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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数据成为生

产资料，计算成为公共服务。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人

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在线社会上

了。

　　50多万年前的关键词是光明与黑

暗，50多年前的关键词是数字和模拟，

而今天的关键词是在线与离线。

                                           ——《在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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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DT时代的到来，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互联网+”已经深入到各行各

业，给很多传统行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

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传统工业经过几次工业革命，已经进入瓶颈期，单纯从工业内部发展很难突破，DT

时代，必将引领新一次革命，给工业带来全面的革新。德国主导的“工业4.0”，将大数

据分析，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引入了工厂，推动智能工厂的发展，以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能源消耗。美国倡导的“工业互联网”理念，采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打造新型的产业

生态，旨在用互联网对产业进行全面革新。中国早在2013年9月就发布了《信息化和工

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 (2013—2018年)》[1], 将促进实体经济实质性和持续发展的

重任又放在了“两化深度融合”，提出了互联网与工业融合等创新行动。2015年3月，李

克强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2] 时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其

根本目标在于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通过10年的努力，使中国迈入制造

强国行列，2035年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

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工信部部长苗圩在解读《中

国制造2025》时指出,工业互联网是顺应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点发展领域,也

是“互联网+”最早实现的行业之一。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也给制造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推动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如下图所示，显示了新技术成指数级的发展趋势。

Profession Solutions

DT时代的工业互联网生态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oore’s law – which states that the capacity of microchips, bandwidth and computers 
doubles every 18 months, representing exponential growth – also applies to othe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4

3D printing, sensor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drones and nanotechnology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exponentially growing technologies that are radically changing industrial processes, accelera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more flexible.

Many of these technologies are not new and were, in fact, ’invented’ some 20 or 30 years ago. However, the 
recent massive boost in computing power (Moore’s law) and the reduction in cost, along with miniaturisation, now 
make them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use.

New technologies can be overrated and can cause concern, because of the slow development curve in absolute 
terms at the beginning. When the exponential development takes off, the influence of such technologies is often 
underestimated and disruptive market changes are missed.

Several of these exponential technologies will be leaving their linear growth paths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we are 
expecting exponential growth.

This exponential growth will fundamentally shape industry 4.0.

“Using 3D printing for 
rapid prototyping is 
like using a computer 
to write letters. 
While it is certainly 
useful, it significantly 
underutilises the 
true potential of the 
technology. When the 
experience changes, 
there will be rapid 
adoption.“
Dr. Girish Nadkarni, 
ABB Venture Capitals,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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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3.  Exponential technologies3

Exponentially growing technologies will be the key to the transformation to industry 4.0 (see Chart 3).

Industry 4.0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se of exponential technologies 5

DT时代，互联网与传统工业的深度融合是

必然的趋势，互联网技术必将给传统工业

带来颠覆性革命。本文从DT时代的工业互

联网产品、服务与技术角度，深入剖析了

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云端

一体化架构体系，全面勾画了网络化的工

业互联网生态，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工

业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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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从DT时代的工业互联网产品、服务与技术角度出

发，分别从个性化、拟人化的服务能力，云端一体化架构，生

态网络化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工业

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

2．DT时代的工业互联网产品、服务与技术

2.1 个性化、拟人化的服务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以往的需大于

供，到趋于供需平衡，到供大于需，大量的同质化商品已经不

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因此，新一轮工业革

新，需要聚焦C端消费者和管理节点的特点和需求，利用好“

中国的人口网络红利”，打破“顺序”思维，融入“需求定

制”和“孵化思维”，

以提供个性化、拟人化

的服务能力。

2.1.1体验拟人化

云计算是实现体验

拟人化的核心，传统的

产品受计算和通信能力

的局限，仅能提供简单

有限的交互功能，很难

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

化 需 求 。 以 电 饭 煲 为

例，简单的开关键式的

电饭煲早已被多样化煮

饭模式的智能电饭煲取

代，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

固定模式的电饭煲也已经不能满足需求。电饭煲是否能像驻家

的厨师，实时智能的制定菜单，提供个性化、拟人化服务，云

计算给出了答案。

美的集团与阿里智能生活合作，在短短一个月内即完成了

电烤箱、微波炉、电饭煲、压力锅等核心品类的“智能化”全

面升级接入，形成了以“阿里小智”为核心，阿里智能云为架

构基础的，包括用户、商品、设备、食谱、达人的全厨房设

备、广用户联接的厨房生态。云食谱所传递的“一键智能烹

饪”理念，得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原住民”80后、90后消

费者的普遍欢迎。很多消费者在积极尝新体验后，与其他用户

在食谱讨论区中热烈讨论和交流，并与厂商的美食专家在线互

动，学习美食制作中的小窍门。云食谱的一键制作新功能，也

带来了用户的口碑传播和二次购买。

除了智能厨房，拟人化服务还正广泛推广到公共服务，智

能家居，医疗康复，养老助残等领域，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

要趋势。

2.1.2 产品服务化

线下萎靡，外销大幅下滑，传统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消

费模式发生变化，个性化小批量订单需求快速增长，亟需从当

前的大批量同质化生产到提供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模式的演

进。

对于生产制造企业，目前面临大型企业由于收益率很低，

不愿意接小订单，而小型企业客户又担心产品质量或交货不准

时，造成一些小量的服务化产品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针对这一

问题，阿里巴巴13年12月启动了“淘工厂”项目，整合在全国

15000家工厂，把生产商与卖家“在线”链接起来搭建的加工

定制平台。其实质是将服装工厂的生产线、产能、档期移到互

联网上，一方面解决电商卖家找工厂难、试单难、翻单难、新

款开发难的问题；另

一方面将线下工厂产

能商品化，通过淘工

厂平台推向广大的电

商卖家从而帮助工厂

获取订单，实现工厂

电商化转型。开启了

互联网加工新模式，

一键发布订单需求，5

分钟轻松搞定，由过

去单纯“找厂”模式

向“抢单”服务为驱

动模式，如图3所示，

智能派单是基于大数

据库将买家发出的订

单需求，时时输送给后端的工厂池，系统将根据买家需求从地

域、品类、品质、工厂能力等多维度筛选匹配出最适合该买家

的工厂，实现订单快速、精准、高效的达成，准时交付、品质

保证建立良好交易生态体系，提升买卖双方的满意度。

如何利用云计算等互联网先进技术，提供更贴合业务需求

的产品，是大中型制造企业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的

速度和效率，会直接影响在产业中的地位和存亡。中石化利

用阿里云提供的丰富云产品，快速地搭建起“易派客”电商平

台，快速响应业务需求。使用公共云计算服务，大大降低了其

IT的投资成本及运维成本，是大型企业工业互联网转型的成功

案例，给其它企业的转型提供了样版。

2.2云端一体化架构

云端一体化是支撑实现个性化、拟人化的服务架构基础能

力，主要包括大数据，云，网，智能终端四大要素。其中，数

据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资源，云计算是公共服务，互联网是加

强服务化能力，移动智能终端是界面。如图4所示，为以阿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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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云端一体体系示意图。

2.2.1大数据

大数据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资源，主要包括数据资源，大

数据分析，全产业链打通可视化，这几部分共同作用，构成基

础的大数据服务。

以阿里云为例，如图所示，在数据资源方面，对于所有

的工业企业，阿里云可以提供消费端的大数据服务，通过这

些服务可以指导客户生产，改进质量，提高服务品质，包括：

舆情分析，销量预测，正品溯源，企业社交；在大数据分析方

面，对于已经完成工厂物联网改造的企业，阿里云可以提供云

计算，大数据的支持服

务，如不良品率分析，

设备远程运维，智能诊

断，装备寿命预测，质

量改进分析等服务；在

全产业链打通可视化方

面，对于未进行物联网

改造的企业，但是对工

业互联网非常认可，那

阿里云可以联合ISV，对

企业进行工业互联网改

造，打通产业价值链和

消费端，形成从消费到

生产的柔性生产过程，

达到工业互联网最先进

阶段。

阿里云与某能源机

构合作，利用阿里云的

大数据分析能力，构建

云端一体化架构，实现

包括数据上云，良品率

关键参数筛选，关键参

数标准曲线模型，生产

过程监控报警，良品率

分析，备件损耗分析，

单车间大屏看板，BI分

析等功能，是工业大数

据服务的典型案例。

2.2.2云计算

目前，以阿里云、AWS、Azure为代表的公有云在吞吐

量、计算速度、安全性等方面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商用需

求。而针对工业应用，还需要结合工业互联网对于云计算和大

数据平台的要求，完善公共云基础平台建设，包括：大规模分

布式存储管理、大规模分布式资源调度、大规模数据中心管理

和服务监控管理、弹性计算、存储服务以及数据分析服务。并

且，基于基础平台，结合工业企业的需求和特点，建设开放的

工业云计算平台和工业大数据平台，并通过混合云的方式实现

和工厂已有系统和数据中心的整合，实现以下功能目标：

1)工业云平台解决制造业厂内系统、设备互通性，通过云

端通信，联接系统、设备。设备端主要负责数据采集，工艺逻

辑执行及控制；设备数据采集&控制输出通过云端通信；再通

过云端数据分析规则，指引工艺流程执行工作，有效提升企业

生产效率。

2)工业云平台联通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协同，通过数

据 计 算 、 分 发 ， 达 到 生

产、仓储、物流等环节的

渗透，有效提升企业价值

空间。

3)利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进

一步挖掘产品生产过程中

获得的数据，并通过智能

诊断、故障分析、质量改

进分析等方式，优化生产

运行过程，降低生产设备

和生产线的故障率，提升

设备利用率，提高产品质

量，降低成本和库存逐步

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为

精准营销提供决策依据。

4）利用大数据分析

处理技术，实现工业大数

据 从 数 据 采 集 、 计 算 引

擎 、 数 据 加 工 、 数 据 分

析、机器学习到数据应用

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徐州重工集团与阿里

云合作，部署在阿里云之

上的“徐工云平台”，采

用了云计算、大数据等技

术，基于阿里云平台的开

发技术规范，具有“平台

化、可配置、多语言、高并发、高扩展性”的特点，可接纳全

球用户的访问及在线互动。徐工云平台实现了基于“云技术”

的全球开放共享，是云平台的典型案例。

如下图所示，是工业云实施框架的一个示例。

3

云端一体体系促进工业互联网产业升级

阿里云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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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工业网

互联网经济仿佛一块新大陆，正吸纳和改造着旧大陆的种

种要素，塑造出日新月异的经济版图和商业生态。互联网经济

则以技术为边界，将资源、要素、市场与技术整合，俨然涌现

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与主要依靠不断追加要素投入而实现增长

不同，互联网经济体拥有巨大的网络效应和协同效应，能在相

当一段时间内避免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固有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困

境。而互联网与传统工业的结合，将通过厂内与企业内厂际互

联、价值链上所有企业互联、消费者与相关厂间互联这三步打

通传统工业内部以及整个产业的联结，构织工业互联的大网。

如下图所示，是阿里云基于企业级互联网架构的解决方案示

例。

中国石化与阿里云合作，构建的“易派客”能源电商平

工业云实施框架示例

基于企业级互联网架构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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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在底层阿里云基础服务的基础上，搭建包括会员中心、商

品中心、交易中心、评价中心、搜索中心、支付中心的中间服

务层提供共享服务，将客户、物流、厂内管理等联结入网，是

互联网与工业结合的典型案例。

在工业互联网大网之下，深入企业内部，构建物联网平

台，连通企业内部各个环节。物联网并不是一个崭新概念，早

在1990年，全球第一台物联终端“网络可乐贩售机”由施乐

公司发明；199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Kevin Ash-

ton教授首次提

出 “ 物 联 网 ”

概 念 ； 此 后 的

20年中被MIT

实 验 室 、 比 尔

盖 茨 等 企 业 家

多 次 提 及 与 预

测 ， 但 在 产 业

界 却 一 直 未 能

全 面 推 广 ， 而

最 近 5 年 全 球

消 费 市 场 与 工

业 产 业 呈 现 出

突 飞 猛 进 的 商

业 化 物 联 网 浪

潮 ， 原 因 何

在？

根 本 原 因

在 于 物 联 设 备

所 依 赖 的 “ 云

网 端 ” 关 键 要

素 成 本 快 速 下

降 、 性 能 提

升 ， 让 物 联 网

产 品 以 大 众 消

费 品 价 格 走 入

千 家 万 户 ， 让

每 一 个 人 买 得

起、用得起、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才能推动商业产品持续创

新、迭代进化。

1)云：2006年至2010年间，AWS、Google、阿里云研发

并分享云计算服务，成为大众公共的普适、普惠计算资源。

2)网：4G网络自2010年开始在全球普及，30亿台设备利

用WiFi联网。

3)端：2007年，苹果发布iPhone一代，标致全球进入“

智能机”时代，在2011年小米等品牌的“千元智能机”迅速普

及。

在2014年，伴随Google以32亿美金天价收购NEST，日趋

便宜的充沛公共计算资源，推动了IOT设备在智能家居领域迅

速“井喷”，并向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工厂等领域发展

演进。[4]

物联网由于不同行业的特定场景不同，造成物联设备组件

差异性较大，但除上层特色应用外，底层通用功能占比较大，

以阿里云开发出“IOT基础套件”为例，如图8所示，包括管

理控制台、数据通道、规则引擎、设备快照、OTA管理、权

限认证、设备分

享、RCE管理、

服务集成等，配

套YoC云芯片，

整合底层的云计

算/云存储/数据

分析平台、上层

的阿里云物联网

官网，联合阿里

系服务市场（蚂

蚁金服支付、高

德/千寻定位、虾

米音乐、个人助

理+语音解析、

打车服务等），

共同构建出物联

网平台的综合服

务能力，而由解

决方案商基于云

端敏捷开发出行

业特色的创新应

用，抓住瞬息万

变的垂直市场机

遇，同时兼顾第

二方、第三方平

台物联网设备的

自由选择。

IOT套件就

是物联网的操作系统，采用“两端一平台”模式，如图9所示：

智能平台：不论是哪一家厂商的智能平台，都可以与IOT

套件相融合，并且在跨厂商的智能设备间互联通讯，实际上

是“端到端”的云上打通，让企业用户、个人用户享受到统一

整体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1) 智能设备端（简称D端）：不同厂商不同型号的设备

嵌入阿里物联云的SDK，实现与IOT套件的标准通讯与控制，

将“端到云“打通。

2) 智能手机端（简称M端）：在用户手机上，嵌入阿里

阿里物联云IOT套件架构图[4]

阿里物联云IOT套件架构图[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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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云的SDK，实现手机控制D端的状态数据查询、分析，保

证“端到端”（M端到不同的D端）的打通。[4]

2.2.4 终端

所谓端，也就是互联网智能硬件，是指能够通过任意一种

方式直接或者间接接入互联网的智能设备。

随着物联网和智能硬件的兴起，使用户所拥有的设备开始

由桌面PC和移动智能终端转向范围更广的互联网智能设备，

通过互联网智能硬件为前端交互加上背后云端服务的软硬件结

合，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加智能的服务。

以阿里推出的YunOS为例，如图10所示，为YunOS的体

系图，其使用uRadar技术，建立一张设备网络。这个设备网

络有实和虚的两个方面: 实体的方面是指在某地部署或者用户

随身携带的互联网智能设备以及互相连接、与云端连接的有线

或无线通道；虚的方面是指在云端建立的各互联网智能设备为

节点，可以即时感知设备状态和发送指令给各个节点的控制网

络。通过设备网络的感知功能，YunOS应用大数据技术为某个

用户建立当下场景上下文的需求，并选择满足需求的服务通过

设备网络的控制功能推送给用户，从而提供贴合用户需求的服

务。端与云结合，构成云端一体体系，将进一步促进工业互联

网产业升级。

2016年7月，阿里巴巴将和上汽集团联合发布了全球首款

YunOS互联网汽车。通过搭载YunOS for Car系统，它已经

不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SUV汽车，一方面，利用基于大数据

和云技术的平台，将更强大而且务实的计算能力配置到汽车上

面，为汽车实现人性化与个性化操作以及服务带来了基础。另

一方面，YunOS本身作为操作系统，可以更合理的进行有效分

析，并且调配以及利用这些资源。

2.3 生态网络化

互联网的跨界融合正在加速“微笑曲线”向“全程协同”

转变的进程。互联网时代为制造业升级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消费者体验式的参与正在颠覆传统生产的垂直分工体系，使企

业获得超额利润。在“全程协同”模式下，构建平台型商业生

态系统的能力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如图所示，阿里巴巴、富士康联手为创新者打造的收获财

富与梦想的平台：淘富成真，将创意、创新能力转化为有广泛

竞争力的智能产品。基于“淘富成真”平台，开放富士康世界

级的设计、研发、专利、供应链、智造等能力，阿里云的云计

算平台和大数据处理能力，阿里电商天猫淘宝的平台能力，同

时引入银杏谷资本、云锋基金、猪八戒网、洛可可等企业为创

业者提供全链路创新创业服务，帮助中小智能硬件的创业者迅

速对标国际一流品质，做出优秀的智能产品。

3. 小结

工业互联网的进程还刚刚开始，随着互联网与传统工业的

不断深入融合，传统工业的壁垒将逐步被打破，最终形成：所

有的数据都沉淀在云上，所有的业务都跑在云上，所有的中小

企业都是线上企业，所有的创新企业都是头脑产业，所有的消

费品都是有“拟人化”体验的，所有的制造业都是智慧制造产

业。具体的，针对大中型，小型，智能型企业，分别有不同的

发展升级路径：

• 针对大中型企业，打造企业级互联网平台，以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设备为基础，打造贯通企业各个环

节的互联网平台，实现需求快速响应，问题及时发现，资源大

幅节省，效率显著增强。

• 针对小型企业，通过有效的利用“工业淘宝”平台提

供的服务能力，完成小型企业精细化协同生产，实现快速虚拟

下单，动态协同生产，质量统一管理。

• 针对智能型的创新企业，坚持创新驱动，以云计算、

大数据为基础，聚焦业务创新，提供全产业链支撑，使得企业

可以聚焦优势领域，打造明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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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阿里云高可用方案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数据爆炸

