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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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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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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如何通过OSS加速域名，配合函数计算和Serverless工作流，快速打造低成本、高效的跨境对象存储
数据同步传输系统。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需要跨境传输对象存储数据。

对数据的跨境传输成本有严格的控制。

对文件同步延时不敏感，能接受一定程度的网络抖动带来的文件同步延迟。

希望传输数据的系统有足够的弹性和扩展性应对大规模文件的写入。

方案简介方案简介
方案架构如下：

方案流程如下：

1. ECS模拟应用访问上海和硅谷的OSS，负责内容的制作和上传。

2. 内容通过内网域名上传到上海的OSS。

3. 文件上传OSS，触发函数计算调用Serverless工作流，每个工作流负责一个文件的上传，保障文件通过硅
谷的OSS加速域名被快速同步。

4. ECS模拟硅谷当地用户读取OSS文件，并校验数据是否正确。

方案优势方案优势
运维成本低：开发人员关注代码逻辑即可。

网络成本低：相比云企业网高速通道的方式，网络成本降低。

同步服务部署成本低：文件上传OSS后即可触发函数计算调用Serverless工作流，按量触发，无需准备ECS
资源。

弹性高效：一个文件同步触发一个Serverless工作流任务，充分利用资源，高效同步。

1.最佳实践1.最佳实践
1.1. 低成本跨境文件传输1.1. 低成本跨境文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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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详情方案详情
更多信息，请参见低成本跨境传输文件最佳实践。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函数计算实现文件管理网站的功能，例如自动解压文件、自动打包压缩、自动处理图片分
辨率等。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某图片网站数据管理主要提供图片标注服务，有以下需求：

上传文件自动更新压缩包。
用户特定图片更新并上传文件到OSS的某个目录后，需要自动压缩目录下的指定文件。压缩后以压缩包的
形式分发给不同的工作组处理，工作组下载后，需要获取压缩包的MD5值，以验证下载的文件是否一致。

上传压缩包自动解压。
某些对外公开展示的图片处理以压缩包的形式上传到OSS后，需要在自动解压后，以图片的格式供前端页
面调用，并需要获取图片的Meta信息（需求多样，用函数计算迅速满足要求）。

自动爬取图片。
某些细分的图片组里，需要从网站爬取一些素材图片，补充到素材库。

自动打包文件夹。
某些有大量类别的图片组，其每个类别下图片资源丰富，并不定时更新。当用户下载图片时，需要自动打
包，并以压缩包的形式分发。

对网页截图并存档，统一图片分辨率并加水印。

对网页定期截图并存档。

统一图片分辨率并加水印。

方案简介方案简介
方案架构如下：

方案流程如下：

您执行一定的动作后，会触发对应的OSS、HTTP的触发器。

函数计算发现触发器被触发，结合传入的参数，执行对应的函数，从而执行了对应的动作。

整个过程中，所有日志都会写入日志服务SLS对应的Project中，方便调试和查询。

方案优势方案优势
对事件和请求能实时动态伸缩，实现智能资源调度。

1.2. 使用函数计算实现网站的文件处理1.2. 使用函数计算实现网站的文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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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秒级别的计量数据，按用户使用资源付费。

虚拟机级别隔离运行，保证您的信息安全。

方案详情方案详情
具体步骤，请参见Serverless实现网站文件处理最佳实践。

本文介绍通过函数计算搭建前后端分离架构下的前端静态资源部署服务。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企业一般使用Gitlab托管前端代码，搭建Jenkins监听Webhook消息，再发布至OSS。此方案虽然比较灵活，
但存在以下劣势：

需要购买服务器自建Jenkins，涉及计算存储费用。

需要专业的运维人员保障服务器稳定运行。

集成OSS的SDK实现复杂。

方案简介方案简介
方案架构如下：

方案流程如下：

1. 当您提交代码至代码库时，函数计算会监听前端代码库提交的变更。

2. 函数计算下载提交的分支并上传文件至OSS。

3. 通过CDN进行前端资源加速。

方案优势方案优势
面向Serverless：无需购买服务器。

免运维：无需部署配置Jenkins。

1.3. 使用函数计算搭建前端CICD系统1.3. 使用函数计算搭建前端CICD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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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提供日志查询、性能监控和报警等功能。

一站式：事件驱动方式触发响应。

费用低：按需付费。更多信息，请参见计费概述。

方案详情方案详情
更多信息，请参见函数计算搭建前端CICD系统。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阿里云日志服务接入电商系统Web服务器，并在函数计算中编写ETL托管程序，对日志服
务中的数据进行处理，然后通过日志服务的仪表盘进行可视化展示。ETL托管程序通过日志服务触发器以秒
级准实时的频率被调用。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数据加工场景：实时消费日志服务写入的日志。

数据投递场景：从数据源抽取出所需的数据，按照预先定义好的数据仓库模型，将经过加工的数据加载到
数据仓库。

方案介绍方案介绍
方案架构如下：

方案流程如下：

1. 通过Logtail在本地对接入日志进行解析，并将解析成功的日志上传至源Logstore。

2. 源日志库接收并保存机器组中Logtail解析成功并上报的日志记录。

3. 在函数计算中部署ETL托管函数，通过日志服务触发器定期触发函数执行，对原始日志进行ETL操作，并
将处理后的数据写入目标Logstore。

4. 集中保存经过ETL托管函数处理的日志信息，同时可以通过日志服务提供的功能对数据进行分析或可视
化展示。

方案优势方案优势
一站式采集、存储、加工、分析和展示。

全托管日志加工任务，按时间周期进行触发执行，自动重试。

日志库资源按Shard水平扩展，满足大数据需求。

基于函数计算提供数据加工、弹性资源、按需付费以及自定义代码逻辑。

持续增加内置函数模板，降低主流需求下的函数开发代价。

方案详情方案详情
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函数计算对日志服务中的数据进行ETL数据处理。

本文介绍使用函数计算，结合阿里云IoT物联网平台，实现IoT设备获取天气信息的最佳实践。

1.4. 使用函数计算对日志进行ETL处理1.4. 使用函数计算对日志进行ETL处理

1.5. 智能家电利用函数计算获取天气信息1.5. 智能家电利用函数计算获取天气信息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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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智能家居App获取天气及环境指数等信息。

传统家电设备智能化连接。

扩展应用，如农业灌溉、智慧城市天气预警等。

方案简介方案简介
方案架构如下：

方案实施如下：

1. IoT设备通过SDK接入IoT平台。

2. IoT平台通过规则引擎将数据转发给函数计算。

3. 函数计算调用云市场的天气API或其他业务API。

4. 函数计算处理完后将消息推送给IoT设备，实现设备信息的获取和控制。

方案优势方案优势
设备接入效率高类型多：提供设备端SDK，快速连接设备上云，效率高；支持全球设备接入、异构网络设
备接入、多环境下设备接入、多协议设备接入。

连接能力强：具有亿级设备的长连接能力、百万级并发的能力，架构支撑水平性扩展。

安全性能高：提供多重防护，保障设备云端安全；服务可用性高达99.9%。

简化应用搭建：一站式设备管理、实时监控设备场景、无缝连接阿里云产品，简化物联网应用的搭建。

使用成本低：物联网平台和函数计算无缝对接，弹性使用云资源，降低使用成本。

方案详情方案详情
更多信息，请参见智能家电通过函数计算获取天气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设置函数计算的预留模式实例优化按量模式实例的冷启动和函数性能。

什么是冷启动什么是冷启动
函数计算提供了按量模式和预留模式两种实例使用模式。按量模式是指函数实例的分配和释放完全由函数计
算系统负责，您只需要根据实例执行请求的时间按需付费。按量模式降低了管理应用资源的难度，但也造成
了冷启动，延时等性能问题。

1.6. 函数计算冷启动优化最佳实践1.6. 函数计算冷启动优化最佳实践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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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启动是指在函数调用链路中的代码下载、启动函数实例容器、运行时初始化、代码初始化等环节。当冷启
动完成后，函数实例就绪，后续请求就能直接被执行。

优化按量模式的冷启动优化按量模式的冷启动
冷启动的优化用户和平台配合完成。函数计算已经对系统侧的冷启动做了大量优化。对于用户侧的冷启动，
建议您从以下几方面优化：

精简代码包
开发者要尽量缩小代码包。去掉不必要的依赖。例如，在Node.js中执行npm prunenpm prune命令，在Python中执
行aut of lakeaut of lake 。另外，某些第三方库中可能会包含测试用例源代码，无用的二进制文件和数据文件等，删
除无用文件可以降低函数代码下载和解压时间。

选择合适的函数语言
由于语言理念的差异，Java运行时冷启动时间通常要高于其他语言。对于冷启动延迟敏感的应用，在热启
动延迟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使用Python轻量语言可以大幅降低长尾延迟。

选择合适的内存
在并发量一定的情况下，函数内存越大，分配的CPU资源相应越多，因此冷启动表现越优。

降低冷启动概率

使用定时触发器预热函数。

使用Init ializer函数入口，函数计算会异步调用初始化接口，消除掉代码初始化的时间，在函数计算系统
升级或者函数更新过程中，您对冷启动无感知。

混合模式混合模式
用户侧的冷启动一般难以消除。例如，在深度学习推理中，要加载大量的模型文件时；函数要和遗留系统交
互，必须使用初始化耗时很长的客户端时。在这些场景下，如果函数对延时非常敏感，您可以为函数设置预
留模式实例，或者在同一个函数里同时使用预留模式实例和按量模式实例。

预留模式实例的分配和释放由您管理，根据实例的运行时长计费。当负载对资源的需求超过预留模式实例的
能力后，系统自动使用按量模式实例，从而在性能和资源利用率上获得平衡。通过预留模式实例，您能够根
据函数的负载变化提前分配好计算资源，系统能够在扩容按量模式实例时仍然使用预留模式实例处理请求，
从而彻底消除冷启动带来的延时。

下图展示了混合使用预留模式实例和按量模式实例，既避免了冷启动的延时，又实现了极高的资源利用率。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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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混合使用预留模式实例和按量模式实例时，保证优先使用预留模式实例。假设您为函数预留了10个实
例，如果一秒内需要的实例数超过10个，系统会创建新的按量模式实例处理请求。判断一个实例是否满载和
该实例上的并发请求数配置有关。系统追踪每个函数实例上正在处理的请求数，当并发的请求数达到您设定
的上限后，系统会选择其他的函数实例。当所有实例的请求数都达到上限后，创建新的实例。预留模式实例
由您管理，即使没有请求，您也需要为闲置的预留模式实例付费。按量模式实例由函数计算系统管理，系统
在适当的时候将回收没有请求处理的闲置按量模式实例。您只需为按量模式实例实际处理请求的时间段付
费。计费规则详情，请参见计费概述。您可以设置按量模式实例的使用上限，确保资源的使用在期望的范围
内。

异步任务可以实时感知业务状态、控制执行函数，让您对一些异常情况进行更好的处理，例如报警通知、自
动化重试等情况。本文介绍函数计算异步任务的最佳实践。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FaaS早期主要支持无状态、短时和轻量级的计算能力，例如API后端、图片处理和数据流式处理等。在各类
场景中，对于FaaS函数的调用方式可分为异步调用和同步调用。同步调用和异步调用存在的差异是同步调用
会立即执行函数，而异步调用则会立刻返回调用方  202 HttpCode ，并将异步调用消息入队，由后端服务
排队处理。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随着业务的发展，一些在线直播场景的用户在慢慢迁移至FaaS内，这类业务场景通常具有执行时间长、对延
时敏感和可用性要求高等特征，开发人员需实时感知业务状态和控制函数的执行。由于异步调用对延时不敏
感，同步调用长链接的稳定性比较差，并且占用客户端资源，所以既无法使用异步调用也无法使用同步调
用。但由于异步调用在大量突增流量的离线业务下，具有削峰填谷的特点，可以平滑缓冲对业务下游系统的
冲击，所以函数计算对异步调用进行相关拓展，引入异步任务。异步任务主要适用于以下业务场景：

