术组

件无缝衔接让我们把精力更加集中到业务。

五阿哥介绍

作为中国五矿和阿里巴巴联手打造的钢铁服务专业平台，我们视赋能钢铁行业为

坚定信仰，以大数据为链条，全面整合信息流，物流，以及仓储加工等至关重要环

节。在公司创建初期，我们选择了基于阿里云搭建大数据平台，减少自建系统带来的

开发维护成本，用于快速领跑业务。

总体概括

结合阿里技术栈搭建大数据平台后，五阿哥拥有了一站式大数据处理能力，主要

包括:数据采集、数据计算、数据同步、数据可视化、任务调度等，下面将介绍下五阿

哥如何使用这些功能。

在应用开发过程中，五阿哥基于阿里云大数据平台的技术框架采用相关技术整合

实现快速迭代和敏捷开发。以五阿哥电商平台的线上消息实时推送功能开发为例，

该项目涉及的数据相关研发过程中整体采用了阿里云大数据平台中的数加平台、Lo-

ghub、EMR、RDS、阿里云Redis、QuickBI报表工具等相关产品利用阿里云成型

的产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使公司形成了数据的实时、离线处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

等。

在进行应用层的具体开发过程中，首先通过LogService实现对业务应用服务器端

的日志数据及前端埋点数据(用户访问、操作、行为记录)的采集、消费、投递以及查

询分析等功能，并采用Loghub提供的日志实时采集和日志投递功能实现将原始数据

进行收集和向ODPS等阿里云存储类服务的进行数据的投递存储，然后，通过开发阿

里云EMR程序对接Loghub日志进行清洗过滤、加工，完成对采集数据的实时处理，

进而将处理结果进行实时消息推送处理。此外，在进行数据实时处理计算过程中，程

序访问操作处理存储在RDS的数据，整合相关数据链路实现线上消息的实时和准确定

向推送。EMR作为我们基础计算平台，本身其很好地支持了阿里云其他组件的整合使

用，在实际开发当中官网文档也很丰富，大大提升了开发效率。在五阿哥实时计算和

离线计算任务中，实时主要是用EMR实现，离线计算一部分也是基于EMR，更多的离

线任务基于阿里云提供的数据仓库解决方案开发。

五阿哥使用Data IDE作为数据仓库解决方案，Data IDE提供可视化开发界面、离

线任务调度运维、快速数据集成、多人协同工作等功能。完全满足现有的离线计算业

务场景，极大的提高了开发效率，数据仓库开发工程师完全不用考虑繁琐的Hadoop

平台运维问题，只需专注于数据处理，展现，分析。

Customer Cases / 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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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数据源分实例存储在多个RDS实例中，通过Data IDE的数

据同步，可以很方便的在可视化界面上进行数据定时接入，只需

要在Data IDE配置上源RDS，在 ODPS上建立需要同步的表，然后

创建数据同步任务，建立表对表的映射，设置数据同步时间和周

期即可。到目前为止都能准时准确高效的将数据从RDS同步到分布

式离线计算引擎ODPS中。

创建数据处理任务也非常灵活方便，只需在任务开发里新建

ODPS_SQL任务，根据业务场景编写ETL逻辑，配置上依赖和调度

时间、周期，点击发布就能将处理任务发布到调度系统。实现按

时依赖调度。同时在Data IDE做任务的运维巡检也非常方便。任务

运维概览中，运用仪表盘和可视化图表，很清晰的展现了任务完

成情况、任务运行状态、调度任务数量趋势、任务类型分布、任

务执行时长排行。

目前五阿哥大约有千个左右数据处理任务，通过阿里云组建

的数据平台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批量的数据处理。在运维中

心还能对任务进行管理，在这里可以对线上任务进行资源组的变

更、责任人的变更、报警的添加。任务报警目前支持出错报警和

超时未完成报警，数据指标阈值报警通说已经在计划中，期待阿

里云团队后续的优化。任务运维中能对任务进行停止、重跑、恢

复、批量补数据等操作。

数据使用时可以通过ODPS数据推送到RDS，再由RDS走接口

给业务方使用，或者直接将RDS作为QuickBI的数据源供报表展

示。将ODPS数据推送到RDS也非常方便，只需要在Data IDE配置

上目标RDS，在目标RDS上建立需要同步的表，然后创建数据同步

任务，建立表对表的映射，设置数据同步时间和周期即可。唯一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全量表，每次推送前需要清空RDS表，如果

是增量表，只需清空当天新增数据即可。

另外数加平台Data IDE还支持SHELL任务， 只需将ECS客户端

挂在Data IDE上，创建SHELL任务后，将任务配置到这台ECS客户

端即可。一般做法是在ECS客户端上配置一个ODPS CLIENT，如

此便可以用SHELL脚本，通过ODPS CLIENT向ODPS提交各种任务

了，非常灵活。

借助此功能我们实现了基于Data IDE触发其他系统任务或者事

件的机制，比如在数据使用时，如果一部分表数据依赖Data IDE

本身任务执行完成，其他应用才能进行时，这里就可以在被依赖

的定时任务中增加一个SHELL任务， 待所依赖表计算完成后，可

以由SHELL通过EMR API的请求执行全量索引更新执行计划，很容

易就实现了跨组件的协调调度。SHELL里面可以实现自己很多的逻

辑，对于使用者来说，也是相当方便的。

通过数据仓库每天、每小时出的各项业务指标数据，我们

需要一个完善的数据可视化报表系统，在数据可视化报表方面

再次使用了阿里云产品QuickBI。它具有丰富的数据可视化效

果，QuickBI图表内置的柱状图、线图、饼图等多种可视化图

表，满足五阿哥运营中不同场景的数据展现需求，五阿哥运

营同学通过QuickBI可以很及时高效的了解到目前网站的运营

状况，做出相应的决策。

同时对于多数据源集成也有很好的支持，目前五阿哥

QuickBI所接入的数据源有RDS和ODPS，QuickBI还支持多种

云数据源，为以后数据源的拓展提供了便利。利用QUICK BI

提供的数据源加速功能，数据提取可达到秒级响应，大大的

提高了开发和使用的流畅性。

在报表开发方面，QuickBI目前的“数据源”--“工作

表”--“仪表盘”--“数据产品”的这种开发路径，极大的

提高了报表数据产品的开发效率，QUICKBI还支持拖拽式操

作，上手简单易懂。特别是的流量分析功能，利用QuickBI提

供的日志分析模板，将五阿哥网站流量数据做成分析报表，

来查看近期全国的流量趋势，为查看不同地域的用户行为、

用户属性信息提供了便利，为网站全国推广提供了有力支

撑。五阿哥利用QuickBI提供的数据在线分析服务，可以轻松

自如地完成数据分析、业务数据探查、报表制作等工作。

QuickBI丰富的模板组件和可视化效果，有效的提升了

报表的开发效率和展示效果，为数据同事及时响应运营的数

据需求提供了有效保障。QuickBI与RAM账号的无缝集成提

供了便捷的权限管理功能，节省权限管理成本。截止目前，

五阿哥在QuickBI平台上开发形成了涵盖五阿哥会员、交易、

物流等多个业务条线的数据产品，极大方便了运营及其他同

事了解目前网站的运营状况，是五阿哥提高生产力的有效工

具。QuickBI不止是五阿哥运营同学看数据的工具，更是五阿

哥数据化运营的助推器，为五阿哥数据驱动运营提供了坚强

的后盾。

阿里云服务大而全的技术生态，提供了一套完备的大数

据解决方案，给五阿哥减少了很多的时间成本、开发成本、

运维成本，能把更多的资源聚焦到业务上，未来期待阿里云

做出更多好用的产品给企业、开发者带来更好的服务。

架构图

客户案例 / Custome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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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数加助力启信宝引领互联
网大数据征信风潮

启信宝作为一家以大数据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借助大数据为客户降低执业风

险、经营风险、投资风险和借贷风险，为客户提供数据解决方案以进行精准营销、拓

客展业，为客户借贷管理、投资理财提供决策依据。

解决的问题：

阿里云数加和基础云服务平台的敏捷性很好的支撑了启信宝产品的快速迭代。

使用阿里云数加，成本大大降低。

阿里云数加的按需付费模式以及产品功能完备性，使得启信宝对未来快速发展更

具信心。

阿里云的大数据产品生态具有完备性和开放性两大特点，打破数据融合瓶颈，大

大提升了产品开发效率。

“从2015年开始，启信宝伴随着阿里云一起高速发展，通过阿里云产品的使用，

确实能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要不然我们全部自己搞定，时间周期太长，自建的话时

效性根本跟不上。”启信宝创始人金志浩介绍，“阿里云数加的整个数据处理流程非

常完善；其次，我觉得这一块的成本会比较便宜，而且可以节省我们大量的人力，这

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另外，售后技术服务周到快速也是我们选择阿里云数加的原因之

一。”

关于启信宝

苏州贝尔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塔），于2014年5月成立，是一家

以技术为驱动，以海量大数据为基础，为金融、投资、法律和商务等客户提供企业信

息画像、风险管理、营销决策等可量化数据服务的专业机构。启信宝是由贝尔塔运营

的企业信息大数据平台，拥有全量的中国企业信息库、公开的法律诉讼信息库等多种

权威企业信息数据库。启信宝采用大数据、云计算、可视化等信息化技术，以多维、

多元、多域的客观明细数据为基础，以线上与线下高频率自动化的数据采集、清洗、

验证和数据处理能力为保障，以模型化、量化的信用主体行为和风险的关联性分析为

核心，对信用个体和群体进行大批量、全过程、全动态的分析和管理。启信宝的企业

数据范围广、维度多，覆盖8000万以上的企业， 19个产业链，95个细分行业，100

个以上企业数据维度，企业覆盖率达98%以上。启信宝的核心功能包括搜索引擎、

企业链图、关系族谱、企业监控、企业舆情以及企业信用报告等。启信宝目前支持

APP、网页以及微信三种不同版本，另外还提供API调用方式。客户主要面向个人客

户和企业客户，目前个人用户数已达到800万以上，企业客户以金融行业为主。

启信宝的出现，是对传统征信的一次突破，让传统企业征信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

实现了转型，也是对新时代需求的呼应，用数据和服务领跑征信，引领互联网大数据

征信风潮

隐林
阿里云产品专家

Customer Cases / 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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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启信宝作为一家以大数据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借助大数据

为客户降低执业风险、经营风险、投资风险和借贷风险，为客户

提供数据解决方案以进行精准营销、拓客展业，为客户借贷管

理、投资理财提供决策依据。主要面临的挑战为：

1.高时效性。作为一家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为了不断满足

客户新的需求以及提升客户体验，并快速确立市场领先地位，产

品的迭代需要非常快速，基本上三周以内会迭代一次，而且通过

每一次的迭代在数据上、挖掘上都需要有一些可以打动客户的亮

点，这就要求采用的大数据平台能够满足时效性的需要。

2.低成本。作为创业公司，不仅对时效性有很高要求，成本也

是重要的考量因素，需要以采用的大数据平台能够支撑快速、高

效、低成本的产品迭代。

3.数据处理量巨大、对数据变化的实时性要求高。目前，启信

宝仅日志数据的数据量已达到TB级别，每天会对日志数据进行几

十个任务的调度处理来进行日志分析。另外，舆情方面的数据实

时性要求较高，需要实时处理及更新并能够实时进行内容多维查

询和统计分析。

4.可扩展性。作为一家数据公司，需要大数据平台能够应对未

来极有可能发生的的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架构可伸缩，弹性的

满足需要，避免不必要的IT费用。另外，未来启信宝将会在大数

据采集和挖掘上持续发力，在企业信用信息展示的前提下，同时

注重挖掘企业背后的舆情信息及商业关系，这就需要大数据平台

的功能可扩展，既可以满足数据采集处理、可视化报表展示、多

维分析等基本需求，也可以满足预测分析、机器学习及人工智能

等方面的高阶分析需求。

5.数据融合工作的复杂性。启信宝的数据来源非常丰富，因此

需要跟周边各种数据源打通。举个例子，有些大数据项目真正进

行开发算法、模型的时间会很短，大概一两天左右就可以完成，

但这往往仅为“冰山一角”，实际上，由于数据兼容性问题，数

据准备工作异常繁杂，可能会用到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难怪最

近纽约时报惊呼：“数据科学家把高达 80%的时间用于数据准备

而不是用来发现新的商业智能”。

解决方案

启信宝作为垂直企业信息搜索平台，立足于企业征信信息的

披露，基于海量大数据，为泛金融、泛投资、泛法律和商务用户

提供企业信息画像、风险管理、营销决策等可量化数据服务，以

客户为中心，让数据说话，让商业更真实。启信宝基于阿里云数

加平台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1.主要数据来源：互联网采集的数据以及API调用的第三方的

企业数据。

2.数据处理分析：应用数据采集到阿里云存储容器，通

过数加平台进行二次加工处理，最终同步到阿里云存储容器

中进行数据展现分析。

3.应用层：支撑企业图谱、企业监控、深度报告、搜索

引擎等不同产品形态。

方案涉及的阿里云数加平台组件有：

·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

·大数据开发套件（DataIDE）

·分析型数据库（AnalyticDB）

收益

1.阿里云数加和基础云服务平台的敏捷性很好的支撑了

启信宝产品的快速迭代。启信宝的第一个版本微信版本于

2015年5月初上线，到现如今启信宝已上线APP版、Web

版，同时还支持API外接，业务也做了相应扩充，分别面向

个人和企业客户，通过客户需求不断的推进和拓展，期间经

历了大量的小版本迭代。目前，2C的业务，客户反馈较好、

活跃度较高，反映在是使用时长等各方面；2B业务，结合

行业应用场景以及启信宝自身数据，正在不断提供一些更好

的行业解决方案。启信宝创始人金志浩说：“从2015年开

始，启信宝伴随着阿里云一起高速发展，通过阿里云产品的

使用，确实能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要不然我们全部自己搞

定，时间周期太长，自建的话时效性根本跟不上。”

2.使用阿里云数加，成本大大降低。“阿里云数加的整

个数据处理流程非常完善；其次，我觉得这一块的成本会比

较便宜，而且可以节省我们大量的人力，这也是很重要的一

块；另外，售后技术服务周到快速也是我们选择阿里云数加

的原因之一。”创始人金志浩谈到为什么选择阿里云数加时

讲到。

3.阿里云数加的按需付费模式以及产品功能完备性，使

得启信宝对未来快速发展更具信心。阿里云完全满足启信宝

未来数据吞吐量和可扩展性的需要，阿里云数加包含大数据

基础服务、数据分析与展现、数据应用以及人工智能的大数

据全链路产品，经过阿里内部锤炼和业务验证，可以支撑EB

级数据海量处理。

4.阿里云的大数据产品生态具有完备性和开放性两大特

点，打破数据融合瓶颈，大大提升了产品开发效率。阿里云

提供四通八达的数据传输交互服务，让数据不再成为孤岛，

加速数据融合。

客户案例 / Custome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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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图