已经从文字的概念演变了一种社会现

象，从随处可见的PC端，到现在人手

一部的移动端，数据互联成为了当前人

与人之间日常沟通的虚拟桥梁，怎样保

证桥梁的稳定、坚固，这需要工程师搭

建一个高可用的架构，来支持桥梁上面

的流数据。

阿里云SLB 集群架构图

Profession Solutions / 行业解决方案

“高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设计是个系统工程，通常是描述一个系统经

过专门的设计，从而减少停工时间，而保持其服务的高度可用性（可以理解为桥梁的

韧性）。一般我们的观念里，一个服务至少要做到99.9%才称为基本上可用,如何提高

更多的9，这个是对低层基础硬件的考验，也是对上层系统应用的挑战。 

站在云端，我们要懂的如何来使用不同云产品的搭配，来系统的解决提升“桥梁

韧性”的这个难题。本文聚焦阿里云产品，阐述了常见云产品的自身高可用原理，以

及三种高可用架构部署的最佳实践。

阿里云产品容灾-高可用介绍

1.1 SLB 容灾-高可用介绍

阿里云SLB产品使用开源软件LVS＋keeplived实现4层的负载均衡。

采用淘宝的Tengine实现7层的负载均衡。所有负载均衡均采用集群部署，集群之

间实时会话同步，以消除服务器单点，提升冗余，保证服务稳定。在各个地域采用多

物理机房部署，实现同城容灾。SLB在整体设计上让其可用性高达99.99%。且能够根

据应用负载进行弹性扩容，在任意一台SLB故障或流量波动等情况下都能做到不中断对

外服务。

文章链接



9

行业解决方案 / Profession Solutions

1.2 ECS 容灾-高可用介绍

云服务器ECS实例是一个虚拟的计算环境，包含了 CPU、

内存、操作系统、磁盘、带宽等最基础的服务器组件，是ECS提

供给每个用户的操作实体，就如同我们平时使用的虚机。

但需要确认的是，ECS自身是没有容灾和高可用方面的功

能。所以当我们在单台ECS服务器上部署各种应用时，特别是对

于那些将应用服务，数据库服务等都打包安装在单台ECS服务

器时就更要注意这点了。那ECS自身没有容灾-高可用这样的功

能，对于在单台ECS上部署各种服务，一旦ECS故障就只能眼睁

睁的看着它down机对外停止服务么？

此时，如果产品自身没有容灾和高可用功能，我们可以从架

构上来弥补这个短板。比如：在应用前端购买SLB产品，后端相

同应用部署至少两台ECS服务器，或者是使用阿里云的弹性伸缩

技术，根据自定义ECS自身资源的使用规则来进行弹性扩容。这

样即便其中一台ECS服务器down机或者资源利用超负荷，也不

会使我们的服务对外终止。

ECS具备是一些优势：

稳定性： 服务可用性高达 99.95%，数据可靠性高达 

99.9999999%。

容灾备份： 每份数据多份副本存储。

弹性扩容：支持在线不停机升级带宽；5分钟内停机升级

CPU和内存。

成本低：无需一次性大投入，按需购买，弹性付费，灵活应

对业务变化。

1.3 OSS 容灾-高可用介绍

阿里云对象存储服务（简称OSS），是阿里云提供的海量、

安全、低成本、高可靠的云存储服务。OSS底层依托于盘古存

储，采用分布式架构部署，无单点故障存在。文件以chunk分

块方式存储，默认每块存三副本，并分布在不同机架的Chunk-

Server节点上。在盘古集群中Master允许宕机1台,Chunkserv-

er允许同时宕机2台,KVServer与WS允许宕机多台。KV集群采

用CS架构，故障自动恢复, 对应用透明，WS为无状态接入层,通

过SLB实现容错与负载分担。

1.4 RDS 容灾-高可用介绍

阿里云关系型数据库（简称RDS）：是一种稳定可靠、可弹

性伸缩的在线数据库服务。RDS默认采用主备架构（备用实例正

常情况下对用户不可见），两个实例位于不同服务器，自动同步

数据。主实例不可用时，系统会自动将数据库连接切换至备用实

例。切换是分钟级别，而且不需要人工介入，全部由系统自动完

成，应用系统也无需任何变更。这种架构足以满足90% 用户的高

可用需求。

用户如果对系统可用性有更高的要求，希望可以做到机房容

灾，阿里云RDS可以选择购买多可用区RDS。多可用区是在单可

用区的级别上，将同一地域的多个单可用区组合成的物理区域。

相对于单可用区RDS实例，多可用区RDS例可以承受更高级别的

灾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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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同城容灾之外，对于数据可靠性有强需求用户，比如是

有监管需求的金融业务场景，RDS提供异地灾备实例，帮助用户

提升数据可靠性。RDS通过数据传输服务（DTS）实现主实例和

异地灾备实例之间的实时同步。主实例和灾备实例均搭建主备高

可用架构，当主实例所在区域发生突发性自然灾害等状况，主节

点（Master）和备节点（Slave）均无法连接时，可将异地灾备

实例切换为主实例，在应用端修改数据库链接地址后，即可快速

恢复应用的业务访问。如图：

2 容灾-高可用架构方案

2.1 云上容灾-高可用架构--通用架构

在阿里云平台上，对于中小型企业，业务量不是特别大，对

异地容灾要求不是特别强烈，则可采用以下高可用方案（如下

图：图六），可以在同一地域下选择购买云产品。建议在VPC

网络环境下，选择同一可用区或者同地域不同可用区的云产

品。同时建议ECS服务器至少两台，避免单点故障，在前端购买

SLB，提供负载功能，这样当后端ECS资源使用紧张时可以直接

横向扩展，对业务无影响。另外，数据库业务尽量不要和应用服

务部署在同一台ECS上。防止不同服务之间资源抢占，同时方便

日常管理和后期扩容。数据库服务器推荐直接购买RDS产品，数

据安全有保障，同时也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去运维管理。

2.2 云上容灾-高可用架构—同城容灾

对中大型用户来说，希望业务系统要求具备同城容灾的能

力，可以考虑在同城不同可用区之间对原有应用架构做一套完

整的备份。如果某个可以去出现像IDC机房断电或者火灾等故障

时，可以通过前端切换DNS来及时恢复业务。如下图：

2.3 云上容灾-高可用架构—同城异地容灾

对于一些大型企业在业务安全全性、服务可用性和数据可

靠性方面既要求具备同城容灾又要求具备异地容灾时，可以采

用这种容灾架构方式既可以解决单机房故障也可以应对像地震

等灾难性故障。不同地域之间可以采用阿里云的高速通道进行

私网通信，保障数据库之间的数据实时同步，将数据传输延迟

降到最低。故障发生时可以通过前端DNS实现秒级切换，及时

恢复业务。如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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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电商行业也是黑产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个行业有

哪些安全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电商企业如何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如何利用阿

里云构建完整的安全体系？阿里云“电商行业安全解决方案”带您逐一解决这些问题。

如何构建电子商务安保系统

麓飞  

阿里云安全专家

12

电商行业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电商行业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盗取电商数据,形成黑色产业

盗卖网站数据库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黑色产业，黑客入侵网站后会盗取网站整个数据

库(拖库)，特别是用户的帐户信息和个人资料，用于黑市出售、广告推送或网络欺诈等

不法行为；

2. 恶意竞争盛行,导致行业混乱 ：

电商网站受到的流量攻击很多是来自竞争对手的行为。这样的恶意攻击不仅会导致

被攻击网站无法正常运营,影响消费者使用，而且还会导致恶意竞争的泛滥，造成整个

行业的混乱，整体竞争力下降。 

对于电商系统来说，它的部署环境应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署在企业的内网里，与互联网是逻辑隔离的，这种系统的特征为环境是比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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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封闭的、用户相对固定、终端相对可控，它的安全风险要少很

多；

第二，电子商务是服务整个互联网用户的，业务发布出去就

会面临一些问题，海量的用户、开放的环境、不可控的终端。

很多时候，电子商务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传统的DDOS攻击、

外部攻击、SQL注入等，而是业务上的一些欺诈行为，刷单、撞

库、黄牛、虚假注册、账号盗用等。

网络、业务、主机应用数据和内容等等各个方面，形形色色

的安全问题，会令电商的管理人员心痛，这是电商行业面临的挑

战。对于建立安全体系来说，需要分析业务场景，阿里云提供的

互联网服务通常会有两个端，云端和客户端。云端需要统一考虑

防DDoS攻击、防黑客入侵、防业务欺诈等。客户端通常需要对

APP做加固，防止二次打包、流量劫持等问题。

 

总结来看，传统的安全解决方案会遇到安全问题不可控、不

可见、不可管的问题，这么多的威胁都是安全意识问题，很多人

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整体安全体系的规划。

 

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安全能力亦

如此，黑客总是从你想不到的地方入侵。安全是体系化的对抗，

比的是速度。是否能力及时发现攻击行为，是体现安全能力的核

心指标。

 

那么，为什么无法防御呢？现在的黑客是通过如下几步来窃

取数据的：

1.了解目标：端口扫描、漏洞扫描、社工人肉库。

2.发起攻击：0day攻击、邮件发病毒附件、网盘钓鱼。

3.进入系统：获取管理权限、深入渗透。

4.后门控制：过杀软、降低系统警惕。

5.偷窃数据：网络连接、接受指令。

阿里巴巴的安全实践

阿里巴巴基于自己研发的云盾防御体系，构建了阿里的基础

防御体系。阿里为小微金服电子商务和智能物流提供了整体的安

全防御措施。

阿里云为大家提供了基础的计算服务，其中也有很多的安全

工作。为了证明阿里云的安全能力，阿里云通过国家工信部等多

家权威部门的认证，基础平台做到了稳定、可靠、安全、合规。

 

基于淘宝天猫多年的信息安全的防护总结出的防御体系，阿

里巴巴的电商安全防护体系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网络安全，DDoS高防解决DDoS攻击、cc攻

击，WAF解决SQL注入、跨站等问题。

第二部分为服务器安全，在服务器上部署一个小的agent，

叫做安骑士，它是解决异地登陆、暴力破解等问题。

第三部分为业务安全，阿里云提供反欺诈服务，内容安全解

决色情、广告等问题。

此外，阿里云还有安全管理、专家服务和数据安全。

如何利用阿里云构建完整的安全体系？

在DT时代，数据是企业的核心资产，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起

数据安全的防御体系。那么，电商需要构建哪些安全能力呢？可

分为三大类：安全感知能力、防御能力、响应能力。

1.感知能力建设

感知能力，用大数据分析解决原来看不到的安全问题。阿里

云会收集NetFlow、主机Flow、操作日志、数据库日志、企业

社工库、资产收集等信息，采集后做大数据分析，结合阿里云的

威胁情报来看，最终告诉你安全决策。

1）态势感知

态势感知能够有效降低因黑客攻击导致数据泄露的问题，识

别攻击和入侵，并回溯入侵点，可追溯到黑客姓名全记录入侵后

的恶意操作。通过海量异构数据的关联分析，对APT攻击进行精

准识别

同时，态势感知还能够进行基于威胁情报的大数据安全分

析，用大数据分析引擎，实时发现威胁线索和入侵事件，识别黑

客渗透/社工/APT攻击，做快速应急，入侵取证和0day漏洞扫描

态势感知会实时显示攻防，也会告诉用户基于大数据的威胁

态势感知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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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分析，黑客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做了哪些事情，把黑客的

每一步过程回溯出来让你看到。态势感知也会对黑客进行溯源。

态势感知系统是怎样构建的？首先，阿里云会有具体负责采

集的系统去做采集流量等工作；紧接着，再去结合威胁的模型去

计算；最后对用户进行安全告警。

2）先知计划

先知计划是用社会化（白帽子、安全公司）的方式帮助电商

企业发现安全问题，为电商企业提供及时、安全、私密的安全情

报服务平台。它具备私有的安全中心，是可靠的安全专家，有显

著的测试效果，和完整的漏洞闭环。先知计划结合了阿里生态的

白帽子和安全公司来为用户做安全测试，它的效果和行为相比传

统的这种渗透测试有很大的改善。

2.防御能力建设

防御能力，用云的能力解决原来无法防御的安全问题。恶意

攻击流量经过阿里云防御系统的防御节点，把恶意的流量清洗成

正常的流量。

1）WAF防火墙

Web应用防火墙(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简称 WAF),

基于云安全大数据能力实现，通过防御SQL注入、XSS跨站脚

本、常见Web服务器插件漏洞、木马上传、非授权核心资源访问

等OWASP常见攻击，过滤海量恶意访问，避免您的网站资产数

据泄露，保障网站的安全与可用性。

WAF防御规则是特点包括：零部署、零维护；全面覆盖

OWASP TOP10攻击；专业的攻防团队0day漏洞研究，0day防御

规则快速更新；强大的CC防护能力，保障网站可用性。

2）反欺诈

反欺诈服务是阿里大数据风控服务能力的对外输出，通过整

合包含互联网金融、电商、第三方支付等众多行业的数据，配合

领先的行为收集技术，经过机器学习模型、大数据关联分析和指

标计算，解决账号、活动、交易等关键业务环节存在的欺诈威

胁。

3）加密服务

数据是企业的核心信息，在云上或者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敏

感数据做加密，阿里提供的加密机制，相当于一个保险箱，用

户可以把敏感数据放进去，密钥在自己手里，算法符合国家要

求，有很强的防破解强度。

3.响应能力建设

响应能力共享互联网安全经验，解决互联网+时代的安全问

题。

1）安全专家服务

安全专家服务提供日常安全巡检，紧急事件应急处理活

动、大促关键时期保障护航。专家服务的主要特点包括：

•  成熟的安全运营体系：专业团队随时应对，具备丰富的

安全运营经验为阿里巴巴集团、阿里云提供安全运营。

• 快速威胁感知：云盾先知平台收集收集漏洞，云平台

上的安全事件分析捕获新增漏洞，安全业界的协作、交流，信

息共享。

• 高可靠、高保密的安全服务：阿里安全团队实施。

电商应用场景解析

电商应用场景解析

初创企业，安全也不容忽视。初创型的电商客户预算有

限，客户的访问能力有限，被别人攻击的可能性也较低，所

以，阿里云准备了初创电商安全解决方案。阿里云在整个入口

通过WAF来解决常见的攻击问题，然后在ECS上部署安骑士，

开通态势感知的专业版，这就简单地构建了用户的防御能力和

感知能力。这个方案可以很大程度解决燃眉之急，不至于在互

联网上裸奔。 

反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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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企业，安全势在必行。随着业务的发展，企业

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更加复杂，企业不但不要应对更加高量的

DDOS攻击，CC攻击等，还需要有效发现系统漏洞，防止欺

诈信息，实现业务安全灵活扩容。因此，阿里云建议企业在

整个入口通过WAF企业版来防护常见的攻击问题，开通高防

IP抵御流量攻击，ECS上部署安骑士专业版，开通态势感知

的专业版，开通先知计划预防系统漏洞。通过这样的方案就

能够有效应对网络中的安全问题，为快速发展企业提供安全

的业务平台。

总之，阿里云非常希望为每个客户提供一个安全的可靠的

环境，让每个用户享受安全空间，这是阿里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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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保险企业对于云计算服务的使用已经从

2014、2015年的观望和尝试，变成大范围的行动和实践。很多创新型互联网保险公

司对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全面应用驱动了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也带来了企业

估值的爆炸性增长，引发了整个保险行业的投资热潮和飞速发展。2016年起，不少

重量级的保险公司已经开始使用外部云计算服务商提供的公有云或金融云服务，并

将越来越多的比较关键的业务运行在云计算平台上。随着互联网渠道的飞速发展，

除了互联网保险公司外，也已经有一些传统财产险和寿险公司开始在云计算平台上

运行相对比较核心的业务系统，同时也对云计算平台提出了比较高的安全和管理的

要求。 

保险公司在多年前就开展了电商业务，对来自互联网的风险已经有了一定的防

护经验。但是随着这几年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金融渠道的转型，互联网事实上

已经成为非常核心的业务平台，巨大的资金流量和私密数据也自然会吸引更多的黑

客的关注。金融行业由于其特殊的属性，也成为黑色产业关注的主要目标之一。所

以当前保险公司的相关系统也就需要比以往更为完善的安全保护和动态的安全运营

管理。云计算平台在提供了海量和弹性额计算能力外，也同时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

安全能力，如何用好这些安全能力，和传统保险公司的安全系统相融合，形成完善

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保险公司CIO和技术管理人员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一、互联网安全三大威胁：DDoS攻击、资料窃取、系统入侵 

现代保险业的运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互联网不再只是一种辅助的

手段，而是已成为保险机构的大动脉。所以当前保险公司的相关系统也就需要比以

往更为完善的安全保护和动态的安全运营管理。一旦发生安全问题，不但使保险机

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降低企业自身的声誉，而且将不可避免地对整个保险业的发

展带来信任危机。 

首先，全球针对保险行业的攻击主要集中在暴力DDoS，恶意窃取用户资料，入

侵保险行业核心系统等手法。今年3月份，美国第二大医疗保险公司Anthem遭到黑

客入侵，近8000万用户的姓名、生日、医保ID号、社会保险号，住宅地址、电子邮

箱、输入数据等被泄露。而国内的DDoS攻击现象也日益猖獗，在“安全牛”近日发

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保险业网络安全报告》中，调查范围中，105家保险公司中

有31家机构（30%）遭受到DDOS攻击，构成网络安全威胁的主要问题。 

其次，除了黑客从外部入侵，企业或服务商自身的漏洞也会让攻击者有可趁之

机。就在上个月Apache Struts2官方发布了一个最新高危漏洞——Apache Struts2 

S2-032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Struts2在开启动态方法调用的情况下，会被攻击者实

现远程代码执行攻击。 

再次，目前保险业中仍然多数使用传统的被动安全防御技术，而黑客的攻击却

更为主动。在攻防战争中，企业的防御机制正在逐渐落后。而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

更是“互联网行业风险”与“金融业务风险”的集合。 

Security & Stability

论云上保险的安全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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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容灾备份能够帮助保险公司在发生安全风险，或者发生黑

客攻击的情况下，保护住系统的关键信息不会泄露，保障数据不会

被删除，出现重大事故时仍旧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业务的正常运

行。

首先，在网络通讯安全方面，由于近几年地址欺骗、钓鱼网站

的大量增加，国内的顶级互联网站点如淘宝、天猫已经全站采用

https协议，防止信息的泄露和网站被劫持。但是由于https在卸载

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传统的SSL硬件产品难以支撑或

成本太高，大多数企业还无法做到，也导致了很多IT能力不强的用

户被欺骗和钓鱼，造成资产的损失。领先的云计算平台都会结合负

载均衡服务提供SSL卸载功能，让用户有能力支撑全站https应用，

从而大幅提升系统的安全性。

其次，在数据安全方面，云计算平台会提供密钥管理服务，让

用户使用自己管理的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并且结合数据库的相关

特性对数据库的存储进行加密，从而全面的保障数据的安全。

然后，是备份和容灾。在大型金融云计算平台上，用户可以非

常方便灵活的建立自己的数据备份、容灾方案，形成两地三中心的

容灾架构，实现同城的双活应用。并且保险公司为了和原有系统对

接与整合，可以使用混合云方案，对云上云下的进行相互备份，对

系统提供更完善的保护。

在数据备份方面，云计算平台通常会提供对于关系型数据库的

一键式备份功能，并在平台上自动保存一定时间的数据库日志，已

便用户随时恢复数据。同时，对于数据库和存储类产品，会提供相

关的数据复制功能，帮助用户进行数据的备份和恢复。有些提供金

融云服务的提供商，可以直接提供在同城有主备两个数据库实例的

关系数据库产品，并自动实现数据同步和故障后的自动切换。如果

用户需要，还可以生成多个数据副本，从而满足更高的可靠性要

求。对于希望实现云上云下互备的系统，云计算平台通常会提供数

据的DTS（Data Transmission Service）服务，来完成相关的功

能。用户也可以采用传统的数据传输和复制软件来实现自己的数据

备份方案。

在容灾方面，金融行业云计算提供商通常可以非常丰富的基础

设施资源，来帮助用户组建灵活的容灾架构。这种容灾架构由于系

统的弹性和快速扩容能力，可以比传统容灾节省一定的资源投入，

并在产生容灾切换时可以快速扩容成为和主中心具备相同能力的生

产系统。

17

风险如何防范？云安全解决方案 

DDoS攻击既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Distributed Deni-

al of Service)攻击指借助于客户/服务器技术，将多个计算机

联合起来作为攻击平台，从而成倍地提高拒绝服务攻击的威

力。2016年5月21日下午，某在线支付服务平台遭遇了全球

互联网史上最大的DDoS攻击之一——攻击峰值流量达到每秒

318Gb。在这种攻击强度下，一般的硬件防火墙在带宽不够的

情况下很难对其进行防护，基于云的清洗，企业只需要将DNS

解析到云上，完成清洗后将安全流量回源到服务器，就能保证

系统服务稳定可靠。 

Web类的攻击，会造成网站的数据泄露，用户的信息泄

露，如果发生因Web漏洞导致的网站入侵，这个时候可以采用

云WAF这类的产品进行防护；另外主机安全也是常见问题，

病毒木马入侵都会造成服务器不安全，甚至导致被劫持，这个

时候可以选择相应的服务器安全产品。 

而对于产品和服务上线之前的风险防范，越来越多的保险

企业选择众测的模式来做安全测试。众测相对于传统的渗透测

试，拥有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通常来说，传统的渗透测

试，1个域名，2个安全测试人员，耗时5天，花费10万，企业

有时只能收获1-2个漏洞的上报；而众测的模式把按时付费改

成按效果付费，用专业安全厂商和白帽子的合力，尽可能多地

为企业发现潜在的漏洞问题，将安全威胁防范于未然。

下图是某保险公司在云上的部署架构。通过采用云的安全

解决方案，在业务前端部署DDoS高防、WAF，解决了网络

层的攻击，在主机服务端部署服务器安全产品，解决服务器病

毒、木马、恶意脚本的威胁。同时，用户担心网站被爆安全漏

洞，加入安全众测项目，全面了解自身业务的安全状况，进行

漏洞众测。这样的部署架构，让保险行业用户将安全问题“防

患于未然”，同时面对攻击时又可有多个维度的防护，做到“

临危不乱”。

二、基于云的数据安全管理、容灾备份

保险公司的关键业务系统，尤其是和互联网连接的业务系

统，除了需要完善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外，建设完整的数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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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构建一个两地三中心，并