对执行具有可观测性

在执行过程中您可以实时查看执行的状态，例如是否已出队、是否已触发函数执行和执行结果是否已正
常发送  Destination 目标。

1.7. 异步任务最佳实践1.7. 异步任务最佳实践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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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具有明显的任务属性，如下所示：

可以查看某个执行的触发事件和实时的执行日志。

可以根据执行的名称、执行的时间或执行的状态等过滤查询历史记录。

对执行具有可操作性
业务具有明显的任务属性，如下所示：

当执行时间较长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手动停止执行函数。

可以重新执行历史失败或成功的执行。

关于异步任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功能概览。

示例示例
本文以异步调用目标为例，介绍如何结合使用Serverless Devs和函数计算控制台实现异步调用。

您可以通过异步任务实现以下效果：

函数开始异步执行后，您可以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SDK或API查看操作执行。

当函数执行失败或手动停止后，函数计算系统会将异步消息推送至的队列中实现死信队列的功能，方便您
感知异步函数执行失败的消息并进行后续处理。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安装Serverless Devs和Docker

配置Serverless Devs

创建MNS队列。详细信息，请参见创建队列。

创建RAM角色，并授予以下权限策略，您也可以直接使用AliyunFCDef ault RolePolicyAliyunFCDef ault RolePolicy策略。关于权限
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创建RAM角色。

{
    "Version": "1",
    "Statement": [
        {
            "Action": [
                "fc:InvokeFunction",
                "mns:SendMessage",
                "mns:PublishMessage",
                "log:*"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执行以下命令，克隆项目工程。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wesome-fc/Stateful-Async-Invocation.git

2.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项目目录。

cd Stateful-Async-Invocation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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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s.yaml文件。

修改第一个  {please_replace_me} 为您的阿里云账号ID，修改后两个  {please_replace_me} 的值为
您配置的异步调用目标的队列名称。

4. 在目标目录中执行以下命令部署函数。

s deploy -y

部署成功后，您可以登录函数计算控制台，查看是否成功创建服务和函数并为该函数开启异步任务功
能。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异步配置仅在异步调用时才会成功生效。您可以通过SDK或CLI工具发送异步调用请求。
本示例中您可以在示例工程的目标目录中执行以下命令发送异步触发请求，并查看消息队列MNS。

invk main -t Async -s '{"failure":true}'

您可以在函数计算控制台查看、操作异步调用。更多信息，请参见任务管理。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查看详细信息例如函数日志，您需要为函数配置日志服务。详细信息，请参
见配置日志。

当函数执行完成后，如已配置了Destination目标，则可前往目标查看推送记录。
本文示例中，如果配置了Destination目标，您可以在MNS控制台接收Destination推送的信息，如下所
示。

{
  "timestamp":xxxx,
  "requestContext":{
    "requestId":"xxxx",
    "functionArn":"acs:fc:::services/Stateful-Invocation-demo.LATEST/functions/main",
    "condition":"UnhandledInvocationError",
    "approximateInvokeCount":1
  },
  "requestPayload":"{\"failure\":true}",
  "responseContext":{
    "statusCode":200,
    "functionError":"UnhandledInvocationError"
  },
  "responsePayload":"{\"errorMessage\":\"Process exited unexpectedly before completing re
quest (duration: 13689ms, maxMemoryUsage: 10.86MB)\"}"
}
 

说明 说明 当异步调用失败或手动终止后，您可以在中接收到异步调用时间的详细错误信息。

函数计算支持为每个新创建的HTTP触发器分配子域名  fcapp.run ，通过该域名可以访问您的RESTful应
用。本文介绍如何在不修改代码的情况下，使用  fcapp.run 访问您的RESTful应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1.8. 使用fcapp.run运行您的RESTful应用1.8. 使用fcapp.run运行您的RESTful应用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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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计算支持HTTP触发器，即支持使用HTTP协议进行函数调用。函数计算通过一个共享的API Server组件
为您提供响应HTTP触发器调用的服务，需要依赖URL中的Path将客户流量路由到客户的函数容器内部。容器
内收到的HTTP请求Path会带有函数计算的路由标识，如果您在函数计算部署了RESTful风格的应用，则会出
现404报错。

最初，函数计算提供了原生的RESTful架构，将每个函数视为一个独立的资源，通常一个函数只负责一小块
功能，也就是一个API。如果一个函数只对应一个API，那么在函数代码中也不必去实现一套路由逻辑去响应
不同URL Path路径的请求。

函数计算现已引入Custom Runtime和Custom Container函数，您可以直接在函数计算中运行自己存量的应
用，而不必按照函数计算推荐的架构去拆分自己的应用。社区内比较成熟的项目的开发习惯是在一个程序中
开发大量的REST API，因此会存在进程内的路由逻辑，将不同路径的请求转发到不同的方法进行处理。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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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fcapp.run调用函数使用fcapp.run调用函数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函数计算为每个新创建的HTTP触发器分配了一个独立的域名，格式为  {random-
string}.{region_id}.fcapp.run ，如下图所示。使用该域名访问函数计算时，函数计算会按照域名进行路
由，将流量转发至函数容器内，避免了依赖Path进行路由而对客户代码造成的侵入性。

使用fcapp-test.run进行本地网页测试使用fcapp-test.run进行本地网页测试
函数计算的主域名  aliyuncs.com 无法为客户提供网站类型的业务，所有的函数请求结果将在浏览器中以
附件的方式下载，对于网站属性的函数，返回的HTML文本以及JavaScript代码无法正常显示。此时，您可以
通过为函数绑定已备案的自定义域名来解决该问题。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限制。

您也可以通过测试域名  fcapp-test.run 以及添加本地的host解析的方式来解决以上问题，请求结果将不
会以附件的方式下载，可以正常进行网页调试。示例脚本如下：

# 1. 从⻚⾯获取fcapp.run的域名
FC_DOMAIN='serviceName-functionName-vtnazzbxrr.cn-hangzhou.fcapp.run'
FC_TEST_DOMAIN=`echo ${FC_DOMAIN} | sed 's/fcapp.run/fcapp-test.run/g'`
echo "FC域名：${FC_DOMAIN}"
echo "FC测试域名：${FC_TEST_DOMAIN}"
# 2. 查询域名解析的IP
FC_IP=`ping ${FC_DOMAIN} -c 1 | HEAD -1 | awk '{print $3}' | sed 's/[():]//g'`
echo "FC IP: ${FC_IP}"
# 3. 修改host⽂件，将测试域名的本地解析指向fcapp.run
#    如果没有权限需要⼿动加
sudo -- sh -c  "printf '\n${FC_IP} ${FC_TEST_DOMAIN}\n' >> /etc/hosts"
cat /etc/hosts
# 4. 使⽤测试域名在浏览器访问函数
curl -v "${FC_TEST_DOMAIN}"
            

使用函数计算运行WordPress官方镜像使用函数计算运行WordPress官方镜像
函数计算支持您在不修改任何业务代码的前提下迁移自己的RESTful应用。下面以迁移WordPress应用为例进
行说明。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函数计算

创建服务

云数据库RDS

（可选）创建RDS MySQL实例

创建数据库和账号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使用已有RDS MySQL实例，并为WordPress服务初始化响应的账号以及数据库。

容器镜像服务

转存WordPress镜像到阿里云容器镜像。具体信息，请参见推送拉取镜像。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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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存WordPress镜像到阿里云容器镜像。具体信息，请参见推送拉取镜像。

说明 说明 支持个人版和企业版实例推送拉取镜像，本文以个人版实例为例进行说明。

说明 说明 请确保函数计算的服务的VPC配置与RDS MySQL实例的VPC配置一致，且白名单配置正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函数计算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服务及函数服务及函数。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4. 在服务列表服务列表页面，单击目标服务。

5. 在函数管理函数管理页面单击创建函数创建函数，然后选择使用容器镜像创建使用容器镜像创建，完成以下配置后，单击创建创建。

选择WordPress官方镜像，并设置容器内监听端口监听端口为80。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Custom Container
函数。

6. 修改函数配置，将数据库配置以环境变量的方式注入函数容器内。

配置环境变量的步骤，请参见环境变量。

7.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函数计算为HTTP触发器分配的域名测试函数。

函数创建完成后，函数计算自动为其创建一个HTTP触发器，您可以从触发器的配置信息中获取域名信
息。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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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对外提供网站类型服务只能通过已备案域名来实现。即通过配置自定义域名，将域名与函数
进行绑定，使用自己的域名对外提供服务。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自定义域名。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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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计算为您提供了多种示例场景的模板代码，您可以在示例代码上进行更改，也可以直接使用模板代码。
本文介绍函数模板的使用说明与参数配置。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函数计算提供了多种函数模板，您可以在函数计算控制台创建函数创建函数页面的使用模板创建使用模板创建页签内，查看模板
详细信息。部分模板是需要配置对应触发器后才能使用，例如备份OSS增量数据等。您可以参考以下模板列
表，查看相应信息：

alimebot-nodejs：云小蜜机器人

image-crawler：图片爬虫

image-recognit ion：图像识别

flask-web：基于Flask工程部署到函数计算

load-large-code-package：加载大代码包

aliyun-config-python3：审计规则配置

api-gateway-nodejs12：API网关返回串大全

copy-oss-object-python3：备份OSS增量数据

data-lake-analyt ics：数据湖实践

get-object-meta：获取OSS对象属性

get-oss-md5-python3：获取OSS文件MD5

logstore-replicat ion：日志备份

marketplace-weather-demo：使用云市场服务

oss-download-zip-upload：OSS图片下载压缩

oss-get-object-info：获取对象信息

oss-shipper-csv：构建CSV投递OSS

read-write-tablestore-nodejs12：读写表格存储

read-write-tablestore-python3：读写表格存储

return-apigateway-string：API网关返回串

alimebot-nodejs：云小蜜机器人alimebot-nodejs：云小蜜机器人
该模板供Dialog Studio的开发者使用，提供了基本的函数结构，您需要按此结构进行代码开发。

输入参数：

event：由上游节点传入的参数信息。

context：上下文信息，例如对话。

输出参数：result。通过Callback的异步方式读取返回结果。

image-crawler：图片爬虫image-crawler：图片爬虫
该模板可以根据您提供的URL地址，抓取该地址中所有JPG格式的图片文件，并转存到OSS中。

2.使用函数模板2.使用函数模板
2.1. 模板列表2.1. 模板列表

场景案例··使用函数模板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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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使用该函数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开通日志服务SLS和对象存储OSS。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OSSFullAccess和AliyunLogFull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
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

URL：任意包含JPG格式图片的URL。

EndPoint：Bucket的EndPoint。

BucketName：Bucket名称。

输出参数：将URL上所有JPG格式的文件上传到OSS指定的Bucket中。

ok：转存成功。

error：转存出错。

image-recognition：图像识别image-recognition：图像识别
当您通过OSS上传图片时，您可以触发函数计算服务进行图像识别，并且按照识别的结果进行分类存储分
析。

说明 说明 使用该函数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开通日志服务SLS和对象存储OSS。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OSSFullAccess和AliyunLogFull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
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

EndPoint：Bucket的EndPoint。

BucketName：Bucket的名称。

输出参数：将解析识别的结果，归类存储到OSS不同的Bucket中。

ok：成功。

error：出错。

flask-web：基于Flask工程部署到函数计算flask-web：基于Flask工程部署到函数计算
根据该模板提供的示例代码，您可以通过URL访问函数，实现Flask Web工程的Serverless。

输入参数：通过HTTP触发。

输出参数：Web HTML页面。

load-large-code-package：加载大代码包load-large-code-package：加载大代码包
此模版使用init ializer接口解决函数计算上传代码包时的大小受限问题。当您的代码包过大或超过函数计算系
统上限时，可以预先将一部分代码包上传到OSS中，并在init ializer中加载代码包。函数计算保证在处理函数
逻辑执行之前，Init ializer函数有且仅成功执行一次，从而可以保证在处理请求到达之前，代码已全部加载完
成，并不会对处理函数逻辑的功能和性能产生影响。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使用函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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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使用该函数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为Init ializer函数加载代码配置以下环境变量：