架构解读

1.整体架构示意图，具体大数据解决方案请参考上述解决

方案部分。

2.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原名ODPS）

Customer Cases / 客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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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文件存储助力
悦跑圈上云之路

广州悦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以及跑步社交运动

和线下赛事活动，为中国跑步爱好者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高科技企业。截止2017年1月,

旗下悦跑圈APP用户规模达3000万。

作为典型的O2O的应用，悦跑圈需要在服务器端维护海量的核心业务数据，并且

需要高可用、高可靠和稳定安全的平台来存储数据。

针对以上需求，有三种方案可以从不同层面满足，分别是：

本地文件服务器、自建文件服务器和阿里云文件存储服务。

本地文件服务器方案：

需要在本地IDC中维护独立的硬件设备和文件服务的集群。

图1: 本地文件服务器方案的架构图

该方案需要用户在本地IDC中部署计算节点、网络交换机和存储节点。

计算节点是由普通X86服务器或者运行在X86服务器上的虚拟机构成。用户自己

配置计算节点的规模和客户端类型。存储节点支持广泛的连接协议，足够支持Win-

dows客户端、Linux/Unix客户端和Mac客户端。

网络交换机通常是10GB／40GB的规格，用两台相同的交换机达到冗余部署，保

证可用性。

存储节点是由专业存储厂商生产的产品，提供文件服务的能力。例如EMC的Isi-

lon， Netapp的FAS系列产品等。存储节点可以是双控存储服务器，也可以是具有分

布式集群的存储服务集群，集群内部使用InfiniBand网络或者10GB网络传输数据。存

储节点可以提供高性能的文件存储服务，且支持多种文件协议。

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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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文件服务器方案：

申请公有云的ECS和云盘，在此之上单件单机版或者具有一定

HA能力的文件存储服务。

图2: 自管理云解决方案的架构图

自建文件服务器方案使用提供文件系统接口和对文件的共享

访问权限的第三方软件利用阿里云ECS和云盘搭建的文件服务器。

这种解决方案的管理软件通常在阿里云ECS实例上运行，再利

用阿里云块存储的云盘作为底层存储组件。

由于需要提供HA的能力，需要两份相同的资源，两个ECS实

例分别作为提供文件存储服务的服务器，两块数据盘分别挂载到

两个ECS实例提供数据存储能力。

除此之外，该方案还需要维护复杂的HA的能力和稳定性，保

证任何一个文件服务器不是单点故障。即：当其中Primary文件服

务器出现网络不同或者宕机等故障的时候，Backup文件服务器要

立即响应上层的服务请求，同时保证数据一致性。

因此，该解决方案不仅需要第三方软件许可证，还需要阿里

云ECS实例、阿里云块存储卷的预算，同时还有维护复杂HA的成

本。

注：在图2中，40GB系统盘空间配置、1205GB数据盘空间配

置仅仅用作图例说明，用户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实际情况，选择

和配置相应的系统盘和数据盘。

阿里云文件存储服务方案：

依据阿里云的公有云资源，提供高可用、高可靠、稳定和安

全的文件存储服务，并提供集成的解决方案支持和售后技术支持

服务。  

图3: 阿里云文件存储功能块图

阿里云文件存储是基于阿里云飞天平台的分布式共享文

件系统。具有高可靠、高可用、多共享、单一命名空间、具

备无限容量与性能横向扩展、能提供标准的POSIX文件访问

协议。客户不需要对现有应用做任何修改即可使用。

高可用：

在NAS server发生failover的时候，NAS服务会秒级自动

切换到其他NAS server上。    

图4: 高可用的NAS Server集群Failover

而且，Distributed Shared Storage Pool系统是基于盘古

的分布式存储系统，保证高可用性。

高可靠：

数据全部通过多备份的方式存储在磁盘上。

高可扩展：

NAS server是横向扩展的，保证读写性能可以随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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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而线性扩展。

Distributed Shared Storage Pool是基于盘古的，因此也

支持高可扩展的功能。

下图讲述了三种方案的特点和优势对比：    

图5: 三种方案的对比图

悦跑圈的业务场景是需要高可用、高可靠和高可扩展性的

web服务能力。这就要求支撑业务数据的文件存储服务需要提

供高可用、高可靠和高可扩展性的能力和保证；基于业务要求

的可扩展web服务的场景，需要支持多台ECS共享访问相同的

文件存储系统的能力；同时，该业务场景对小文件的处理能力

要求很高，业务的增长产生每天10GB的小文件的增量，同时

还要保证每天对千万级别的小文件访问的性能，达到毫秒级别

的时延访问的能力。

面对悦跑圈业务的高要求，针对以上三种解决方案，只有

阿里云文件存储服务方案可以满足所有的业务需求。

阿里云文件存储服务是基于飞天系统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具有高可用、高可靠、线性的横向扩展能力。并且，阿里云文

件存储针对小文件系统的共享访问做过深度优化，能够存储亿

级别的海量小文件，提供多达500个客户端的共享访问能力，

综合QPS可以达到万级别。基于种种优势，阿里云文件存储服

务可以帮助悦跑圈解决业务痛点，更好的助力企业自身业务的

稳定发展。

悦跑圈业务架构图：

图6: 悦跑圈业务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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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W秒级交易峰值下的混合云
弹性架构之路

前言

每年的双11都是一个全球狂欢的节日，随着每年交易逐年创造奇迹的背后，按照

传统的方式，我们的成本也在逐年上升。双11当天的秒级交易峰值平时的近10多倍，

我们要用3-4倍的机器去支撑。但大促过后这批机器的资源利用率不高，到次年的双

11会形成较长时间的低效运行。试想一下，电商交易有大促峰值，而阿里云有售卖

Buffer，如果能充分发挥云计算的弹性能力，让资源可以两边快速腾挪，就可以解决

资源浪费的问题了。把我们的交易单元可以部署在云上面，那么大促的时候我们只需

要按照压测模型去云上构建一个符合能力的新单元即可，用完马上释放掉，这样无疑

是最优雅的。专有云+公共云 的混合云弹性架构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不但可以

资源合理利用，降低成本，同时也锻炼了阿里人的的技术能力，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

有了架构思路，实现起来似乎也没那么容易。阿里的交易涉及几百个系统，他们

之间的依赖错综复杂，如果能够把他们快速的搭建在云上？这次系统之间的依赖如何

复杂，如果把他们的容量估算好，快速调整他们的容量水位？这就不得不提到下面的

两个秘密武器了：一键建站和弹性容量交付。

1. 一键建站

1.1 背景

一键建站是在底层基础设施交付的基础上，快速地在一个空机房部署交易单元，

使新机房迅速具备对外提供服务的能力。一键建站的逆过程叫一键下站，即迅速切除

单元流量，释放所有单元内应用的物理资源。

从架构的层面看，一键建站的基础是阿里电商体系的异地多活。从运维的角度

看，一键建站是运维产品的升华，更是运维效率的核心体现。

一键建站第一次被提出是在2014年，但由于系统多，依赖复杂，加上中间件的复

杂性，当时新建一个单元需要耗时近1个月的时间，更是需要所有单元链路上的运维

同学参与。去年，DB实现了一次完整意义上的一键建站，中间件的建站实现了半自动

化，但是应用的建站过程仍需要很多运维同学的支持。今年，一键建站进行了重构，

并提出一天（8小时）一单元的目标，在几乎不用运维同学参与的情况下，顺利支持

了3个云单元的建站工作，最快一次耗时6小时建站。

1.2 挑战

今年的双11单元架构是三地五单元，一中心四单元，也是第一次遇到同机房两单

元。如何控制单元内的链路封闭，单元与单元、单元与中心的同步与可见性，是异地

多活的大挑战，也是一键建站的难点。

首先需要明确单元内部署什么。建站需要维护一份知识库，包括单元的数据库，

唐三
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Architecture Solutions / 架构分享

30



中间件，统一接入，以及导购、商品、店铺、交易、会员等一百

多个应用。需要知道每个产品的服务器配置，软件配件，容量需

求，甚至是应用间链路依赖等相关信息。这份知识库会跟随日常

运维操作，调用链路日志等不断更新。同时，一个完整单元不仅

仅包含线上环境，还需包含预发环境与小流量(测试环境)，每套环

境都有自己的一份知识库。

其次是需要明确部署的每个步骤实现。单元内的每个产品，

都需要明确部署的操作细节，以及产品之间的前后依赖。今年，

一键建站第一次在云上实施，面对全新的服务器资源(ecs)，全新

的网络资源(slb)以及全新的部署方式(docker)等，每个环节都需要

技术落地。由此可见，一键建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几乎涉及所

有的运维产品。

在明确了建站数据与建站步骤的基础上，还需要有一套技术

实现能将单元内所有产品相关的近四千个部署步骤串联起来，这

就是建站系统。追求建站效率的同时，安全始终要铭记于心。建

站的每个步骤，都需要考虑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以及应对策略。

1.3 技术架构

一键建站是一个体系的构建，是要在原有运维产品的基础上

进行升华，将相关产品的原子性服务联动起来，最终凝聚成一个

按钮。

一键建站涉及的单元产品种类繁多，相关操作保罗万象，而

且变化极为频繁。如果为每类产品写死操作流程，那建站只会疲

于代码，即使完成了代码，也只会是一次性的玩物。因此建站需

要更多的考虑灵活性，在最终的技术实现上，将系统架构分为四

个层次，原子服务、功能组件、组件编排以及流程调度。系统架

构如下图：

1.4 原子服务

建站平台的能力来源于周边的运维产品，接入相关系统

的服务，将最小粒度的一次服务调用称为一个原子操作。服

务网关包装一系列原子操作，以提供上层业务调用。

作为唯一的外部系统调用入口，服务网关还需要做统一

的日志记录，业务链路跟踪以及故障告警等。

对建站平台的效率要求，很大一部分最终会落在外部系

统服务上。最具代表性的是服务器资源申请与docker镜像，

这两条链路的背后，凝聚着很多人努力的心血。

1.5 功能组件

功能组件，是将相关的原子服务进行整合，从而形成的

一个个有业务含义的独立功能模块。比如创建服务器、添加

帐号、创建vip、docker upgrade、应用启动、更新hsf路由

等等，将近百个原子服务最终聚合成三四十个功能组件。组

件的实现需要能保证幂等。

功能组件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从而使得同一组件能被

不同的应用，不同的流程复用。

1.6 组件编排

组件编排是建站灵活性的核心。建站平台支持在web页

面动态编排功能组件，从而组装成一个个可以运行的流程。

单元内的每类中间件或应用都可能存在部署上的差异，通过

服务编排，使每一类产品都能对应到一类流程。

建站需要涉及整套中间件以及一百多个单元应用，这些

产品在部署启动上还存在先后链路依赖。去除弱依赖，将单

元产品依赖描述成一张无环有向图，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产品

的部署流程。将整张图描述成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就是建站

流程！

1.7 流程调度

流程调度是建站稳定性的有力保障。流程调度负责建站

流程的分布式执行，是流程引擎的一个实现，至少需要达到

下述几点要求：

1.高可用。服务器宕机不能影响流程执行；

2.系统容错。下游系统异常诊断，自动重试；

3.并发访问控制。流程节点不应该同时在多台服务器被

调度；

在结构上，流程调度可以分为流程实例管控、任务队

列、任务调度、组件执行器与分布式协同组件等。每个节点

按照自身的负载情况加载流程实例到本地任务队列，组件执

行器负责每个组件的入參注入，出參收集以及反射调用，分

布式协同保障同一时刻仅有一个节点在调度流程实例。

一键建站流程是一个包含众多子流程的嵌套流程结构，

建站时，流程调度需要同时执行上千个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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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建站只是完成了最小单元的建站工作，如果想让这个

单元支撑好大促的流量，还需要对这个单元进行容量评估和扩

容，如何快速的评估各个应用的容量并自动扩容呢？这时就需

要弹性容量交付出场了。

2.弹性容量交付

如下图：

今年弹性技术在实时容量评估算法上作了一定的改良，期

初主要出于提升效率，最大程度地降低实施成本,与保障集群

稳定性的目的: 更加智能，使用在线机器学习实时测算应用性

能变化，并可作出简单的故障原因分析, 通过算法对各个单元

的应用集群进行自然水位拉平。

1.如何用机器在无人介入的情况下，预测应用集群各个单

元的性能；需要做很多事情：日常性能变化测量；应用发布性

能变化测量；集群中单机的性能变化预测，与目标交易量下会

有多少比例机器挂掉的预测，容量问题还是性能问题的判断等

等等等。

2.为支持XX笔交易的业务目标，需要多少资源；或者说，

现有XX些资源，最高可以支撑多高的交易量?

3.一个应用集群在什么样的物理资源利用率下稳定性与成

本会是一个最佳配比?

4.资源预算.

我们先简单以一个在线web服务类应用进行分析，在线电

商每天的流量波动与资源利用率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当然也可

以换成其它指标进行测算)，我们将两项指标叠加，呈散点图形

态： 

现在假设，我们设定资源利用率阀值为70%的cpu利用

率，预测该应用集群的服务能力，我们利用上面呈现的散点

图做一次拟合，延长趋势线，呈以下形态：

则求出，该应用极限能力在X%的资源利用率下的服务

能力大致是Y。

但实际场景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不同压力下，随着

物理机的利用率整体饱和度的上升，性能会有一定的损耗，

将不同压力下测算的服务能力记录，并作一次回归，预测出

目标压力下，大致损耗度，并用刚才计算好的服务能力减去

目标压力下的损耗度即可。

哪下一个问题来了，应用集群的资源利用率多少为极限

值？这里只是一个假定，每个应用集群的极限能力都不相

同; 首先前文已经提到，由于各个应用集群布署的物理机坑

位不同，有可能超卖，也有可能会与资源占用多的应用布署

在同一个物理核内，超线程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而一个物理

核通常分为两个逻辑核，是否一个物理核的总能力/2则为两

项占用该物理核逻辑核上的能力；假定100%的资源利用率

为满负荷，则两个逻辑核各分50%的能力相对合理?

但实际情况是，占用两个逻辑核的应用集群利用率，在

容量层次不齐的宏观情况下，有的偏高，有的偏低，这就会

出现资源抢占问题。

如何识别某项应用集群合理的资源利用率是多少？ 我

们需要做一些事情，即除了对整个应用集群作上文中讲到的

资源测算，还需要对每台单机作能力测算，这里我们随便拟

定一个值，如单机负载如果超过80%是不可承受的，则我们

在整体全链路压测时，会对每台单机做实时的负载预测，看

在目标交易量下，多少比例的机器会超过最大的承受能力，

该集群的总qps会有出现多少比例的损耗。 这里假定我们认

为不允许有机器出现这样的情况，则当某台机器预测值达到

最大承受能力时，则认为当前集群能力的合理负载应该在多

少。

根据上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直接拿到测算好的各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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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的容量配比进行在线备容即可.通过后续每次的压测，对各个

应用集群的预期资源利用率进行逐步逼近，最终达到整体备容目

标.