包含已有数据中心和应用系统的方案，主要

会使用到云计算平台的以下能力：

• 在每个城市提供两个同城的数据中

心以满足金融用户的同城容灾要求。

• 在多个城市提供云计算服务，可以

实现跨城市的异地容灾需求。

• 在云数据中心外，还同时提供临近

的托管机房，为用户无法上云的系统提供托

管服务。

• 提供多城市的本地接入点，方便用

户自己数据中心或办公网络接入云计算平

台。

• 提供多个城市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间

的高速内部网络连接，帮助用户实现数据传

输、备份和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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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构建一个两地三中心，并包含已有数据中心和

应用系统的方案，主要会使用到云计算平台的以下能力：

• 在每个城市提供两个同城的数据中心以满足金融用户

的同城容灾要求。

• 在多个城市提供云计算服务，可以实现跨城市的异地

容灾需求。

• 在云数据中心外，还同时提供临近的托管机房，为用

户无法上云的系统提供托管服务。

• 提供多城市的本地接入点，方便用户自己数据中心或

办公网络接入云计算平台。

• 提供多个城市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间的高速内部网络连

接，帮助用户实现数据传输、备份和容灾。

• 通过VPC（Virtual Private Cloud）技术，用户可以

方便的在云上组建自己的网络，并和云下的托管或自有数据中

心联通。

借助以上能力，用户不但可以搭建一个完全满足监管要求

的容灾系统，还可以充分利用云计算的弹性以及混合云的能

力，形成云上容灾和云上云下互备的方案，并保证资源的利用

效率，减少闲置资源的浪费。

随着保险行业越来越多的核心业务上云实践，保险公司对

于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已经越来越成熟。更多的保险公司将会享

受到云计算平台对降低IT成本和效率带来的巨大提升，以及对

业务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释放，也将会为整个行业带来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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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柚
最懂女性App背后的
混合云架构与大数据服务

以现在主要的App接口、社区、广告系

统、用户中心、柚币中心以及包括App

和社区的运营后台都部署在托管机房；

同时搜索、推送、实时监控、反垃圾等

最初建立起的基础服务也是部署在托管

机房里面的；此外，托管机房内也有一

些如Spark、Hadoop等大数据处理平

台，但集群规模相对较小。

美柚的整个官网全部部署在阿里云

上，同时美柚电商柚子街也是基于阿里

云建立的，包括整个电商平台和运营后

台、招商系统。此外，还基于阿里云搭

建了BI系统。最后，为了缓解自建大数

据集群的规模较小的情况，积极采用阿

里云大数据平台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计算。

混合云之间的数据交互

如图是托管机房和阿里云之间的数

据流通情况，可以看到每天会有一部分

数据包括业务日志、数据库的增量数据

会从托管机房流向阿里云。数据流向阿

里云的ODPS后，在ODPS内进行一些数

据计算和算法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将计

算的结果导入ADS和RDS中，其中导入

的ADS支持BI系统，并且ADS能够多值

列查询和毫秒级的实时响应，有利于生

成BI报表；另一部分数据存入RDS中，

不仅降低了存储成本，同时也提高了数

据

美柚服务分布

作为一家社区电商一体化的公司，美柚从成立之初到发展至今，结合自身的业务

特性形成了对系统架构、数据处理的技术发展与选型路线。本篇文章中，美柚带来的

分享包括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机房服务器资源与阿里云产品组建混合云架构，实现快速

部署与大数据的处理与计算服务。同时也详细介绍了美柚在多维度用户数据分析处理

和大数据智能挖掘技术的实践经验。

混合云

在2013年美柚成立之初，行业内云生态圈并不是十分完善。因此，最初的架构采

用自建机房的传统开发方式，至今为止，托管机房内服务器数量达300台之多；同时，

为了迎合大数据发展的趋势，美柚也搭建了自己的Hadoop、Spark、Storm、Kylin等

对应的大数据处理平台；在数据库方面，采用MySQL、MogoDB、Redis、Counch-

Base等主流数据库。在2014年，接触阿里云之后，逐渐采用阿里云的产品，从最开始

接触公测的ADS到现在使用的ECS、MaxCompute、RDS、分析型数据库、TAE、阿

里云云盾等等，目前美柚形成了混合云的模式，既有一定规模的托管机房，也积极的

使用阿里云的产品。

云上设施和云下设施分工各不相同。因为最初的架构是在托管机房上建立的，所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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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性。经阿里云计算和处理后，

部分数据还需要回流到托管机房的数据库

和数仓内，回流的目的是因为现在还有一

些比较重要的服务还在托管机房内部署，

并且从机房调用可以极好的缩短调用的延

迟。每日从自建机房流向阿里云的数据量

相当大，对于一些重要的数据如用户数

据，在自有机房和阿里云上进行了双活，

首先从业务数据库先同步到自建机房的

HBase集群中做一个备份，然后在阿里

云上也做了一个备份，这些数据以一小时

为间隔进行同步，以此确保重要数据的安

全。

从机房到阿里云上采用逐类更新的方

式，准实时的数据依旧在托管机房处理；

对一些大数据计算和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

的数据将其流向阿里云，借助阿里云超强

的计算能力和超大的集群规模进行计算处

理，同时这些数据会在T+1日进行更新。

API实时监控

随着美柚不断发展，系统逐渐受到一

些恶意攻击，包括恶意抓取、DDoS攻击

等，因此API实时监控显得不可或缺。目前

通过使用阿里云盾DDoS高防IP，有效地抵

御部分网络攻击，并可以进行流量清洗和

分析。在此基础上，美柚还自主研发了API

实时监控系统，监控系统的数据是来自托

管机房的实时处理计算平台，通过监控系

统可以实时观察服务端响应时间、处理数

目以及各个接口的调用分布。通过全链路

实时监控服务质量，保障用户极致体验。

同时作为一个移动互联网公司，美柚将API

实时监控从传统的服务部署转向移动化，

在移动端Android/IOS进行实时业务监控

与预警，使得开发和运维在任一地点任意

时间都能对实时业务了如指掌，可以第一

时间发现问题所在。

大数据智能挖掘

右图是美柚大数据智能挖掘的大致框

架，作为一个社区电商一体化的公司，美

柚利用大数据挖掘打通整个生态系统。以

用户为中心，通过对用户的深入分析，形

API实时监控

混合云之间的数据交互

大数据助力社区电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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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户画像，深入理解用户需求，个

性化的改造社区使其更有温度、更具黏

性。同时基于对用户的理解，使得社群电

商能够进行精准化的推荐，深入了解用户

的需求。基于对女性用户的理解，对用户

做了多维度的划分，品牌商和广告主精准

的投放广告，可得到更高的收益。

美柚采用两套系统存储用户数据，在

阿里云上，用户数据主要存放在ADS上，

将用户特征存放在ADS的多值列中；在自

建机房内，采用Kylin中的Cube来存放用

户的基础维度的特征，便于快速的查询。

大数据智能挖掘

美柚BI系统显示其用户遍布全国各

地，包含港澳台，用户年龄段从70前到

00后均有，其中95后居多，用户身份有少

女、备孕、怀孕、辣妈，形成了完整的女

性生态系统。

美柚基于女性生态系统，形成大量的

多维度的女性相关数据。用户的经期、体

重、体温、孕期日志记录数据，加上社区

内收集的用户的浏览、发帖、回复等数

据，同时再结合用户的婚姻、年龄、星座

身份、手机设备等基础信息，还有一些社

交媒体上抓取的重合数据，补充完整一个

用户全部数据。基于上述完整的数据，形

成用户画像，深入洞察与服务女性，做最

懂女性的App。

上图是具体的用户记录分析。最左边

是用户的好习惯，通过用户在App上记录

的好习惯，建立任务系统，鼓励用户继续

将好习惯保持；中间图表记录了女性不舒

服的状态，上面有很多选项，同时用户也

可以自定义自已的情况，通过对图表的的

跟踪，可以对女性的健康状态进行分析；

右边的图表显示了一些私密信息，做到个

性化定制，满足不同需求。目前美柚月活

跃用户中使用记录的占比达到84.8%，通过

数据分析可以帮助宝妈们科学备孕，关爱

女性健康。

通过对女性在生态系统的分析，制定

多维度的用户标签。其中基础属性标签包

括女性的年龄、婚姻、身份、星座等。行

用户记录分析

产品地图

业标签是基于对用户行为的分析和第三方数据的补充形成的；兴趣标签，可以帮助理解

用户在社区和电商平台行为记录。目前美柚总共具有200多类用户标签，通过这些标签

可以形成非常丰富的用户画像。

大数据应用

上图是大数据产品地图，图中包含了美柚利用大数据衍生的产品。其中已上线的BI

系统，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形成的报表类，它能够加深对系统的理解和辅助下一步业务决

策的进行；另一个是反垃圾算法，通过大数据算法对一些垃圾广告智能识别、处理。还

有实时业务监控、首页推荐、个性化推送、个性化搜索等功能。同时情感分析、舆情监

控、关联推荐、SSP、DMP、Ad Exchange等功能还在开发中。

这张图展示了美柚利用大数据进行反垃圾算法的整体框架，主要包含两部分。虚线

上方是反垃圾算法的训练流程，最开始是基于NLP自然语言处理进行，首先对文本数据

（垃圾贴和正常贴）进行分词，这些分词需要定期更新，然后再对帖子进行特征处理和

选取，将提取之后的特征送入分类器模型训练，其中分类器包括贝叶斯分类、逻辑回归

分类等，通过训练输出分类模型的结果。这些训练最初是在自有机房进行的，后来随着

数据量的增加，已将部分模型训练迁移到阿里云上。

虚线下方是机房内实时计算的处理流程，用户发帖和回复之后，将其写入Ka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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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队列，首先会对白名单用户过

滤，然后一是依据分类模型的训练效果，

对文本进行识别和分类，对垃圾帖和非垃

圾帖进行判别；另外的方式就是通过Sim-

hash算法对文本相似对度进行计算，进行

相似贴统计，最后通过这些策略汇总，生

成整个反垃圾算法。近期美柚对该算法又

做了进一步的迭代，对用户的昵称、发帖

时间间隔、发帖行为进行分析，更好地进

行了预防垃圾帖。

通过阿里云提供的丰富的开发套件和

算法库，大大缩短了美柚从想法到产品的

时间。

Q&A

1、美柚目前采用的是混合云架构，未来有可能将全部架构

迁移到阿里云上吗？

答:美柚采用混合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公司在13年就已经发

展起来，自有机房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由于阿里云的高性能、

高计算，才采取了混合云的架构。短时间内，依旧会保持混合云

的架构，一方面是希望技术团队继续发展大数据计算的能力，另

外一方面是否全面迁移到阿里云上，还是根据以后的业务发展做

决定。

2、美柚上面的帖子可能会有亿万的浏览量，美柚App是如

何应对如此之大的阅读量的？

答：在提升移动端体验做了很多的事情，移动端对延迟非常

敏感，首先在客户端做了很多优化，在缓存和页面加载上都追求

极致；其次，参照阿里的手淘，搭建了HTTP DNS，防止运营商

劫持，同时也能缩短DNS的解析时间，在服务端也进行了很多优

化，对数据层进行分离，使用高效的缓存。

3、美柚有多少专职运维人员？

答：美柚目前专职运维人员只有三个，借助于目前的混合云

架构，通过阿里云的运维监控、运维报警等机制，使得运维人员

在自建机房和云上运维游刃有余。

4、美柚目前的美柚女生助手、柚宝宝孕育等五个App在架

构有什么区别？

答：最开始研发的几个App的接口都是放在自建机房的，去

年新上线的电商App是完全搭建在阿里云上的。

5、美柚如何处理高并发的场景？

答：以社区为例，每天的发帖回复量都是很大，每天晚上的

反垃圾算法

九点到十一点是一个访问高峰。为了应对高并发场景，在服务

端，进行了很多分层和模块化的设计，比如将数据层和业务层

进行分离；在开发语言的选择上，使用轻量级语言PHP在社区

做一些业务级别的实现；复杂的、异步、延迟比较大的处理下

沉，用Java和C++进行实现。

6、Node.js在美柚的使用场景？

答：Node.js用的相对较少，主要用于前端和后端的分离，

去年年底才开始使用，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

分享者

黄益聪 美柚技术总监柚通过社区+工具+电商为广大女性

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满足女性群体交流沟通、知识获取、购

物三大需求。《互联网周刊》发布2015年度APP分类排行榜，

美柚位居女性APP第一位。同年12月，在清科集团、投资界主

办的2015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评选中，美柚凭借在女性

市场的卓越表现从3000多家报名企业中脱颖而出，获评“2015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截止到2015年7月，美柚用户

超过1亿，日活跃用户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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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是全球领先的轻娱乐供应商，成立于2009年，于

2014年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国内A股主板第一游戏股，其核心

业务包括：全球游戏发行、互联网流量经营、IP开发与运营、

互联网产品研发和泛娱乐产业投资。经过近七年的高速发展，

游族整体游戏架构也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与三代架构相互

对应是游族运维方式的转变。来自上海游族网络的运维总监李

志勇在本文中的分享重点是云时代的运维，包括游戏上云部署

整体方案、游戏服务器批量运维管理，并对企业选择RDS还是

自建MySQL数据库给出了自己建议。

游戏产品架构进化史

经过近七年的高速发展，公司游戏服务器从100台增长到

10000+台，游族整体游戏架构也经过了三个阶段的演变：

• 公司早期广泛使用的第一代架构，当时主流的产品都是

以DB+计算+前端这样的3个角色开发设计并部署，服务器以物

理机为主，一个游戏区组需要2~4台服务器，不同的机器承担

不同的角色。这种架构方案效率低，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一天开

100个区组（100个区组大概需要400台服务器）；

• 随着业务量的增长和虚拟化技术广泛使用，游族整体游

戏架构更新为第二代架构，全面采用虚拟化技术，把一台高配

的物理机器虚拟化成多台符合游戏需求的虚拟机来使用，并实

现了ALL IN ONE的系统架构。该架构方案运维效率高，适合

规模开展游戏运营，但不具备业务高可用特性，一天开100个

游族网络

如何玩转千台游戏云服务器

区组成为常态；

• 为了迎合大区大服、全球同服，游族融合了前两代架构

的特点，推出了第三代架构，按角色分拆并形成服务集群模

式。集群架构结合了物理机与虚拟化的优势，实现弹性扩容，

游戏逻辑以服务进程或集群配置项的形式提供服务。该架构方

案运维效率更高，可实现秒级开服同时具备业务高可用特性。

基于第二代架构，游族基于OpenStack自己的专有云，

最初目标是为了提高服务器利用率、降低成本和实现分钟级开

服。运维团队以OpenStack G版为蓝本进行调优并修改；整个

网络采用的是VLAN模式，保证最大限度与现有网络架构保持

兼容；存储方面使用本地磁盘作为存储。

通过底层优化后，游族专有云基本上可以满足业务的

需求，目前90%游戏业务运行在上面，虚机规模持续保持在

10000台以上，游族专有云平台没有提供WEB管理界面，日常

所有的操作都是通过命令行和脚本的形式进行操作，但对于虚

拟机的增删查改，重新封装了一层简洁的API接口实现与游族

运维平台的对接。经过评估测验，在高峰时期，整个专有云资

源利用率可达到83%。

运维方式的转变

与三代架构相互对应是游族运维的三个阶段：

1.在第一代架构上，运维基本是手工运维，技术含量并不

高，纯粹是采用人与时间堆积进行，运维同学需要登录每一台

服务器，顺序执行相关的命令和脚本。独立的版控服务器，通

过主动推送的形式进行版本更新；

2.在第二代架构上，通过自动化工具进行批量运维，团队

推出了使用expect写的auto批量脚本，所有操作只需登录一台

集控服务器执行批量并发操作的脚本，独立的版控服务器，通

过并行的主动推送；

3.在第三代架构上，可以实现系统化运维，多个运维系统

相互协调配合实现，例如：CMDB、业务树、作业平台等。游

戏区组搭建的时间基本上可以忽略（可按需求实现按条件触发

或手动触发搭建操作），所有的更新操作在WEB管理平台就可

完成。

游族网络游戏产品的架构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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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作业平台UJOBS

系统化运维过程中使用的作业平台（UJOBS）是属于C/S的架构，其核心部分由任

务调度器和agent组成，通过调用API接口完成多种形式的指令下发。UJOBS简单的来

说是为服务器管理提供了执行命令的通道，将所有的执行命令和脚本在目标服务器横向

执行完，把输出结果记录日志里面，同时可通过WEB界面实时查看分析。任务调度器

是用来全局策略控制，进行并发量控制。任务列表里面保存任务的完整信息。指令仓库

保存常用的命令个脚本和上下文关联的命令组合。

在UJOBS平台上，游戏版本更新流程如下：

1. 版本库的版本变更自动触发构建；

2. 从版本库拉取变更后的版本文件；

3. 通过构建操作后，推送目标程序到分布式的全局版控服务器集群；

4. 在作业平台下发更新操作后，UJOBS的agent取得该次更新的版控服务器地

址、变更清单以及版本信息；

5. 从版控服务器拉取更新文件到本地执行预定的更新脚本；

同时在UJOBS执行的过程中可实时查看输出的日志。当游戏版本更新出现异常，

有两种回滚方式：第一种，游戏服务器上保留历史版本，异常时回退到历史版本；第二

种，覆盖回滚，将老版本再次发布进行回滚。

游族作业平台UJOBS

相对于游戏版本更新备份而言，数据库备份更为重要。ALL IN ONE模式或者非集

群模式的游戏业务场景下，会存在多达好几千个MySQL实例，若是要按常规的MySQL

备份方案来实施，管理难度和成本都要翻好倍。因此游族网络采用Xtrabackup在主库

上直接备份数据文件方式，备份文件暂存本地；本地备份完成后在备份系统选举一台远

程服务器进行异地备份；备份策略每小时一次备份，半小时本地备份半小时远程备份。

该备份方法在单主库业务场景下可能是最靠谱的数据备份方案，但备份过程对主库会有

影响、（限制IO操作），最坏情况下可能出现1小时的数据丢失（业务接受少量的数据

丢失）。

 