Bucket：代码包所在的OSS Bucket。

CodeObject：代码包Object名称。

Endpoint：OSS代码包所在地域的Endpoint。

CodePath：从OSS下载解压后存放的目录。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OSSReadOnly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函数计算访问其他
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自定义。

init ializer：初始化函数。

handler：处理函数。

输出参数：自定义。

aliyun-config-python3：审计规则配置aliyun-config-python3：审计规则配置
该模板为配置审计产品的自定义规则模板，方便您快速开发企业定制化的合规规则，实现持续的基础设施的
合规监管。

api-gateway-nodejs12：API网关返回串大全api-gateway-nodejs12：API网关返回串大全
该模板是一个API网关的后端实现，您可以通过该函数获取不同的响应内容，包括HTML页面、JSON和图片。

输入参数：

 {
    "queryParameters": {
        "response": "html|json|image"
    }
}

输出参数：HTML页面、JSON或图片。

html, or json, or image

copy-oss-object-python3：备份OSS增量数据copy-oss-object-python3：备份OSS增量数据
通过该模板的示例代码，您可以把指定某个Bucket下的文件备份到其他资源。

说明 说明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OSSReadOnly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函数计算访问
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通过OSS事件触发。

输出参数：异步执行。

data-lake-analytics：数据湖实践data-lake-analytics：数据湖实践
该模板通过函数计算调用Serverless化的Data Lake Analyt ics，进行OSS数据查询分析并将结果回流到RDS
for MySQL。函数计算与Data Lake Analyt ics的结合，能过够轻松实现云上轻量级的数据调度与处理。更多
信息，请参见基于DataLakeAnalyt ics的数据湖实践。

输入参数：自定义。

场景案例··使用函数模板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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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自定义。

get-object-meta：获取OSS对象属性get-object-meta：获取OSS对象属性
您可以上传一个指定前缀或后缀的Object到Bucket，函数计算通过event参数获取地域、Bucket名称和
Object名称，然后把获取到的Object的Meta信息写入一个文件，并将该文件上传到指定的Bucket。

说明 说明 使用该函数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设置OSS触发器，触发事件为oss: Object Creat ed: Post Objectoss: Object Creat ed: Post Object 。更多信息，请参
见PostObject。

在ServiceRole中添加GetObject、PutObject、AliyunOSSFullAccess和AliyunLogFullAccess权
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通过OSS的PostObject接口上传Object然后触发函数执行，函数可以从传入的event参数中获
取您上传Object的地域、Bucket名称和Object名称等信息。

输出参数：产生一个文件用于记录被上传Object的Meta信息，并上传该文件到OSS指定的Bucket中。

get-oss-md5-python3：获取OSS文件MD5get-oss-md5-python3：获取OSS文件MD5
通过该模板的示例代码，您可以计算出OSS文件的MD5值。通过流式方式读取文件，能够有效提高计算效
率。

说明 说明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OSSReadOnly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函数计算访问
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

{
  "bucket": "my-bucket",
  "object": "my-object"
}

输出参数：指定文件的MD5值。

logstore-replication：日志备份logstore-replication：日志备份
您可以通过该函数订阅日志服务SLS的实时数据，并复制数据到另一个Logstore。更多信息，请参见aliyun-
log-fc-functions。

说明 说明 使用该函数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开通日志服务SLS。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LogFull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
务的权限。

由于该函数读取数据并批量写到Logstore，因此建议您为函数设置384 MB以上的内存规格。如
果Logstore日志流量较大，建议设置120s以上的超时时间。

输入参数：当您增加Logstore的shardcursor等信息后，您可以在function event输入指令，用于指示
Function开始、停止读取数据的位置，并为函数自定义逻辑提供额外配置（例如执行数据加工、数据写入
哪里等）。当Shard有数据写入时，日志服务SLS会定时触发函数执行。

输出参数：执行成功的函数会将源Logstore的数据加工后再写入目标Logstore，并返回一个JSON Object
序列化的字符串，包含ingestLines（读取日志行数）、ingestBytes（读取日志字节数）、shipLines（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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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日志行数）和shipBytes（输出日志字节数）。
如果执行过程中发生异常，例如读写Logstore失败，会终止函数运行。

marketplace-weather-demo：使用云市场服务marketplace-weather-demo：使用云市场服务
您可以通过函数计算使用云市场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包装。本模板以使用云市场服务商提供的免费天气预报、
空气质量、穿衣指数等信息为例介绍该模板函数的使用。

注意 注意 您需要开通云市场里服务商提供的天气预报服务，在云市场控制台上获取服务的AppCode。

输入参数：输入服务商提供的产品AppCode。

输出参数：以JSON格式传输返回整体天气预报、空气质量等数据。

oss-download-zip-upload：OSS图片下载压缩oss-download-zip-upload：OSS图片下载压缩
您可以通过该函数从Bucket中下载图片，将图片打包成ZIP格式，并把打包后的ZIP文件上传到指定的Bucket
中。

说明 说明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OSSFullAccess和AliyunLogFull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
见授予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

EndPoint：输入Bucket的EndPoint。

BucketName：输入Bucket名称。

输出参数：
ZipFileSize：打包后的文件大小，单位为字节。

oss-get-object-info：获取对象信息oss-get-object-info：获取对象信息
您可以通过该函数获取OSS指定Bucket中Object的详细信息。

说明 说明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OSSReadOnlyAccess和AliyunLogFull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
参见授予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

EndPoint：Bucket的EndPoint。

BucketName：Bucket名称。

输出参数：

last_modified：Object的最后更新时间。

key：Object的名称。

oss-shipper-csv：构建CSV投递OSSoss-shipper-csv：构建CSV投递OSS
该函数订阅日志服务SLS的实时数据，对于配置的日志字段，按序取出其值构建出一个CSV日志行，最终由一
批数据构成目标CSV文件。该CSV文件可以选择直接存入OSS，或者使用Snappy或GZIP为文件做整体压缩后
写入OSS。更多信息，请参见oss-shipper-csv函数说明。

场景案例··使用函数模板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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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使用该函数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构建CSV文件需要在内存中暂存本次函数调用所需处理的全部日志数据，请根据日志量为函数设
置足够的内存规格。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OSSFullAccess和AliyunLogFull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
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当您增加Logstore的shardcursor等信息后，您可以在function event输入指令，用于指示
Function开始、停止读取数据的位置，并为函数自定义逻辑提供额外配置（例如执行数据加工、数据写入
哪里等）。当Shard有数据写入时，日志服务SLS会定时触发函数执行。

函数输出：执行成功的函数会将源Logstore数据处理为CSV后，写到OSS。

read-write-tablestore-nodejs12：读写表格存储read-write-tablestore-nodejs12：读写表格存储
当您通过PutRow在表格存储中写入数据时，您可以通过该函数再将该数据通过GetRow读出来。

说明 说明 使用该函数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开通表格存储并且预先创建好实例和数据表。更多信息，请参见表格存储概述。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LogFullAccess和AliyunOTSFull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
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自定义。

输出参数：GetRow的结果。

read-write-tablestore-python3：读写表格存储read-write-tablestore-python3：读写表格存储
当您通过PutRow在表格存储中写入数据时，您可以通过该函数再将该数据通过GetRow读出来。

说明 说明 使用该函数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开通表格存储并且预先创建好实例和数据表。更多信息，请参见表格存储概述。

在ServiceRole中添加AliyunLogFullAccess和AliyunOTSFull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
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输入参数：自定义。

输出参数：GetRow的结果。

return-apigateway-string：API网关返回串return-apigateway-string：API网关返回串
您可以通过该函数获取从API网关传输过来的参数，包括HTML页面、JSON和图片。

输入参数：APIPara，在API网关里配置请求参数。

输出参数：api_rep，返回API网关标准响应串。

函数计算提供了各类函数模板，使用控制台创建函数的过程中，基于函数模板您可以快速创建对应的函数服
务，例如网络爬虫、图像自动分类、访问阿里云的OSS服务等。本文以创建一个网络爬虫函数为例介绍如何
在函数计算控制台使用模板创建函数。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2.2. 使用模板创建函数2.2. 使用模板创建函数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使用函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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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

由于该函数涉及到OSS的读取和写入，使用前您需要在服务权限中增加AliyunOSSFullAccess和
AliyunLogFullAccess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授予函数计算访问其他云服务的权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函数计算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服务及函数服务及函数。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4. 在服务列表服务列表页面，单击目标服务。

5. 在函数管理函数管理页面，单击创建函数创建函数。

6. 在创建函数创建函数页面，单击使用模板创建使用模板创建，然后在选择函数模板区域，单击image-crawlerimage-crawler卡片的任意位
置。

7. 在基本设置基本设置区域，填写函数相关参数，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操作

名称名称 填写自定义的函数名称。

函数模板函数模板
默认为您选择的模板，如果单击重新选择模板重新选择模板 ，将返
回到函数模板选择步骤。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选择适合您的实例类型。

弹性实例弹性实例

性能实例性能实例

内存规格内存规格

设置函数执行内存。

选择输入选择输入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内存。

手动输入手动输入 ：仅适用于弹性实例，单击手动输入内存手动输入内存
大小大小 ，可自定义函数执行内存。取值范围[128,
3072]，单位为MB。

说明 说明 输入的内存必须为64 MB的倍数。

函数创建完成后，页面跳转至函数详情页面的函数代码函数代码页签。

8. 在函数代码函数代码页签，将代码中的<your region>和<your bucket name>替换成您的资源信息，然后单击保保
存并部署存并部署。您也可以对其他代码进行在线编辑和改造。

场景案例··使用函数模板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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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 图标，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配置测试参数配置测试参数。在配置测试参数配置测试参数面板，修改event参数，然后单

击确定确定。

10. 单击测试函数测试函数，查看函数的执行结果。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使用函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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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Python语言为例，介绍如何通过Serverless Devs开发工具，将示例代码部署到函数计算控制台，并安
装相关依赖。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通过上传一张猫或狗的照片，识别出该照片内的动物是猫还是狗。

关于本示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示例工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函数计算。建议您使用按量付费的方式购买函数计算。详细信息，请参见开通服务和按量付费。

开通存储服务NAS。关于存储服务NAS的计费信息，请参见入门概述和计费方式。

安装Serverless Devs和Docker。

配置Serverless Devs。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执行以下命令，克隆项目。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awesome-fc/cat-dog-classify.git

2. 安装依赖。

i.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项目目录。

cd cat-dog-classify

3.基于函数计算和TensorFlow的3.基于函数计算和TensorFlow的
Serverless AI推理Serverless AI推理

场景案例··基于函数计算和TensorFlow
的Serverless AI推理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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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依赖。

s build

输出示例：

[2021-12-09 07:26:39] [INFO] [S-CLI] - Start ...
[2021-12-09 07:26:40] [INFO] [FC-BUILD] - Build artifact start...
[2021-12-09 07:26:40] [INFO] [FC-BUILD] - Use docker for building.
[2021-12-09 07:26:40] [INFO] [FC-BUILD] - Build function using image: registry.<reg
ionId>.aliyuncs.com/aliyunfc/runtime-python3.6:build-1.9.20
[2021-12-09 07:26:40] [INFO] [FC-BUILD] - begin pulling image registry.<regionId>.a
liyuncs.com/aliyunfc/runtime-python3.6:build-1.9.20, you can also use docker pull r
egistry.cn-beijing.aliyuncs.com/aliyunfc/runtime-python3.6:build-1.9.20 to pull ima
ge by yourself.
build-1.9.20: Pulling from aliyunfc/runtime-python3.6
f49cf87b52c1: Already exists
......
01ce50b4eb85: Already exists
02b807385deb: Pull complete
......
9b9fdb8de506: Pull complete
Digest: sha256:a9a6dab2d6319df741ee135d9749a90b2bb834fd11ee265d1fb106053890****
Status: Downloaded newer image for registry.<regionId>.aliyuncs.com/aliyunfc/runtim
e-python3.6:build-1.9.20
 builder begin to build
[2021-12-09 07:27:57] [INFO] [FC-BUILD] - Build artifact successfully.
Tips for next step
======================
* Invoke Event Function: s local invoke
* Invoke Http Function: s local start
* Deploy Resources: s deploy
End of method: build