正因为有了以上两个秘密武器，我们在双11之前就快速的做

好了容量准备，同时双11一过，我们立刻对云资源进行一键下

站，把资源归还到云的Buffer里，对公共云进行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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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的大脑：基于代价
的优化器

MaxCompute简介

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是一种快速、完全托管的PB/EB级数据仓库解

决方案，MaxCompute具备万台服务器扩展能力和跨地域容灾能力，是阿里巴巴内

部核心大数据平台，承担了集团内部绝大多数的计算任务，支撑每日百万级作业规

模。MaxCompute向用户提供了完善的数据导入方案以及多种经典的分布式计算模

型，能够更快速的解决用户海量数据计算问题，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并保障数据安

全。

MaxCompute架构

MaxCompute基本的体系结构如上图所示，最底层就是在物理机器之上打造的

提供统一存储的盘古分布式文件存储系统；在盘古之上一层就是伏羲分布式调度系

统，这一层将包括CPU、内存、网络以及磁盘等在内的所有计算资源管理起来；再

上一层就是统一的执行引擎也就是MaxCompute执行引擎；而在执行引擎之上会打

造各种各样的运算模式，比如流计算、图计算、离线处理、内存计算以及机器学习等

等；在这之上还会有一层相关的编程语言，也就是MaxCompute语言；在语言上面

希望为各应用方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数据工程师能够通过平台开发相关的应

用，并使得应用能够快速地在分布式场景里面得到部署运行。

林伟
阿里云资深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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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ompute的研发思路

MaxCompute的研发思路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高性能、低成本和大规模。希望打造的MaxCompute平台

能够提运算的高性能，尽可能降低用户的使用成本，并且在规模

上面能够达到万台机器以及多集群的规模。

2.稳定性，服务化。希望MaxCompute平台能够提供稳定性

和服务化的方式，使得用户不用过多地考虑分布式应用的难度，

而只需要注重于用户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计算，让系统本身服务于

用户，并能够提供稳定性，服务化的接口。

3.易用性，服务于数据开发者。希望MaxCompute平台是易

用的，并且能够很方便地服务于数据开发工程师，不需要数据工

程师对于分布式的场景进行很深的理解，而只要关注于需要用这

些数据进行什么样的运算就可以，接下来就是由MaxCompute平

台帮助数据开发工程师高效并且低成本地执行自己的想法。

4.多功能。希望MaxCompute能够具有更多的功能，不仅仅

是支持流计算、图计算、批处理和机器学习等，而希望更多种类

的计算能够在MaxCompute平台上得到更好的支持。

MaxCompute的大脑——优化器

基于以上的研发思路，MaxCompute平台需要拥有一个更加

强大的大脑，这个大脑需要更加理解用户的数据，更加理解用户

的计算，并且更加理解用户本身，MaxCompute的大脑需要能够

帮助用户更加高效地优化运算，通过系统层面去理解用户到底需

要进行什么样的运算，从而达到之前提到的各种目的，使得用户

能够从分布式场景中脱离出来，不必去考虑如何才能使得运算高

效地执行，而将这部分工作交给MaxCompute的大脑，让它来为

用户提供更智能的平台，这也就是MaxCompute所能够为用户带

来的价值。

那么MaxCompute的大脑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优化

器。优化器能够将所有信息串联在一起，通过理解系统中数

据的相关性以及用户的企图，并通过机器的能力去充分地分

析各种各样的环境，在分布式场景中以最高效的方式实现对

于用户运算的执行。在本次分享中以离线计算作为主要例子

来对于MaxCompute的大脑——优化器进行介绍。

首先对于离线计算的概念进行简单介绍，MaxCompute

离线计算架构设计如上图所示。在计算层面往往会存在一个

类似高级语言的脚本语言，MaxCompute提供的是类SQL的

脚本语言，将脚本语言通过FrontEnd提交进来，之后经过处

理转化成为逻辑执行计划，逻辑执行计划在Optimizer（优

化器）的指导下翻译成更加高效的物理执行计划，并通过与

Runtime的连接之后由伏羲分布式调度系统将物理执行计划

分解到运算节点上进行运算。

上述过程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充分地理解用户的核心计划

并通过优化得到高效的物理执行计划，这样的过程就叫做优

化器Optimizer。目前开源社区内的Hive以及Spark的一些优

化器基本上都是基于规则的优化器，其实对于优化器而言，

单机系统上就存在这样的分类，分成了基于规则的优化器和

基于代价的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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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机场景里面，Oracle 6-9i中使用的是基于规则的优化

器，在Oracle 8开始有了基于代价的优化器，而Oracle 10g则

完全取代了之前基于规则的优化器；而在大数据场景里面，像

Hive最开始只有基于规则的优化器，而新版的Hive也开始引

入了基于代价的优化器，但是Hive中还并不是正真意义上的代

价优化器。而MaxCompute则使用了完全的基于代价的优化

器。那么这两种优化器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基于规则的优化器

理论上会根据逻辑模式的识别进行规则的转换，也就是识别出

一个模式就可能触发一个规则将执行计划从A改成B，但是这

种方式对数据不敏感，并且优化是局部贪婪的，就像爬山的人

只看眼前10米的范围内哪里是向上的，而不考虑应该先向下走

才能走到更高的山顶，所以基于规则的优化器容易陷入局部优

但是全局差的场景，容易受应用规则的顺序而生产迥异的执行

计划，所以往往结果并不是最优的。而基于代价的优化器是通

过Volcano火山模型，尝试各种可能等价的执行计划，然后根

据数据的统计信息，计算这些等价执行计划的“代价”，最后

从中选用代价Cost最低的执行计划，这样可以达到全局的最优

性。

这里分享一个具体的例子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基于规则的

优化器无法实现全局的最优化。上图中的这段脚本的意思就是

先在A、B和C上面做完join，join出来的结果在某一列上面进

行groupby操作并计算出平均值。可以将上述的查询过程画成

树形的逻辑执行计划，在数据库领域往往是bottom-up的，

也就是对于逻辑计划树而言，叶子节点是输入，最终的目

标输出则是根节点，所以最终的数据流向是从下向上的。

可以看到在这个逻辑计划里面，首先是对于A、B、C三个

表进行join，假设Size(B)<Size(C)<Size(A)，也就是B、C

这两张表的大小是比A小的，这样就可以获得另一种执行的

方案就是先将B和C进行join之后再与A进行join，这之后再

进行计算平均值，这样的做法B和C join的中间结果从概率

上面就会比较小，再与A join之后最终产生的结果规模也就

会比较小，但是后面还需要对于B的c2列计算平均值，所以

如果先做完B和C的join，而在第二次join时需要按照join的

条件进行partition分区，需要按照A表的c1列和B表的c1列

进行分区，但是后面需要在B表的c2列上计算平均值，这时

候就会引入一个改变。因为在做完join之后，其实partition

分区是在A表或者B表的c1上面的，但是要做的group by却

是在B表的c2上面的，所以需要引入exchange，这样就会

引入额外的data shuffling。而如果A、B、C三张表的大小

差别并不大，其实就可以先让A和B进行join之后再与C进行

join，这样第二次join正好是在B的c2列上进行的，所以在接

下来进行计算平均值的时候就不需要引入额外的data shuf-

fling，虽然进行join的时候代价比原来高，但是因为省去了

一次data shuffling，所以从全局上来看则是更为优化的，

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基于规则的优化器可以得到基于局部优

化，但是可能无法得到全局的优化。

基于代价的优化器则采用了不同的方案，它首先通过

火山模型将查询展开成为多个等价的可执行计划。例子中

可以先让A和B join之后再join C或者先让B和C join之后再

joinA，在这两个计划中，因为下面的计划中多了一个ex-

change，而对于基于代价的优化器而言会在最后面有一

个Cost代价模型，通过计算发现第一个计划在Cost上面更

优，所以就会选择最优的计划进行执行。在基于代价的优化

器中做了很多分布式场景之下特有的Cost模型，并且考虑到

了Non-SQL，因为很多场景是与互联网有关的应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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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很多Non-SQL的支持，所以可以通过用户自定义函数帮助用

户实现一些Non-SQL与关系数据结合的查询优化，最后还有一些

多种分布式场景的优化，这也是基于代价的优化器区别于单机优

化器所做的一些工作。

接下来分享一下Volcano火山模型的相关，其实Volcano模型

是代价模型的一个引擎，这个引擎其实在单机系统上面就已经提

出来了。Volcano模型里面也会有一些规则，但是与基于规则的优

化器中的规则不同，这里面的规则更像是一些转化函数。Volca-

no模型首先会对于逻辑执行计划进行分组，之后在组上面要完成

一件工作，就会先在组里面探索局部的表达式，然后根据一些规

则应用一些变换，这些变换原则上都是代数等价的，在每次进行

等价变化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取代原来的逻辑执行计划树，而是在

原本的基础之上分裂出新树。所以最后将会出现很多个等价的执

行计划树，最终可以通过基于代价的优化器去选取最好的执行计

划。Volcano模型的原则是首先希望每个规则更加局部性，也就是

局部性和正交的规则越好，就越能够使得对于空间探索得更加全

面。举个例子，如果在平面上定义了前后左右四个方向，那么就

可以通过这四个方向搜索整个二维平面的任何一个点，同样的优

化问题就是在空间里选取最好的计划，那么就希望在每一次变化

时候的探索规则都能够正交，这样就可以用更少的规则去探索整

个空间，这样如何去探索空间和选取探索最优路径就可以交给引

擎了。

前面分享的比较抽象，这里进一步进行举例说明，希望

能够加深大家对于优化过程的理解。假设有一个非常复杂的

逻辑执行计划树，这就是真正需要做的用户的任务，现在将

其中一小部分提取出来，在进行计划的优化时首先会分析有

没有已有的规则可以与模式匹配，假设图中的两个节点正好

能与模式匹配，一个是filter一个是project，理论上filter想

要推到叶节点，也就是越早进行filter越好，现在就有一个模

式：如果filter出现在project之上，也就是需要先做filter之

后进行project，这样就可以转换成另一种计划，将这两个节

点变成新的节点，也就是可以将filter和project换顺序，这

样就是应用规则的过程。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节点，比如是

aggregate操作能够与其他的模式匹配，之后就可以寻找对

应的规则，并转化出等价的节点操作，这样就可以通过复用

一棵树节点的模式来维护多棵树，在这里例子中可以看到使

用了两个规则，看上去节点上是只是一个存储，但是实际上

却描述了四棵等价树。之后会对于这四棵等价树花费的代价

进行计算，最后选取花费代价最低的树作为执行计划。整体

的基于代价的优化过程就是这样，但是可以看到当逻辑计划

树规模很大并且规则变化有很多种的情况下，整个的探索空

间还是非常庞大的，所以需要在很多因素上对于优化过程进

行考虑。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优化引擎的大致算法，下图是简

化后的优化引擎算法，而在真正实施时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

因素下图中并没有表示出来。

首先会将一个逻辑执行计划中的所有逻辑节点都注册进

去，注册进去的同时就会将规则与已有的逻辑模式进行匹

配，然后将匹配成功的规则推到规则队列里面，然后循环地

弹出规则队列中的规则，并真正地应用这个规则。当然应用

规则存在两种条件，一种就是应用之后能够产生等价树，也

就是能够在树的局部分裂出另外一种树形状态，而在分裂出

来的树上面也可能与其他的模式匹配，如果局部范围内的全

部规则都已经匹配完成，就可以开始计算花费的代价。而当

架构分享 / Architecture Solutions

37



继续优化，如果认为当前的计划仍然不是最优的，就可以将该

Cost记录下来，继续优化树的其他部分，直到最终找到最佳计

划。

分布式查询中的优化问题实例

在这里给大家列举一些在分布式系统中有别与单机系统中

分布式查询中的优化问题的实例。

例1其实很简单，就是对于两个表进行join操作，T1已经

按照a，b进行了分区；T2已经按照a进行了分区，join的条件

就是T1.a=T2.a。一种方法因为T1是按照a和b分区好的，join

条件在a上面，所以需要对于T1按照a重新进行分区之后再与

T2进行join。但是如果T1表非常大，远远大于T2表的规模，

这时候就不想将T1按照重新进行分区，反而可以采用另一种方

案，就是将T2作为一个整体，将T2的所有数据广播给T1每一

个数据，因为join条件是在a上面做内连接，所以可以做这样的

选择，这样就可以避免将很大的数据进行reshuffle。在这个场

景中，如何去感知join的条件是关键。上图例子中的两个计划

并不存在绝对的最优，而是需要根据的数据的大小、T2数据量

以及T1数据分片的分布情况来决定哪一种方案才是最优解，对

于这个问题在SIFMOD12上面有很多的论文进行了讨论，在此

就不再展开详细的叙述。

再分享分布式优化问题的里另外一个例子，如图所示，T1

和T2还是在a上面进行join，join完成之后会有一个条件限制

T1.a>20，完成之后会进行project，并将完成的结果当做新

的一列b，最终希望所有的结果是order by b的。T1和T2都

是range partition好了，这里不是hash partition，而且因

为已经进行了global sort，所以这里在做join的时候就可以

利用到两个表之间的range partition boundary，而不需要

重新reshuffle数据，比如目前已经知道大于20会在哪些分

区里面出现，可以根据选择的boundary去读取相应的数据

之后进行作为，可以尽量避免数据shuffling，在做完join之

后，还会有一个用户定义方法，将这个方法出来的结果按照

order by b的规则进行排序，假设这个foo()方法是单调递增

的函数，这样就可以利用上面的条件也就是已经按照范围分

区好了，经过join和foo()还能保存b的顺序，就不用引入一

个exchange，可以直接order by b操作。这样就是分布式中

的一个查询优化，也就是如果能够理解数据里面的分片，能

够知道数据的分布式情况还能理解用户的自定义函数方法，

以及这些方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与优化器进行互动，就可以

对于分布式查询进行优化。这其实是通过了用户的Annota-

tion就可以知道用户的方法具有什么样的特性，能够保持什

么样的数据属性。

用户自定义函数UDF

在分布式系统特别是Non-SQL中需要大量的用户定义

函数来进行扩展，因为很多查询过程不是像join和aggre-

gate这么简单的，而需要对于很多比较独特的功能进行建

模，所以需要用户自定义的函数实现。一旦有了用户自定义

的函数，优化器往往难以理解UDF，那么优化的范围将会极

大地受到限制，如上图中的中间黄色的节点包含了用户自定

义的函数，但是可能系统并不知道这个函数所做的事情，那

么在优化的时候就可能分成三个更小的可优化片段，在在三

个小片段中进行进一步优化。如果优化器能够理解用户自定

义的函数在做什么事情，那么就可以让优化器穿透UDF达到

更大范围的优化。那么UDF有什么特性能够帮助优化器穿透

它呢？其实可以分析UDF是不是Row-wise操作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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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不是一行一行处理，不存在跨行的，考虑UDF是不是单调函