在数据恢复方面，通过一键恢复工具，只需要提供恢复的IP、时间段和业务信息

（如库名）即可实现数据恢复；24小时内的数据通过本地的数据恢复（结合二进制日

志），超过24小时的数据通过异地数据恢复。

游族作业平台UJOBS

现在游族已经将几款老游戏迁移到阿

里云上。在将ALL IN ONE架构平滑迁移

到云上的过程中，首先要求就是迁移过程

不能长时间停服，只能接受正常的版本更

新的停服时间。整个迁移过程分为以下几

步：

第一步提前准备资源，在阿里云提前

申请好资源，初始化环境并把VPC与自有

机房的网络打通，实现内网互通为数据同

步做好准备；

第二步提前同步数据，使用Xtra-

backup备份在线把MySQL配置成主从同

步模式，将数据同步到阿里云ECS，在一

段时间后完成数据迁移。

第三步正式迁移，正常的游戏停服维

护时间（0.5~2小时）就可完成业务上阿

里云的迁移。目前已经平滑完成3款游戏

产品的迁移，每款产品准备时间3~5天，

正式迁移用时1~2小时，在阿里云平台使

用的虚机超过1000台。

下图为ALL IN ONE架构迁移在阿里

云后的游戏部署：游戏逻辑运行在ECS

上，业务中使用VPC网络，通过自建的

ULB对外提供服务。游族网络下一步计

划将集群模式部署在阿里云平台上，游戏

逻辑将在ECS集群运行，后端数据存储在

RDS集群中，前端通过SLB和负载均衡保

证业务高可用，同时会接入LOG和大数

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r确保大数据业

务。

在迁移到云的过程中，阿里云的技术

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线上线下及时沟

通，以及特定技术的定制，保证了整个迁

移过程的顺利进行。

如何去选择合适的数据库？

在游戏迁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

难，其中一点是选择自建MySQL还是

RDS。根据游戏迁移经验，解决该问题，

他认为 应从以下三个因素进行考虑：

1.实例数量：实例数量多且业务规模

小（无需进行针对性的优化）适合自建

MySQL服务；实例数量不多业务相对会

比较集中，数据库负载较高需要针对性的

进行优化适合使用RDS服务；

UJOBS架构及其游戏更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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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大小：数据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数据库性能和数据备份的机制，数据 量越

大越需要对数据库进行精细化管理，数据的备份难度也越大，这种情况下建议使用RDS

服务，反之可自建；

3.成本核算：从实例规格来看RDS会比ECS自建MySQL要贵，但若是必须用到

RDS的某些特性（如：数据安全和稳定性）时成本也就不会放在首要位置了。

 

与此同时，大数据量的自建MySQL可以采用延时同步的方法，此方法已在游族

网络的女神联盟（手游）的集群架构方案中在使用。游族运维团队独创的数据备份系

统、UJOBS、业务网关等独具特色解决方案确保了其业务量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Q&A

1、游族目前的运维人员数量是多少？

答：游族网络最初运维团队在二十人以上，经过技术优化后，目前团队人数在十人

左右。从原来的十几款产品到现在的三十几款产品，运维业务量增长一倍，整个运维团

队人员缩减一半。团队不断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

2、从运维小白到总监的成长过程？

答：首先，我对运维这个行业保持很高的兴趣。从游戏对战平台接触运维开始，就

愿意持续花时间投入游戏运维，曾耗费两天三夜的时间来处理运维中遇到的故障。当然

最初也是从底层的运维人员做起，团队管理是被逼出来的，是一个慢慢成长的过程。在

团队中，学习应居于首位，每个运维人员需要不断地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

 

3、DB除了MySQL还有其他类型吗？比如NoSQL这类数据库是如何管理和部署

的？

答：游族网络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使用的MySQL，有少数产品使用了Mongodb，

因为量少暂时还是通过手工管理；缓存业务有使用Redis但不存储关键数据，Redis的

数据备份使用数据备份系统进行集中管理，所有的软件部署都是通过标准化的业务模板

进行管理的。

 

4、在新方案中，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r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答：在游族之前的架构中，游戏日志是分开存储，易丢失。在新的架构中，通过

Log服务将游戏日志搜集到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r，对后续的游戏和运维数据

分析提供便利支持。

5、数据库的部分是单DB多实例吗？

有没有启用分布式DB的架构呢？

答：ALL IN ONE架构下，在一个

MySQL实例中只运行一个业务；在集群

架构下，在单DB实例下，会运行多个业

务，分布式DB架构也相应是必备的。

 

6、游族专有云是用的OpenStack，

本身组件很多，后续和公有云之间如何衔

接的？

答：目前游族使用OpenStack仅限于

机房，短时间内不会与社区版本同步，机

房内修改和使用都很简单，整个Open-

Stack定制和修改不多，更多着重于框架

的使用。

 

7、国际节点和国内节点的高可靠链

路如何建立？

答：该链路使用的基本资源是遍布全

球的阿里巴巴骨干网，阿里云是将自己的

资源分享出来给使用VPC的客户，实现国

内外高可靠链路的建立。

分享者

李志勇，2010年加入游族网络，目前

担任游族网络运维总监，全面负责游族网

络运维业务。他具有十年运维工作经验，

八年游戏行业从业经验，专注于游戏虚拟

化技术和网络优化。

新游戏上阿里云的部署方案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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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妈妈是一家知名的综合性旅游网站，为游客提供景区门

票、国内游、出境游、大交通、商业定制游等预定服务。本文

中，来自驴妈妈网站的技术副总邵汉成分享了包括驴妈妈旅游

网的整体系统发展历程、服务治理和数据库分库经验、基于混

合云的产品数据分析系统。驴妈妈旅游网利用混合云方案极大

提高了整体架构的弹性扩展，同时又满足了快速发展的业务需

求，进一步提升精准运营并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系统发展历程

在驴妈妈旅游网成立初期，整体系统最初采用的是ALL IN 

ONE架构，服务器和数据库数量相对较少，每天处理的订单

数仅仅是几百到上千个订单；业务量进一步增长后，整体系统

按照业务进一步做垂直拆分，系统容量得到一定的增长，能处

理几千个订单；随着业务的飞速发展，数据量和并发量高速增

加，整体系统在根据业务量进行垂直拆分的情况下，同时对较

长的流程进行水平拆分，并提供分布式部署，能实现日处理数

万个订单；目前采用阿里云服务器、弹性计算，完成向云上架

构转变，实现日处理数十万单甚至百万单业务量。

服务治理

随着架构的复杂度增加，整个系统的规模也随之增大，

服务也越来越多。如果任由其发展，从外部来看，系统与系

统调用、流转就像蜘蛛网一样错综复杂；当具体查询某一问题

时，面对的系统像迷宫一样，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通过服务

治理，可以提高系统的可用性。驴妈妈旅游网利用开源框架对

其服务进行治理。通过服务治理，对不同的业务、请求分别处

国内在线预订模式开创者驴妈妈旅游网

搭建混合云数据分析系统

理，分别进行优化，实现弹性扩展，提高系统容量。

整个系统中，具体的服务拆分包括两个原则：垂直拆分，

按照业务线拆分，例如订单管理放在订单服务中，产品管理放

在产品服务中等；水平拆分，各个业务流程之间可以通过消息

机制等异步机制进行异步化，在水平层面上水平切割。垂直拆

分与水平拆分相结合，得到一系列的服务，实现架构的更好部

署与扩容。

数据库架构

驴妈妈旅游网早期系统仅有一个数据库，但随着业务、并

发性的增长，整体系统按照业务线进行数据分库，例如用户

库、产品库、订单库等库。数据分库一方面可以减小单点的压

力，另一方面，当部分库出现问题时，不影响系统其他库的正

常运行，系统更加平稳；然而单独的一个业务库，在高压的情

况下，可能不满足需求，需要进一步进行读写分离，将主库的

数据同步到多个备库上，读取数据等查询操作可通过不同备库

进行，实现读写分离，增加系统的稳定性；数据库整体使用多

种数据库类型，目前主要使用MySQL，还有一些NoSQL数据

库，保持整体之间的异构复制。

在线旅游数据分析系统

一个完整的数据分析系统需要能了解同行业产品数据及价

格变动情况，使得企业能够实施准实时应对策略，从而完善精

准运营，并且该系统同样也应该能够丰富用户行为数据，完善

推荐模型，提高推荐准确度。

同时在线旅游产品数据分析系统和其他传统电商相比有着

产品标准化低的特点，在技术实现时应

当区别对待。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驴妈

妈旅游网采用混合云方案来构建其数

据分析系统。下图左半部分是OTA同

行数据。中间是阿里云集群，规模约有

1000+虚拟机，集群上部署着数据采集

集群，用于采集行业数据，同时阿里云

集群上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包括离线分

析和实时分析。其中离线分析是将数

据导入Hadoop集群的HDFS中，通过系统发展历程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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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架构

MapReduce每天做一次或多次做离线分析；对于特定、高优先级的数据，可通过Storm

或Spark实时分析深加工。分析后数据以表格格式存储，此后数据进一步推送到驴妈妈的

IDC应用模块中，包括搜索模块、价格模块、推荐模块、产品模块，然后再对数据采集系

统进行反馈调整，如进行增加采集任务等。

目前数据分析平台每天大约处理几百万SKU数据，同时Storm实时分析可以做到分

钟级别。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驴妈妈旅游网采用混合云方案来构建其数据分析系统。

上图左半部分是OTA同行数据。中间是阿里云集群，规模约有1000+虚拟机，集群上

部署着数据采集集群，用于采集行业数据，同时阿里云集群上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包括

离线分析和实时分析。其中离线分析是将数据导入Hadoop集群的HDFS中，通过Ma-

pReduce每天做一次或多次做离线分析；对于特定、高优先级的数据，可通过Storm或

Spark实时分析深加工。分析后数据以表格格式存储，此后数据进一步推送到驴妈妈的

IDC应用模块中，包括搜索模块、价格模块、推荐模块、产品模块，然后再对数据采集系

统进行反馈调整，如进行增加采集任务等。

在阿里云的采集集群和Hadoop上采用ECS技术，一方面及时满足100w+SKU采用

性能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存储空间要求。

在混合云方案中，其中一部分数据存储在Hadoop集群的HDFS中，加工后的数据存

储在MySQL。不但实现了采集数据快速存储，同时也能够承受大数据/高峰值冲击，以

及海量数据查询。

新方案的成效

混合云方案极大提高了整体弹性扩展需求，又同时满足了快速发展的业务需求。提

高运营对价格的敏感度，满足几百万SKU的数据获取，从而提高了精准的运营能力，并

提升了产品竞争力。该系统通过价格趋势，自动计算推荐价格，使运营价格调整更加容

易、智能，并且结合外部用户行为数据，进一步完善推荐模型，推荐正在热销、性价比

高、用户需要的产品。

经验分享

在提升系统稳定性，解决系统疑难杂症方面，除了调整整体架构，也可以从系统监

控方面入手。采用监控系统能及时发现

问题所在，如流量的突增等等，因此研

发人员也应当对其加以重视。该页PPT

通过几个简单的例子解释监控的效果，

如图所示，Heap Memory窗口显示的

是系统波动过程，当波动较大时一般是

有大量的数据请求，；Old Generation

窗口显示内存不可回收的现象，表现为

系统越来越不稳定；Virtual Memory显

示的是堆外内存，相对而言，该类问题

定位更不容易，如资源泄露、线程的暴

涨都会导致虚拟内存的过度使用，从而

导致系统崩溃；TCP connection/Open 

files 和HTTP thread 可用来查看程序

是否出现问题，如文件泄露积累到一定

程度，会导致外部请求无响应；Data-

base CPU%同样可以显示整个系统流

量的状况，当使用率过低时，一般情况

下，流量是被外围拦截，导致请求达不

到系统。如果解决了系统中存在的大量

隐患，可以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弹性伸缩

和性能。需要监控的数据项比较多，上

面仅仅为几个例子。有些监控项可以简

单地加入到Zabbix中，有些需要研发人

员写脚本收集数据并发送到Zabbix系统

中。

对于研发人员，特别是架构师、开

发组长、总监，可以每日都关注这些监

控的结果，及早排除系统隐患，提高系

统的稳定性与性能。

分享者

邵汉成，驴妈妈旅游网技术副总。

驴妈妈旅游网：作为中国知名综合性旅

游网站、自助游领军品牌、中国景区门

票在线预订模式的开创者，驴妈妈旅游

网创立于2008年，旨在为游客提供景区

门票、国内游、出境游、大交通、商业

定制游等预定服务。根据2015年10月劲

旅智库数据显示，驴妈妈旅游网稳居在

线旅游网站流量前三。其母公司景域集

团连续四年入选“中国旅游集团20强”

，并于2015年12月在北京股转中心挂牌

上市。



29

客户之声 / Voice of Customer

重构中国公路物流商务新模式
等问题。数据显示货车的空驶率竟达到

40%，空驶的原因主要在于货车司机与

货源的信息不通畅，司机在返程时找到

合适的货十分困难。 正是这些问题，让

货车帮看到了传统物流行业的种种弊端

以及改造空间，企业需要去思考，如何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免于淘汰，给行业

注入新的活力，重塑传统物流行业？

“货车帮APP+物流QQ ”,

构建物流信息化平台

公司采用双品牌战略，面向货主端

的“物流QQ”和面向司机端的“货车

帮APP”。

在货车司机端，货车帮整合了大量

的个体户司机，货车司机不用像以往把

车卸货以后，要经常挨着信息部来回

跑，耗时耗力，如今，司机的一切交易

都是有保障的，货源踏实，司机心里踏

实，成交率得到了极大地提高。“货车

帮APP”涵盖的服务有：查找货源、发

布空车、货运保险、车辆保险、新车团

购、钱包金融、二手车交易、维修救

援、汽配购买、代收回单。

而在货源端，货主先将货物送到物

流公司，物流公司整合货物数量、目的

地、运输价格等信息后，发布到“物

流QQ”上。后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对

平台上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就近就地

实现车辆与货源的精准匹配。“物流

QQ”涵盖的服务有：找货找车，发布

货源、发布车源、身份验证、货运保

险、在线车库、车辆定位、物流名片、

钱包金融等。

“大数据+云平台”，支撑
资源优化

货车帮通过采集我国领土范围内从

事公路物流服务及相关业务的承运单位

及承运人、有实际运输业务的车辆、货

货车帮通过大数据接通了“信息链”，方便了“车找货、货找车”，是中国第一

家在物流领域同时面向司机和货主搭建开放、透明、诚信的货运交易平台的企业，企

业已建成中国第一张覆盖全国所有地市的物流信息平台。

主要发现

1. 数据显示，货车帮的出现，有效帮助减少了资源和时间上的浪费。

2. 仅2015年，货车帮认证车辆数为200万，为中国年节约燃油500亿元。

3. 全国200多万货车司机使用货车帮研发的软件，每天在线司机大约为79万人

左右，平均每天每个司机点击软件次数约为30次左右；30多万货主借助货车帮发布货

源。

建议要点

创业者：货车帮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正是因为企业最初的创始人找准了货运行

业货车司机和承运人之间没有对等的信息交流渠道，形成信息孤岛，效率不高等问

题，不断地分析局势，步步为营，等待厚积薄发的风口。创业者要学会找痛点，敏锐

的嗅到市场中的机会。

合作方：对于像阿里巴巴、腾讯、英特尔这样的一流企业来说，正是看到了货车

帮真正的价值所在，给货车帮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形成专门定制的货车帮

平板，在移动端紧密结合，共同为货主提供极致的业务体验，合力带来更多的创新力

量；货车司机和物流公司（货物主），可以通过使用货车帮的“货车帮APP”和“物

流QQ”平台，整合自己的资源，方便车找货，货找车，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实现车

与货物的精准匹配。

技术人员：建立信息化平台只是初步，未来，货车帮将建立呼叫中心、信息展示

大厅、货车综合后服务区、货车司机生活服务区为一体的物流数字港，充分利用大数

据技术、数据分析技术、互联网技术，压缩不合理的损耗，公路物流的每个环节都能

提高效率，改善经营模式。

案例分析

一个小小的创业企业，十余年来历经蜕变，从贵阳出发做到了一个行业老大，在

不久的将来，它将是下一个千亿美金估值的巨头公司。企业自成立以来，致力于搭建

中国货运车辆共享运力池；同时，企业希望颠覆传统货运司机的形象，让中国3000万

司机活得更有尊严。正是怀着这份信念从最初艰难创业一步步走到今天，向中国，向

世界，展示着中国公路物流领域最出色的服务体系。

货车是公路物流的主力军，据统计，中国的公路物流货运量占整体货运量的80%

，是中国经济的大动脉，货车又是公路物流的主力军，然而传统物流由于技术手段、

运行规模、运行模式、标准化等方面发展滞后，存在诸多弊端。发达国家中，物流成

本占成品最终成本的10%到15%，发展中国家大约在15%到25%之间，而中国的物流

成本占生产成本比重达30%到40%，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不仅如此，散乱是中国物流市场的一大特点，传统物流园区一直以来都以脏乱差的环

境展现在世人面前，无规范化管理、交通混乱等问题就像一颗毒瘤蔓延到城市的各个

角落；由于信息化程度低，物流供应链中间环节繁琐复杂，效率低下，不能实现买家

与卖家之间的直接对接，这也造成了运输行业存在大量空驶、迂回、车货匹配效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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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种类和数量信息、成交数据等，形

成可全面反映我国公路物流实时现状的“

全国公路物流指数”。

该指数使用货车帮与阿里云共同研发

的大屏系统，结合云计算和大数据整合能

力，通过大屏系统一系列的运算和分析，

展示出中国公路物流重要指数，以每10秒

更新一次数据的频率充分体现了大数据快

速便捷的优势，全面反映中国领土范围内

公路物流货物运输流向、货物分布情况以

及车辆分布情况。

用户在平台上可以看到城市和区域公

路进出港情况，这项指数，也成为判断该

区域公路物流能力和短期活跃度的重要指

标；通过平台中 “货物类型”数据，还可

以了解到某区域进出港物品分类情况，从

而为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民生问题作出

重要的数据支撑；而“运力指数”则通过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运载数量和速度分析，

从而延伸分析出各个城市的公路物流发展

乃至经济的发展状况；“车场类目”和“

货车类型”数据则可以为相关车企行业提

供重要的市场信息。其中总结性的数据

如“今日货运”、“日承运能力”、“日

交易额”则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公路物流

当前的状况，并且为今后科学发展的研究

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数据。不仅如此，国

家遇到重大灾害，国防动员，还可以就近

调集货车参与救援，运送物资等。

“互联网+物流”，开启物流

商务新模式

目前，货车帮通过建立呼叫中心、信

息展示大厅、货车综合后服务区、货车司

机生活服务区为一体的物流数字港，改变

以往物流园区传统的物流地产模式，规避

园区信息闭塞的问题，打通线上、线下信

息服务及货车后服务，使物流园区不再成

为城市的肿瘤而成为城市有机和谐的组成

部分，为中国未来物流园区的建设树立了

一个良性的样板。

货车帮围绕其产业链条，精准发力，着力做好“互联网+物流”产业这篇文章。并

积极打造智慧物流产业基地，重点构建地区跨行业、跨区域的物流信息公共服务系统平

台，实现物流信息和供需信息的互通共享。

货车帮认为，每一个优秀的园区都是一颗美丽的珍珠，他们希望做一根红绳子，用

信息化的方式把一颗一颗的珍珠串起来，最终成为一串美丽的项链。企业走到今天，不

仅解决了传统物流行业的种种弊端，同时也给行业市场带来了新的启发与思考，我相

信，未来运输行业将会迎来一场跨时代的变革。

如今，货车帮的服务已经覆盖到中国各个角落，并把的企业发展融入到国家“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之中。目前，企业正积极拓展国外业务，范围已经延伸到新疆及其中

亚、东南亚等地区。

  货车帮的崛起，让我看到了创新带来的时代变革，也让我感受到“互联网+物流”

新商务模式的魅力，企业把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的理念和在传统产业当中长期孕育的工

匠精神结合起来，使新旧动能融合发展，使传统物流行业焕发生机。货车帮让我看到

了企业的智慧物流梦，货车帮做的事情，能够为社会带来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和创新价

值， 我期待着，货车帮乘着大数据发展带来的春风，能走得更快，开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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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海洋大数据，拓展蓝色经济空间