执行完安装依赖的命令后，Serverless Devs会自动安装相关依赖包，并将第三方库下载到.s/build/art ifa
cts/cat-dog/classify/.s/python目录内。

3. 上传依赖到NAS。

当您在安装依赖时，函数计算引用的代码包在解压后可能会出现大于代码包限制的情况，为了减少代码
包的体积，您可以将大内存的依赖和相对较大的模型参数文件存放在NAS中。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基于函数计算和TensorFlow
的Serverless AI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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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执行以下命令，初始化NAS。

s nas init

输出示例：

[2021-12-09 07:29:58] [INFO] [S-CLI] - Start ...
[2021-12-09 07:29:59] [INFO] [FC-DEPLOY] - Using region: cn-shenzhen
[2021-12-09 07:29:59] [INFO] [FC-DEPLOY] - Using access alias: default
[2021-12-09 07:29:59] [INFO] [FC-DEPLOY] - Using accessKeyID: LTAI4G4cwJkK4Rza6xd9*
***
[2021-12-09 07:29:59] [INFO] [FC-DEPLOY] - Using accessKeySecret: eCc0GxSpzfq1DVspn
qqd6nmYNN****
......
[2021-12-09 07:30:01] [INFO] [FC-DEPLOY] - Generated vpcConfig:
securityGroupId: sg-wz90u1syk2h1f14b****
vSwitchId: vsw-wz9qnuult4q5g4f7n****
vpcId: vpc-wz9x9bzs0wtvjgt6n****
......
[2021-12-09 07:30:15] [INFO] [FC-DEPLOY] - Checking Trigger httpTrigger exists
 Make service _FC_NAS_cat-dog success.
 Make function _FC_NAS_cat-dog/nas_dir_checker success.
 Make trigger _FC_NAS_cat-dog/nas_dir_checker/httpTrigger success.
[2021-12-09 07:30:25] [INFO] [FC-DEPLOY] - Checking Service _FC_NAS_cat-dog exists
[2021-12-09 07:30:25] [INFO] [FC-DEPLOY] - Checking Function nas_dir_checker exists
[2021-12-09 07:30:26] [INFO] [FC-DEPLOY] - Checking Trigger httpTrigger exists
There is auto config in the service: _FC_NAS_cat-dog
[2021-12-09 07:30:26] [INFO] [FC-DEPLOY] - Generated nasConfig:
groupId: 10003
mountPoints:
  - fcDir: /mnt/auto
    nasDir: /cat-dog
    serverAddr: 2bfb748****.cn-shenzhen.nas.aliyuncs.com
userId: 10003
cat-dog:
  userId:      10003
  groupId:     10003
  mountPoints:
    -
      serverAddr: 2bfb748****.cn-shenzhen.nas.aliyuncs.com
      nasDir:     /cat-dog
      fcDir:      /mnt/auto

场景案例··基于函数计算和TensorFlow
的Serverless AI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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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执行以下命令，上传依赖到NAS。

s nas upload -r .s/build/artifacts/cat-dog/classify/.s/python/ /mnt/auto/python

输出示例：

[2021-12-09 07:33:14] [INFO] [S-CLI] - Start ...
Packing ...
Package complete.
 Upload done
Tips for next step
======================
* Invoke remote function: s invoke
End of method: nas

iii. 执行以下命令，上传模型到NAS。

s nas upload -r src/model/ /mnt/auto/model

输出示例：

[2021-12-09 07:52:26] [INFO] [S-CLI] - Start ...
Packing ...
Package complete.
 Upload done
Tips for next step
======================
* Invoke remote function: s invoke
End of method: nas

iv.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NAS目录。

s nas command ls /mnt/auto/

输出示例：

[2021-12-09 07:53:01] [INFO] [S-CLI] - Start ...
model
python
Tips for next step
======================
* Invoke remote function: s invoke
End of method: nas

4. 执行以下命令，部署项目。

s deploy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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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9 07:56:15] [INFO] [S-CLI] - Start ...
[2021-12-09 07:56:16] [INFO] [FC-DEPLOY] - Using region: cn-shenzhen
[2021-12-09 07:56:16] [INFO] [FC-DEPLOY] - Using access alias: default
[2021-12-09 07:56:16] [INFO] [FC-DEPLOY] - Using accessKeyID: LTAI4G4cwJkK4Rza6xd9****
[2021-12-09 07:56:16] [INFO] [FC-DEPLOY] - Using accessKeySecret: eCc0GxSpzfq1DVspnqqd6
nmYNN****
 ......
[2021-12-09 07:56:19] [INFO] [FC-DEPLOY] - Generated logConfig:
enableInstanceMetrics: true
enableRequestMetrics: true
logBeginRule: ~
logstore: fc-service-cat-dog-logstore
project: 188077086902****-cn-shenzhen-logproject
......
There is auto config in the service: cat-dog
Tips for next step
======================
* Display information of the deployed resource: s info
* Display metrics: s metrics
* Display logs: s logs
* Invoke remote function: s invoke
* Remove Service: s remove service
* Remove Function: s remove function
* Remove Trigger: s remove trigger
* Remove CustomDomain: s remove domain
cat-dog:
  region:   cn-shenzhen
  service:
    name: cat-dog
  function:
    name:       classify
    runtime:    python3
    handler:    predict.handler
    memorySize: 1024
    timeout:    120
  url:
    system_url:    https://188077086902****.cn-shenzhen.fc.aliyuncs.com/2016-08-15/prox
y/cat-dog/classify/
    custom_domain:
      -
        domain: http://classify.cat-dog.188077086902****.cn-shenzhen.fc.devsapp.net
  triggers:
    -
      type: http
      name: httpTrigger

成功部署该项目后，您可以在执行输出中查看到函数计算生成的临时域名，通过该域名可以访问刚部署
的函数，例如您可以使用浏览器访问该域名，然后选择目标图片识别图中的动物：

场景案例··基于函数计算和TensorFlow
的Serverless AI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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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临时域名仅用作演示以及开发，具有时效性。如需用作生产，请绑定已经在阿里云备案
的域名。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自定义域名。

使用预留消除冷启动毛刺使用预留消除冷启动毛刺
函数计算具有动态伸缩的特性，根据并发请求量，自动弹性扩容出执行环境。在这个典型的深度学习示例
中，加载依赖和模型参数消耗的时间很长，在您设置的1 GB规格的函数中，并发访问的时间为10s左右，有
时可能大于20s。

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函数调用毛刺的情况，即冷启动时间大于10s，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设置预留
的方式来避免冷启动。您可以在项目目录内执行以下命令消除冷启动毛刺：

s provision put --target 10 --qualifier LATEST

同时，当您需要了解服务器的最大承受能力，实现更好地运行和开发时，您可以使用Serverless Devs的压测
命令对指定的函数进行压测。详细信息，请参见Serverless Devs操作命令。

注意 注意 当您完成压测后，请执行以下命令取消预留：
s provision put --target 0 --qualifier LATEST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您可以单击点我去体验点我去体验，体验本文介绍的基于函数计算实现AI推理的最佳实践。

点我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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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用户在AI应用场景的镜像使用习惯，函数计算的GPU实例采用了镜像交付的推荐使用方式。AI与大
数据领域的镜像尺寸常见于GB级别，函数计算一方面提高了镜像大小的限制，另一方面提供了通用与内置两
种镜像加速方式。本文介绍镜像大小限制和两种镜像加速方式。

镜像大小限制镜像大小限制
镜像大小限制与您使用的容器镜像服务的实例类型和版本有关，具体如下。关于各ACR版本的计费情况，请
参见计费说明。

ACR版本 镜像大小限制（GB） 是否付费

ACR企业版-标准版 10 是

ACR企业版-高级版 10 是

ACR企业版-基础版 3 是

ACR个人版 3 免费

通用镜像加速通用镜像加速
不管您使用的是ACR个人版，还是ACR企业版，函数计算均为您默认开启了镜像加速功能，将分钟级的镜像
拉取缩短至秒级，较大程度减少大镜像冷启动耗时。具体信息，请参见：

镜像启动加速（ACR个人版）

镜像启动加速（ACR企业版）

内置镜像加速内置镜像加速
函数计算内置了常用的热门GPU应用镜像，当您的业务符合如下应用场景时，可以使用对应内置镜像作为基
础镜像进行业务开发，函数计算平台在进行镜像拉取时，大量层支持复用，从而极大地加速了GPU镜像启
动。

应用场景 算法库 版本 内置镜像地址
DockerHub镜像地
址

AI

TensorFlow

1.15.5-gpu

registry.cn-
shanghai.aliyuncs.
com/serverless_d
evs/tensorflow:1.
15.5-gpu

tensorflow/tensor
flow:1.15.5-gpu

2.7.0-gpu

registry.cn-
shanghai.aliyuncs.
com/serverless_d
evs/tensorflow:2.
7.0-gpu

tensorflow/tensor
flow:2.7.0-gpu

4.GPU实例使用最佳实践4.GPU实例使用最佳实践
4.1. 镜像使用说明4.1. 镜像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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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orch
1.8.1-cuda11.1-
ubuntu20.04

registry.cn-
shanghai.aliyuncs.
com/serverless_d
evs/pytorch:1.8.1-
cuda11.1-
ubuntu20.04

anibali/pytorch:1.
8.1-cuda11.1-
ubuntu20.04

音视频生产 FFmpeg latest

registry.cn-
shanghai.aliyuncs.
com/serverless_d
evs/nvidia-
ffmpeg:latest

willprice/nvidia-
ffmpeg:latest

图形图像处理 OpenCV
cuda-10.2-
opencv-4.2

registry.cn-
shanghai.aliyuncs.
com/serverless_d
evs/opencv-
cuda:cuda-10.2-
opencv-4.2

julianassmann/op
encv-cuda:cuda-
10.2-opencv-4.2

应用场景 算法库 版本 内置镜像地址
DockerHub镜像地
址

您可以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SDK或Serverless Devs来体验GPU实例的最佳实践。本文以Python语言为例，
说明如何使用Serverless Devs开发工具或通过控制台，将原始图像经过函数代码处理，实现边缘检测。

应用场景与优势应用场景与优势
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函数计算提供的GPU实例与CPU相比所具备的优势如下：

实时、准实时的应用场景实时、准实时的应用场景

提供数倍于CPU的图形图像处理效率，从而快速将生产内容推向终端用户。

成本优先的图像处理场景成本优先的图像处理场景

提供弹性预留模式，从而按需为客户保留GPU工作实例，对比自建GPU集群拥有较大成本优势。

提供GPU共享虚拟化，支持以1/2、独占方式使用GPU，允许业务以更精细化的方式配置GPU实例。

效率优先的图像处理场景效率优先的图像处理场景

屏蔽运维GPU集群的繁重负担（驱动/CUDA版本管理、机器运行管理、GPU坏卡管理），使得开发者专
注于代码开发、聚焦业务目标的达成。

GPU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类型及使用模式。

教程示例说明教程示例说明
如下表所示，左列为原图，右列是经过部署在函数计算的边缘检测函数代码处理后，所生成的图片。

4.2. 图像处理最佳实践4.2. 图像处理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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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图像 边缘检测结果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诚邀您参与测试GPU实例。请提交工单申请参与测试，并在工单中附上以下信息：

组织名称，例如您所在的公司名称。

您的阿里云账号ID。

您期望使用GPU实例的地域，例如华南1（深圳）。

联系方式，例如您的手机号、邮箱或钉钉账号等。

您的镜像大小。

编译OpenCV。
OpenCV需要自行编译以使用GPU加速，编译方式如下：

（推荐）通过Docker使用已编译好的OpenCV。下载地址：opencv-cuda-docker或cuda-opencv

自行编译。具体步骤，请参见官网编译手册。

将需处理的音视频资源上传至在GPU实例所在地域的OSS Bucket中，且您对该Bucket中的文件有读写权
限。具体步骤，请参见上传文件。权限相关说明，请参见修改存储空间读写权限。