数，是不是在处理时有些列是不变的，也就是可以穿透的，它是

不是可以保持数据分片或者保持排序，以及在Cost上面的一些信

息，它的Selectivity高还是低，以及data distribution of output

是多还是少等等都能优化器更好地优化，为优化器打开更大的优

化空间，实现更加灵活的优化，帮助Cost模型选出更优的方案。

这也是阿里巴巴目前在MaxCompute优化器上正在做的一些工

作。

优化规则

MaxCompute基于代价的优化器做了大量的优化，实现如下

图所示的各种优化，这里就不展叙述开了。可以从下图中看到在

查询中有很多优化可以去做，这些所有的优化在整个系统引擎上

面都是一个个算子，这些算子也在变化图，产生了很多个等价的

树，由优化的引擎通过Cost模型去选择最佳的方案。

Cost模型

什么是Cost模型呢？其实Cost模型最需要关注的就是本身的

代价模型。每个Cost模型都需要关注于局部，比如input是什么样

的Cost，经过join之后又会得到什么样的Cost，而不需要关注于

全局，全局方案的Cost则是由引擎通过累计得到的整体Cost。好

的Cost模型力求能够反映客观的物理实现，Cost模型不需要得到

和真实一模一样，Cost模型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区别方案的优劣，

只需要能够选出较优的计划，并不需要Cost的绝对值具有什么样

的特性。现在传统的数据库的Cost模型还是很早以前的模型，就

算硬件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只要还是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架构

没有发生改变，Cost模型就可以用于选择最优的方案。

其实优化器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可以考虑，比如在

规则方面，需要根据规则进行等价的变换，最后根据Cost模

型选取最优的方案。随着逻辑计划规模的变大，如果枚举所

有可能的方案就会极大地耗费时间，特别是在MaxCompute

上希望逻辑执行计划越大越好，因为这样就能给优化引擎更

大的空间，但是这就带来当枚举所有的计划时，有些枚举的

计划其实是不必要的，可能已经处于在一个不优化的情况下

了。所以如何去做有效的剪枝，如何去避免不必要的探索空

间，也是实现一个好的优化器所需要考虑的。另外对探索空

间的选择，可以将时间用在最有可能是最优化的计划的空间

上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不能希望通过NP-

hard的时间去选择最优的计划，而应该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

选取比较好的执行计划，所以在优化领域中其实不一定需要

寻找最佳的方案，而是要避免最差的方案，因为在优化上面

总会存在时间约束。

为什么基于代价的优化器对于MaxCompute

平台越来越重要了呢？

这是因为阿里巴巴希望能从Hive的一条条查询语句中走

出来，提供更加复杂的存储过程。在上图中有一个展示，可

以通过变量赋值以及预处理if-else编写出更加复杂的查询过

程和存储过程，而基于规则的优化器会因为贪婪算法而越走

越偏，最终很可能得不到全局最优方案，而逻辑计划的复杂

化使得可以优化的空间变大了，但是同时也使得对于优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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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变得更高，所以需要更好的基于代价的优化器帮助选择

比较好的执行计划。而在分布式以及Non-SQL等新型的场景

下，使用基于代价的优化器有别于传统单机优化器的方式，所

以需要有对于数据、运算和用户更加深刻的理解来使得基于代

价的优化器更加智能

理解数据

那么展开来看，什么叫做理解数据呢。在数据格式方面，

理解数据需要对于更多的数据索引以及异构的数据类型进行理

解，对于结构化的数据、非结构化的数据以及半结构化的数据

都进行理解，而在大数据的场景里面数据是有一些Power-law

属性的，有百万稀疏列的表格，需要在这样的场景下实现一个

更好的优化；理解数据也需要理解丰富的数据分片方式，这

是在分布式场景中才有的，数据分片可以是Range/Hash/Di-

rectHash的，而存储可以是Columnstorage/Columngroup-

ing的，还需要用Hierarchy Partition来进行分级分区；还会

需要理解完善的数据统计信息和运行时数据，需要理解Histo-

gram、Distinct value以及Data Volume等等。

理解运算

从理解运算方面，需要更加理解用户自定义的函数，能够

与优化器进行互动，更够让用户通过Annotation的方式显示在

运算中数据的属性上具有的特性，使得可以进行全局范围的优

化。在运行时也会进行更多的优化，比如会在中间运行到一定

阶段时需要判断数据量的大小，根据数据量的大小进行并行化

的选择，并根据数据的位置选择网络拓扑上的优化策略。还可

以做实时性，规模性，性能，成本，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并

且使用网络Shuffling做内存计算以及流计算等。

理解用户

从理解用户的角度，需要理解在优化器上的用户场景，

理解多租户场景下用户对规模，性能，延时以及成本不同需

求等，并在这样的场景下让优化器选取最佳的方案；在生态

上面，优化器是核心的优化引擎，希望能够在语言上面更多

地开放，希望能与更多的语言和生态进行对接，也希望能够

提供强大的IDE能来为开发者提供完整的开发体验；最后希

望能够在统一的平台上提供多种运算的模式，使得优化器真

正能够成为运算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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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数据大屏背后的秘密：
大规模流式增量计算及应用

首先从理解什么是数据流开始今天的分享，其实在真实的世界中，大部分的数据

都是连续产生的数据流，比如手机上产生的GPS信号、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在线

搜索、用户的点击、社交网络分享、即时通信以及一些传感器和物联网设备采集的日

志信息等，这些数据都是连续产生的，自然就形成了数据流，在这些数据流产生以

后，在很多场景下对于数据流的实时分析就会产生很大的价值。

接下来从大家比较熟悉的数据场景切入，比如大家经常会关注的股市情况，股价

的波动其实就是实时数据的分析和聚合，除此之外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还可能比较关心

天气预报，可能会根据实时的信息来看比如当前的台风的情况，这些都是大家习以为

常的，也已经深入大家生活的实时数据分析。

仲浩
阿里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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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实时数据源的越来越多，实时数据的规模也越来越

大，可以应用的场景也越来越多，实时数据的应用也正在往更多

的领域深入。比如像每年的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阿里巴巴就有

一个实时大屏，左图上是2015年的情况，当时在第35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200亿的销售额，同样的2016年也是一样，所有的交易

数据都会在秒级之内反映在数据大屏之上，再比如在2015年还有

模拟的一个地球，可以看到从卖家到买家的订单都会被实时地刻

画出来，这在商业领域将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也可以

用于辅助商业决策。

特别是在安全以及监控这些领域，数据有时候除了用于看以

外还可以预先设定很多规则，基于流计算的“规则引擎”提供了

传统的安全监控系统无法提供的海量数据处理能力，根据这些规

则就可以省去很多的人力劳动，可以自动化地进行报警，利用大

规模分布式集群实时计算和分析监控数据，避免人肉数据检查的

低效，有效扩大监控范围，提升监控时效。这方面目前有很多的

应用，比如像监控电网的运作等。

除了判断简单规则以外，还可以通过实时分析数据去发现一

些规律，去实现更多的机器智能。这里举的是阿里巴巴帮助协鑫

光伏的一个案例，协鑫光伏是一个专门加工太阳能电池的企业，

它的设备都非常复杂，上面的每个设备都有几百个传感器，加起

来就有成千上万路信号输入，如果通过人去理解传感器的行为，

去检测或者预测哪一个设备将会发生故障再去更换，这中间

的延迟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也就会导致次品率上升的问

题。而通过实时的数据分析加上人工智能的算法最终实现了

机器自动预警和判断，这样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甚至还能

够预先自动提示操作人员对于设备的某些部件进行更换，最

终实现对于良品率的提高，进而提高企业的收益。

更进一步除了对于简单结构化的数据的分析，实时分析

还可以运用到更广泛的场景，阿里巴巴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

项目就是城市大脑，就是将杭州所有城区的道路摄像头的视

频信息做实时分析，用不同路口的视频信息来检测人和车的

行为，以此来帮助城市更好地管理和优化交通，为解决城市

拥堵问题带来很大的价值。

未来，实时数据分析将会越来越多地从我们所熟知的领

域进入我们未知的领域，基于实时数据分析的应用的创新也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变化，这将是激动人心的大

趋势。

那么从流式数据处理背后的系统架构去看这个问题，实

际上实时的数据处理对于大规模大数据的处理系统带来了大

规模的高要求的挑战。因为数据是实时产生的，但是由于成

本原因或者处理能力的问题，数据一般采取“先存后算”的

架构，传统的架构上数据会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存储下来，

然后再经过批量的计算，比如每天产生一个数据报表，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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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的数据处理的一套工具链。

而在新的要求更加实时的流式数据处理中，原来的“先存

后算”的架构显然是无法满足要求的。对应的对于实时数据流

的处理则希望能够随着数据的产生实时地进行加工处理，能够

实现很高的时效性以及很低的计算延迟，并且实时地帮助各种

各样的场景对于大数据的价值进行挖掘。

如果将流式数据处理系统架构进一步细化，从原来先存后

算的架构过渡到这样一个不依赖于一开始的批量数据存储而每

时每刻都要计算的架构，这中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下

图就是将系统架构稍微细化一点的示意图，对于数据源而言，

首先数据是实时产生的，需要通过数据总线将实时产生的数据

很低延迟地存储下来，并且需要传输给流计算。但是因为数据

量的规模以及数据源端的各种复杂性，这样的数据总线是要求

保证数据的持久化的，而且需要保持很低的延时，同时需要保

证规模化，所以需要进行数据切片还需要保证数据的顺序。因

为产生的数据本身是存在顺序的，很多应用对于数据的顺序也

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整体而言对于数据总线部分是存在新的要

求的，这些就是关于输入和数据采集的问题。

在之后会详细地分析计算这一部分，在这里先不考虑计

算。那么假设数据通过计算之后能够产生某种价值和知识，

在系统架构的消费端也需要经过改造。这里举个例子如果需

要将应用改造为实时化的，可能在十几年之前会需要打印出

一个纸质的报表，但是这个纸质的报表在实时处理的今天就

无法展示出实时的形态了，所以首先需要进行报表电子化。

其次要想实现低延迟的展现，就是从数据计算出结果到能够

让用户看到计算结果需要很低的延时，否则在实时决策中的

效果就无法达到预期。除此之外，整个实时计算系统是由很

多服务构建的，所以计算出来的结果可能需要通过消息队列

连接更多的服务，比如触发了某个规则引擎中规则，就可能

需要调用某一个报警机制，比如发短信来通知用户，这就需

要上下游更多系统之间的配合。第三个场景就是有时实时计

算除了使得之前提到的应用成为可能还有一种场景下就需要

数据采集手段的提高，因为存在大量的实时数据不得不以流

式地进行预处理做一些筛选，将真正重要的信息存储下来再

去进行离线的更加深入的分析。所以无论是数据的上游还是

下游都需要大量的改造功能才能使得实时计算成为可能。

后面将会主要分享一下计算这部分，对于实时计算而

言，需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首先实时计算需要很高的性能，需要保持延时和吞吐的

平衡，需要很好的扩展性，能够支持超大集群规模的线性扩

展。还需要考虑容错问题，大家知道在进行批处理的时候产

生一个错误就需要重新计算，而且容错这部分还需要考虑低

延时。还有因为很多任务可能同时在进行计算，所以也需要

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实时任务会一直占用资源，而有一些

不同的数据流的输入速度不同，如何调配资源的共享和隔离

也是一个挑战，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流计算的易用性等等问

题。

因为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增量流式处理，所以在这这些流

式计算所面对的挑战中选择一个话题展开来讲，今天就主要

分享关于实时计算如何编程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实时计算的

编程呢？其实就是去写一个程序来表达实时处理逻辑，数据

是以流的形式进来然后存储在某个消息队列中，之后应用再

去消息队列中获取数据并进行计算，并将数据产生的价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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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到下游的系统中。但是与离线计算不同，实时流式计算需要考

虑很大的规模，需要同时并行地运行在很多的CPU上面，所以流

式计算的编程实际上就是对于分布式程序的编程，这其实将会一

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而对于实时计算编程的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目前大数据

方面非常通用的模型——数据流计算。这里举的例子就是2011开

源的流计算系统Storm，Storm实现的就是如图的这样一个数据流

的模型，这里有输入流和输出流，中间存在多阶段的计算。

当然知识这里示例性地分为了三个阶段，而真实情况下可能

有多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上数据并行会有多个计算节点。与批处

理不同，数据流模型上面的数据是流动的，所以每个事件在每个

阶段都是流水式地执行和触发的，这就是基本的数据流模型，也

是被很多系统所采用的模型。下图中只画出了6个节点，如果在成

千上万的节点上去写这个程序，如何表达计算逻辑就是比较困难

的了。刚才提到过数据并行，所以只需要为每一个阶段编写一个

程序就可以了。图中包含了三个阶段，如果根据Storm的概念来

看，其实每个阶段的编程接口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这里是一个

示例，比如X节点实现了这样的一个interface，实现的函数就是

当数据灌给你的时候需要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接口，

如果以这样一个非常底层的接口去描述实时逻辑，下图中列举了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WordCount将输入的数据切成Word

分词，并根据一些窗口去计算词频然后进行统计。一个简单的

WordCount会占用很多的代码行，图中是从网上找的一个例子，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一个非常复杂的业务使用基本的接口去写

在某些场景下会是非常困难的。

面对上述这样的问题，一个想法就是与离线计算的处理

一样去寻找更高层的语言，所以大家会尝试着去使用SQL。

接下来列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如何使用SQL将比较复杂

的拓扑通过简单的几行代码描述出来。

这里的例子就是前些年一个学术界的系统，可以看到上

图中左边是使用C#高级语言写的一个MapReduce的程序，

实际上就把每个记录调用Mapper()函数变成多个队，之后进

行GroupBy()并按照不同的组进行Select并做一个Reducer。

这个程序就比刚才一行行去写要简单很多，系统也可以自动

从类似于SQL的描述性语言去生成右侧的DataFlow，右侧的

数据图从输入到MapReduce实际上是两个阶段。另外一个

更复杂的例子是分布式排序，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也可以通过写非常简单的语言对于每个Mapper()出来的结果

给一个Key进行OrderBy()，右边在生成计划的时候可以做非

常多的工作。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不仅可以用高层语言

来简化对于复杂拓扑的描述，还可以让拓扑在生成的时候进

行很多的优化。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右边这个图，这个图就是

对于数据进行排序，大家可能想象简单的MapReduce就能

够进行排序，但是在实际的执行情况下为了达到高效，数据

的负载均衡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保证数据在排序这件事

情上是分段均衡的呢？这里的解决思路就是对于每一份数据

都进行采样，这样就能对于数据分布进行大致地了解，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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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布可以确定数据应该按照什么的range进行重新划分，