打造数据服务。

实施层面：以大数据捕鱼的典型场

景作为试点应用，来打造海洋大数据服

务平台，并伴随场景的逐步丰富，滚动

建设和完善平台功能。

2、从采用三方合作的模式来，解

决跨界人才奇缺的问题。

大数据的实现需要数据人才也需要

业务人才，从场景的定义，数据解决方

案的设计，算法的落地实现等等，不同

的阶段需要不同知识领域的人才。考

虑到海洋领域跨界人才缺失的现状，采

用三方合作模式，由来自中国海洋局、

中国海洋大学、益海鑫星公司的业内专

家，阿里云的大数据算法专家和五叶草

大数空间的有理数公司的解决方案专

家，共同组成的项目组来保障从战略到

规划到落地所需的知识体系。

3、试点场景：大数据捕鱼

业务痛点：出海捕鱼的成本越来越

高，赚钱越来越难。

解决方案： 能够根据历史金枪鱼捕

捞点的目前的分层水温、叶绿素、温跃

层计算、海面温度距平以及同期周边渔

船的活动轨迹，预估1月内指定区域的

金枪鱼的适宜指数。

服务模式：根据调用方服务请求中

指定的经纬度与区域范围，返回金枪鱼

捕捞量预测。

商业模式：按调用量&按端口付

费。

业务价值：由原来单纯的通过专家

经验的方式，提升到能提供海洋图谱数

据，继而提供金枪鱼的栖息指数，有效

的指导船队进行捕捞，提升产量。期望

能够推广到更多的船队。

对未来业务的畅想

－海洋渔业：

大数据捕鱼：根据指定区域的海洋

背景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在传统增长方式已无法提振经济的背

景下，作为一个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1.8万公里海岸线的大国，这片孕育

着财富的蓝色经济空间的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

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在2016年3月1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  中，海洋经济更是首次纳

入，海洋经济的发展赢来了最好的机遇。

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经济的发展是高科技引导下的竞争，大数据、人工智能、

移动通信、云计算、物联网、3D 打印和机器人，这些新的科技作为通用技术，服务于

各行各业，并成为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特别是互联网助推的大数据技术所带来的巨大

经济效益和行业格局的变革，更让人们坚信这场科技革命，带来的深远的意义犹如19

世纪电的发明带来的伟大革命。

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参与深海、极地国际规则制定结合海洋强国战略、打造智能化海洋是海洋

经济参与者必需要思考的问题。

难题与机遇并存

海洋经济产业是一个走在高科技前沿，但是整体信息化程度较低的行业。例如海

洋渔业、海洋交通、海洋船舶等海洋经济相传统产业，除了对某些专业技术：卫星遥

感，船舶定位等专业技术有强的依赖，其它领域包括生产的组织、业务的执行到市

场，都继承着传统作业的模式。

不同于很多有科技偏好的行业，金融、通信、交通等等。这些行业，借助信息化

的力量，充分参与到科技发展的历程中，并且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红利。特别是一些行

业里领先的企业，借助全面的信息化支持、相关人才的培养和数据的积累，实现了科

技和业务相互促进的正循环。

海洋经济想要融入到这场科技的革命中，除了面临数据孤岛现象严重、传统行业

数据采集成本高、客观情况的限制等常见的问题，海洋经济的高门槛、跨界人才奇缺

成为首要要解决的难题。

但是，值得一提是，围绕海洋经济的产业活动是异常丰富的，包括范畴非常之

广。海洋数据可以服务的行业和场景是非常众多的，数据服务的价值是非常值得期

待，渔业、远洋贸易、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石油天然气、滨海旅游、海水垦殖、环

境保护等。

解决方案： 海洋大数据，掘金蓝色经济空间

1、从战略、规划、数据、实施四个层面，打造有短期效益，并可长期发展的海洋

大数据平台。

战略层面：结合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和十三五规划，以海洋数据的价值

打造作为强大的战略支撑手段，以实现海洋智能化为目标。

规划层面：打造统一的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最大化利用海洋基础数据，在技术

保障的前提下，实现海洋数据军转民、基础数据的普惠化服务化。

数据层面：以中国海洋局的海量遥感卫星数据和全球船舶定位画像数据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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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卫星数据，预估金枪鱼产量，指导 远洋金枪鱼捕捞，提升产

值，降低能耗。

－海上交通：

提供洋流与气象信息，更好的进行路径规划。

－海洋金融：

1.根据海洋对其产业运营风险评估，制定基金规则，优化海洋

产业结构和布局

2.货运险、近海养殖险种的核保、理赔。

－海况查询：

制定区域的海洋气象信息查询与预测。

－海上交易：

1.海上交易平台：根据海上各渔船目前的产量，陆上各方的需

求、运输船的位置，进行合适的渔产品运出策略，提升渔船的翻

仓率。海洋补给平台：

2.根据海上渔船的位置，补给船的位置、油的存量，进行合适

的补给策略与路线推荐，提升渔船的补给效率与打渔效率。

－海洋环境

实时监控目前海域的污染情况，并通过数据回放功能观察污

染发展趋势，从而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判断。

－海水垦殖

帮助通过抽取(引流)海水进行海洋产品生产的养殖业根据生物

对其海水要求，综合地理环境，气候变化，选取最优地址，节省

引流成本（海洋养殖具体应用场景适用）；滩涂种植：根据海水

盐度，海洋气候变化状况对滨海滩涂区合理安排耐盐作物种植分

布，为海洋农业户，海洋农业局提供信息支持。

－智能港口

船舶实时监控数据以及电子海图，利用大数据分析中的感知

技术对港口拥堵情况进行统计，可以推断出任意时间港口的拥堵

情况，输出最合理的船舶在港时间。

包括天气状况，道路情况，物流公司，甚至客户公司状态，

海关动向等等，与港口内部采集的数据进行结合分析，并针对不

同用户群体发送相关的预警警报。

－海洋油气

1.根据海洋大数据对风险的评估、保险范围、保险金额的确

定，灾害预警。

2.海上油气泄露的扩散路径预测，降低环境污染，加速治理。

启示

海洋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为那些非科技偏好的传统行业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如何有创意地充分发掘和打造出数据的价

值？ 而平台的建设仅仅是这个伟大征程的第一步，海洋经济

服务的海量用户又将为平台带来的更多的数据，我们有理由

相信，这个循环的飞轮将越转转快，转变出来的数据能量将

真正把中国推向海洋强国的宝座。“谁征服了海洋数据，谁

就征服了海洋，就相当于征服了世界“ 。

鸣谢

五叶草大数据众创空间CEO王献旗 先生



涂鸦科技
支撑从零暴增数十亿数据
的背后，竟无专职运维！

涂鸦科技，一家专业的智能硬件解

决方案提供商，以云平台为核心、软硬

件结合的方式提供智能生活服务。作为

一家初创公司，在做初始架构设计时需

要多角度考虑，来自涂鸦科技的技术总

监柯都敏分享了涂鸦科技云上架构设计

和借助阿里云实现轻运维高可用性监控

的实战经验，同时也介绍了网络安全、

权限控制等特定场景下如何利用阿里云

产品解决特定的问题。

第一代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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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涂鸦科技设计第一代架构时，业务量并不是很大。在设计之初，对整个架构进

行了简单的拆分，基础服务层内存放的是公共的资源，为以后的其他业务作支撑；为

了保障网络接口的安全性，同时为了缩短开发周期，在架构上封装了Atop网关层，在

网关层内完成接口配置、接口的访问控制、数据转换、统一日志等操作。开发人员只

需要将精力集中于业务层开发，业务层向上提供服务。网关层通过配置化来调用业务

接口。当接受到外部请求时，通过网关层进行协议转换、数据转换，再通过配置中心

来对业务接口进行调度，业务层返回的数据再通过网关层转换，返回给原请求者。第

一代架构仅仅使用一个库和一台主机，并且该架构是分布式架构，但在最初时整合到

一个工程使用本地调用。

第一代架构实现了前后端的完全分离，使得前端的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业务通过

网关暴露，后端的效率也随着提升；此外公共的技术模型的统一封装，降低了上手成

本；在安全风险方面，通过网关的统一授权和用户模型特征验证，降低了安全风险；

接口配置化部署实现上午提需求，下午就可以联调，满足产品的要求。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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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轻架构几乎没有做性能评估，

也没有对数据库做分表。随着业务量的增

加，数据库压力逐渐增大。第二代架构

中，同样进行了拆分分层，相对于第一代

架构，网关层几乎不存在改动，实现风险

可控。中间层进行模块化拆分，服务化治

理方面采用阿里的Dubbo，同时也进行了

一些对应的改进，使其更加适应用于网关

层，通过配置中心动态配置生效。同时使

用Dubbo monitor对服务进行监控，同

时自行开发了服务化治理的调用依赖等。

目前，涂鸦科技内部服务已经有十几种之

多。数据库方面，通过涂鸦科技自行开发

数据库中间件，实现路由、分库分表、主

从备份等操作。

通过对架构的优化，第二代架构对业

务有了更好的支撑。数据方面，目前可以

处理日峰值30T数据上传；可以运行几十亿

用户核心数据；支持实时日志搜索和分析

报警以及支持离线和实时数据处理。模块

化方面，对业务服务模块化拆分，做到可

独立发布部署；同时服务治理工具可分析

服务调用情况按需扩容；通过性能和可用

性监控，及时发现技术瓶颈，同时支持服

务热发布。网关方面，通过网关隔离内外

数据；同时采用网关服务组装业务场景，

使得模块颗粒更细化；除此之外，网关提

供了多种安全机制支持多业务场景；网关

可以进行平行扩展，并且没有性能瓶颈；

网关作为统一的数据出入口，可以方便进

行日志分析跟踪。中间件方面，通过自主

开发数据组件支持分库分表、主从读写等

操作；同时对Mq等中间服务封装，便于架

构选型；此外架构中尽量多的使用阿里云

来减少维护成本。同时通过配置中心，满

足了网关接口的实时更新的需求。

上图是涂鸦科技在云上的架构场景。从图上可看，该架构几乎采用了所有的阿里

云产品。前端通过SLB将流量引入，根据业务不同对SLB进行拆分，根据业务流量不

同，调用不同的SLB，尽可能使得不同的业务各自可进行扩容。同时，流量入口可动态

配置，当一个SLB无法承受流量压力时，后续的流量会转移到其他SLB上，做到动态扩

展。通过ECS搭建的网关集群和业务集群可实现平行扩展和热扩展。在整个架构的高

可用方面，流量入口通过SLB实现高可用；网关层通过对多组机器的SLB监控和自主监

控，当有业务发布时，通过SLB对脚本的监控，对一些机器做下线操作，当服务上线再

将流量导通到这些机器上，做到流量热迁移；业务层通过服务模块化，当业务量压力

增加时，可以采用动态加机做到高可用性。数据库容灾备份方面，核心数据库采用主

从配置，无需将大流量的数据放在主库上，主库上主要处理写操作，备份主要采用阿

里云的RDS的默认定时备份机制，同时在数据量方面做了大量的异步处理，通过Cache

和队列将数据进行异步化处理。

第二代轻架构

涂鸦科技云上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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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阿里云产品在涂鸦科技的一

个使用场景。由于业务数据增加较快，

单RDS接近瓶颈，同时IOPS高数据库IO

高，峰值突然出现服务慢，必须进行数据

迁移。当时的选择可以使自行开发进行迁

移，但时间成本较高，至少需要一个人一

周才能完成。当时恰逢阿里云数据迁移服

务DTS对外公测，如果仅对数据进行读写

操作时，风险很小，通过DTS对数据的迁

移，增加了数据存储空间，同时IOPS也急

速下降，平稳度过了风险。 

涂鸦科技通过使用阿里云服务，有很

多的收获经验。首先在RAM权限，从最

初使用阿里云时的五个具有全部权限的

超级Key到现在不同的客户端使用不同的

Key，隐藏超级Key，采用RAM自定义权

限细化到每个用户，通过对业务拆分减少

了安全风险。其次在云监控技巧，通过对

ECS、RDS、OCS等常规监控，如何出现

报警时，可以做到及时的修改。通过自定

义监控服务的存活情况，由于自定义监控

的信息量有限，后期又开发了自主监控，

监控信息内加上日志分析出来的链接地

址，如果有报警情况出现时，可用过该链

接地址准确找到问题所在。通过SLB进行内

部服务管理，首先SLB内网免费使用，十

分灵活。前端Nodejs服务器调用后端API

时，通过SLB搭建内网，避免内网服务器更

换、下线时带来的不可用性。此外，还通

过SLB管理ZooKeeper集群，无需对代码

进行变更，避免了风险。OSS方面，通过

OSS的图片服务降低了成本，还可以通过

OSS管理内部的运维小工具，通过OSS的

Python的Client自主化运维一些服务器。

云产品使用场景

云产品使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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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科技不仅在架构中使用阿里云服

务，同时在很多的项目中也使用了阿里云

服务。例如基于ECS安全组的权限控制，

在ECS安全组没有上市前，采用的是在每

台机器上部署防火墙方式，在不同的服务

器上部署的防火墙规则也不同，当需要修

改防火墙时，需要上机处理，十分繁琐，

通过ECS安全组，将相应的防火墙规则进

行梳理，比如可以将所有的日志分析服务

器添加到日志分析服务安全组内，十分灵

活。另外安全组内可进行内网通信，阿里

云自带的安全组和自定义的安全组之间也

进行了打通。 

右图是基于ECS API的主机管理和高

可用监控流程图，目前RAM权限还是比

较广，很多服务还不支持。涂鸦科技基于

ECS API自行开发一套工具。这套工具可

以获取机器列表和信息（RAM权限），然

后通过主机Tag管理给每台机器打上Tag，

不同的开发人员只能接触与之对应的机

器。通过Tag标记，可以使得主机按需管

理，批量运维，同时还可以根据Tag类型做

对应的可用性监控。

通过对所有数据的实时分析，利用Tag

的标记来明确服务的类型，基于服务类型

来调用分析结果。比如可以分析出网关在

一定时间内的错误量，以及网络的响应时

间等信息。如果错误量或响应时间超过一

定的阀值，可以进行自动化报警，无需人

工，开发人员通过报警提供的URL地址快

速定位问题的所在。

相对于亚马逊，阿里云在网络访问时

间、稳定性、使用成本、技术支持更有优

势。

基于ECS安全组的权限控制

基于ECS API的主机管理和高可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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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1、作为技术人员，可以分享下这几年的创业经验吗？

答：创业这一段时间感触颇大，在公司时更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情，对其他知识了解

不多，比较安分。创业时，不仅要着重提高自己的技术，同时还需要关注团队的发

展，将整个链路连接起来，成长很大。

2、一个完美的架构应该经历哪些发展过程的？

答：个人认为没有最完美的架构，最适合业务的架构就是最好的，比如说刚开始处

于一台机器上的架构，成本最低，对当时来说，就是最完美的架构。

3、图片处理方面是自行开发处理还是采用OSS的相应功能？

答：图片处理方面走过很多弯路，最初图片处理是自行开发，当数据量增加时，服

务器的IO和内网速率等瓶颈逐渐暴露，当时将近有20多台服务器用于图片处理。

后来通过OSS提供的内网图片处理服务，对图片处理服务做了改进，节省了近十台

服务器，有效节省了成本。

4、目前你的团队内有多少运维人员？

答：目前团队中没有专职运维人员，运维是我自己在兼职做。

5、ODPS和EMR的区别？

答：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两者的区别是一个是开源的一个是闭源的。EMR在开源

方面做得好一些，ODPS在闭源方面更加优秀。但从整体来看，ODPS会集成一些

条件引擎、推荐引擎的产品，用户可以在ODPS实例上写MySQL，输入数据就可以

达到想要的结果；EMR可将企业的Hadoop、Spark等大数据系统无缝的迁移。

分享者

柯都敏，涂鸦科技技术总监。近10年互联网从业经历，曾任职阿里巴巴，2014年9

月加入涂鸦科技，5个月完成涂鸦科技第一二代技术架构，平稳支撑涂鸦一年从零

到几十亿数据快速发展。

涂鸦科技，一家专业的智能硬件解

决方案提供商，以云平台为核心、软硬

件结合的方式提供智能生活服务，安全

快速稳定地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促进传统产业“互联网+”有效深入的

融合，“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智

造”。基于涂鸦智能的一站式硬件智能

化解决方案，厂商只需要专注于自己最

擅长的领域，最大化提升硬件品质，让

产品更具竞争力，给用户更好的体验。

目前涂鸦科技旗下拥有涂鸦智能硬件平

台和自有软硬件产品。2015年获得了

NEA千万美元A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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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车钥匙引发的思考

云上芯片（YoC）的负责人刘笑天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的一位朋友的车钥匙不幸丢失了，车是进口车，被告知钥匙

只能在国外鉴权和制作，不仅要花费几千块，还要等待1个月

的时间。为了防止潜在的安全隐患，还需要更换车锁，全部下

来需要支付万余元。

而实际上，汽车的鉴权信息是可以实现实时提取，并在本

地鉴权和制造的。如果结合3D打印技术，进口汽车钥匙配备的

立等可取也并非不可能。

通过这件事，阿里的YoC团队同事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虽

然互联网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消除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在物理世界，还存在着大量隐形的信息

孤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在看得见的连通背后，

是各样散落的信息阻滞和孤岛，造成了高昂的成本，低效的运

作，给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

云上芯片（YUN ON CHIP）

世界将因连接更美好
铭晗  

阿里云专家

因此，阿里的YoC团队，将打破物理世界孤岛，构建物联

网生态作为团队的使命。他们深信世界将因连接变得更加美

好。

可信的感知，可靠的连接，可流转的服务，是YoC团队信

奉的物联网生态打造的核心价值。可信的感知，实现有效的信

息采集，是信息流转，和服务提供的基础。可靠的连接，将采

集的信息，通过安全健壮的链路传输；可流转的服务，把服务

运营成一种流动的资源，提供实时本地的服务。阿里基于这一

核心价值，以底层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结合上层大数据技术，

提供跨品牌、跨地域的实时物联网服务。

Value =f (感知，联接，服务) 

危房背后的故事

我国每年因房屋质量安全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达到数十亿元

人民币，各地房屋质量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房屋质量安全形势

非常严峻。仅2015年6-7月，全国范围内就发生8起房屋倒塌事

故。

面对这一情况，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建立了安全性定期检

查制度，包括：由专业人员携专业检测设备的巡检，需投入大

量成本高昂的专业设备和专业人员，巡检工作远远无法满足巡

检需求；由社区街道组织的非专业人员巡查，巡检覆盖面广，

但人员专业性不强，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准确。这为危房预险和

处理带来了困难。

蛟驰科技联合阿里YoC团队通过基于YunOS的物联网体系

给出了解决方案。蛟驰科技的房屋安全智慧监测管理系统，采危房倒塌现场

房屋安全管理的三个管理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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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震动、位移等传感器采集房屋信息，并通过搭载阿里YunOS智能操作系统的传输模