通过ServerlessDevs部署GPU应用通过ServerlessDevs部署GPU应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GPU实例所在地域，完成以下操作：

创建容器镜像服务的企业版实例或个人版实例，推荐您创建企业版实例。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企
业版实例。

创建命名空间镜像仓库。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步骤二：创建命名空间和步骤三：创建镜像仓库。

安装Serverless Devs和Docker

配置Serverless Devs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项目。

s init devsapp/start-fc-custom-container-event-python3.9 -d fc-gpu-prj

创建的项目目录如下所示。

场景案例··GPU实例使用最佳实践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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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gpu-prj
├── code
│   ├── app.py        # 函数代码
│   └── Dockerfile    # Dockerfile：将代码打包成镜像的Dockerfile
├── README.md
└── s.yaml            # 项⽬配置：包含了镜像如何部署在函数计算

2. 进入项目所在目录。

cd fc-gpu-prj

3. 按实际情况修改目录文件的参数配置。

编辑s.yaml文件。
YAML文件的参数详解，请参见YAML规范。

edition: 1.0.0
name: container-demo
access: default
vars:
  region: cn-shenzhen
services:
  customContainer-demo:
    component: devsapp/fc
    props:
      region: ${vars.region}
      service:
        name: tgpu_opencv_service
        internetAccess: true
      function:
        name: tgpu_opencv_func
        description: test gpu for opencv
        handler: not-used
        timeout: 600
        caPort: 9000
        memorySize: 16384
        gpuMemorySize: 8192
        instanceType: g1
        runtime: custom-container
        customContainerConfig:
          # 1. 请检查阿⾥云ACR容器镜像仓库已提前创建相应的命名空间（namespace:demo）与仓库（r
epo:gpu-opencv-canny_s）。
          # 2. 后续更新函数时，请修改此处的tag，由v0.1修改为v0.2后，重新执⾏s build && s de
ploy。
          image: registry.cn-shenzhen.aliyuncs.com/demo/gpu-opencv-canny_s:v0.1
        codeUri: ./code
      triggers:
        - name: httpTrigger
          type: http
          config:
            authType: anonymous
            methods:
              - GET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GPU实例使用最佳实践

> 文档版本：20220713 3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8236.html#task-2182726/section-pkh-tcl-y3z


编辑app.py文件。
示例如下：

# -*- coding: utf-8 -*-
# python2 and python3
from __future__ import print_function
from http.server import HTTPServer, BaseHTTPRequestHandler
import json
import sys
import logging
import os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cv2
import urllib.request
class MyRequest(BaseHTTPRequestHandler):
    def download(self, url, path):
        print("enter download:", url)
        f = urllib.request.urlopen(url)
        with open(path, "wb") as local_file:
            local_file.write(f.read())
    def upload(self, url, path):
        print("enter upload:", url)
        headers =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octet-stream',
            'Content-Length': os.stat(path).st_size,
        }
        req = urllib.request.Request(url, open(path, 'rb'), headers=headers, method='
PUT')
        urllib.request.urlopen(req)
    def core(self):
        msg = ""
        mode = ""
        if not cv2.cuda.getCudaEnabledDeviceCount():
            msg = "No CUDA-capable device is detected |"
            mode = "Mat"
        else:
            msg = "CUDA-capable device supported |"
            mode = "UMat"
        # 需替换为您个⼈阿⾥云账号下的OSS，且您有可读写的权限。
        # 此处是从OSS Bucket中下载您已存储的原始图⽚。
        path = "/tmp/target.jpg"
        self.download("https://your_public_oss/f.png", path)
        img = cv2.imread(path)
        if mode=='UMat':
            img = cv2.UMat(img)
        img = cv2.cvtColor(img, cv2.COLOR_BGR2GRAY)
        img = cv2.GaussianBlur(img, (7, 7), 1.5)
        img = cv2.Canny(img, 0, 50)
        if type(img) == 'cv2.UMat':
            img = cv2.UMat.get(img)
        cv2.imwrite(path, img)
        # 需替换为您个⼈阿⾥云账号下的OSS，且您有可读写的权限。
        # 此处是向OSS Bucket中上传经过处理后的边缘检测结果图⽚，请注意图⽚名称与原图名称不能重
合。
        self.upload("https://your_public_oss/target.jp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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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upload("https://your_public_oss/target.jpg", path)
        msg = msg + " process image ok!"
        data = {'result': msg}
        self.send_response(200)
        self.send_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self.end_headers()
        self.wfile.write(json.dumps(data).encode())
    def pong(self):
        data = {"function":"opencv_edge_canny"}
        self.send_response(200)
        self.send_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self.end_headers()
        self.wfile.write(json.dumps(data).encode())
    def dispatch(self):
        mode = self.headers.get('RUN-MODE')
        if mode == "ping":
            self.pong()
        elif mode == "normal":
            self.core()
        else:
            self.pong()
    def do_GET(self):
        self.dispatch()
    def do_POST(self):
        self.dispatch()
if __name__ == '__main__':
    host = ('0.0.0.0', 9000)
    server = HTTPServer(host, MyRequest)
    print("Starting server, listen at: %s:%s" % host)
    server.serve_forever()

编辑Dockerfile文件。
示例如下：

FROM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serverless_devs/opencv-cuda:cuda-10.2-opencv-4
.2
WORKDIR /usr/src/app
RUN apt-get install -y build-essential
RUN apt-get install -y python3
COPY . .
CMD [ "python3", "-u", "/usr/src/app/app.py" ]
EXPOSE 9000

4. 构建镜像。

s build --dockerfile ./code/Dockerfile

5. 部署代码至函数计算。

s deploy

说明 说明 服务名称和函数名称不变，重复执行以上命令时，请选择本地配置，即  use local 。

6. 配置预留模式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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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rovision put --target 1 --qualifier LATEST

7. 查询预留模式的实例是否就绪。

s provision get --qualifier LATEST

如果查询到  current 参数为1，则说明GPU实例的预留模式已就绪，示例如下。

[2021-11-01T13:43:28.308] [INFO ] [S-CLI] - Start ...
[2021-11-01T13:43:28.521] [INFO ] [FC] - Getting provision: tgpu_opencv_service.LATEST/
tgpu_opencv_func
customContainer-demo:
  serviceName: tgpu_opencv_service
  functionName: tgpu_opencv_func
  qualifier: LATEST
  resource: 188077086902****#tgpu_opencv_service#LATEST#tgpu_opencv_func
  target: 1
  current: 1
  scheduledActions: []
  targetTrackingPolicies: []

8. 调用函数。

查看线上版本

FC Invoke Result:
{"function": "opencv_edge_canny"}

执行图片边缘检测

s invoke -e '{"method":"GET","headers":{"RUN-MODE":"normal"}}'
enter download: https://your_public_oss/c1.png
enter upload: https://your_public_oss/target.jpg # 查看该⽂件确认边缘检测结果。
FC Invoke Result:
{"result": "CUDA-capable device supported | process image ok!"}

9. 释放GPU实例。

s provision put --target 0 --qualifier LATEST

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部署GPU应用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部署GPU应用
1. 部署镜像。

i. 建容器镜像服务的企业版实例或个人版实例。

推荐您创建企业版实例。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企业版实例。

ii. 创建命名空间和镜像仓库。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步骤二：创建命名空间和步骤三：创建镜像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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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容器镜像服务控制台，根据界面提示完成Docker相关操作步骤。然后将上述示例app.py和Docker
file推送至实例镜像仓库，文件信息，请参见通过ServerlessDevs部署GPU应用时/code目录中的ap
p.py和Dockerfile。

2. 创建服务。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服务。

3. 创建函数。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Custom Container函数。

说明 说明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选择GPU实例GPU实例，请求处理程序类型请求处理程序类型选择处理 HT T P 请求处理 HT T P 请求。

4. 修改函数的执行超时时间。

i. 单击目标服务下目标函数右侧操作操作列的配置配置。

ii. 在环境信息环境信息区域，修改执行超时时间执行超时时间，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说明 说明 CPU转码耗时会超过默认的60s，因此建议您修改执行超时时间执行超时时间为较大的值。

5. 配置GPU预留实例。

i. 在函数详情页面，单击弹性管理弹性管理页签，然后单击创建规则创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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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创建弹性伸缩限制规则页面，按需配置参数，预留GPU实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关于配置预留实例的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预留实例。

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在规则列表查看预留的GPU实例是否就绪。即当前预留实例数当前预留实例数是否为设置的预留实
例数。

6. 使用cURL测试函数。

i. 在函数详情页面，单击触发器管理触发器管理页签，查看触发器的配置信息，获取触发器的访问地址。

ii. 在命令行执行如下命令，调用GPU函数。

查看线上函数版本

curl "https://tgpu-op-console-tgpu-op-console-ajezokddpx.cn-shenzhen.fcapp.run"
{"function": "opencv_edge_canny"}

执行图片边缘检测

curl "https://tgpu-op-console-tgpu-op-console-ajezokddpx.cn-shenzhen.fcapp.run" -
H "RUN-MODE: normal"
{"result": "CUDA-capable device supported | process image ok!"}

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您可通过在浏览器中访问以下域名，查看经过边缘检测处理后的图片：
https://cri-zfen7xhpsx******-registry.oss-cn-shenzhen.aliyuncs.com/cats2.png

本域名仅为示例，需以实际情况为准。

您可以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SDK或Serverless Devs来体验GPU实例的最佳实践。本文以Python语言为例，
说明如何使用Serverless Devs开发工具或通过控制台，将原始图像经过函数代码处理，实现风格合成以及对
象检测。

应用场景与优势应用场景与优势

4.3. 人工智能最佳实践4.3. 人工智能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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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面向人工智能应用的GPU基础设施，通常会面临着建设周期长、运维复杂度高、集群利用率低和成本
较高等问题。函数计算的GPU实例将这些问题从用户侧转移至云厂商侧，让您无需关心底层GPU基础设施，
完全聚焦于业务本身，极大地简化了业务的实现路径。

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函数计算提供的GPU实例与CPU相比所具备的优势如下：

成本优先的AI应用场景成本优先的AI应用场景

提供弹性预留模式，从而按需为客户保留GPU工作实例，对比自建GPU集群拥有较大成本优势。

提供GPU共享虚拟化，支持以1/2、独占方式使用GPU，允许业务以更精细化的方式配置GPU实例。

效率优先的AI应用场景效率优先的AI应用场景

屏蔽运维GPU集群的繁重负担（驱动/CUDA版本管理、机器运行管理、GPU坏卡管理），使得开发者专
注于代码开发、聚焦业务目标的达成。

GPU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类型及使用模式。

神经风格迁移教程神经风格迁移教程
神经风格迁移是一种生成技术，主要用来合成两张图像，即从其中一张图像提取内容，另一张图像提取风
格，以合成一张新图像。本示例通过使用TensorFlow Hub预置模型，完成任意图像的风格合成。

合成效果合成效果

内容图像 风格图像 合成图像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通用

诚邀您参与测试GPU实例。请提交工单申请参与测试，并在工单中附上以下信息：

组织名称，例如您所在的公司名称。

您的阿里云账号ID。

您期望使用GPU实例的地域，例如华南1（深圳）。

联系方式，例如您的手机号、邮箱或钉钉账号等。

您的镜像大小。

将需处理的音视频资源上传至在GPU实例所在地域的OSS Bucket中，且您对该Bucket中的文件有读写权
限。具体步骤，请参见上传文件。权限相关说明，请参见修改存储空间读写权限。

仅适用于通过ServerlessDevs部署GPU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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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PU实例所在地域，完成以下操作：

创建容器镜像服务的企业版实例或个人版实例，推荐您创建企业版实例。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
企业版实例。

创建命名空间镜像仓库。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步骤二：创建命名空间和步骤三：创建镜像仓库。

安装Serverless Devs和Docker

配置Serverless Devs

通过ServerlessDevs部署GPU应用通过ServerlessDevs部署GPU应用
1. 创建项目。

s init devsapp/start-fc-custom-container-event-python3.9 -d fc-gpu-prj

创建的项目目录如下所示。

fc-gpu-prj
├── code
│   ├── app.py        # 函数代码
│   └── Dockerfile    # Dockerfile：将代码打包成镜像的Dockerfile
├── README.md
└── s.yaml            # 项⽬配置：包含了镜像如何部署在函数计算