这样就可以将数据分的比较均匀。如果采样足够高效，这部分

的时间是值得的，因为这会使得后面的计算更加高效，计算的

并行度和加速比也会变得非常高。以上就是SQL的例子，可以

看出，在离线的情况下SQL可以帮助我们简化编程。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在线计算，今天的问题就是如何帮助大

家用各种简单的方式编写一个流计算的程序，这里举的例子

是一个离线的SQL语句，那么如果直接将这个SQL用于流计算

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假设输入的数据是连续的无穷的数

据流，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有什么样的困哪呢，因

为Group By需要对于例子中所有的Customer Name进行聚

合，也就是需要知道某一个“Mike”购买的全部东西才能进

行聚合，但是对于实时连续不断输入的流，如何才能知道“-

Mike”有没有购买更多的东西呢，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输出

呢？其实这里例子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如果简单地将SQL语句用

于描述数据流处理实际上在语义上是无法匹配的，所以这样例

子中的Group By是不会有输出的，但是如果等所有的数据都

输入之后再进行处理就无法达到低延时的效果了，这就是困难

所在。

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大家也都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

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最佳的解法。其中一种方式是使用

类似SQL的语言去写这个问题，但是对其中的一些算子进行修

改或者引入一些必要的算子。这里举个例子就是join操作，如

果在SQL里面使用join其实就是将两个表连接在一起，但是在

流式计算中将两个流join如何才能知道已经流过的数据能不能

与当前流中的数据连接上呢，就需要保留太多的数据，所以

一种做法就是在join上加一个范围限定实现时序的join。另外

Group By操作的问题就是永远都无法产生输出，所以可以弱

化它的语意，让Group只做分流，不同的用户进来将会丢到不

同的Group中，但是并不在其上做聚合。那么什么时候做聚合

呢？就是需要在流上引入Window的概念，Window有各种各

样的定义，可以按照几分钟或者几小时进行一次聚合等。总之

这一系列算法都是引入类似SQL的语言实现，这个方法是微软

最早出SQL Server的时候就有的流数据库的语言，目前包括

亚马逊、Storm也在提这种语言，但是这部分还没有统一的

标准，各家都有各家的东西。最近Apache Calcite标准试图

将不同的语言进行统一，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流式语言，其

实标准化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学习成本将会非常高。

上述的方法引入了新的语言，虽然形似SQL，其实流式

的SQL与传统的SQL并不一样，也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

而实际上今天在真实场景下碰到的流计算SQL并不是全

新的逻辑，往往在原来有对应的非流式的处理逻辑存在。下

图中传统的SQL的背后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报表系

统，老板给你的要求实际上可能是这样的，实时流式计算能

不能帮助降低延时，实时地产生数据，让老板时时刻刻看到

报表的变化，这样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从原来离线的报表

实时化的场景。如果现有一个离线的SQL，如何使其实时化

呢？其实一种做法是学习新的SQL进行改写，这种方法是有

可能实现的，而且在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那么

有没有更好的做法呢？

其实再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已经有一个离线的

SQL，而数据表的数据是有穷的并不是无限的数据，就知道

如何在数据集上进行计算。如果数据是一点点流式增加的，

想要实现老板的需求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在每次数据增加完

就运行一次SQL就可以了，这样就能够将中间结果以报表的

形式让老板实时地看到了。这样看上去就是一个流式计算的

过程，但实际上在背后其实在不断地运行离线的SQL，每次

前面和后面的数据出现差异也就是增加了一些新的数据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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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运行一次离线SQL。这一页其实想要讲的做法就是从离线的计算

变到实时计算是可以通过递进式的增量计算实现的。

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大家不必再学习新的SQL语言

了，可以直接使用离线的SQL表达处理逻辑。只是需要将报表随着

数据的到达不断地变化就可以了，这就是实时计算，不需要继续

再写程序。其实这样做就像下图中的漫画一样，流式增量计算可

以产生中间的每一幅画，但是因为数据是递增到达的，如果每到

一个数据就执行SQL就可以将漫画中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这对

于很多的商业决策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这其中存在着很大的技

术挑战，就是如果真的这样去做，虽然不用写程序，但是计算量

却是非常高的，因为每到一个数据就需要进行重新计算，就好像

漫画中的每一幅都是需要人工画出来，工作量就比原来只画一幅

画多了很多倍，所以今天面对的技术挑战就是如果允许自动增量

化地计算SQL，怎样让计算机尽可能避免冗余地实现增量计算，如

何将此过程的代价降到最低也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技术问题。以

上就是解决流计算编程问题的一个新的思路，即可以用离线计算

的思维去描述流计算，将复杂的任务交给系统进行处理。

对于这里提到的系统，其实阿里云有一个正处于公测期间的

阿里云流计算系统，它提供了SQL描述程序，并提供了非常易用的

IDE可以供开发者编写SQL并使其以流式形式运行起来，开发者还

可以在IDE中进行调试和监控运维等工作，计算的结果会根据数据

的流式输入不断更新结果，并且阿里云流计算系统在背后也做的

许多的优化，所以消耗的资源比较少，而且不再需要学习新的语

言。

阿里云流计算系统在阿里内部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因

为阿里原来在包括电商和离线的数据分析中积累的大量的离

线SQL，所以可以回到双11大屏上显示的数据实际上就是采

用这样的增量计算的方式产生的，实际上是将最终的报表的

SQL分析变成实时的数据报表。而其实系统面临着许多的挑

战，虽然大家看到的只是几个数据加起来，但是其实在背后

可能使用了成百上千台机器，峰值的时候需要面对达到每秒1

亿次事件的处理，然后进行各种聚合所带来的挑战。

接下来分享一下除了流式编程问题以及目前能够看到的

问题以外的一些展望。未来，实时化是一个大趋势，以后会

有越来越多的实时流数据计算的场景。实际上语言和编程是

最难的课题，虽然系统已经很难了，但是语言和编程是比系

统还难的课题，需要有足够的经验和场景才能够总结某一方

面的东西。今天分享的时序和流式SQL以及增量计算可能适

应某一类场景，但是随着对于应用理解的深入会产生进一步

的改进。流式计算之后会更多地使用到包括实时语音、图像

和视频监测、在线机器学习、智能分析以及物联网的很多场

景中，很多时候大家接触的大规模的实时计算可能需要处理

的是海量的数据流，数据总量是海量的，而且用户的查询逻

辑也可能是海量的，特别是物联网和用户使用的手机可以自

定义想要关心的结果，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放一个流查询在云

端运行，处理成千百万的查询，而如何把这些查询尽可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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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还存在着很多系统的挑战。

在最后总结部分就是想和大家分享大规模流式计算可能是

大数据应用的一个突破点，这里面可能是机会与挑战并存的。

机会就是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场景，实际上随着对于场景理解

的深入，从系统的设计以及底层的语言上面可能有很多的机会

和需求要进行重新考虑，当然阿里巴巴会将很多东西不断地放

在云上作为云服务，让大家不断尝试，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

反馈更好地指导下一步该怎样走。另外就是需要深入领域，和

领域相关的专家进行合作，结合真实的场景解决真实的问题。

最后还想谈一谈，在阿里云，我们始终拥抱技术的发展趋势，

也期待在这个领域中和大家一起通过技术和应用创新向大数据

要更多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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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视频：基于阿里云E-MapReduce
搭建视频推荐系统的实践

梨视频由前澎湃新闻掌门人邱兵创立。

在上线之前，它就获得了黎瑞刚华人文化近1亿美元投资，旗下《微辣》栏目总

播放量已经超过4亿，并在上线1个月后获得“年度视频新媒体”大奖。

这样一款脱胎于传统媒体的创业型短视频软件，在视频领域异军突起，不仅让内

人士在感叹梨视频内容生产力之强大的同时，也诧异于是谁在为梨视频的庞大用户体

量提供技术支撑、保证视频流畅？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梨视频如何基于阿里云快速搭建一个套推荐系统。

以下案例分享全部基于实战——梨视频第一代推荐系统。

梨视频在上线初期用户量增长很快，基于阿里云搭建的推荐系统扛住了流量的压

力也很出色的完成了初期用户兴趣视频推荐功能。

推荐系统脱离不开数据收集处理系统，数据既是推荐数据来源，也是验证推荐系

统重要依据。

选型

对梨视频这样的创业公司来说，技术选型需要考虑的是：快速构建系统，实现业

务的快速落地。

我们核心策略是积极拥抱云平台，使用开源系统。

购置物理机，意味着有较大的一次性投入，使用云平台则可以逐渐投入基础IT资

源。

对于基础的组件，首选的是开源系统，再次看国内大公司是否有使用。

最终，我们选择的是阿里云的E-MapReduce开源大数据平台(以下简称EMR)。

这个产品在提供开源组件（Hadoop、Spark、HBase）的同时，也提供了非常

杨智
梨视频大数据平台

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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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运维服务及作业流等基础服务，特别是无缝结合OSS及

Logservice，能快速构建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梨视频的数据包含两大部分: 用户使用的习惯 和 在梨视频中

发布的内容。

用户使用习惯主要分布在用户使用的客户端，需要应用一定

方式进行收集。

后台拍客和编辑生成的内容等结构化数据也需要定时推送到

数据处理中心和用户使用习惯一起被清洗，分析，形成各种模型

和数据。

梨视频数据中心基于阿里云E-MapReduce 集群进行搭建。

用 了 它 ， 梨 视 频 可 以 很 方 便 地 通 过 阿 里 云 控 制

台 新 建 E M R 集 群 ， 集 群 提 供 了 H D F S ， H a d o o p ， 

Spark，Sqoop，HBase，Hive等等基本的大数据处理套件，而

且和OSS存储也是无缝打通， 存储在OSS上数据可以使用EMR集

群进行分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日志收集

梨视频日志收集在APP端进行压缩然后定时上传，压缩为了减

少用户的流量使用，定时是为了减少上传次数，避免过多的网络

链接，加重App的负担。

服务器端基于ECS搭建Nginx服务器，并结合lua脚本对日志

内容进行解压。

日 志 推 送 到 L o g S t o r e 。 在 阿 里 云 服 务 中 有 日 志 服

务，logstore是日志服务中的存储单元。下图展示了logstore的全

貌

创建logstore, 这里可以制定shard数量，在logstore存

储的时长等参数。

同时logstore提供日志短时存储，查询索引等功能，可

以选择使用，比较方便。

只要是阿里云ECS机器上产生的本地文件都可以发送到

logstore中进行存储，转储。

创建过程中，还可以指定原始日志的格式，可以指定每

个字段在logstore中的名字。

收集的日志可以进行投递，这里梨视频的日志全部推送

到oss上进行永久存储。

技术实践 / Tech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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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用户适用习惯数据已经从App客户端推送到LogStore

和OSS中，可用于后续分析。

业务数据归集

业务数据都存储在云数据库RDS（MySQL）数据库中，

利用Sqoop脚本并配合EMR的任务调度定时将数据推送到

EMR集群HIVE库中。

Sqoop脚本

EMR任务部署

任务的定时调度由EMR平台自动支持，只需配置就可以

方便完成任务调度。

以上是业务数据的推送到数据中心方式。

数据处理

数据完成收集和归集后，都存储在EMR集群上，剩下

的工作就是要对数据进行处理。

首先会对数据进行分层设计，底层部分是日志清洗后的

数据和推送到EMR的业务数据，中间层是结合用户行为和

业务数据的总和视图。最上层是各种报表和模型。

数据的处理过程全部基于EMR集群，由实时的分析，

通过Spark streaming消费logstore的实时流，将分析结果

写入Redis供查询，可以实时统计性能，用户量等。

离线的分析主要通过 Spark的离线任务进行，可以进行

数据统计也可以进行模型训练。

推荐系统

下图为梨视频第一期推荐系统的概貌

梨视频推荐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Online、Near 

Online、Offline。该推荐系统是基于阿里云提供的组件搭

建而成，主要涉及了LogStore、EMR、Redis、RDS等。

下面来具体看一下每部分的工作方式。

Technical practice / 技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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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召回和排序

Online主要用于相应用户请求，其中主要包含两大功能：召

回和排序。

Online部分是采用两个模块实现的：底层是基础搜索模块，

主要完成的是工作是构建索引，依据基础排序模型排序；上层是

高级搜索模块，通过响应上层请求，获取用户画像数据，如用户

ID，标签，根据请求，将画像数据转化为召回条件。

高级搜索模块将召回条件下发到基础搜索模块，基础搜索模

块会提供与这才召回条件相关的内容，返回给高级搜索模块。高

级搜索模块获得召回结果后，对其进行排序，通常会根据语义模

型排序、效果 排序以及规则排序（保证多样性）。

基础搜索模块读取阿里云RDS DTS数据流，该数据流可以实

时反馈数据库更改，当编辑在后台更新了内容数据库后，DTS会

自动将数据流推送到基础搜索模块，然后构建索引。

DTS 接收服务器采用主从同步，保证一台失败，另一台能替

代。DTS接收服务还负责向多台基础服务分发增量信息，保证每

个基础服务实例都能及时更新到增量信息。

Near Online：实时反馈系统

Near Online部分利用EMR中Spark Streaming实时消费日志

搜集系统Log Store中的日志，分析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用户24小时内兴趣分布的状况，24小时以前的数据通过

离线的方式按天反馈到线上，用户24小时之内的内容通过实时的

方式反馈，构建成用户兴趣分布图；二是用户24小时看过和不喜

欢的内容会在三到五秒内反馈给模型，下一次推荐时不再出现该

类内容。

Spark Streaming的作业基于python spark 编写， 阿里

云提供了loghub.py接口， 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streaming

编写。只需要指定日志服务logstore信息，定义好应用逻

辑，就可以创建streaming处理日志流。

Offline：用户兴趣画像

用户画像是推荐系统中的重中之重，推荐系统可以根据

用户画像给用户推荐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新闻趋势和其他

领域略有不同，它是随着时间、事件不断变化的，如八月份

的奥运会、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等。

那么该如何把握新闻的趋势呢？

一是根据自身发布的内容，在某一趋势到来时，发布的

内容必然会偏向该趋势；

二是整站的用户表现，多数用户会关注目前最火的新

闻，两者相综合，既可以形成新闻趋势。

另外一点是个人长期兴趣，比如长期关注娱乐、体育版

块，通过分析用户长期在整站的行为，形成用户长期兴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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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新闻趋势和个人长期兴趣通过贝叶斯模型，整体再结合时

间的分布构建出用户长期兴趣模型（即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任务涉及到用户行为，也涉及到内容的信息，