块实时传递到云端。利用其云端一体服务所提供的海量云空间、云备份等功能完成千万

级的传感器接入，以及海量数据分析，并将分析信息无缝传递，向政府提供实时、准

确、高效的危房检测服务。

阿里物联网架构方案

如图3所示是阿里物联网平台架构，包括物联网设备和数据服务云平台，YunOS是

将物联网设备与数据服务平台连接起来的核心。通过搭载YunOS的物联网设备，直接

接入云服务，无需采用传统APP方式，可以直接调用云服务。通过这种方式，即可以实

现终端侧的轻载，又可以借助强大云存储，云计算，多样云服务能力，提供低成本的实

时服务。

YoC架构的四大核心

传感器：YoC可以搭载物理世界的各种类型传感器，传感器是可信的感知的基础，

支持搭载各种类型的传感器，保证了应用范围的广泛；

低功耗高性能配置：搭载蓝牙低功耗/WIFI技术、极低成本的低功耗CPU，高容量

存储，满足传感器芯片对低功耗要求的同时保证高性能；

搭载YunOS：超低成本内核，提供基于C的轻量级应用，可以实现通过手机或接入

节点与云端实现通信；

ID2（Internet Device ID）：万物互联的基础是所有的设备联网并且具有唯一的身

份，身份是万物互联及服务流转的基础。ID2固化在芯片中，不可篡改、不可预测、全

球唯一，提供低成本的ID2存储与应用方案，以此来解决可信感知的问题。设备与设备

之间通过新的安全通信协议进行发现和连接，形成自主网、自协作的可靠网络，并通过

大数据服务平台进行服务的高效流转。

Internet Device ID = ID2

新模式的挖掘

新的硬件形态：传统的单点作业的硬件已经不能满足物联网世界的需求，需要带

有互联网基因的硬件产品。硬件产品＋app的方式，逐步会被为互联网设计的硬件所取

代，这些设备可以实现可信的感知，可靠互联，比如手表做支付。原来根据芯片能力界

定提供的服务，已经渐渐向根据服务定义芯片功能转变。

在未来，没有互联网基因的硬件将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智能互联硬件的蓬勃

发展。

新的交互方式： 目前的APP交互方式，随着产品和入口的增多，已经力不从心，原

来高度依赖于APP的方式逐渐没落，需要新的统一灵活的交互接口和多样的交互方式。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语音，视觉，自然

语言等智能交互方式渐渐进入人们的生

活。而智能家居硬件的广泛应用，也引入

了非界面交互的形式。

新的服务模式：未来的服务都是可流

转的，去中心化的。根据用户属性和喜

好，以及服务场景等实际情况，提供智能

化、个性化的服务模式将成为主流。以开

车门为例，可以通过语音识别，手机，指

纹等授信的交互服务完成。

新的商业价值：随着物联网的不断壮

大和融合，从原来单一的成本加毛利的方

式向规模化的方式发展，亟需挖掘创新

的、开放的商业模式，创造新的商业价

值，例如，由硬件收费盈利模式，向增值

服务等盈利模式转变。例如通过驾驶员疲

劳驾驶的检测和感知，可以衔接保险服

务；通过实时车辆定位，使车辆盗抢险的

报费更低；与邻居和同事实时共享停车

位。

价值

YoC通过提供云上的物联网体系已经

把手机、汽车、手表、电视，可穿戴设

备，物联网设备等链接起来，为行业、为

用户创造更多价值。

对于芯片商、方案商和设备制造商：

物联网生态已然开始构建，其增长态势必

将程指数级爆发，越早投入生态打造，越

早在未来广阔的物联网世界中获得一片天

空。

对于各类应用厂商：通过支持YoC技

术，可以使用便捷的服务，加速产品创新

过程，连接开放的互联网创新服务，更为

紧密的衔接产品消费者和使用者。

最终，物联网生态的打造，必将带动

芯片/设备制造业，以及各类应用行业的

革新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丰富的服务

和便利。

世界将因连接变得更加美好。

鸣谢
YoC负责人刘笑天，YoC团队蔡艳

明，李春强，陈昊等，蛟驰科技负责人程

文进，张慧等。

阿里物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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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在云端需要部署的是高稳定

性需求业务，例如：企业的核心业务，需

要较高的底层硬件稳定性，网络稳定性的

业务，云厂商可以提供独享型的产品来满

足用户需求，例如：阿里云ECS服务器独

享型实例。

阿里云ECS服务器独享型实例采用系

统固定调度CPU模式，用户的所有计算，

网络资源都为独占，可以保证任何时间能

够达到规格指定的计算能力。不会因为其

他用户的资源使用繁忙或空闲而产生波

动。

当然，由于资源的独享特性，也限制

了实例在整体资源充裕的情况下，抢占其

他实例资源的可能性。在保证系统资源独

占、稳定的前提下，没有对系统资源充分

利用。

2) 共享型

如果用户希望底层硬件能够弹性灵

活，以最低的成本达成最优的使用效率，

云厂商可以提供共享型产品，例如阿里

云ECS服务器，N1，N2，E3等规格族产

品。

与独享型型实例相比，共享型实例系

统采用随机的更贪婪的调度CPU模式，实

例间共享资源将导致实例计算性能在长时

间高负载时会出现上下浮动不稳定，但共

享型实例的上限计算能力有可能超过同规

格的独享性实例。

高可用上云需要正确姿势

用户对于云计算的另外一个误区指向

云计算的高可用特性，很多用户会认为：

只要上云了，高可用都由云服务商提供

了，无需设置高可用架构。而实际上，云

产品本身只提供有限的高可用特性，而云

厂商会向客户建议高可用产品和架构，来

实现业务的负载均衡和容灾。

1) 高可用产品

产品层面，云厂商主要提供了负载均

衡、弹性扩容两类服务，例如：阿里云的

SLB和ESS。SLB提供4层和7层上的负载

均衡服务，可以有效避免单点故障影响

整个应用系统的业务可用性。在应用部

署时，通过设置虚拟服务地址（IP），将

独享型及高可用
双11技术攻略之

马上双11了，其实双11不仅是天猫的双11，在这个大生态链中，很多应用场景

的流量都会增加，很多企业都担心在巨大的流量下能否安然度过。而放眼望去，这种

大流量的场景更是比比皆是，流量陡增，资源需求要灵活扩展，单节点，怎样的姿势

才是最佳的云计算姿势？

前段时间，一家企业的云服务商迁移，引起了行业的轩然大波。同时也揭示用户

对于云计算行业的诸多认知误区：云计算产品是否存在着资源共享？用户应该如何选

择不同类型的云计算产品来满足应用场景？用了云服务就不用考虑高可用？ 那就让

我们从这个事件开始来分析云计算产品的台前幕后。

资源共享是云计算的特点和优势

“资源共享，按需使用”本是公共云计算区别于传统IT架构的关键，也是云计算

模式最大的优势所在。资源共享意味着用户通过购买公共云计算服务，改变过去购买

整套软硬件环境并自己运维的IT资源使用模式。公共云服务提供商通过搭建统一集中

的云计算服务来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服务，通过资源共享及规模效应降低了整个社会和

单个用户使用计算资源的成本。也正是因为资源共享与规模效应，使公有云服务商能

够以远高过物理资源降价的速度一次一次的面向社会降低云服务的价格。使用户能够

以越来越低的价格使用到永远最新的软硬件技术所组成的云服务产品。

可以说脱离了共享，就无从谈及云计算，无论是计算，存储，网络，用户享受到

的技术及价格红利都离不开共享的作用。拿最通用的阿里云ECS举例，云服务提供商

将多个用户的计算资源需求调度在一台物理服务器上，根据用户的需求分配特定数量

的资源使得用户可以在满足各自使用需求，多个用户共享一台服务器上的计算、存

储、网络资源和性能。并拉低用户的平均使用成本。

云产品也能稳定独享

用户对于云计算产品的了解和选择，业务架构的设计往往也决定着系统的整体稳

定性。如果单从云产品的角度，特殊的云产品类型已经能够实现稳定且独享的为客户

提供服务，例如：阿里云独享型ECS云服务器。

阿里云针对于不同的业务场景需求实际上是提供了两类产品：共享型产品，独享

型产品，可以满足用户不同场景下的使用。

 1) 独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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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业务安全性和服务可用性方面既要求

具备同地域容灾又要求具备多地域容灾

时，可以采用多地域多可用区的最高级别

的容灾方案，这种方案可以防止单一区域

内因为不可预知原因而使所有可用区彻底

毁坏的极低概率事件，在极端情况下保障

业务的存活性。架构图如下：

对于企业用户如何利用云产品搭建

高可用架构，网上技术专家给出了众多

的解法，一篇来自微软性能架构师的评

论文章《性能架构师看IT之家的性能问

题及解法》中提到“建议企业用户：（1

）把Web和Database部署分离 （2）用

弹性扩展产品来做扩容缩容 （3）采用

高可用。整体架构部署可能只需要1周时

间”。更有文章《阿里云高可用-容灾解

决方案》中全面的介绍了阿里云SLB 容

灾，ECS 容灾，OSS 容灾，RDS 容灾等

高可用方案，相信对于用户都有非常重要

的借鉴意义。

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普通的云计算使用者

而言，虽然众多企业已经一轮轮的进行了

云计算产品的教育，但是用户对于云计算

产品仿佛仍然是雾里看花，对于云计算产

品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常多的误区。双11

将近，在诸多大流量的场景前还是要保持

一个良好的用云姿势，才能做到心中有

数，云上飞驰。

位于同一地域（Region）的多台云服务器资源虚拟成一个高性能、高可用的应用服务

池；根据应用指定的方式，将来自客户端的网络请求分发到云服务器池中。

另一款产品，ESS弹性伸缩是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和策略，自动调整其弹性计算资

源的管理服务。用户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自动调整其弹性计算资源，在满足业务需求高

峰增长时无缝地增加ECS实例，并在业务需求下降时自动减少ECS实例以节约成本，从

而帮助用户实现高可用的部署。

2) 高可用架构

用户通常也非常关注服务的可用性和稳定性，各个厂商实际上都提供了丰富的高可

用架构解决方案。目前阿里云能够为用户提供 单地域多可用区容灾、多地域多可用区

容高可用灾方案。

阿里云建议的单地域多可用区架构如下图所示，首先，在部署上一定要采用应用服

务与数据库服务分离的部署方式，也为日后扩容提供了更灵活的基础，并且应用与数据

库一体的部署方式使故障的影响被扩大。在做到应用与数据分离后，为避免单点故障，

在前端购买SLB进行负载均衡调度，后端挂接业务节点（ECS）至少有两台，这样当后

端ECS资源使用紧张时可以使用ESS进行水平业务扩展，既可以在业务峰值来临时很好

地弹性创建资源，又可以在业务节点故障或者健康度低时自动的清除故障节点，恢复业

务。这种架构在应对一般的机架级别故障或者可用区故障时是可以起到高可用保护的作

用的。

对于一些大型企业或者对业务安全性有极高要求的行业，比如金融业等在数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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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ECS，你真的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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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ECS是阿里云最基础的弹性计算服务，总计规划

了13种规格族，52种规格。用户在面对阿里云众多的产品种

类，颇有种挑花了眼不知如何入手的感觉，本文就对阿里云最

基础的云服务器ECS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

服务器ECS（Elastic Compute Service：弹性计算服务，

对应亚马逊AWS的产品叫EC2，Elastic Compute Cloud）本

质上是向用户提供的虚拟机资源，背后核心技术采用KVM。

虽然，不少企业客户依然在用桌面虚拟化方面依然有优势的

Vmware，但在服务器虚拟化市场上，开源的KVM已经足够

优秀和稳定，也经历了众多互联网企业和云计算厂商的大规模

验证，还抱着Vmware不放已经大可必了，毕竟License不便

宜。

既然本质上还是虚拟化，云计算和之前的虚拟机技术有什

么不一样的？

云计算相对于传统的虚拟机技术，最大的增强当属资源调

度的能力。比如虚拟机所在的物理机出现故障了怎么办？云服

务器提供了自动迁移到其他物理机，并且将数据恢复到故障前

最后一刻的状态的能力。如此一来，云计算就为用户屏蔽了硬

件故障，保障了业务连续性。因此，迁移时长就可以做为比较

各家云计算厂商的关键指标。

云服务器ECS如何进行配置？

进入到阿里云的云服务器购买页面（https://ecs-buy.

aliyun.com），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产品参数。顶部两个大的

标签页：包年包月和按量付费。这也是大多数云产品的收费模

式。包年包月的单价会便宜些，但需要预先付费。按量付费则

是按小时实际使用后付费。具体选择哪一种，要看具体的业务

场景。

1. 地域&可用区

购买云服务器，首先要选择地域和可用区。简单的理解，

地域代表不同城市，可用区代表同城不同机房。目前阿里云的

地域支持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北1（青岛）、

华北2（北京）、华南1（深圳）、香港、新加坡、美西1（硅

谷）、美东1（佛吉尼亚），不同地域的内网是不通的，负载

均衡也不支持跨地域部署，所以选择要慎重。同一个地域的不

同可用区的内网是打通的，主要用来实现同城的高可用。

2.网络类型

其次需要选择网络类型，也有两种：经典网络和VPC。简

单类比下，经典网络如同DHCP，服务器的IP地址是系统自动

分配的，VPC则需要为服务器手动配置IP地址。那该怎么选择

经典网络和VPC呢？很简单，尽量优先选择VPC。有两个原

因：第一，VPC是各大云服务厂商主推的网络类型，新网络设

备基本都是支持VPC。另外一方面，VPC能够让客户主动控

制网络配置，在云上大规模部署系统时会带来很多管理上的便

利。当然，相对而言，如果云上系统规模很小，经典网络的使

用会更傻瓜化。

网络部分还需要设置的选项是安全组，安全组是隐性配

置，可以在实例生成之后在进行配置。安全组类似防火墙，用

于设置云服务器的网络访问控制，对于有公网的云服务器，建

议尽可能少的开放端口，互联网还是很危险的，大门能不开就

不要开，很多客户还大咧咧的把数据库的端口开放到公网上，

甚至还是弱密码，分分钟被人利用的节奏啊。

3.实例系列

继续选择实例系列：系列1和系列2。也没什么好犹豫的，

尽可能的选择系列2，为什么？因为系列2的机器更新，性能更

好，与系列1的价格差距也不大，且都是默认都是I/O优化型。

实例规格，分为通用型n1、通用型n2和内存型e3。基本上

都是按照内核数量和内存容量的比例来区分的。如果是一般的

Web应用，初期建议可以先从2核4G开始买，Java服务器也可

以考虑4核8G，后期压力大了可以随时升级扩容，并且尽量配

合负载均衡买两台以上做为冗余，提升系统可用性。

4.带宽

公网带宽也分为两种：按固定带宽和按使用流量。就像电

信的ADSL是按固定带宽包年包月，手机4G是按使用流量收费

的。这个需要仔细选择，一旦确定，后期不能更改，要更改就

只能新买服务器。如果不想开放服务器的公网，只需要选择按

固定带宽，然后将带宽调整为0即可。如果服务器的流量有明

显的波动，建议考虑按使用流量计费，大多数时候应该是更节

省费用的。更合理的架构，公网出流量都走负载均衡SLB，云

服务器不直接对外提供应用服务的流量。

5.镜像

镜像就是选择云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云服务器支持Li-

nux，也支持Windows，但是宿主物理机应该都是统一用的

Linux。早先官方只提供了Aliyun Linux、CentOS、Ubuntu

和Windows操作系统镜像，现在丰富多了，SUSE、Open-

SUSE、Gentoo、FreeBSD、Debian、CoreOS也都提供了支

持。如果有特殊需求，也可以从镜像市场购买定制的镜像，比

如需要在云服务器上安装Oracle，可以选择在云市场上的Or-

acle镜像，就可以免去在云服务器上安装Oracle的体力活。

6.磁盘

云服务器默认提供一块系统盘，容量可以在40－500GB之

间自行选择。也可以再增加数据盘，一台云服务器最多可以增

加四块数据盘。系统盘和数据盘有三种不同的类型（某些地域

可能只有一种或者两种）：普通云盘，SSD云盘和高效云盘。

普通云盘基于传统机械硬盘，最高IOPS只有数百，适合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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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应用程序和日志等简单场景；SSD云

盘基于闪存盘，性能和价格都高，最高

IOPS 2万，适合在云服务器上自建数据

库等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每块SSD云盘

最大支持32TB容量，可以满足大多数数

据库的性能需求。高效云盘则混合使用

闪存和机械硬盘，在容量和性能之间取

平衡，最高IOPS 3000。如果对硬盘的容

量需求不大，建议也尽可能的选择SSD云

盘，价格差不多，也可以避免了后续运维

不少的麻烦，还是划算的。

到这里购买云服务器的大部分产品参

数都选择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设置服

务器的密码和实例名等，也可以先创建实

例，后续在控制台设置。如果是包年包

月，还需要选择购买时长和数量，可以

按月，也可以按年，一年按照10个月优

惠计价，同时目前还可以享受买一年85

折，两年7折，三年5折的巨量优惠。如

果是按量计费，只则需要确定数量即可，

一个订单最多开通50台。

从使用上来说，云服务器ECS是个比

较简单的产品，和自有机房内的虚拟机也

没什么区别，只要在购买的时候注意选择

合适的产品参数，一切都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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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自有妙计：

六招制服云数据库大流量峰值
当企业在面对双十一的流量高峰时，云数据库如何应对大流量峰值，什么

样的流程是应对流量峰值的最佳实践。本文是阿里云数据库专家玄惭将他结合

历年双十一活动中云数据库保障经验，从弹性扩容、访问链路、架构设计、高

可用配置、性能优化、参数优化六个方面详解讲解云数据库大流量峰值保障的

最佳实践。

一、弹性扩容

多数企业在双十一到来之前都会进行弹性扩容，以应对双十一的流量高峰，对于

阿里云基础的数据库服务RDS来讲，弹性扩容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企业应该如何

应对？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阿里云数据库RDS弹性扩容的基本分类，其

主要分为两类：本机升降级和跨机升降级。

例如现在有一个6G/6C的RDS数据库想要升级到12G/12C，如果本机资源足够，

则可以在本机完成升降级，无需迁移到其他机器上。云数据库默认是主备架构，本机

升级时资源系统首先判断升级是否可以在本机完成，工作原理如上图所示：首先升级

RDS备库；然后重启备库；之后进行主备切换，再修改重启原主库。将本地升级变成

一次主备切换，进而避免了重启主库的操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主备有延迟，那

么主备切换不会进行，升级任务也会被block。

袋鼠云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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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弹性扩容的方式是：跨机升降级。当本机资源不足以

支撑升级所需要的资源的时候，需要将实例分配到另外一台机器

上。所以跨机升级需要使用数据库最近一次的备份和日志实时同

步到新的主机上，保证新实例和旧实例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如

果历史备份集较大或原主库压力较大时，会导致跨机迁移时间较

长。

从如上两种弹性扩容的模式，我们可以总结出数据库RDS弹

性扩容最佳实践的四个要点：

1. 如果升级很长时间也没有完成，可能发生了跨机迁移或者主

   备存在延迟。 

2. 可用区迁移、数据库版本升级耗时通常较长，是因为两者

   迁移都会发生跨机迁移。 

3. 空间升级非常快，这是因为空间升级无需重启、迁移数据

   库，对业务也不会造成影响。 

4. 弹性扩容时间的选择，建议在业务低峰期进行弹性扩容。 

二、访问链路
企业的数据库访问中，访问延迟是一项重要的性能指标，尤其在企业面对大流量访问时，访问链路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在阿里云云数据库RDS中，访问链路的建立分为两种模式：高安全访问链路和标准访问链路。在下图流程图的右侧，RDS在数据库

的前面增加了一层代理层，所有请求在代理层都被解析，在解析过程中添加了SQL拦截规则，进而可以防止SQL注入的攻击。此外，高

安全访问链路可以防止90%的连接闪断；并支持内外网地址同时访问；对短连接应用有缓冲防护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高安全访问链路较

标准链路增加了5%左右的响应时间。

标准访问链路与高安全访问链路相比，缺少了代理层，进而失去了连接保持、SQL拦截以及内外网同时访问的能力；但相对于高安

全访问链路响应时间会减少。

因此，在高流量峰值的压力下，使用阿里云RDS数据库时，配置访问链路的最佳实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 建议使用高安全访问模式，特别是短连接应用，高安全访问模式具有缓冲短连接对数据库冲击的效果。 