2. 进入项目所在目录。

cd fc-gpu-prj

3. 按实际情况修改目录文件的参数配置。

编辑s.yaml文件。
YAML文件的参数详解，请参见YAML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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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on: 1.0.0
name: container-demo
access: default
vars:
  region: cn-shenzhen
services:
  customContainer-demo:
    component: devsapp/fc
    props:
      region: ${vars.region}
      service:
        name: tgpu_tf_service
        internetAccess: true
      function:
        name: tgpu_tf_func
        description: test gpu for tensorflow
        handler: not-used
        timeout: 600
        caPort: 9000
        memorySize: 16384
        gpuMemorySize: 8192
        instanceType: g1
        runtime: custom-container
        customContainerConfig:
          # 1. 请检查阿⾥云ACR容器镜像仓库已提前创建相应的命名空间（namespace:demo）与仓库（r
epo:gpu-tf-style-transfer_s）。
          # 2. 后续更新函数时，请修改此处的tag，由v0.1修改为v0.2后，重新执⾏s build && s de
ploy。
          image: registry.cn-shenzhen.aliyuncs.com/demo/gpu-tf-style-transfer_s:v0.1
        codeUri: ./code
      triggers:
        - name: httpTrigger
          type: http
          config:
            authType: anonymous
            methods:
              - GET

编辑app.py文件。
示例如下：

# -*- coding: utf-8 -*-
# python2 and python3
from __future__ import print_function
from http.server import HTTPServer, BaseHTTPRequestHandler
from tensorflow import keras
from tensorflow.keras import layers
from tensorflow.keras.models import Sequential
import json
import sys
import logging
import os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matplotlib as mpl
import numpy as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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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os
import PIL
import tensorflow as tf
import pathlib
import urllib.request
import random
class Resquest(BaseHTTPRequestHandler):
    def upload(self, url, path):
        print("enter upload:", url)
        headers =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octet-stream',
            'Content-Length': os.stat(path).st_size,
        }
        req = urllib.request.Request(url, open(path, 'rb'), headers=headers, method='
PUT')
        urllib.request.urlopen(req)
    def tensor_to_image(self, tensor):
        tensor = tensor*255
        tensor = np.array(tensor, dtype=np.uint8)
        if np.ndim(tensor)>3:
            assert tensor.shape[0] == 1
            tensor = tensor[0]
        return PIL.Image.fromarray(tensor)
    def load_img(self, path_to_img):
        max_dim = 512
        img = tf.io.read_file(path_to_img)
        img = tf.image.decode_image(img, channels=3)
        img = tf.image.convert_image_dtype(img, tf.float32)
        shape = tf.cast(tf.shape(img)[:-1], tf.float32)
        long_dim = max(shape)
        scale = max_dim / long_dim
        new_shape = tf.cast(shape * scale, tf.int32)
        img = tf.image.resize(img, new_shape)
        img = img[tf.newaxis, :]
        return img
    def do_style_transfer(self):
        mpl.rcParams['figure.figsize'] = (12,12)
        mpl.rcParams['axes.grid'] = False
        # 需替换为您个⼈阿⾥云账号下的OSS，且您有可读写的权限。
        # 此处是读取您存储在OSS Bucket中的内容和样式图⽚。
        content_path = tf.keras.utils.get_file(str(random.randint(0,100000000)) + ".j
pg", 'https://your_public_oss/c1.png')
        style_path = tf.keras.utils.get_file(str(random.randint(0,100000000)) + ".jpg
",'https://your_public_oss/c2.png')
        content_image = self.load_img(content_path)
        style_image = self.load_img(style_path)
        print("load image ok")
        import tensorflow_hub as hub
        hub_model = hub.load('https://hub.tensorflow.google.cn/google/magenta/arbitra
ry-image-stylization-v1-256/2')
        #可以将hub模型打包⾄镜像加载，加快处理速度
        #hub_model = hub.load('/usr/src/app/style_transfer_model')
        stylized_image = hub_model(tf.constant(content_image), tf.constant(style_imag
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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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
        print("load model ok")
        path = "/tmp/" + str(random.randint(0,100000000)) + ".png"
        self.tensor_to_image(stylized_image).save(path)
        print("generate stylized image ok")
        # 需替换为您个⼈阿⾥云账号下的OSS，且您有可读写的权限。
        # 此处是将最后合成的图⽚存储⾄您的OSS Bucket。
        self.upload("https://your_public_oss/stylized-image.png" ,path)
        return "transfer ok"
    def style_transfer(self):
        msg = self.do_style_transfer()
        data = {"result": msg}
        self.send_response(200)
        self.send_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self.end_headers()
        self.wfile.write(json.dumps(data).encode())
    def pong(self):
        data = {"function":"tf_style_transfer"}
        self.send_response(200)
        self.send_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self.end_headers()
        self.wfile.write(json.dumps(data).encode())
    def dispatch(self):
        mode = self.headers.get('RUN-MODE')
        if mode == "ping":
            self.pong()
        elif mode == "normal":
            self.style_transfer()
        else:
            self.pong()
    def do_GET(self):
        self.dispatch()
    def do_POST(self):
        self.dispatch()
if __name__ == "__main__":
    host = ("0.0.0.0", 9000)
    server = HTTPServer(host, Resquest)
    print("Starting server, listen at: %s:%s" % host)
    server.serve_forever()

编辑Dockerfile文件。
示例如下：

FROM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serverless_devs/tensorflow:2.7.0-gpu
WORKDIR /usr/src/app
RUN apt-get update
RUN apt-get install -y python3
RUN apt-get install -y python3-pip
RUN pip3 install matplotlib
RUN pip install tensorflow_hub
COPY . .
CMD [ "python3", "-u", "/usr/src/app/app.py" ]
EXPOSE 9000

4. 构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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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uild --dockerfile ./code/Dockerfile

5. 部署代码至函数计算。

s deploy

说明 说明 服务名称和函数名称不变，重复执行以上命令时，请选择本地配置，即  use local 。

6. 配置预留模式的实例。

s provision put --target 1 --qualifier LATEST

7. 查询预留模式的实例是否就绪。

s provision get --qualifier LATEST

如果查询到  current 参数为1，则说明GPU实例的预留模式已就绪，示例如下。

[2022-06-21 11:53:19] [INFO] [FC] - Getting provision: tgpu_tf_service.LATEST/tgpu_tf_f
unc
helloworld:
  serviceName:            tgpu_tf_service
  functionName:           tgpu_tf_func
  qualifier:              LATEST
  resource:               188077086902****#tgpu_tf_service#LATEST#tgpu_tf_func
  target:                 1
  current:                1
  scheduledActions:
    (empty array)
  targetTrackingPolicies:
    (empty array)
  currentError:
  alwaysAllocateCPU:      true

8. 调用函数。

查看线上函数版本

s invoke
FC Invoke Result:
{"function": "tf_style_transfer"}

执行风格迁移

s invoke -e '{"method":"GET","headers":{"RUN-MODE":"normal"}}'
generate stylized image ok
enter upload: https://your_public_oss/stylized-image.png  # 可以下载此⽂件查看合成结果
FC Invoke Result:
{"result": "transfer ok"}

9. 释放GPU实例。

s provision put --target 0 --qualifier LATEST

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部署GPU应用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部署GPU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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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署镜像。

i. 建容器镜像服务的企业版实例或个人版实例。

推荐您创建企业版实例。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企业版实例。

ii. 创建命名空间和镜像仓库。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步骤二：创建命名空间和步骤三：创建镜像仓库。

iii. 在容器镜像服务控制台，根据界面提示完成Docker相关操作步骤。然后将上述示例app.py和Docker
file推送至实例镜像仓库，文件信息，请参见通过ServerlessDevs部署GPU应用时/code目录中的ap
p.py和Dockerfile。

2. 创建服务。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服务。

3. 创建函数。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Custom Container函数。

说明 说明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选择GPU实例GPU实例，请求处理程序类型请求处理程序类型选择处理 HT T P 请求处理 HT T P 请求。

4. 修改函数的执行超时时间。

i. 单击目标服务下目标函数右侧操作操作列的配置配置。

ii. 在环境信息环境信息区域，修改执行超时时间执行超时时间，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说明 说明 CPU转码耗时会超过默认的60s，因此建议您修改执行超时时间执行超时时间为较大的值。

5. 配置GPU预留实例。

i. 在函数详情页面，单击弹性管理弹性管理页签，然后单击创建规则创建规则。

函数计算 场景案例··GPU实例使用最佳实践

> 文档版本：20220713 4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2168.html#task48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0068.html#task-2035247/section-m0h-3y9-s8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00068.html#task-2035247/section-7ek-3k0-l1n
https://cr.console.aliyun.co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73337.html#multiTask427/section-765-0zj-cc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79372.html#task-2559807


ii. 在创建弹性伸缩限制规则页面，按需配置参数，预留GPU实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关于配置预留实例的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预留实例。

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在规则列表查看预留的GPU实例是否就绪。即当前预留实例数当前预留实例数是否为设置的预留实
例数。

6. 使用cURL测试函数。

i. 在函数详情页面，单击触发器管理触发器管理页签，查看触发器的配置信息，获取触发器的访问地址。

ii. 在命令行执行如下命令，调用GPU函数。

查看线上函数版本

curl -v "https://tgpu-ff-console-tgpu-ff-console-ajezot****.cn-shenzhen.fcapp.run
"
{"function": "trans_gpu"}

执行风格迁移

curl "https://tgpu-fu-console-tgpu-se-console-zpjido****.cn-shenzhen.fcapp.run" -
H 'RUN-MODE: normal'
{"result": "transfer ok"}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您可通过在浏览器中访问以下域名，查看经过风格合成处理后的图片：

https://cri-zbtsehbrr8******-registry.oss-cn-shenzhen.aliyuncs.com/stylized-image.png

本域名仅为示例，需以实际情况为准。

对象检测教程对象检测教程
当多个对象同时出现时，需要使用对象检测技术针对感兴趣的对象构建矩型边框，并持续跟踪。对象检测应
用通常用于大量不同类型对象的标记、识别。本示例通过使用OpenCV DNN，完成多对象检测功能。

检测效果检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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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所示，左列为需检测对象的原图，右列为经过OpenCV DNN处理后的对象检测结果图。结果图中会显
示检测到的对象名称和准确率。

原始图片 识别对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诚邀您参与测试GPU实例。请提交工单申请参与测试，并在工单中附上以下信息：

组织名称，例如您所在的公司名称。

您的阿里云账号ID。

您期望使用GPU实例的地域，例如华南1（深圳）。

联系方式，例如您的手机号、邮箱或钉钉账号等。

您的镜像大小。

在GPU实例所在地域，完成以下操作：

创建容器镜像服务的企业版实例或个人版实例，推荐您创建企业版实例。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企
业版实例。

创建命名空间镜像仓库。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步骤二：创建命名空间和步骤三：创建镜像仓库。

安装Serverless Devs和Docker

配置Serverless Devs

编译OpenCV。
OpenCV需要自行编译以使用GPU加速，编译方式如下：

（推荐）通过Docker使用已编译好的OpenCV。下载地址：opencv-cuda-docker和cuda-opencv

自行编译。具体步骤，请参见官网编译手册。

将需处理的音视频资源上传至在GPU实例所在地域的OSS Bucket中，且您对该Bucket中的文件有读写权
限。具体步骤，请参见上传文件。权限相关说明，请参见修改存储空间读写权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项目。

s init devsapp/start-fc-custom-container-event-python3.9 -d fc-gpu-prj

创建的项目目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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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gpu-prj
├── code
│   ├── app.py        # 函数代码
│   └── Dockerfile    # Dockerfile：将代码打包成镜像的Dockerfile
├── README.md
└── s.yaml            # 项⽬配置：包含了镜像如何部署在函数计算