该任务较为复杂，阿里云EMR系统提供了按照计划调度的模

式，每个计划可以有多个任务， 多任务串行执行，可以方便完

成复杂任务的调度。

offline的内容质量评估

在Offline部分，还需要对内容进行质量评估。之所以对内

容进行评估，是因为在基础搜索模块需要对内容进行排序。

目前，梨视频引进了基于人类记忆遗忘模型对质量进行评

估，该模型遵循具有以下三个原则：

·时效性强的内容，热度分衰减更快；

·时效性弱的内容，热度分衰减慢；

·最近发布的内容较历史稿件更有优势，更容易被用户发

现。

线上用户召回排序评估

计算机领域会有一些策略存在，进而会涉及到优化问

题；而优化的前提是必须明确现状，明确现状则就需要对现

状进行评估。

这里主要介绍下单用户实时评估和多用户批量评估。

单用户实时评估，梨视频是通过自研系统，只需要输入

用户ID等信息，就可以在后台看到用户最近的行为、模型建

模之后的情况以及系统对应推荐的内容，可以一目了然地看

到推荐内容是否和用户相匹配。

多用户批量评估所关注的是给所有用户推荐的内容是否

存在偏差，例如想了解内容发布时是不是全部是社会相关信

息，可以通过批量查看用户的分类、属性进行判断。

推荐总结

整个推荐系统由两个闭环组成：实时闭环；离线闭环。

实时闭环是指用户的操作3到5秒内可以反馈到Spark-

Streaming中，之后再快速推到线上，使其能够快速影响到

下一次推荐结果。

离线闭环是指日志会推到OSS中，每天对日志进行建模

后再推到线上，第二天再回到数据中形成闭环。离线闭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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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闭环配合实时评估和实验评估实现推荐系统整体可控，研发

人员可以有的放矢地优化推荐结果。

总结

最后简单进行一下总结，梨视频整体架构主要由数据处理系

统和推荐系统构成：

数据处理系统方面，首先需要进行日志收集，在客户端压缩

传输，基于阿里云组件搭建日志搜集系统；同时以EMR为中心构

建数据处理中心；此外，对数据进行逻辑分层，基础数据全面支

撑业务需求。

推荐系统方面，召回模块按照兴趣召回候选集合；排序模块

可根据需求和目标进行调整和融合；通过用户行为实时反馈提升

用户体验；根据新闻趋势和个人长期兴趣建立用户画像。

此外，引进基于人类记忆遗忘模型建模内容基础质量打分体

系；通过评估系统让整体推荐系统变得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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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则围之，关于上云的实践与思考

回首

自1959年ChristopherStrachey发表虚拟化论文，到1984年Sun联合创始人

JohnGage提出“网络即计算机”，再到2000年左右的SaaS出现及兴起，云计算服务

已经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着眼国内，从吸收概念及技术至今已近10年，然而，相信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云还只是临渊羡鱼，如何真正地利用云给业务最大赋能仍然无从

参考。

我们团队非常幸运地，从阿里云成立开始，就和阿里云的技术团队进行了深入的

合作。超过一半的阿里云产品，第一批内测用户就是我们。可以说，阿里云的成长和

我们的成长已经深深交织在了一起。我们就是上海云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人称“网

聚宝”。

出发

2011年我们刚开始创业，最初托管几台机器，老是断网。而Hadoop最早也有研

究，但是创业公司人力资源有限，特别是那个时候的上海；同时，如果只招一个两个

肯定不够，搭建、运维、开发，至少也得五六个。限于这些原因，那个时候被竞争对

手很被动，他们会说我们有十五六个在搞Hadoop，数据只需要放在自己的机房中，

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我们也为要不要从0开始完全上云而动摇过。

但是，在阿里云的强力配合和支持下，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放弃了原有的

Hadoop。而随后，到了云变成水电煤基础设施后，对于创业公司来说，云服务已经

比Hadoop这些开源软件成熟，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些会应用阿里云的人，业务创

造能力是那些Hadoop的许多倍，直接产生业务价值，而用户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从

而拥有了竞争优势的成本，和业务拓展的速度，来给用户提供大数据处理的能力。

对于原来的那些对手，Hadoop反而成为累赘，积累全在上面，丢掉则放弃了原

有的竞争力，不丢掉到底要不要上云，这时候变成了我们乘胜追击的时候。ALL IN

云上，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数据能力。现在我们30个人的团队，就能PK拥有Hadoop团

队的百人公司。员工具备业务思维，看得懂背后的需求，和需求背后的价值。

现在想来，是否上云区别就好比汽车与马车的生产力区别，谁胜谁负取决于市场

现状。几年前，云还没有那么完善，跑在泥土路上的汽车日子显然没有马车好过，然

而随着阿里等有能力的互联网公司建立了足够好的道路后，汽车服务提供商给用户带

来的速度与体验显然超过了以往。

构建

云计算除了提供开通即用的基础功能之外，我们在使用阿里云产品4年的过程

中，也获得了很多基于云计算的架构心得。

刘立兼
网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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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其他用户是否有这样的体验：

在使用云服务做架构时，底层基础能力对用户来说相当于一个黑盒，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到业务的价值模型和技术的架

构模型的统一上。这样做之后对市场反应的速度会远超他人。如果真的发展到某一天，云服务满足不了业务需求时，因为云服务已

经划分清楚了明确的边界，所以在此边界内自主实现相应能力是一个收敛的问题，所以完全可以自己根据业务建设边界内的基础能

力。    

如果创业公司一开始从零开始完全自主建设所有能力，很可能造成边界的蔓延，比如一部分本来应该在数据层的能力放到应用

层中，AP的数据放到了TP来实现等等。这些蔓延最终会表现为隐性的耦合，从而大大减少了技术架构的生命期。 

云服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性，他会将底层能力与上层应用切割，同时将通用能力与具体业务逻辑分开，所以在未来开发中，

很适合我们创业团队根据业务的需求去快速搭建自己的系统。我们现在的架构如下：

整个架构大致有三个部分，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和上层应用服务，我们先来看看数据部分，这是一切的起点。

数据来源：

最下面是底层可以收到的数据来源，大概有三种类型的数据源支撑我们现在的数据服务：第三方自有的平台，公共的电商平台

和公开的信息平台。第三方自有的平台是类似于我们所服务的顺丰，杜蕾斯，Nike等企业自有数据系统。公共的电商平台就是淘

宝，天猫和京东等主流电商平台。公开的信息平台包括百度贴吧，微博和新闻类网站等公共信息门户。

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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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十几个，几十个数据采集服务，把这些原始数据采集到数据中心。数据采集同时也承担了数据清洗和格式化的工作，

这对于数据是否可以顺利进入数据中心非常重要。

数据中心：

包含了OLTP层，ETL层和OLAP层这三个数据加工层级。还包含了特定场景的数据分析引擎和特有生态的数据服务。这是最核

心的一部分。

在OLTP层，我们将高结构化数据存入关系型数据库集群，这里得益于阿里云的DRDS的支持，使得数据的水平Sharding变得

特别容易。同时我们也会把低结构化数据存储在阿里云的Nosql产品中，我们是用了OCS, Redis, OTS, MongoDB四款阿里云的

Nosql产品来应对IO要求和结构化程度不同的各类数据。

在ETL层，我们将加工数据的逻辑写成一个个小的加工服务，配合数加IDE便捷的配置管理，与ODPS几乎无底洞一般的大数据

运算能力，将OLTP层的数据加工为可供上层业务系统使用的数据形式。

在OLAP层，我们分别面对在线分析和离线报表两种场景。对于在线分析，我们分别使用ADS，ODPS ，RDS，ARMS和部分

Nosql产品来组和解决不同的在线分析场景。ADS对于数据结构和查询方式清晰的场景非常强大，但是灵活性不足。ODPS可以预算

一部分数据，配合ARMS的流计算能力可以获取更大体量数据的实时分析。RDS和Nosql在部分中间计算的时候也非常有用。对于离

线分析，基本依靠ODPS和数据同步服务来完成即可，已经是非常方便了。

数据分析引擎主要提供特定场景下的数据分析的服务。我们是用了公众趋势分析来对品牌的市场舆情做分析，提供给客户关于

品牌的最新反馈和决策依据。推荐引擎在我们的主要客户，零售企业来说非常有用，直接关系到是否提升销售额。希望阿里云在这

方面还能提供能多的场景能力。

特定业务数据中心我们目前用了一部分，但还不全面。主要在给客户提供技术方案时可以大大增加接入的宽泛性。比如客户在

一定的数据量内，Petadata可以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大大缩短了开发的周期，减少了给客户提案的难度。Greenplum数据中心

可以给原来就是GP生态的客户提供接入的可能性。金融数据中心目前我们只有一家客户有这个需求，还没有确定，但仍然给我们提

案提供了可能性。

Daas API：

我们通过阿里云的API服务，将数据中心的基础数据与加工数据，通过1.数据维度，2.业务为度，3.调用维度三个方向进行切

分，然后通过API透传给我们的各类合作方。这里有一个可公开的例子：http://open.wangju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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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数据后，我们就需要开始基于数据的业务应用的开发

了，所以来云基础设施部分，他有效的支持了上层应用的开发。

微服务中间件套件：

这是我们基于云开发应用服务的核心。我们原来使用Dubbo

作为我们服务化的框架，目前正在往阿里云的Edas迁移。图上是

基于Edas来画的，也算是对于未来的预期了。

服务化对于需求高度变化/不确定的业务领域特别~特别~特别

~重要，强调3遍。因为服务化是我们技术团队实现大中台小前台

的唯一道路。大中台就是基础的，通用的，具备一定抽象的各类

能力的一个功能池，他给上层的应用的，独特的，需要落地的各

种小前台能力提供了基础。这使得我们的业务拓展变得非常快。

云服务作为最底层的基础设施是一级火箭，基于服务化构建的大

中台就是二级火箭。云服务推动大中台的快速产生，大中台就推

动小前台快速试错、实践、实现各类市场的需求。

哦，为什么服务化是唯一道路？因为服务化提供了“边界”

，这种边界不仅是静态工程的边界，也是运行时服务的边界。基

于服务的边界，我们可以在大颗粒上组合我们的抽象能力和具体

能力，形成最终的大中台，小前台的架构。Edas提供了Dubbo需

要自己实现的服务拓扑、调用链、调用统计等使用服务化的重要

功能，值得一试。

与服务化相关的不仅是Edas提供的微服务的实现，还包括灵

活的底层设施和虚拟化。ECS我觉得已经不需过多介绍，配合弹性

伸缩可以非常好的应多系统强度的起伏与扩展。Docker的提供使

得部署于调整变得更加方便。其他一些比如网络的弹性扩容，专

网可接入等特性，使得给客户提供方案时特别灵活，也增加了我

们获得市场机会的几率。

对于我们这种提供数据服务的团队来说，数据的分发与定时

数据分析任务的执行是非常常见的。阿里云的消息队列产品使我

们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关心数据分发量的问题，更不需要去担心宕

机的可能了。任务调度产品是我们基本不用担心会不会任务没有

定时启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原来自己使用定时任务最担心的事。

开发套件：

我们使用了阿里云的3个产品来支持我们的开发工作。第一个

要说的是阿里云持续交付平台（CRP）。这个不仅是一个代码托

管平台，也是可以自定义进行开发的整个代码生命周期的管理平

台。我们在CRP上开发了文档自动化、代码质量自动检查、异常

数据扫描、提交人责任管理等，用于确保每一次代码提交都被监

控，代码来源可追溯（菜场的猪肉也这样……）。对于团队的开

发人员来说，只需要提交代码->看最终检查结果->决定是否可上

线，即可。让工程师把脑力集中于业务逻辑和代码逻辑的统一，

也是我们团队竞争力的一个关键。这里有一点可公开的资

料：http://guide.wangjubao.com

第二个要说的是阿里云的日志服务。日志是监控系统运

行时的重要手段，但还不是最佳手段。监控的最佳手段在

于“具有语义的表达”和“合理触达干系人”。在表达方

面，最原始的手段就是看log，这是一种只有技术人员甚至只

有该代码的开发人员才看得懂的监控信息。高级一点的可以

做到图形化，利用“时态”、“分层”等可视化手段来表达

当前系统状态，这确实更容易理解，但是也需要对系统和业

务有相当程度的理解。最佳的做法是将系统状态通过“语义

性”的描述直接表达出来了，比如：“提示：A服务的负担

过高可能需要扩容。判断原因：72%的API的响应时间超过

标准值，且已经连续7天的。详细信息：（过去7天的响应时

间的时态图……）”。用能听得懂的话表达出系统状态，这

样无论是技术还是客服或产品都可以基于监控信息来获得更

好的结果。

阿里云目前提供的日志服务可以积累最原始的监控信

息，然后我们利用阿里云的ARMS来加工部分原始信息，

特别是性能统计类的信息，最后结合数加的Datav来做到图

形化。可惜的是Datav目前对于拓扑类的图形表达支持还不

好，而且阿里云也没有提供任何基于日志数据产生语义信息

的工具，我们得自己做。

在触达方面，我们需要把监控信息传递给最需要最能解

决问题的人。找人方面，我们结合上面第一点的CRP，对每

个服务的最近提交人做记录，一旦这个服务产生了任何需要

人介入的问题，在技术上可以立刻找到他。同时我们还配置

了服务的客服和产品的关联关系，对于监控信息可以触达到

不止一人。做到先于绝大部分客户发现问题。触达方面我们

用了阿里云的短信和语音服务。对于高优先级的信息，我们

是用语音单播来最大可能触达到相关人，低一些的我们用短

信和邮件来触达。阿里云的短信和语音价格上优势不明显，

但是触达率还是不错的，对于不高频的监控信息的触达效果

不错。

最后一个就是阿里云的DMS，这个在做基础数据开发时

很有用。我不知道多少人在遇到慢sql的问题后，自己用代码

写过统计。DMS可以非常直观的表现出SQL的执行状态，会

话的状态，最关键的是他可以根据需要生成诊断报告。这对

于数据库人才储备不足的中小团队来说非常有用。在DMS的

帮助下，数据开发可以省去发现问题和调查问题这两个耗时

耗力的步骤，简化了与数据库有关的工作。

运维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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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团队虽然人不多，却需要支持上千家品牌客户的数据需要。运维资源少和支持客户多的矛盾一直都是存在的。阿里云提供

了多种与运维有关的产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运维资源不匹配客户数量的矛盾。

阿里云的ROS对于我们的独立部署客户是最有用的。当客户提出需要完全隔离的数据和权限环境时，我们就会推荐独立部署的

方案。我们针对不同体量和需要的客户，在阿里云的ROS上创建好模板，真正需要部署时只需要稍加调整，就可以自动部署完各种

云资源以及配置。这样的操作程度，使得我们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部署人员，而是由部分开发人员即可完成部署，对于我们这样的

创业型团队来说，提高了生产资源的利用率，也就是提高了竞争力。

阿里云的云监控目前看来，有点用，但又觉得最后一公里没做好。对于我们这样已经在一个行业深耕5年多的团队来说，阿里云

的云监控反应的基础设施的指标，远远不能表达出系统的问题。基础设施的指标只是系统状态参考的1/10大概。我们自己基于云监

控的SDK结合日志服务，再自己写了一套监控系统，才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云监控不能接入其他的数据并且结合后来显示和报警，