2. 在标准访问链路切换到高安全访问链路时，切换过程最多会有30秒不可访问。 

3. 如果ECS使用VPC，那么数据库只能选择高安全访问链路。 

4. 访问链路上需要注意应用不要使用IP来访问数据库，避免由于IP变化导致故障。  



用explain 查看是否使用到索引。因此，

在设计开发阶段，就要避免数据库字段定

义与应用程序参数定义不一致的情况。

字段大小同样会对数据库性能造成影

响。字段长度超过索引允许的最大长度会

导致索引字段被截断；同时，过长的字段

定义会消耗大量的排序内存以及临时表空

间。

第五，索引设计也是大家经常犯错的

一个点，在历年双十一保障中，索引出现

的问题最多。这里，重点讲解单条SQL的

创建索引思路：

对于这条SQL语句，首先需要评估

参与运算的结果集范围，在该语句中创

建movie_id和role_id的组合索引；第二

步，考虑参与排序字段，在该语句中，排

序用到的是nr_role，因此需要将其添加

到索引中。大部分情况下，经过前两步，

就已经完成了索引的创建。

有时候，还需要考虑第三步：覆盖索

引，在索引中添加需要查找的字段，无需

回表，以期达到优化目的，在该例中将

person_role_id添加到索引中。

常见的索引误区包括：

• 对SQL语句的每个查询条件字段建

立一个单列索引，MySQL只能使用其一

个索引；

• 对SQL语句的所有查询字段建立组

合索引，导致索引远大于数据，同时性能

低下；

• 小表不建立索引。

产品知识库 / Product Knowledge Base

45

三、架构设计

架构设计就像我们修建一幢坚固的房子一样，需要有整体的布局设计，同时在细

节上材料的选择以及施工质量的保障也同样重要。在历年的双11中，由于业务流量的

突增，那些平时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所以我们要把数据库

这块地基打好，细节上做好，架构设计就需要我们在这些上下功夫。

首先，读写分离是常见的架构设计手段。RDS支持只读节点，主库主要承担写和

实时性要求高操作，一些复杂的分析计算业务操作最好不要放在主库上执行，而是选

择放在只读节点运算。使用读写分离架构时，首先数据库版本需要升级到MySQL5.6版

本；同时目前RDS最多只支持五个只读节点。在读写分离时，延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

重点，目前RDS上通过源码改进并行复制，提升复制性能，降低了主库与备库之间数

据同步的延迟。

其 次 ， 版 本 升 级 可 以 有 效 提 升 流 量 应 对 能 力 。 通 过 压 力 测 试 我 们 可 以 看

到，MySQL5.6版本较MySQL5.5版本，在性能上有很大的提升。目前，RDS只有5.6版

本支持只读实例，应用可以做读写分离；支持在线添加字段、索引和重建数据表，应

用不再被阻塞。

第三，引擎选择是数据库设计中很基础的一点，这里重点介绍下Tokudb引擎。日

志型应用的特性是：写操作很高、读操作相对较少。Tokudb引擎压缩比Innodb引擎高

出5~7倍，适合写多读少的应用；同时，Tokudb引擎Online  DDL速度较快，适合表

很大需要经常DDL操作的应用。同样，Tokudb引擎缺点也十分明显，它会增加响应时

间；同时Online DDL对大字段不适用。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在5.5版本以后Innodb 

引擎已经是MySQL的默认引擎，建议将引擎转换为Innodb引擎，会避免很多问题的发

生。

第四，字段设计也会显著的影响系统的效率。对于大字段，数据库的更新写入压

力过大，update、insert、delete会导致binlog日志急剧增加，导致实例磁盘报警。因

此在数据库设计时，要注意规避大字段引起的问题。常见的大字段有varchar（8000）

、text、blob、clob（sqlserver/mysql），使用时建议将大字段拆分出主表或者存入

到其他存储系统中。

字段类型也是常见的问题之一。例如：数据库表中user_ID是varchar（64），但

访问SQL传入的是数值类型，这就会导致隐式转换发生，进而导致索引无效，可以使

select person_role_id from moive 
where movie_id=1000 and role_id=1 
order by nr_role 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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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可用配置

RDS本身是一个主备的高可用架构，当主库Down后，会快速切换到备库。在高可用架构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数据同步，保障主备数据

一致不丢失。常见的高可用配置包括：

单可用区：主备都在统一个可用区内，可以实现主备之间的快速切换；

• Binlog同步：采取异步和半同步的方式保障主备的数据一致；

• Binlog刷写：根据应用特点设置安全模式或者高性能模式；

• 事务提交：默认采用最高安全模式。

此外，为了保障服务高可用，也可以采用多可用区配置，即主备在不同可用区，此时，应用同样需要多可用区部署。此时需要注意

Binlog在主备的同步模式，通常这种情况下开启半同步模式跨可用区访问，可能导致写入性能下降。

另外，还有一种跨数据中心的灾备方案，在历年的双11中，已经有很多用户实施过这样的方案，你可以选择在两个不同的数据中心

部署数据库和应用，比如在杭州和上海两个地区部署，两个数据中心的数据同步采用DTS，以保证一个数据中心挂掉后，另外一个数据

中心能够接管起来。

五、性能优化

当性能问题出现时，数据库的QPS突然增高，这时候如何进行优化？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导致QPS过高的原因，可以查看SQL运行报

告，对一段时间内的SQL语句进行归类排序，这样就知道了数据库中是那些SQL导致QPS提升的，然后针对这些SQL进行分析，对应地

给出解决方案，判断调用是否合理，是否添加缓存等。性能优化中，慢日志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点。通过查看慢日志运行报告，分析这

些慢SQL产生的原因：是否缺少索引、字段设计存在问题等等，在双11之前优化掉，避免双11高峰来临的时候引发雪崩。



在双十一中，秒杀是非常常见的活动，因此这里重点分析

下秒杀参数优化。从左上图可以看到，数据库的活跃连接数和

总连接数同时达到高峰，右上图显示了数据库中有大量堆积的

update语句正在执行，意味着秒杀开始。数据库前端涌入大

量的请求，由于后端数据库处理过慢，导致了数据库中的连接

也随之全部堆积起来，从左下图中可以看到数据库的update 

TPS 跳跃幅度很大，其中的run活跃线程数表明了数据库这个

时候已经满负荷运转了。

通过采用rds_threads_running_high_watermark参数，

将并发值限制在300后，效果如右下方图显示，update TPS 

已经趋近平稳，run活跃线程数也随之下降。对于被限流的应

用请求会收到MySQL too busy的报错，需要应用这个时候适

当做出对应的处理。

玄惭  阿里云数据库专家

有着丰厚的DBA经验，经历阿里历年双11考验，负责阿里云

RDS线上稳定以及专家服务团队，积累了6年对阿里云数据库

用户的运维、调优、诊断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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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数优化
在RDS中，大部分参数是已经经过调优的，因此很多参数

是不需要再去调整的。但是用户可以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选择

合适的参数，这里重点看下RDS新增的四个参数优化：

• rds_max_tmp_disk_space：控制MySQL能够使用的临时文件

的大小，适用于一个SQL就消耗掉整个数据库的磁盘空间； 

• tokudb_buffer_pool_ratio：控制TokuDB引擎能够使用的buffer内

存大小，适用于选择了tokudb作为存储引擎的场景； 

• max_statement_time：控制单个SQL语句的最长执行时间，适用于

控制数据库中的慢SQL数量； 

• rds_threads_running_high_watermark：控制MySQL并发的查询

数目，常用于秒杀场景的业务；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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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上经典网络中，用户是没有网络

管理功能的，更做不到自主可控；尽管自

建物理网络可以实现用户想要的功能，但

成本很高。

通过在云上采用虚拟网络的方式，既

解决了云上经典网络功能匮乏的问题，同

时功能更多、更好、更快，成本也极大降

低了。自主可控网络中较为重要的一点是

可以进行网络规划，自主进行IP地址规划、

自定义路由、公网访问；另外一个重要

的功能是进行安全隔离，实现云上资源租

户、生产与测试环境之间的隔离，以及访

问控制。

要 实 现 自 主 可 控 的 网 络 ， 阿 里 云 给

出的解决方案是专有网络VPC。目前，

阿里云的网络产品中，主要分为两种网络

类型：经典网络（Classic），专有网络

（VPC）。

经典网络，统一部署在阿里云的公共

基础网络内，网络的规划和管理由阿里云

负责，更适合对网络易用性要求比较高的

客户。

专有网络VPC，是指用户在阿里云的

基础网络内建立一个可以自定义的专有隔

离网络，用户可以自定义这个专有网络的

网络拓扑和 IP 地址，与经典网络相比，专

有网络比较适合有网络管理能力和需求的

客户。

对于企业级用户来讲，VPC可以理解

为一个网络容器，其中包含路由器、交换

机，弹性计算服务ECS、数据库RDS、负

载均衡SLB等云产品可以放在VPC这个容器

内。VPC的两大特性非常适应上述场景要

求：首先，VPC是安全隔离的网络，它是

使用隧道技术二层隔离的网络，比三层隔

离更为安全；其次，VPC是可控的网络，

用户可以通过VPC实现IP地址的规划、控

制云资源访问的安全组以及控制公网出入。

VPC的原理是通过使用SDN的思想进

行网络功能虚拟化，简单来说包括网络虚

拟化和网元虚拟化，网络虚拟化是将物理

网络进行封装，给每个用户一张独立的虚

拟网络；网元虚拟化是将网络设备进行虚

拟化，提供给用户在虚拟网络中使用。

来看看企业级全球网络架
构与解决方案

业务需要全球部署？

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本身的业务将逐渐从一个地域拓展到更广泛的地区，甚至

是全球。在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下，跨国企业如何进行全球化的网络部署和架

构，本文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全球业务背景下的网络部署。

企业级全球网络

企业级网络区别于普通的个人互联网络，区别主要体现在自主可控，稳定可靠，

高速互联，安全隔离四方面需求上。

首先，自主可控。企业必须牢牢掌握网段规划、IP地址的划分、公网的接入等相关

的网络管理能力，对于企业内的所有网络，网元都必须实现自主可控。

其次，稳定可靠。网络作为企业的基础设施，网络的稳定可靠关系到上层业务和

服务的延续性和稳定，因此，企业级网络必须是稳定可靠的。

第三，安全隔离。企业级网络必须做到安全、隔离，尤其在云端的网络和租户的

隔离更加重要。

第四，高速互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的业务面向的是全球的用户，不同地域

部署的业务系统之间实现高速互联是非常重要的要求。

此外，在云计算的大势所趋之下，企业的业务通常面向全球用户，此时需要建立

全球的骨干网，实现业务多地部署、跨国部署，云上资源与云下用户自建的IDC等基础

设施互联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同时，对于网络的按需购买、即时交付、弹性伸缩的

需求也应运而生。

典型场景与方案

场景一：企业建立云端自主可控网络



上图架构中最左侧是弹性公网IP，它是一个独立的产品，

用户可以将其绑定到VPC网络中的ECS上，之后该ECS就具备

了被公网访问和出公网的能力。它的使用方法最为简单，但只

能绑定到一个ECS上，当VPC网络中ECS数量较少建议使用；

此外，当ECS不想被公网访问和出公网时，只需解绑弹性公网

IP即可。

架构中间部分是负载均衡，它可以提供四层及七层负载均

衡，将入流量分流到后端的不同ECS上，它只提供入的方向，

不提供出的方向，其核心在于流量的负载均衡。

架构中最右侧的是NAT网关，首先，它可以提供入方向

的访问能力（DNAT），通过NAT网关DNAT功能的IP映射方

式实现，将一个公网IP映射给一个ECS独占使用；当然，用户

可以在NAT网关上开多个端口，例如80端口投递到ECS1，90

端口投递到ECS2上。NAT网关还提供了SNAT功能，可以是

VPC中的ECS通过NAT网关出到公网。此外，NAT网关上的

公网IP以共享带宽包形式封装，支持多IP共享带宽，优化采购

成本、提高带宽使用率和灵活性。

场景四：企业局域网互联

阿里云在2016年4月20日深圳云栖大会上宣布云产品全面

进入VPC时代，新用户后续只能购买VPC类型的云资源，此外

阿里云云产品95%的云产品都接入到VPC。从业内来看，目前

主要的云服务商如AWS都提供了VPC，并且大部分不再提供

经典的网络。

为了打消用户使用VPC时可能会存在其他方面的顾虑，阿

里云提供了Default VPC，即默认VPC功能，使得初级用户也

能使用VPC内的云资源，同时系统会自动为用户建立VPC和

VSwitch；同时阿里云产品95%都接入了VPC，因此使用者可

以大胆地使用VPC，无需担心VPC与其他产品不匹配的问题。

场景二：企业访问云产品

企业级网络中的第二个重要需求是高速互联。企业级客户

使用VPC构建了自主可控，安全隔离的网络环境，但客户的业

务还需要与其他互联网云化应用进行互联互通。

 阿里云为解决用户的高速互联提供了VPC中访问云产

品有两种访问方式：

用户私有IP访问，用户是以自己VPC内的一个私网IP访

问云产品，例如用户A的VPC地址段是192.168.1.0/24，用户

可使用192.168.1.1作为其RDS的IP，用户可使用192.168.1.2作

为其ECS服务器的IP，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实例型云产品，如

RDS、SLB等；

公共IP访问，一个Region内所有用户的VPC都是使用同

一个IP访问云产品，例如北京的所有VPC都使用100.100.18.8

这个IP访问OSS服务，这种方式适用于非实例型云产品。

场景三：企业公网流量管理

VPC是一个隔离的私有网络，默认情况下外网是无法与内

网进行通信的。阿里云提供了三款产品用于VPC控制公网出

入：弹性公网IP、负载均衡、NAT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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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私网互联的场景，阿里云提供了高速通道的产品解

决方案。高速通道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两点：第一是云上VPC

互通；第二是VPC和云下IDC互通。

对于云上VPC私网互通，高速通道产品可以让用户在同账号

和跨账号的情况都可用；此外，它还支持同地域和跨地域的VPC

之间互联互通；同时，它的操作十分简单，只需简单的6步就可

以完成地域专线搭建；传输速度也非常快，同地域内延迟小于3

毫秒，不同地域间延迟小于55毫秒。例如：杭州到美国的网络访

问延迟正常情况下是200-300毫秒甚至更多，并且不是每一家企

业都具备搭建从美国到中国专线的能力。通过使用阿里云高速通

道产品，可以将延迟降低到126毫秒，而且能做到即时开通，极

大方便了企业的跨国业务。

云上VPC和云下的IDC机房构成了混合云架构，两者之间互

通的接入方式有两种：

• 自主专线接入，用户自行寻找运营商，自主付费从阿里

    云VPC接入点拉专线接通到IDC机房；

• 通过合作伙伴接入，用户只需要将专线拉通到阿里云合

    作伙伴接入点，通过合作伙伴转接到阿里云VPC接入点。

典型案例

接下来分享两个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新浪微博的混合

云。

新浪微博在2016年除夕，讨论春晚的微博达到5291万条；

抢微博红包超过8亿次，其中超过1亿人抢到红包。

支撑这些庞大数据的背后是新浪微博的混合云架构，它在

云上配置了多个VPC和几千台ECS；同时，微博自建的IDC通

过高速通道专线接入阿里云VPC，建立混合云架构；实现云上

云下系统频繁调用。通过使用混合云，大大降低了峰值带来的

成本；其次实现完美弹性，平时在1G左右，峰值活动时升至

10G；并且这种混合云架构，大大降低了新浪微博系统改造成

本。

另外一个案例是某视频直播APP跨国部署场景，该公司在

华北和美西部署了跨国业务，在两地都使用VPC。该公司通

过高速通道构建了中美跨国专线，通过小带宽实现（弹性低成

本），进行系统的预演，前期测试等；在正式生产时，采用G级

别的跨国生产专线，满足业务需求，延迟稳定在126毫秒左右。

总结

通过VPC专有网络，用户可以搭建云上自主可控的网络，

自定分配IP地址段、网络规划、子网划分、公网控制、安全控

制等；同时，通过使用VPC，用户可以实现云上安全隔离的网

络；此外，用户还拥有了更强大的网络功能基础，如带宽包、

弹性部署等。

在公网出入控制方面，阿里云提供了EIP、NAT网关、负

载均衡控三类产品；此外，阿里云提供的高速通道可以帮助用

户实现跨地域/国VPC之间私网互通以及实现云上VPC与云下

IDC机房互通的混合云架构。通过这些网络产品，将阿里巴巴拥

有全球骨干网的基础设施共享给用户，让用户具备构建企业级

全球网络架构能力。

李泉
阿里云高级产品专家

文章链接



海量游戏日志收集与分析
数据、云计算改变游戏行业

左图是国外应用市场的一个报告，统计

了最近4年中，一款游戏从上架到达到

饱和持续的时间长度，横轴代表的是年

份，纵轴代表的是持续的周数。在2012

年，一款游戏平均可以持续180周，但

这个比例每年在持续下滑，到2015年该

区间已经到了24周，进入快餐式消费时

代。不管背后原因是什么，从整个趋势

来看游戏行业已经从卖方市场，到现在

的买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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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的发展，游戏部署、上线时间缩短了。原先繁

重运维工作进一步地减轻，传统意义上运维转向了运营。这是

时代的挑战，也是全栈工程师的幸运。

与此同时，大数据制造的机遇了。我们把2015年24周打

开看一下，机会在哪里？从图表中可以看到，游戏一般有四个

阶段：研发、增长、成熟、衰退。在增长阶段我们会遇到模仿

者，抢占市场份额。怎么去应对模仿者？少犯错、离用户更近

一些，实时更改自己的运营策略。

游戏行业变化激烈，但游戏用户始终不变

虽然市场很激烈，但20多年来用户的习惯仍然不变。面对

一款新的游戏时：

1. 用户首先会尝试下载demo

2. 之后会喜欢上游戏，和游戏朝夕相处

3. 某些热爱的玩家会在facebook/twitter等传播游戏、

引入更多的玩家

4. 为游戏付费

客观上看游戏用户并没有因为市场竞争激烈而减少，相反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让用户在闲暇时间可以享受游戏，社交媒体

使得好的游戏更容易传播，用户也越来越舍得花钱，市场的机

会还是存在的。

为了获取用户，游戏团队需要关注什么?