2. 进入项目所在目录。

cd fc-gpu-prj

3. 按实际情况修改目录文件的参数配置。

编辑s.yaml文件。
YAML文件的参数详解，请参见YAML规范。

edition: 1.0.0
name: container-demo
access: default
vars:
  region: cn-shenzhen
services:
  customContainer-demo:
    component: devsapp/fc
    props:
      region: ${vars.region}
      service:
        name: tgpu_object_detect_service
        internetAccess: true
      function:
        name: tgpu_object_detect_func
        description: test gpu for opencv
        handler: not-used
        timeout: 600
        caPort: 9000
        memorySize: 16384
        gpuMemorySize: 8192
        instanceType: g1
        runtime: custom-container
        customContainerConfig:
          # 1. 请检查阿⾥云ACR容器镜像仓库已提前创建相应的命名空间（namespace:demo）与仓库（r
epo:gpu-transcoding_s）。
          # 2. 后续更新函数时，请修改此处的tag，由v0.1修改为v0.2后，重新执⾏s build && s de
ploy。
          image: registry.cn-shenzhen.aliyuncs.com/demo/gpu-object-detect_s:v0.1
        codeUri: ./code
      triggers:
        - name: httpTrigger
          type: http
          config:
            authType: anonymous
            methods:
              - GET

编辑app.py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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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如下：

# -*- coding: utf-8 -*-
# python2 and python3
from __future__ import print_function
from http.server import HTTPServer, BaseHTTPRequestHandler
import json
import sys
import logging
import os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cv2
import urllib.request
class Resquest(BaseHTTPRequestHandler):
    def download(self, url, path):
        print("enter download:", url)
        f = urllib.request.urlopen(url)
        with open(path, "wb") as local_file:
            local_file.write(f.read())
    def upload(self, url, path):
        print("enter upload:", url)
        headers =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octet-stream',
            'Content-Length': os.stat(path).st_size,
        }
        req = urllib.request.Request(url, open(path, 'rb'), headers=headers, method='
PUT')
        urllib.request.urlopen(req)
    def core(self):
        CLASSES = ["background", "aeroplane", "bicycle", "bird", "boat",
               "bottle", "bus", "car", "cat", "chair", "cow", "diningtable",
               "dog", "horse", "motorbike", "person", "pottedplant", "sheep",
               "sofa", "train", "tvmonitor"]
        COLORS = np.random.uniform(0, 255, size=(len(CLASSES), 3))
        print("[INFO] loading model...")
        prototxt = "/usr/src/app/m.prototxt.txt"
        model = "/usr/src/app/m.caffemodel"
        net = cv2.dnn.readNetFromCaffe(prototxt, model)
        msg = ""
        mode = ""
        if not cv2.cuda.getCudaEnabledDeviceCount():
            msg = "No CUDA-capable device is detected |"
        else:
            msg = "CUDA-capable device supported |"
            net.setPreferableBackend(cv2.dnn.DNN_BACKEND_CUDA)
            net.setPreferableTarget(cv2.dnn.DNN_TARGET_CUDA)
        path = "/tmp/target.png"
        # 需替换为您个⼈阿⾥云账号下的OSS，且您有可读写的权限。此处是读取您存储在OSS Bucket中
的图⽚。
        self.download("https://your_public_oss/a.png", path)
        image = cv2.imread(path)
        (h, w) = image.shape[:2]
        blob = cv2.dnn.blobFromImage(cv2.resize(image, (300, 300)), 0.007843, (300, 3
00), 127.5)
        print("[INFO] computing object det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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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INFO] computing object detections...")
        net.setInput(blob)
        detections = net.forward()
        # loop over the detections
        for i in np.arange(0, detections.shape[2]):
            confidence = detections[0, 0, i, 2]
            if confidence > 0.2:
                idx = int(detections[0, 0, i, 1])
                box = detections[0, 0, i, 3:7] * np.array([w, h, w, h])
                (startX, startY, endX, endY) = box.astype("int")
                cv2.rectangle(image, (startX, startY), (endX, endY), COLORS[idx], 2)
                x = startX + 10 if startY - 15 < 15 else startX
                y = startY - 15 if startY - 15 > 15 else startY + 20
                label = "{}: {:.2f}%".format(CLASSES[idx], confidence * 100)
                cv2.putText(image, label, (x, y), cv2.FONT_HERSHEY_SIMPLEX, 0.5, COLO
RS[idx], 2)
                print("[INFO] {}".format(label))
        cv2.imwrite(path, image)
        # 需替换为您个⼈阿⾥云账号下的OSS，且您有可读写的权限。此处是读取您存储在OSS Bucket中
的图⽚。
        self.upload("https://your_public_oss/target.jpg", path)
        msg = msg + " process image ok!"
        data = {'result': msg}
        self.send_response(200)
        self.send_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self.end_headers()
        self.wfile.write(json.dumps(data).encode())
    def pong(self):
        data = {"function":"object-detection"}
        self.send_response(200)
        self.send_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self.end_headers()
        self.wfile.write(json.dumps(data).encode())
    def dispatch(self):
        mode = self.headers.get('RUN-MODE')
        if mode == "ping":
            self.pong()
        elif mode == "normal":
            self.core()
        else:
            self.pong()
    def do_GET(self):
        self.dispatch()
    def do_POST(self):
        self.dispatch()
if __name__ == '__main__':
    host = ('0.0.0.0', 9000)
    server = HTTPServer(host, Resquest)
    print("Starting server, listen at: %s:%s" % host)
    server.serve_forever()

编辑Dockerfile文件。
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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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serverless_devs/opencv-cuda:cuda-10.2-opencv-4
.2
WORKDIR /usr/src/app
RUN sed -i s@/archive.ubuntu.com/@/mirrors.aliyun.com/@g /etc/apt/sources.list
RUN apt-get clean
RUN apt-get update --fix-missing
RUN apt-get install -y build-essential
RUN apt-get install -y python3
COPY . .
CMD [ "python3", "-u", "/usr/src/app/app.py" ]
EXPOSE 9000

4. 下载以下文件，并存放至/code目录下。

m.caffemodel

m.prototxt.txt

5. 构建镜像。

s build --dockerfile ./code/Dockerfile

6. 部署代码至函数计算。

s deploy

说明 说明 服务名称和函数名称不变，重复执行以上命令时，请选择本地配置，即  use local 。

7. 配置预留模式的实例。

s provision put --target 1 --qualifier LATEST

8. 查询预留模式的实例是否就绪。

s provision put --target 1 --qualifier LATEST

如果查询到  current 参数为1，则说明GPU实例的预留模式已就绪，示例如下。

[2021-12-07 02:20:55] [INFO] [S-CLI] - Start ...
[2021-12-07 02:20:55] [INFO] [FC] - Getting provision: tgpu_object_detect_service.LATES
T/tgpu_object_detect_func
customContainer-demo: 
  serviceName:            tgpu_object_detect_service
  functionName:           tgpu_object_detect_func
  qualifier:              LATEST
  resource:               188077086902****#tgpu_object_detect_service#LATEST#tgpu_objec
t_detect_func
  target:                 1
  current:                1
  scheduledActions:       (empty array)
  targetTrackingPolicies: (empty array)

9. 调用函数。

查看线上函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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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nvoke
FC Invoke Result:
{"result": "CUDA-capable device supported | process image ok!"}

执行对象识别

s invoke -e '{"method":"GET","headers":{"RUN-MODE":"normal"}}'
enter upload: https://your_public_oss/target.jpg # 可以下载此⽂件查看推理结果
FC Invoke Result:
{"result": "CUDA-capable device supported | process image ok!"}

10. 释放GPU实例。

s provision put --target 0 --qualifier LATEST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您可通过在浏览器中访问以下域名，查看目标识别处理后的图片：

https://cri-zbtsehbrr8******-registry.oss-cn-shenzhen.aliyuncs.com/target2.jpg

本域名仅为示例，需以实际情况为准。

您可以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SDK或Serverless Devs来体验GPU实例的最佳实践。本文以Python语言为例，
说明如何使用Serverless Devs开发工具，将原始视频经过函数代码的转码处理，从.mp4转换为.flv格式。

应用场景和优势应用场景和优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强交互应用场景的出现，例如社交直播、在线课堂以及远程医疗等，互联网流量正在向实
时、准实时的趋势演进。视频平台通常要将原始视频内容根据码率、分辨率、渠道贴片、播放平台等维度，
以1∶N的方式转码输出多种分发视频格式，以服务不同网络质量、各种播放平台的观看者。视频转码是视频
生产分发中的关键一环，理想的视频转码解决方案需要在成本（人民币/流）和功率效率（瓦/流）方面具有
成本效益。

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函数计算提供的GPU实例与CPU相比所具备的优势如下：

实时、准实时的应用场景实时、准实时的应用场景
提供数倍于CPU的转码效率，从而快速将生产内容推向终端用户。

成本优先的GPU应用场景成本优先的GPU应用场景
提供弹性预留模式，从而按需为您保留工作GPU实例，对比自购VM拥有较大成本优势。

效率优先的GPU应用场景效率优先的GPU应用场景
屏蔽运维GPU集群的繁重负担（驱动/CUDA版本管理、机器运行管理、GPU坏卡管理），使得开发者专注
于代码开发、聚焦业务目标的达成。

GPU实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例类型及使用模式。

性能对比性能对比
函数计算GPU实例基于的Turing架构支持以下编码和解码格式：

编码格式

4.4. 音视频处理最佳实践4.4. 音视频处理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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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视频信息如下表所示。

视频信息 数据

时长 2分05秒

码率 4085 Kb/s

视频流信息
h264 (High), yuv420p (progressive), 1920x1080 [SAR
1:1 DAR 16:9], 25 fps, 25 tbr, 1k tbn, 50 tbc

音视频信息 aac (LC), 44100 Hz, stereo, fltp

CPU和GPU的测试机器指标如下表所示。

对比项 CPU机型 GPU机型

CPU CPU Xeon® Platinum 8163 4C CPU Xeon® Platinum 8163 4C

RAM 16 GB 16 GB

GPU N/A T4

FFmpeg git-2020-08-12-1201687 git-2020-08-12-1201687

视频转码（1∶1）视频转码（1∶1）

性能测试：1路输入、1路输出

分辨率 CPU转码耗时 GPU转码耗时

H264∶1920x1080 (1080p) (Full
HD)

3分19.331秒 0分9.399秒

H264∶1280x720 (720p) (Half HD) 2分3.708秒 0分5.791秒

H264∶640x480 (480p) 1分1.018秒 0分5.753秒

H264∶480x360 (360p) 44.376秒 0分5.74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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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转码（1∶N）视频转码（1∶N）

性能测试：1路输入、3路输出

分辨率 CPU转码耗时 GPU转码耗时

H264∶1920x1080 (1080p) (Full
HD)

5分58.696秒 0分45.268秒
H264∶1280x720 (720p) (Half HD)

H264∶640x480 (480p)

转码命令转码命令
CPU转码命令

单路转码（1∶1）

docker run --rm -it --volume $PWD:/workspace --runtime=nvidia willprice/nvidia-ffmpeg -
y -i input.mp4 -c:v libx264 -vf scale=1920:1080 -b:v 5M output.mp4

多路转码（1∶N）

docker run --rm -it --volume $PWD:/workspace --runtime=nvidia willprice/nvidia-ffmpeg \
-y -i input.mp4 \
-c:a copy -c:v libx264 -vf scale=1920:1080 -b:v 5M output_1080.mp4 \
-c:a copy -c:v libx264 -vf scale=1280:720 -b:v 5M output_720.mp4 \
-c:a copy -c:v libx264 -vf scale=640:480 -b:v 5M output_480.mp4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a copy 无需任何重新编码即可复制音频流。

-c:v h264 为输出流选择软件H.264编码器。

-b:v 5M 将输出比特率设置为5 Mb/s。

GPU转码命令

单路转码（1∶1）

docker run --rm -it --volume $PWD:/workspace --runtime=nvidia willprice/nvidia-ffmpeg -
y -hwaccel cuda -hwaccel_output_format cuda -i input.mp4 -c:v h264_nvenc -vf scale_cuda
=1920:1080:1:4 -b:v 5M output.mp4