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权限控制很简单，我们用了这么多云产品，不可能都是一个账号去配置管理的，所以RAM是必须的。但是RAM一直存在覆盖

不够全的问题，这也给我们这种深度云用户带来了麻烦。很多的公测内测产品都不支持RAM，使得我们的主账号仍然有暴露的风

险。

业务监控就是之前提到过的ARMS。我们把阿里云的日志服务中获取的部分性能数据在ARMS中做实时的聚合，然后配合

Datav显示出来。这个就不重复说了。

全链路安全套件：

阿里云的安全产品很多，解决的问题也各不相同，从图上你可以看到从网络——传输——服务器——应用——内容——业

务——整体，从下到上几乎每一层都有相应的产品进行安全保障。我有一次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的产品为了快速获取流量，在百

度上买了其他多个竞品都买的关键字。才过了1天，这个产品的官网就遭到了攻击，基本瘫痪，流量投入的钱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反

而让人觉得这个产品是不是已经没人维护了，连官网都打不开了。我们团队并没有安全领域的同学，当时真是傻眼。后来赶紧和小

二联系了一下，推荐我们升级了安骑士以及购买了web应用防火墙。接下来就在管理台看到来自xxx的攻击xxx次之类的各种信息，

而我们的网站也再也没有发生过被攻击不能访问的状态。当时心想要是自建的服务器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我们目前主要使用了安骑士增强版、web应用防火墙、移动安全，绿网和数据风控这几个安全产品。高防IP、加密服务和态势

感知这几个产品业务上还没有需求场景，所以并没有使用。但是架构图从完整性和对未来的预期考虑，仍然标注在图上，以备日后

完善。

当数据的需求得到满足，应用的基础设施也得到支持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跟据业务需要组建我们的整个服务和应用产品群

了。 

数据分析服务：

数据分析服务主要是指所有涉及到数据的关联、聚合、转义、钻取、切片等的独立服务。之前也说过，我们的数据中心具备

TP、AP、部分AI的能力。这部分数据分析服务非常依赖于数据中心提供的整体能力，这也是我们大中台小前台的一个最好实践。图

上只列出了很少一部分服务，这样的服务实际上存在上百个。

数据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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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服务主要对应OLTP的场景，强调交互简单、响应速度

快、易于理解使用等与体验有关的指标。从图上可以看到，记录

管理类的服务很多都是数据应用类的服务。这部分服务更多的会

依赖于云服务基础设施的能力，对于数据中心的应用大都局限于

OLTP数据库的那些产品，比较单纯。

Saas应用：

这部分值得一说。从图上看起来，许多的服务组成了最终的

产品，这没错。但实际上，基于我们的小前台的突飞猛进，我们

的产品其实已经是一种模块化的状态了。我们可以根据客户实际

的体量需求、安全性需求、功能需求、性能需求等交付相同却又

不同的产品。大大增加了市场同学的应对能力。可以说，没有阿

里云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基础设施，我们就无法用比较低的代价，

构建出一整套大中台小前台的灵活系统，也就无法灵活地争取市

场的机会。

Paas API：

当客户具备一定的自主技术能力时，可以根据我们的规范，

直接调用我们各种服务的接口。这就给客户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各

种细节问题提供了可能。虽然我们的产品是足够灵活的，但是当

产生各类跨出原有领域的需求时，我们是无法直接把这些需求产

品化并提交给客户的。这时候Paas API就可以很好的承担这个作

用，无论是客户本身还是领域的合作方，基于API可以实现数据与

应用逻辑的互通，使得解决更深层问题也变得可能。

其他：

我们还有一些营销服务和合作商，但这方面与阿里云关系不

大，在此就不赘述了。

成果

这么说吧，我们公司现在公开的5个产品（参照：http://

www.wangjubao.com）。技术上总投入资源大约是同类产品的

1/5。你可能很难想象我们这样一个中小规模的技术团队，可以同

时支撑5个产品，而且这还仅仅是公开的市售的标准产品，还不包

含定制开发、合作开发和独立拆卖的产品。而我们的客户，已有

3000多家品牌了。国际上包括：Nike、哥伦比亚、狼爪、North-

face等。国内有佐丹奴、意尔康、丽音坊等。还有像顺丰海淘、美

美箱这种纯电商。此外还有零售、快消、线下服务业、金融等各

个维度的品牌。

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会强调之前架构的大中台小前台

结构了吧。

更多

作为阿里云的深度用户，我们对阿里云其实有更多的期

待。比如：云监控是否可以和自定义数据结合？日志服务是

否可以加入语义配置？RDS对于数据库版本更新能否更快响

应？ADS对于数据结构支持能否更加灵活？算法平台能否增

加更多使用案例？Edas能否提供图形化调用监控？Datav是

否能更多的增强拓扑的表现能力……等等。

人总是很贪心的，简单之后想要更傻瓜，自动之后想要

更智能。但无论如何，背后的业务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云

服务会将所有人更往前一步推向业务问题的解决，我想以后

业务架构师这样的角色也许会越来越多。

作为云计算时代的技术从业者，我觉得我们需要尽早开

始习惯左手业务建模，右手技术建模，双手合并解决问题

的“新日常”。特别是应用开发人员，一定要往前一步靠近

业务，因为价值网络总是会往更高效的方式去走，云计算的

兴起，势必降低了自己做底层基础建设的价值。如果对于底

层技术感兴趣的话，最好就是加入云计算的供应商，那里有

成千上万的案例来考验你的基础设施的开发能力。

创业者都会问：“团队规模这么小，怎么去和别人竞

争？”在云计算时代，我想已经有了答案。网聚宝的实际

经验是：上云，至少在技术生产侧，可以提供10倍的生产

力。《孙子兵法》：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

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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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物联网操作系统进化之路

2016年初，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我要亲自设计

一款人工智能，用它来管理自己的家，控制家里的电器，为我的工作提供便利。

一年过去，一个名叫Jarvis的系统出现在公众视野。没错，就是和钢铁侠里的那

个管家贾维斯同名的人工智能。它可以提供天气、行程、家电控制、音乐选择播放等

服务。简单的说，Jarvis人工智能就跟Amazon Echo和Google Home差不多。

Jarvis的诞生，让很多人意识到，有人工智能辅助的生活已经触手可及。

专业人士则认为，物联网以及背后的安全问题才是Jarvis们顺利进入寻常百姓家

的关键。物联网安全是物联网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说，没有安全保障的物联

网，将是一个不受控制的物联网僵尸。设备，网络，系统随时被攻击，被控制。

上海庆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是为解决此类问题而生。

十余年来，庆科一直专注于智能硬件解决方案，提供高质量、全系列嵌入式无线

模块、并基于自主研发的MiCO物联网操作系统、移动应用（App）开发以及多选择

的云端服务，为设备厂商提供全方位的智能硬件集成开发服务。

博世、松下、西门子、A.O史密斯、苏泊尔、阿里斯顿、飞利浦、施耐德、欧司

朗、兆伏爱索、舒马克、欧姆尼克、西屋电气等800余家海内外知名企业都是庆科的

客户，方案产品已经成功批量应用于家庭、商业、医疗及工业领域。

今天我们想与大家分享一下，庆科如何基于云计算服务，构建新一代信息安全系

统。庆科的云上安全架构，考虑到了平台层面、数据层面、应用层面的信息安全，做

整体设计。

FogCloud 1.0的安全设计——初见雏形

庆科在硬件模块市场上已经打拼有15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全球首发的模块端的物

联网操作系统。在市场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物联网云平台是庆科技术需要快速打

造的一套系统。FogCloud 1.0是在庆科云第一个版本，公司执行从头做起，通过成熟

的架构而搭建了复杂的系统，其中使用的基础业务结构流程：

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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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快 速 搭 建 起 业 务 流 程 场 景 之 后 ， 随 着 业 务 量 的 增

加，FogCloud 1.0的外部攻击不断增加，系统的安全稳定遇到新

的挑战，也造成过系统运维的困难。经过调研，FogCloud 1.0在

安全上确实存在以下风险：

·团队资源有限，注重业务研发需求，而没有足够长远考虑

安全；

·需要进一步加固物联网接入端的安全；

·整个云服务部署在阿里云之上，但对于云上安全的工具、

配置、服务，没有很好的利用。

发现问题之后，庆科的技术团队决定重新规划物联网云平台

FogCloud，对FogCloud架构，把安全和稳定的优先级摆在更高

的位置，并重新讨论云平台的各类安全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FogCloud 2.0 的安全系统应运而生。

FogCloud 2.0的安全设计——云端智能

充分吸取FogCloud 1.0的问题之后，2.0版本在架构上引入

丰富的安全体系，在安全认证中从平台访问到数据交互验证，从

账户信息加密到纵深防御，从设备云端，到应用云端鉴权，强化

了在端，系统之间的安全。保证较高安全级别，同时不仅仅考虑

家用场景，尽可能兼顾到未来应用到工业、医疗等方面更多人、

更多使用角色、公开化的智能产品使用场景，在结构上设计保持

较好灵活性和扩展性。接下来我们一一分享FogCloud 2.0安全体

系，以及搭建流程:

交互安全

交互是物联网核心的部分，也是被称为物联网的和传统的设

备交互本质的差别。庆科云在交互中设计了四端，分别是:设备

端，应用端，厂商端，庆科云端。在每一端的安全做不到位，都

会有相应的风险。应用端手机APP，设备端，第三方系统在交互

中提供各自独立的鉴权体系，独立的访问接口，独立的访问权限

的控制，而三者均会统一在云端来实现。保证任何一端不能被模

拟，盗用等。

对外提供的接口均采用REST方式，厂商端和应用端，统一采

用OAuth2通过权限验证鉴权，防止攻击者对通讯数据包分

析获得访问系统或设备的相关数据，使用https协议保护。

设备端采用自定义Token的方式进行，设备与云端交互

均通过该Token，云端针对该信息进行权限及设备的验证。

应用端访问通过授权绑定信息，提供设备唯一标识码及设备

密码进行访问，如果设备密码不正确就算有绑定关系也不允

许访问。

通讯引擎方面，单向SSL加密，目的是保证数据的加

密，而客户端无需证书，仅验证服务端证书有效性。

Web安全方面

增加访问，数据库加密，账户双向加密算法。入侵用户

和庆科入口都无法得知用户关键信息。保证用户，数据库，

逻辑结构上的安全访问。

以上是在交互，业务方面的加固，更多的安全在基础服

务中，FogCloud采纳了阿里云安全团队针对性的安全解决

方案。在安全监测，防御都做了彻底的安全加固。作为一家

快速成长中的IOT云，庆科在安全这方面“踩过坑”，也得

到过阿里云云盾团队的支持。在此将云安全产品选择、部

署、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做一下分享。

如何做好漏洞感知？

FogCloud 1.0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下，随时遭到不确定的

云
厂商端

供厂商对接自有系统的接口 供设备调用的接口

设备端

供APP调用的接口

应用端

Cloud Ope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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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为了预测和避免安全风险对业务造成的损失。庆科

云对比阿里云安全服务和其他安全团队的建议，购买态势感知

服务，用于监控检测庆科云的服务器系统。

态势感知很符合我们对FogCloud 1.0中提前预知业务方面

的危险漏洞提供帮助。在云盾态势感知的监控功能让我们提早

发现在我们业务层面的漏洞，发现全网威胁的情报提早预测并

且量化我们的安全风险，溯源攻击行为。

图：态势感知安全日报

态势感知能提前告诉我们风险，修正安全方面的问题。这

种安全专业服务，我们可以放心的交给阿里云团队，而不用在

这一复杂的安全预警方面花费大量人力进行研发使用。看到上

述的报告，瞬间有了安全感。

如何有效控制安全漏洞？

在缺乏运维人员的情况下。为了测试服务架构的安全，数

据库安全，业务漏洞快速查找，让FogCloud 2.0能够顺利上

线。庆科团队比较传统的渗透测试之后，通过阿里云云盾的先

知众测服务，发现业务安全漏洞以及风险服务。在漏洞生命管

理周期做到详尽的计划：

1.漏洞审核：发现测试者提交的安全漏洞及时审核；

2.漏洞反馈周期：审核通过后，没有特殊情况每2天集中通

知一次，如果发现严重漏洞随时通知；

3.漏洞修复建议：对审核通过的漏洞提供漏洞修复建议；

4.漏洞复测周期：每周对已修复漏洞集中提供一次复测服

务；

5.先知漏洞解读报告：先知计划结束后，针对期间收集到

的漏洞和客户云上资产安全状况，提供一份漏洞解读报告。

云盾的先知是由白帽子和安全公司将对系统进行全面的安

全测试；由阿里安全专家进行漏洞审核。并且制定出详细的《

庆科先知漏洞收集方案》。在一段时间内对庆科在阿里云的服

务进行监控。使得FogCloud 2.0均通过安全测试顺利上线。

HTTPS加密的价值

阿里云的这一服务让FogCloud的平台全网HTTPS认

证。让任何访问者，可以信任的平台环境。减少用户企业的

担忧。网站HTTPS化，加密用户与网站间的交互访问，强

化网站用户侧可信展示程度，防劫持、防篡改、防监听。而

且做到统一管理各个云业务所使用的证书情况以及管理自己

的证书订单。

针对互联网和不同的接入设备，我们已看到一些覆盖范

围广、效果惊人的攻击。但通过智能化接入设备的使用和普

及，企业和个人不断完善的能力正快速推进着物联网的发

展，也推动安全体系的建立。庆科云安全系统虽在打造中经

历了一段痛苦的摸索过程，最终通过与阿里云安全团队的共

同努力打造成一个相对安全的系统。但这不足以自豪，会有

更长的路途和合作要去完成。

早在今年7月，庆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携手阿里云发

布中国第一款物联网操作系统MICO。庆科的MICO操

作系统(Micro-controller based Internet Connectivity 

Operating System)是基于MCU的全实时物联网操作系统，

包括了底层的芯片、无线网络、射频技术、安全、应用框架

等在内。同时，还提供阿里物联平台、App SDK支持、及

生产测试等一系列解决方案。这一操作系统使得智能硬件开

发厂商可以极大降低底层投入，真正实现产品的网络化和智

能化并快速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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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云镜像制作之packer篇

DevOps之基础设施即代码(Infrastracture as Code)

什么是DevOps呢？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DevOps（Development和

Operations的组合词）是一种重视“软件开发人员（Dev）”和“IT运维技术人员

（Ops）”之间沟通合作的文化、运动或惯例。透过自动化“软件交付”和“架构变

更”的流程，来使得构建、测试、发布软件能够更加地快捷、频繁和可靠。

在缺乏DevOps能力的组织中，开发与运营之间存在着信息“鸿沟”──例如运

营人员要求更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开发人员则希望基础设施响应更快，而业务用户

的需求则是更快地将更多的特性发布给最终用户使用。这种信息鸿沟就是最常出问题

的地方。而DevOps的引入能对产品交付、测试、功能开发和维护（包括──曾经罕

见但如今已屡见不鲜的──“热补丁”）起到意义深远的影响。

DevOps包含四个核心的部分，文化、自动化、度量和分享，而本文的重点是自

动化。自动化的目标是就是将整个交付流程尽其所能的自动化，当然也包含基础设施

管理的自动化，这也就意味着你的基础设施的管理不是通过手工的方式或者执行脚本

来完成，而在传统的IT环境下，基础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的设置作为基础设施的关