为了能够让用户一步步爱上我们的游戏，团队中不同的人

在不同方面进行合力。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不同的人会关注

什么。

游戏总监：Conversion Rate，ARPU，ARPPU，UAC

运营：DAU，MAU，PCU

渠道：CTR，CVR，CPI

程序/产品：EED，XED，Outbound Message Per Us-

er，Message Conversion Rates

例如：开心农场这样的引用会非常关注日活跃用户量

（DAU），用户游戏频率，退出时间等，通过日志数据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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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甄别这些数据，分析用户退出的原因，进而规划响应的运

营侧路。同时，运营人员也会关注投放的游戏广告到底能够拉

来多少用户，投放的ROI效果如何，这些财务计算可以从日志

中拉到响应的流量信息。

再例如：FPS枪战游戏会非常关注各道具的平衡性以及关

卡的难度设定。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日志中记录的不同Kill事件统

计武器的平衡性，同时通过地图可视化，调整关卡的难度与设

置。所有这些数据分析都需要依靠系统日志作为基础的数据来

源。

 通过日志分析能做的不仅仅如上所述，通过日志分析

还能够帮助游戏用户找寻丢失的装备；机器当机数据丢失了，

可以通过日志来进行还原；定位异常信息，发现偷盗、作弊等

行为；投放广告：例如用户没有打赢Boss：缺少什么道具；进

行用户画像；用户卡顿原因查询等等。

收集用户行为、并优化游戏的整个过程

为了拿到以上结果，游戏团队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

大致拆分成三个过程：

1. 在游戏开发阶段埋点

2. 在各个渠道收集数据

3. 对数据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拿到结果采取行动在整过

    程中串起用户端和服务端最重要的点就是数据。

日志处理面临的多种挑战

日志有那么多的作用，那处理起来有哪些挑战呢？

第一个挑战和产生相关，游戏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合作。例

如涉及游戏发行商、移动端、网页端、服务器端等。因此要从

多个维度、多个渠道来收集日志，对于每一种日志有独特处理

方法：例如为了分析渠道我们需要在网页埋点；为了拿到用户

的行为，我们需要从移动设备、服务端等记录玩家轨迹；为了

分析服务的稳定性，我们需要观察请求的延时等特点。

在这里我们需要使用一个统一的数据模型，支持各个渠道

的数据通道来完成统一大事。

第二个挑战来自规模、性能和稳定性：举一个直观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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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Hub（日志通道）与日志基

础概念

假设每秒钟我们需要收集一个用户1KB数据，在100W玩家同时在线的情况下，这个

数字就是100MB/S处理流量，这个量挑战不小。如何在数据规模增长的情况下，保

持性能的稳定性，是工程师需要关注的。

第三个挑战来自于需求，在之前我们提到了游戏团队中不同人对于需求的产出

是不同的。比如对访问日志，运营的需求是统计活跃人数比例，运维关系的是延迟

和访问状态，开发关心的点是哪些资源是热点，需要进行优化。因此我们需要对一

份数据，支持多种处理、统计的方法。

阿里云日志服务

我们来看看阿里云日志服务(LOG)怎么帮助解决这类问题。在开放在阿里云官网

之前，日志服务已经在阿里巴巴内部经历了3年多的历练，达到行业领先的水平。在

游戏日志分析的场景中也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日志服务主要提供三个主要功能：

• 日志收集与实施消费（LogHub：日志中枢通道）

• 打通日志与数据仓库（LogShipper：日志投递）

• 提供海量日志查询与分析（LogSearch，日志检索）

LogHub是日志服务最核心的功能，他将日志源与日志消费者通过统一数据模型

串联起来。最大好处是把数据管道化，标准化。这根管道是大容量、高可靠、并且

弹性伸缩的，用户不用去关心数据量、如何接上等问题，就能直接使用。LogHub

有10+种语言SDK，提供Agent并支持第三方Agent、Syslog，WebTracking等协

议。在消费端对接了10+种下游，包括开源界非常火的Spark、Storm等流处理框

架。

LogShipper提供了LogHub管道数据落地到存储的功能。目前与OSS、OD-

PS、OTS等海量存储系统打通。可以通过MapReduce、Hive等方式进行数据处理

与分析。

LogSearch是一个附加功能，可以选择将LogHub中数据索引并查询，例如我们

对App、Error等日志进行索引，可以在发生问题时进行快速定位于查询。在阿里内

部我们将关键日志从几千台机器中集中式收集并索引，达到百TB规模。

日志顺序由“时间”来确定，从图上可

以看到日志从右到左的时间顺序，新产生的

事件被记录，过去的事件渐渐远去，但它记

录了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无论对于

计算机、人类、还是整个世界而言，是认知

与推理的基础。

日志通道（LogHub）基本概念和数据

模型如下：

1. 日志（Log）：日志为日志服务中

处理的最小数据单元。日志服务采用半结构

数据模式定义一条日志，包含时间字段以及

一个Json组成的KeyValue Pair

2. 日志组（LogGroup）:一组日志

的集合，写入与读取的基本单位。日志组限

制为：最大4096行日志，或10MB空间。

3. 分区（Shard）：每个日志库下读

写基本单元，用户可以指定每个日志库下分

区数目。每个分区能承载一定量的服务能力

4. 日志库（Logstore）：日志库为

日志服务中日志数据的收集、存储和查询

单元。每个日志库隶属于一个项目，且每个

项目可以创建多个日志库。用户可以根据实

际需求为某一个项目生成多个日志库，其中

常见的做法是为一个应用中的每类日志创

建一个独立的日志库。例如，假如用户有

一个“big-game”游戏，服务器上有三种

日志：操作日志（operation_log），应用

程序日志（application_log）以及访问日

志（access_log），用户可以首先创建名

为“big-game”的项目，然后在该项目下

面为这三种日志创建三个日志库，分别用于

它们的收集、存储和查询。

5. 项目（Project）：项目为日志服

务中的基本管理单元，用于资源隔离和控

制。用户可以通过项目来管理某一个应用的

所有日志及相关的日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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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世界乘风破浪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游戏中日志方案

的一个典型架构，架构由三个部分组成：

数据源（例如服务器数据、移动端日志、游

戏引擎日志等）、将数据源通过统一方式进

行采集管理、对统一日志源进行离线分析、

流计算和线上运营查询分析等。用一句话来

说，就是：

• 在程序埋入日志

• 收集日志

• 分析日志（查询、统计、报表、告

       警等）

最后，开始行动吧！

LogHub有哪些优势？

1. 稳定、可靠、高性能 在阿里集团锤炼多年，经受过PB/Day 级流量考验。

特别是客户端的性能和资源消耗，是开源软件的10倍以上。

2. 弹性伸缩：当因为业务变化引起数据量变化时，可以从容应对。

3. 丰富的上下游

• 支持移动端、网页、交换机、设备（ARM平台）等

• 与ECS、MNS、OSS、CDN、ContainerService天然打通；与

       Spark，Storm，OSS，OTS，E-MapReduce，MaxCompute轻松对接

• 支持Unity3D等游戏开发SDK

• 支持LogAgent，Logstash，Log4J，SysLog等系统

除LogHub外，简单提下LogShipper和LogSearch功能

LogShipper是LogHub产品附加功能，支持将实时日志数据投递至存储类服务

（OSS，ODPS， OTS），以进行离线分析与计算。最大的好处是0成本、便捷、可

靠、高吞吐率。

LogSearch（原SLS） 能够实时索引日志数据，规模可达一天百TB水平，提供

便捷、海量的查询能力。它主要弥补LogHub实时性与LogShipper投递数仓之间的

空缺，既提供一种轻量级的准实时查询能力。

例如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系统，分布在不同的机器上。我们只

需要把这些系统日志收集、索引起来。通过搜索用户的ID、状态等就能够快速定位

到用户的行为特征。

简志
阿里云高级专家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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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你的“云上钥匙”
看了乌云君的漏洞报告，“假如你娶了云存储，这些姿势以后就别用了”，

有些震惊。企业要安全上云，还需提高自身的安全修养呀，否则可能都不知道

是怎么死的。报告里提到的几个上云的“受害者”，我猜都是“豪”。在Code

里硬编码AccessKey，也就算了；还把Code放在公开的Github上，也算是醉

了。这无异于，把取款密码写在银行卡上，然后再把银行卡扔在大街上。

认识AccessKey（简称AK）

企业上云时，云平台会为企业提供一个仓库，企业在云上的资源（比如云存储、

云虚拟机、云数据库、……）都会放在这个仓库里。AK是给企业应用程序开启这个仓

库的门钥匙，它和人类用的密码是类似的。保管好AK不被泄露是客户必需的责任。还

记得两年前的CodeSpaces是怎样破产的吗？就是因为上云之后AK泄露了，黑客勒索

未遂，结果彻底删除CodeSpaces的所有数据以及数据备份。

 为了安全地上云，企业客户需要了解一些正确的使用姿势。

姿势1：正确保护AK

密钥保护是非常有学问的。最简单的一种保护方法是使用操作系统的访问控制机

制来保护AK文件，比如：$ chmod 400 ~/.aliyuncli/credentials 。其次，使用密钥管

理系统(KMS)来保管AK也是不错的选择，KMS通常会验证应用程序是否有正确的授权

码以及源IP地址，在严格检查授权有效性之后才允许使用。最严格的保护方法要算银行

类企业，它们通常会使用硬件安全模块(HSM)来保护AK，保存在这个模块里的密钥是

只进不出，当模块感知到有人拿刀“切”芯片时就会冒烟自毁，所以不管多牛逼的“

厨子”也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企业对AccessKey保护机制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妨可以试试阿里云提供的

KMS或HSM服务。

姿势2：杜绝使用“大AK”

AK是有“大”、“小”之分的。如果你还不知道，说明你使用的就是“大AK”

。大AK，就是与云账号直接关联的AK，它代表的是云账号的所有权限。如果你在使

用大AK —— 一旦这个大AK泄露，后果很严重，CodeSpaces的破产就是前车之鉴。

为了让企业应用程序能安全地工作，阿里云访问控制服务(RAM)允许云账号为

应用程序创建一种“小AK”，这个小AK代表应用程序的身份，其访问权限可以被定

制。根据最小权限原则，企业应该为应用程序提供刚好满足其功能所需的最小权限。

举个例子，如果应用程序只需要读取阿里云OSS的mybucket空间中hangzhou目

录下的所有对象文件，那么就可以为小AK精确定制这一授权策略，如下： 

{
    “Version”: “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oss:GetObject”,
            “Resource”: “acs:oss:*:*:mybucket/hangzhou/*”
        }
    ]
}

李俊
阿里云高级技术专家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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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种方法后，假若企业应用程序的“小AK”被泄露，最

糟糕的情况就是黑客也能读取OSS目录mybucket/hangzhou/下

的所有对象文件，而仓库里的其它资产仍然安全无恙。

姿势3：限制应用程序的访问源IP

为了彻底防止因AK泄露所导致的风险，阿里云提供了针对应

用程序的访问源IP限制。企业可以根据需要来设定访问云上仓库

的源IP地址列表，应用程序发送操作请求的源IP地址如果不符合

要求，那么就会被拒绝。只有源IP地址正确时，权限检查才会通

过。

 

还是接着上面的例子，假设企业应用程序部署在一个确定的

IP地址范围，如 42.120.99.0/24，那么带IP限制条件的授权策略

如下：

这样的话，即使黑客盗取了应用程序的“小AK”，然并卵。

姿势4：为iOS或Android应用颁发临时访问令牌

(Token)

永远不要将AK写到iOS或Android应用里。虽然App应用是

企业开发的，但安装App的iOS或Android设备并不受企业的控

制，记住永远不要将秘密放在不受控制的地方。如果AK写到了

App里，控制App设备的人总是可能猎取到AK，并且可能任意

传播猎取的AK。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开启源IP限制也于事无补，

因为App用户的IP地址一般是无法确定的，开启源IP限制还会误

伤其他正常用户。

 

对于这种场景，从安全角度看，只能给iOS或Android应用

做临时授权，如5分钟自动失效；而且必须授予最小权限，如每

一App用户能访问的子目录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做到“最小权限

+最短时效”，数据安全风险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为此，阿里云提供了安全令牌服务(STS)来解决这类问题，基

本思路如下图所示：

0. AppServer使用“小AK”，为“小AK”配置最小权限以

及源IP限制。比如，AppServer的最小权限可能是这样 —— “

不允许直接访问仓库里的OSS数据，只能访问STS来颁发To-

ken，而且颁发出来的Token权限只能访问oss://mybucket/

hangzhou/这个目录”。

1. 为每个App用户颁发满足“最小权限+最短时效”的

Token。比如，App用户厨子只需访问oss://mybucket/hang-

zhou/<厨子>/ 这个目录，只需要访问1次，那么就为厨子的App

颁发满足这一权限和最短时效的Token。

2. AppServer获取Token后，通过安全链路（如HTTPS）将

Token传递给App。

3. App使用Token访问云上仓库（如OSS）。

 

下面我们来简单分析下安全性：

(1) 如果AppServer被攻击，黑客获取小AK，然并卵。首

先，这个小AK不具备直接访问OSS数据的权限，它只能被用于

调用STS获取Token。其次，黑客如果先通过STS获取Token再用

Token访问OSS的话，也不可行的，因为小AK是受源IP限制的，

无法在公网上任意使用；即使黑客知道这个受信的IP列表，实

施ip spoofing攻击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公网路由器基本上都会

做reverse path filter。 

(2) 如果App用户厨子是个Geek，她能猎取到的所有秘密也

就是一个“最小权限+最短时效”的Token，然并卵。因为这个

小Token只能访问厨子自己应该访问的数据，猎取到这个Token

并不能进行提权攻击。如果她故意把这个Token泄露出去，那

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建议乌云君报告里提到的“敢聊”，可以试试阿里

云的OSS + STS解决方案，绝对可以确保App用户的照片和语音

等隐私数据不会泄露。

欲知更多安全姿势，请移步云产品安全最佳实践。

 

结语

有云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云就是江

湖。上云，还是要多备些安全锦囊，以防患于未然。

{
    “Version”: “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oss:GetObject”,
            “Resource”: “acs:oss:*:*:mybucket/hangzhou/*”,
            “Condition”: {
                “IpAddress”: {
                    “acs:SourceIp”: “42.120.88.0/2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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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在阿里云上落地

一纸合约

性能提升100%

改变中国云计算生态格局

AMD GPU技术走进阿里云计算

阿里云10月14日

正式开源ALISQL数据库：

基于于MySQL官方版本的一个分支，应用于阿里巴巴集团业务

以及阿里云数据库服务。目前由阿里云数据库团队维护。

AliSQL赋予了300多个改进，增加更多监控指标，并针对

电商秒杀、物联网大数据压缩、金融数据安全等场景提供个性化

的解决方案。可帮助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提升数据运营能力。

阿里云专家表示，“在通用基准测试场景下，AliSQL版本

比MySQL官方版本有着70%的性能提升。在秒杀场景下，性能

提升100倍。”

阿里云数据库资深专家丁奇曾表示，AliSQL 是 RDS 服务

中后端的数据库，只要 RDS 业务在，AliSQL 就一定会有人持

续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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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闻名的容器技术公司Docker与阿里云宣布达成战略

合作。双方在开源容器技术以及发展方向上共同努力，并提

供本地化的Docker服务。Docker公司选择阿里云平台作为其

Docker Hub在中国运营的基础服务。阿里云也获得Docker 

Engine商用版以及Docker数据中心运营权，并为Docker客户

提供企业级支持和咨询服务。同时，阿里云将成为Docker官方

支持的云服务提供商。Docker技术是近年来最火的开源技术，

正在改变企业应用从开发、构建到发布、运行的整个生命周

期。此前，Docker与亚马逊AWS、微软Azure、IBM、HPE

进行合作，阿里云是其在国内的第一个官方合作伙伴。

2016年10月14日，AM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苏姿丰博士

（Dr. Lisa Su）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云公司总裁胡晓明共

同宣布，两家公司将携手合作，加强对在阿里云全球数据中心

中使用AMD Radeon Pro GPU技术的研究与合作。凭借这一合

作伙伴关系，阿里云计划利用AMD技术扩展其云计算产品，

加速阿里云服务的市场应用。

此次阿里云将采用业界唯一基于硬件虚拟化GPU技术的

AMD Radeon Pro GPU产品，该产品除了是业界唯一基于行业

标准OpenCL API可加速计算工作负荷的虚拟化GPU之外，还

能够为阿里云用户提供有保障的服务水平，提升远程工作站、

云游戏、云计算以及虚拟桌面架构（VDI）运行的安全性。

10月14日，在2016杭州云栖大会上，AliSQL正式开放了

源代码的下载，即日可在官网下载使用。AliSQL是阿里巴巴



彭立勋成为MariaDB
国内第一人

让全球物流企业步入云端

阿里云高级专家

菜鸟携手阿里云推鲲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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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MariaDB基金会把阿里云数据库专家彭立勋列为个

人成员（Staff）。作为Mariadb高级开发人员，彭立勋将主要

从事Replication模块的优化，同时他也致力于MariaDB在中

国的普及以及技术社区工作。

上周三，MariaDB在其官网宣布，正式把阿里云数据库

工程师彭立勋列为Mariadb基金会个人成员（Staff）。作为

Mariadb高级开发人员，彭立勋将主要从事Replication模块的

优化；同时，他也致力于MariaDB在中国的普及以及技术社区

工作。 

10月16日，在2016云栖大会上，菜鸟网络CTO王文彬宣

布，菜鸟网络与阿里云将联合推出“鲲鹏计划”，共同推动全

球物流行业进入“云上的日子”。

菜
鸟

网
络

C
T

O
王

文
彬

该计划一方面将加速国内物流企业和物流包裹使用物流云

的比例；另一方面则利用遍布全球的节点集群，向全球物流企

业提供服务，同时，还可帮助中国物流企业在全球开展业务。

2015年底，菜鸟网络正式推出中国首个物流云平台。该平

台是菜鸟网络联合阿里云一起，为物流行业打造的一个基于云

计算的信息服务平台，它能提供安全稳定的云设施环境，帮助

物流企业和物流订单建立连接并沉淀大数据。已使用该服务的

物流企业包括韵达、天天、百世等，日均覆盖单量超过2000万

单。

王文彬指出，未来物流行业的竞争力已经走出单纯依靠规

模和价格的竞争，技术竞争将成为关键，物流云应该成为行业

的基础设施。

国家天文台结盟阿里云
成立天文大数据联合研究中心

10月13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在云栖大会宣布，将与阿里

云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开展跨领域的前沿科学研究和应用

合作。阿里云在人工智能、超大规模计算领域的技术优势，将

被应用于天体物理研究领域，提升中国在天文学领域的基础科

研能力。

双方合作内容包括：成立“国家天文台-阿里云天文大数

据联合研究中心”；共同完成中国虚拟天文台上云项目，打造

全生命周期的天文大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平台；开发云上天文

应用软件与服务；推进数据驱动的天文科普教育，通过互联网

与大众共享数字宇宙；针对光学天文、射电天文、数值模拟和

数据挖掘等领域的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开展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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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云市场
云计算的AppStore！

阿里云云市场作为阿里云生态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全方位

赋能，帮助合作伙伴拓展商业，打造软件交付和交易第一平台。

入驻云市场的优秀服务商遍布国内外，包括用友、润和软件、

明源、驻云、空桥克拉、曙安数据、叠云、泛微、畅捷通、通达在

内的近千家软件服务商提供了超过3000款围绕云计算产品的软件

应用及服务。云市场将服务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细分为7大市场类

型，全面覆盖创业、上云、电商、金融、直播等20多个行业：

1.基础软件市场：提供运行环境等底层软件，例如：PHP/ 

JAVA / Mysql / MQ。

2.服务市场：提供专业的运维、咨询、开发及培训，例如：咨

询 / 故障排查 / 定制服务。 

3.行业软件市场：提供行业需求的全套解决方案，例如：直销

银行 / 物联网。

4.企业应用市场：提供海量企业管理软件，例如：OA / CRM 

/ 分销 / 建站。

5.建站市场：提供网站建设推广等服务，例如：建站 / H5页面 

/ 商城建设 / VI设计。

6.数据市场：提供开发者一站需求的数据服务，例如：芝麻信

用 /IP 定位 / 短信验证服务。

7.云安全市场：提供中立的第三方云上安全产品，例如：网关 

/ 防火墙 / 加密。

服务体系方面，云市场提供金盾服务保障体系来保障用户的购

买权益，并把更多的产品、品牌及销售资源赋能商家。

交付流程方面，云市场实现了云软件统一的交付标准，支

持镜像、编排、容器、API、SaaS、服务、下载等7种交付方

式，并实现了90余个阿里云产品、4000多个渠道商和230万用

户之间的资源共享。

目前，阿里云云市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云计算生态能力

共享平台，并且将向着“软件交付与交易的第一平台，云计算

行业的AppStore”的目标不断前行。



售前电话

95187-1

手机阿里云APP，满足您随时随地触达

阿 里云的需求。您可以购买，监控产品数

据，接收报警，瞻仰大牛技术分享，联系

客服等。

010-65985888-16506 / 16787

channel@list.alibaba-inc.com

阿里云合作伙伴 & 渠道接洽

阿里云手机APP

云栖社区

云栖社区是由阿里云负责运营、阿里巴巴

技术协会和阿里巴巴集团各技术团队提供

内容支持的开放式技术社区。

云市场

订购ASDN杂志

阿里云云市场是阿里云生态落地的最后一

公里，通过全方位赋能，帮助合作伙伴拓

展商业，打造软件交付和交易第一平台。



网站：www.aliyun.com       联系人：pengfei.pf@alibaba-inc.com       地址：北京朝阳区望京街道阿里中心望京A座

阿里云APP订购ASDN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