多路转码（1∶N）

docker run --rm -it --volume $PWD:/workspace --runtime=nvidia willprice/nvidia-ffmpeg \
-y -hwaccel cuda -hwaccel_output_format cuda -i input.mp4 \
-c:a copy -c:v h264_nvenc -vf scale_npp=1920:1080 -b:v 5M output_1080.mp4 \
-c:a copy -c:v h264_nvenc -vf scale_npp=1280:720 -b:v 5M output_720.mp4 \
-c:a copy -c:v h264_nvenc -vf scale_npp=640:480 -b:v 5M output_480.mp4

参数说明

场景案例··GPU实例使用最佳实践 函数计算

56 > 文档版本：20220713



参数 说明

-hwaccel cuda 选择合适的硬件加速器。

-hwaccel_output_format cuda 将解码的帧保存在GPU内存中。

-c:v h264_nvenc 选择NVIDIA硬件加速H.264编码器。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诚邀您参与测试GPU实例。请提交工单申请参与测试，并在工单中附上以下信息：

组织名称，例如您所在的公司名称。

您的阿里云账号ID。

您期望使用GPU实例的地域，例如华南1（深圳）。

联系方式，例如您的手机号、邮箱或钉钉账号等。

您的镜像大小。

在GPU实例所在地域，完成以下操作：

创建容器镜像服务的企业版实例或个人版实例，推荐您创建企业版实例。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企
业版实例。

创建命名空间镜像仓库。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步骤二：创建命名空间和步骤三：创建镜像仓库。

编译FFmpeg。
FFmpeg需要自行编译以使用GPU加速，编译方式如下：

（推荐）通过Docker使用已编译好的FFmpeg。下载地址：nvidia-ffmpeg或ffmpeg

自行编译。具体步骤，请参见官网编译手册。

将需处理的音视频资源上传至在GPU实例所在地域的OSS Bucket中，且您对该Bucket中的文件有读写权
限。具体步骤，请参见上传文件。权限相关说明，请参见修改存储空间读写权限。

通过Serverless Devs部署GPU应用通过Serverless Devs部署GPU应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安装Serverless Devs和Docker

配置Serverless Devs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项目。

s init devsapp/start-fc-custom-container-event-python3.9 -d fc-gpu-prj

创建的项目目录如下所示。

fc-gpu-prj
├── code
│   ├── app.py        # 函数代码
│   └── Dockerfile    # Dockerfile：将代码打包成镜像的Dockerfile
├── README.md
└── s.yaml            # 项⽬配置：包含了镜像如何部署在函数计算

2. 进入项目所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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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fc-gpu-prj

3. 按实际情况修改目录文件的参数配置。

编辑s.yaml文件。
YAML文件的参数详解，请参见YAML规范。

edition: 1.0.0
name: container-demo
access: default
vars:
  region: cn-shenzhen
services:
  customContainer-demo:
    component: devsapp/fc
    props:
      region: ${vars.region}
      service:
        name: tgpu_ffmpeg_service
        internetAccess: true
      function:
        name: tgpu_ffmpeg_func
        description: test gpu for ffmpeg
        handler: not-used
        timeout: 600
        caPort: 9000
        memorySize: 16384
        gpuMemorySize: 8192
        instanceType: g1
        runtime: custom-container
        customContainerConfig:
          # 1. 请检查阿⾥云ACR容器镜像仓库已提前创建相应的命名空间（namespace:demo）与仓库（r
epo:gpu-transcoding_s）。
          # 2. 后续更新函数时，请修改此处的tag，由v0.1修改为v0.2后，重新执⾏s build && s de
ploy。
          image: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demo/gpu-transcoding_s:v0.1
        codeUri: ./code

编辑app.py文件。
示例如下：

# -*- coding: utf-8 -*-
# python2 and python3
from __future__ import print_function
from http.server import HTTPServer, BaseHTTPRequestHandler
import json
import sys
import logging
import os
import time
import urllib.request
import subprocess
class Resquest(BaseHTTPRequestHandler):
    def download(self, url, path):
        print("enter download:", url)
        f = urllib.request.urlopen(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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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urllib.request.urlopen(url)
        with open(path, "wb") as local_file:
            local_file.write(f.read())
    def upload(self, url, path):
        print("enter upload:", url)
        headers =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octet-stream',
            'Content-Length': os.stat(path).st_size,
        }
        req = urllib.request.Request(url, open(path, 'rb'), headers=headers, method='
PUT')
        urllib.request.urlopen(req)
    def trans(self, input_path, output_path, enable_gpu):
        print("enter trans input:", input_path, " output:", output_path, " enable_gpu
:", enable_gpu)
        cmd = ['ffmpeg', '-y', '-i', input_path, "-c:a", "copy", "-c:v", "h264", "-b:
v", "5M", output_path]
        if enable_gpu:
            cmd = ["ffmpeg", "-y", "-hwaccel", "cuda", "-hwaccel_output_format", "cud
a", "-i", input_path, "-c:v", "h264_nvenc", "-b:v", "5M", output_path]
        try:
            subprocess.run(cmd, stdout=subprocess.PIPE, stderr=subprocess.PIPE, check
=True)
        except subprocess.CalledProcessError as exc:
            print('\nreturncode:{}'.format(exc.returncode))
            print('\ncmd:{}'.format(exc.cmd))
            print('\noutput:{}'.format(exc.output))
            print('\nstderr:{}'.format(exc.stderr))
            print('\nstdout:{}'.format(exc.stdout))
    def trans_wrapper(self, enable_gpu):
        src_url = "https://your.domain/input.mp4"  # 需替换为您个⼈阿⾥云账号下的OSS，且
您有可读写的权限。
        dst_url = "https://your.domain/output.flv" # 需替换为您个⼈阿⾥云账号下的OSS，且
您有可读写的权限。
        src_path = "/tmp/input_c.flv"
        dst_path = "/tmp/output_c.mp4"
        if enable_gpu:
            src_url = "https://your.domain/input.mp4"  # 需替换为您个⼈账号下的OSS，且您
有可读写的权限。
            dst_url = "https://your.domain/output.flv" # 需替换为您个⼈账号下的OSS，且您
有可读写的权限。
            src_path = "/tmp/input_g.flv"
            dst_path = "/tmp/output_g.mp4"
        local_time = time.time()
        self.download(src_url, src_path)
        download_time = time.time() - local_time
        local_time = time.time()
        self.trans(src_path, dst_path, enable_gpu)
        trans_time = time.time() - local_time
        local_time = time.time()
        self.upload(dst_url, dst_path)
        upload_time = time.time() - local_time
        data = {'result':'ok', 'download_time':download_time, 'trans_time':trans_time
, 'upload_time':upload_time}
        self.send_response(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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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send_response(200)
        self.send_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self.end_headers()
        self.wfile.write(json.dumps(data).encode())
    def pong(self):
        data = {"function":"trans_gpu"}
        self.send_response(200)
        self.send_header('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self.end_headers()
        self.wfile.write(json.dumps(data).encode())
    def dispatch(self):
        mode = self.headers.get('TRANS-MODE')
        if mode == "ping":
            self.pong()
        elif mode == "gpu":
            self.trans_wrapper(True)
        elif mode == "cpu":
            self.trans_wrapper(False)
        else:
            self.pong()
    def do_GET(self):
        self.dispatch()
    def do_POST(self):
        self.dispatch()
if __name__ == '__main__':
    host = ('0.0.0.0', 9000)
    server = HTTPServer(host, Resquest)
    print("Starting server, listen at: %s:%s" % host)
    server.serve_forever()

编辑Dockerfile文件。
示例如下：

FROM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serverless_devs/nvidia-ffmpeg:latest
WORKDIR /usr/src/app
RUN apt-get update --fix-missing
RUN apt-get install -y python3
RUN apt-get install -y python3-pip
COPY . .
ENTRYPOINT [ "python3", "-u", "/usr/src/app/app.py" ]
EXPOSE 9000

4. 构建镜像。

s build --dockerfile ./code/Dockerfile

5. 部署代码至函数计算。

s deploy

说明 说明 服务名称和函数名称不变，重复执行以上命令时，请选择本地配置，即  use local 。

6. 配置预留模式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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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rovision put --target 1 --qualifier LATEST

7. 查询预留模式的实例是否就绪。

s provision get --qualifier LATEST

如果查询到  current 参数为1，则说明GPU实例的预留模式已就绪，示例如下。

[2021-12-14 08:45:24] [INFO] [S-CLI] - Start ...
[2021-12-14 08:45:24] [INFO] [FC] - Getting provision: tgpu_ffmpeg_service.LATEST/tgpu_
ffmpeg_func
customContainer-demo: 
  serviceName:            tgpu_ffmpeg_service
  functionName:           tgpu_ffmpeg_func
  qualifier:              LATEST
  resource:               188077086902****#tgpu_ffmpeg_service#LATEST#tgpu_ffmpeg_func
  target:                 1
  current:                1
  scheduledActions:       (empty array)
  targetTrackingPolicies: (empty array)
  currentError:           

8. 调用函数。

查看线上函数版本

s invoke

使用CPU进行转码

s invoke -e '{"method":"GET","headers":{"TRANS-MODE":"cpu"}}'

使用GPU进行转码

s invoke -e '{"method":"GET","headers":{"TRANS-MODE":"gpu"}}'

9. 释放GPU实例。

s provision put --target 0 --qualifier LATEST

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部署GPU应用通过函数计算控制台部署GPU应用
1. 部署镜像。

i. 建容器镜像服务的企业版实例或个人版实例。

推荐您创建企业版实例。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企业版实例。

ii. 创建命名空间和镜像仓库。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步骤二：创建命名空间和步骤三：创建镜像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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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容器镜像服务控制台，根据界面提示完成Docker相关操作步骤。然后将上述示例app.py和Docker
file推送至实例镜像仓库，文件信息，请参见通过ServerlessDevs部署GPU应用时/code目录中的ap
p.py和Dockerfile。

2. 创建服务。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服务。

3. 创建函数。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Custom Container函数。

说明 说明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选择GPU实例GPU实例，请求处理程序类型请求处理程序类型选择处理 HT T P 请求处理 HT T P 请求。

4. 修改函数的执行超时时间。

i. 单击目标服务下目标函数右侧操作操作列的配置配置。

ii. 在环境信息环境信息区域，修改执行超时时间执行超时时间，然后单击保存保存。

说明 说明 CPU转码耗时会超过默认的60s，因此建议您修改执行超时时间执行超时时间为较大的值。

5. 配置GPU预留实例。

i. 在函数详情页面，单击弹性管理弹性管理页签，然后单击创建规则创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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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创建弹性伸缩限制规则页面，按需配置参数，预留GPU实例，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关于配置预留实例的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预留实例。

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在规则列表查看预留的GPU实例是否就绪。即当前预留实例数当前预留实例数是否为设置的预
留实例数。

6. 使用cURL测试函数。

i. 在函数详情页面，单击触发器管理触发器管理页签，查看触发器的配置信息，获取触发器的访问地址。

ii. 在命令行执行如下命令，调用GPU函数。

查看线上函数版本

curl -v "https://tgpu-ff-console-tgpu-ff-console-ajezot****.cn-shenzhen.fcapp.run
"
{"function": "trans_gpu"}

使用CPU进行转码

curl "https://tgpu-ff-console-tgpu-ff-console-ajezot****.cn-shenzhen.fcapp.run" -
H 'TRANS-MODE: cpu'
{"result": "ok", "upload_time": 8.75510573387146, "download_time": 4.910430669784
546, "trans_time": 105.37688875198364}

使用GPU进行转码

curl "https://tgpu-ff-console-tgpu-ff-console-ajezotchpx.cn-shenzhen.fcapp.run" -
H 'TRANS-MODE: gpu'
{"result": "ok", "upload_time": 8.313958644866943, "download_time": 5.09668254852
2949, "trans_time": 8.72346019744873}

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您可通过在浏览器中访问以下域名，查看转码后的视频：
https://cri-zbtsehbrr8******-registry.oss-cn-shenzhen.aliyuncs.com/output.flv

本域名仅为示例，需以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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