键部分是很难自动化的，但是随着云计算的兴起，通过可以机器处理的定义文件而不

是物理硬件配置或使用交互式配置来管理和派生计算基础设施（进程，裸机服务器，

虚拟服务器等）及其配置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流行，也就是通过代码来管理基础设施，

而这就是所谓的基础设施即代码（Infrastracture as Code）简写为IaC。

 IaC相比传统的方式，具有以下优点：

·自服务性－如果基础设施是通过代码定义的时候，那么整个流程都可以做到自

动了，开发人员在需要的时候就就可以自己发布，而不必等待运维人员来发布。

·快捷而安全－由于整个部署过种都是自动化的，计算机执行的速度比人更快而

且更完全。

·文档化－在传统的方式下，基础设施的状态只存在于单个系统管理人员头脑

中，而IaC以任何人都可以阅读的源代码的方式来保存基础设施的状态，也就说是源

代码具有了文档的功能。

·版本管理－你还可以将你的IaC代码使用版本控制工具管理起来，也就意味着

你的基础设施变更历史是可以追踪的，这样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查找历史

来快速的定位和诊断问题。

·可检验－因为基础设施的状态是以代码的形式管理的，这样任何变更都可以通

过代码审查或者提前运行测试来检验。

·可重用－你还可以将你的代码封装成模块，这样当有不同需求的时候，你就可

以组装不同的模块来完成你的工作，而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需要重头开始。

董孝
高级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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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的基石，镜像制作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IaC的优势，各式各样的IaC工具被开

发出来，它们分为以下四类：

·Ad Hoc Script

·配置管理工具

·服务模板工具

·编排工具

作为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人们使用通用语言编写各种Ad Hoc

的脚本语言来完成基础设施的自动化工作，这种方式对于简单，

一次性的工作很方便，但是对于复杂和长期的项目，你会发现维

护这些脚本是一场恶梦。于是象Chef,Puppet和Ansible等配置管

理工具出现，它们在通用语言的基础上定义相应的语法规则来安

装和管理服务器上的软件，这些工具定义的代码和Ad Hoc脚本语

言非常相似，但是它们强制要求代码具有结构化，一致性，可预

测性，文档化和清晰的参数命名，而且它们能够远程管理大量的

服务器。随着虚拟化和云计算的兴起，Packer,Docker等服务模板

工具出现，模板工具的背后是镜像，相比于启动大量的服务器，

然后在使用配置管理工具运行同样代码来重复安装软件和设置系

统，镜像技术只需要捕获一个完整服务器包含操作系统，软件，

文件和配置等经检验过的状态快照，然后通过Terraform等编排工

具基于镜像来快速的创建服务器，数据库等等，这极大的提高了

基础设施创建和管理的效率，因此镜像技术构成了主流云平台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作为基础设施创建的第一步，镜像制作自

然而然的构成了IaC的基石。

镜像制作的利器Packer

所谓的镜像，就是一个包含预先配置好操作系统和预装软件

的静态单元，通过它可以快速的创建新的虚拟机运行实例，不同

的平台支持不同的镜像格式，例如AWS的EC2支持AMIs，VMware

支持VMDK/VMX,Alicloud的ECS支持RAW和VHD格式等等。各云

平台都提供了大量的基础镜像供用户使用，但是随着云平台用户

成熟度的增加，用户对镜像个性化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同时出于

商业的考虑，用户也希望自己的系统具有在不同云平台之间迁移

的能力，当然也包含个性化的镜像迁移的能力。尽管各大云平台

都提供了WEB界面工具使得用户可以手工创建自定义镜像，也开

放了相应的API使得通过自动化的脚本来创建个性化的自定义镜

像成为可能。但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难以满足用户的最终需

求，Packer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

Packer是什么

Packer是一个从单一的模板文件来创建多平台一致性镜

像的轻量级开源工具，它能够运行在常用的主流操作系统如

Windows、Linux和Mac os上，能够高效的并行创建多平

台例如AWS、Azure和Alicloud的镜像，它的目的并不是取

代Puppet/Chef等配置管理工具，实际上，当制作镜像的时

候，Packer可以使用Chef或者Puppet等工具来安装镜像所需

要的软件。通过Packer自动化的创建各种平台的镜像是非常

容易的。

使用Packer来创建镜像有如下优点：

·基础设施部署讯捷：Packer镜像允许您在几秒钟内启

动完成配置和已配置的机器，而不是几分钟或几小时。 这不

仅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开发，因为开发虚拟机也可以在几

秒钟内启动，而无需等待通常更长的配置时间。

·可移植性：因为Packer为多个平台创建相同的映像，

您可以在Alicloud中运行生产，在像OpenStack的私有云中

分阶段测试，以及在桌面虚拟化解决方案（如VMware或

VirtualBox）中开发。 每个环境运行相同的机器映像，提供

最终的可移植性。

·稳定性的改进：Packer在构建映像时安装和配置机器

的所有软件。 如果这些脚本中有错误，它们将被早期捕获，

而不是在启动机器后几分钟。

·更好的可测试性： 在构建机器映像之后，可以快速启

动该机器映像，并且通过冒烟测试以验证镜像是可以正常工

作的。

·良好的可扩展性： Packer使用插件机制，可以很方便

的根据需要来扩展功能，并与许多流行的技术和工具集成。

·是HashiCorp公司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Packer的组成及及原理

Packer包含构建器(Builder),（派生器）Provisioner,(后

处理器)Post-Processor三个组件，通过JSON格式的模板文

件，可以灵活的组合这三种组件并行的、自动化的创建多平

台一致的镜像文件。为单个平台生成镜像的单个任务称为构

建，而单个构建的结果也称为工件(Artifact)，多个构建可以

并行运行。

·Builder又称构建器，能够为单个平台创建镜像。构建

器读取一些配置并使用它来运行和生成镜像。作为构建的一

部分调用构建器以创建实际生成的镜像。常见的构建器包括

VirtualBox，Alicloud ECS和Amazon EC2。构建器可以以插

件的形式创建并添加到Packer中。

·Provisioner(派生器），这一组件在Buider创建的运行

的机器中安装和配置软件。他们执行使镜像包含有用软件的

主要工作。常见的派生器包括shell脚本，Chef，Puppet等。

·Post-Processors(后处理器），它使用构建器或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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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理器的结果来创建新工件的过程。例如压缩后处理器压缩

工件，上传后处理器上传工件等。

Packer创建镜像的原理其实并不复杂，以阿里云的镜像创

建过程为例：

1.阿里云构建器读取配置文件，根据配置文件定义，通过

阿里云提供的API创建相应的ECS实例，并按照模板文件的要

求配置好网络和安全规则。

2.派生器读取配置文件，通过SSH或者WINRM等远程协

议连接上ECS实例，按照模板文件的要求安装和配置软件。

3.构建器根据配置文件通过ECS提供的API，捕获安装和

配置好所需要软件之后的实例状态创建相应的自定义镜像。创

建过程完成后或者创建的过程中有任何错误发生，构建器会根

据配置模板的要求来保留或者清除相应的临时资源。

4.如果配置有后处理器，可以对前面步骤产生的镜像作

进一步的处理，例如通过packer-post-processor-ali-

cloud-import后处理器，可以将本地的镜像导入到ECS镜像

系统中

在了解了Packer的原理和优势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实践

来学习如何使用它来创建自己的镜像。

Packer的安装

首先从Packer官网(https://www.packer.io/downloads.

html)下载对应操作系统的安装包，本文以Mac OS X x64为

例，点击如下图的官网链接(https://releases.hashicorp.com/

packer/0.12.3/packe_0.12.3_darwin_amd64.zip )下载packer

安装包

然后打开终端，导航到下载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如果

得到如下图的输出，packer就安装好了：

#unzip packer_0.12.3_darwin_amd64.zip

#sudo mv packer /usr/local/bin/

#packer

usage: packer [--version] [--help] <command> 

[<args>]

Available commands are:

    build       build image(s) from template

    fix         fixes templates from old versions of packer

    inspect     see components of a template

    push        push a template and supporting files to 

a Packer build service

    validate    check that a template is valid

    version     Prints the Packer version

由于阿里云的packer插件提交还在流程中，所以还需

要从阿里云的开源工具站点(https://github.com/alibaba/

opstools)下载阿里云的packer插件(https://github.com/

alibaba/packer-provider/releases/download/V1.1/

packer-builder-alicloud-ecs_darwin-amd64.tgz),然后

执行如下命令，如果输出如下，插件就安装好了：

#tar -xvf  packer-builder-alicloud-ecs_dar-

win-amd64.tgz

#sudo mv bin/packer-builder-alicloud-ecs /usr/

local/bin/

# ls /usr/local/bin | grep packer

packer   packer-builder-alicloud-ecs   pack-

er-post-processor-alicloud-import

Packer实例

下面通过创建一个包含Redis数据库的镜像的简单实例

来学习如何使用Packer。

1.首先打开常用的文件编辑器，输入如下内容，将其中

<<...>>部分替换成你自己的实际值，并且存储为alicloud.

json模板文件：

{

  “builders”: [{

    “type”:”alicloud-ecs”,

    “access_key”:”<<Your Access Key>>”,

    “secret_key”:”<<Your Secret Key>>”,

    “region”:”cn-beijing”,

    “image_name”:”packer_basic”,

    “source_image”:”centos_7_2_64_40G_

base_20170222.vhd”,

    “ssh_username”:”root”,

    “instance_type”:”ecs.n1.tiny”,

    “io_optimized”:”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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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sioners”: [{

    “type”: “shell”,

    “inline”: [

      “sleep 30”,

      “yum install redis.x86_64 -y”

    ]

  }]

}

2.打开命令行终端，输入如下命令：

# packer build aliclouod.json

alicloud-ecs output will be in this color.

==> alicloud-ecs: Prevalidating alicloud image name...

    alicloud-ecs: Found image ID: centos_7_2_64_40G_

base_20170222.vhd

==> alicloud-ecs: Start create alicloud vpc

==> alicloud-ecs: Start creating vswitch...

==> alicloud-ecs: Allocated alicloud eip 47.93.55.94

==> alicloud-ecs: Connected to SSH!

==> alicloud-ecs: Provisioning with shell script: /var/

folders/

3q/w38xx_js6cl6k5mwkrqsnw7w0000gn/T/pack-

er-shell077409543

    alicloud-ecs: Loaded plugins: fastestmirror

    alicloud-ecs: Determining fastest mirrors

    .......................

    alicloud-ecs: Installed:

    alicloud-ecs: redis.x86_64 0:3.2.3-1.el7

    ......................

    alicloud-ecs: Complete!

==> alicloud-ecs: Start delete alicloud image snapshots

==> alicloud-ecs: Clean the created VPC

Build ‘alicloud-ecs’ finished.

==> Builds finished. The artifacts of successful builds 

are:

--> alicloud-ecs: Alicloud images were created:

cn-beijing: m-2zehwk9as9ed3yna7pq0

3.十几分钟后，你就可以在自定义镜像列表里看到刚刚创建好

的镜像packer_basic

阿里云的Packer插件开发

阿里云的插件开发起步较晚，虽然已经向官方提交了

PR，但是还没有合并的主流中去，所以目前只能以外挂的插

件方式运行，当前已经支持从基础镜像创建新的自定义镜像

和上传本地基于KVM创建的镜像到ECS镜像列表，现在国内

对于Packer插件的文档也比较少，如果读者需要更详细的实

战资料，可以参考如下两篇博客，也欢迎读者能够在阿里云

Packer官方插件资源库提出需求或者贡献力量。

·实战Packer创建chef server镜像（https://yq.aliyun.

com/articles/72043）

·Packer创建阿里云本地镜像（https://yq.aliyun.

com/articles/72218）

Packer应用场景分析

应用场景1：

官方提供的基础镜像只能提供有限的操作系统版本组

合，而有些专有云用户需要特定版本的操作系统镜像，通过

工单的形式周期过长，用户难以接受，而由用户自己制作基

础镜像的不但技术要求高，从本地上传到镜像列表的操作也

很复杂，用户很难制作出能够正常运行的基础镜像，而使用

packer,其post-processor能够自动的将本地镜像上传到镜

像列表中，通过提供一些基础模板，用户只需要修改模板文

件的源ISO，就可以创建出指定版本的基础镜像，极大的降

低了镜像制作的门槛。

应用场景2：

在镜像市场中有许多第三方镜像，ISV制作镜像中包含

的内容是什么，对阿里云及用户都是不透明的，我们无法清

晰的看到镜像中是否有隐患或不安全的内容，为了确保安

全，只能进行大量的安全扫描，一方面，使得ISV发布镜像

的周期较长，另一方面，通过扫描二进制文件，很难完全避

免安全风险。而通过packer模板文件制作的镜像，我们可以

清晰的看到脚本中执行的命令，相比二进制文件，安全扫描

也容易得多，而且也方便ISV做镜像的版本管理，以及多平

台的镜像制作，提高镜像制作的效率，不需要ISV一遍一遍

的手工制作。

应用场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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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性伸缩(ESS)中，镜像的生成是否方便高效起着重要

的作用，当检测到工作负载达到阀值的时候，需要使用镜像

来生成新的实例，当弹性伸缩的应用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时

候，通过手工来创建镜像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当需要升级应

用时，如果使用传统的方式，直接在运行时实例上在线升级

应用，一方面，在线升级的速度较慢，而且会影响在线用户

的检验，另一方面，当出现错误的时候，回滚也比较困难，

很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当机，而采用Packer,结合Jenkins和

Terraform等工具，能够将应用的从代码到镜像升级，产生

更新后实例的过程完全自动化。当Jenkins检测到有代码提交

时，可以触发Packer根据模板使用更新后代码创建新的镜像，

然后Jenkins触发Terraform来创建新ECS实例，将新实例加入

伸缩组，并将旧实例移出伸缩组，这样就完成了应用的更新，

当检测到新代码出现问题的时候，又可以将旧实例重新加入伸

缩组而移除新实例来完成回滚。

展望

诚然，引入新的机制，会引入相应的学习曲线，对于

packer来说，编写可用的镜像模板文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是随着开源的盛行，很多常用的的模板都能够从github上找

到，例如如下资源库(https://github.com/chef/bento)中就包

含大量的模板,当然，由于阿里云的packer插件支持才刚刚起

步，所以也欢迎大家以阿里云官方packer插件资源库(https://

github.com/alibaba/packer-provider)来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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