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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支持的运行时语言

FunctionStage Runtime支持多种运行时语言：Python 、Node.js、Java、Go，说明如表
1-1所示。

表 1-1 运行时说明

运行时语言 支持版本 SDK下载 Runtime下载

Node.js 6.10 - -

Python 2.7、3.6 - Python 2.7
Runtime下载

Python 3.6
Runtime下载

说明
Python Runtime集成
了部分常用的第三
方SDK，如表1-2所
示。

Java 8.0 Java SDK下载

说明
Java SDK集成了云
服务OBS SDK。

-

Go 1.8 Go SDK下载 -

 

Python Runtime 集成的非标准库

表 1-2 Python Runtime 集成的非标准库

模块 功能 版本号

dateutil 日期/时间处理 2.6.0

requests http库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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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unctionstage-sdk.obs.myhwclouds.com/python-sdk/python-2.7.12.1.1.zip
https://functionstage-sdk.obs.myhwclouds.com/python-sdk/python-2.7.12.1.1.zip
https://functionstage-sdk.obs.myhwclouds.com/python-sdk/python-3.6.3.1.1.zip
https://functionstage-sdk.obs.myhwclouds.com/python-sdk/python-3.6.3.1.1.zip
https://functionstage-sdk.obs.myhwclouds.com/java-sdk/fss-java-sdk-1.1.0.zip
https://functionstage-sdk.obs.myhwclouds.com/go-sdk/fss-go-sdk.zip


模块 功能 版本号

httplib2 httpclient 0.10.3

numpy 数学计算 1.13.1

redis redis客户端 2.10.5

obsclient OBS客户端 -

 

样例工程包下载

本手册使用样例工程包下载地址如表1-3所示，可以下载到本地，创建函数时上传使
用。

表 1-3 样例工程包下载

函数 工程包下载

Node.js函数 fss_examples_nodejs6.10.zip

Python函数 fss_examples_python2.7.zip

Java函数 fss_example_java8.jar

Go函数 fss_examples_go1.8.zip

 

CLI 工具下载

FunctionStage服务提供命令行界面工具，用来执行函数管理、触发器管理、别名管理、
函数调用等操作。命令行界面工具支持64位的Linux系统及64位Windows系统，具体下
载地址如表1-4所示。

表 1-4 CLI 工具下载地址

系统 下载 MD5校验码

Linux CLI命令行工具下
载

7e8366dafdbff627309c83739be3ff4f

Windows CLI命令行工具下
载

4d97cc9d795ed24ec9785ff73cfd0dd5

 

Sandbox 调试工具下载

华为云Serverless Sandbox（HSS）可以用来在本地测试函数功能，验证华为无服务器应
用模型（HSAM），并为各种事件源本地生成样本有效载荷。下载地址如表1-5所示。

函数服务
开发指南 1 概述

文档版本 17 (2018-06-07)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

https://functionstage-example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fss_examples_nodejs6.10.zip
https://functionstage-example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fss_examples_python2.7.zip
https://functionstage-examples.obs.myhwclouds.com/fss_example_java8.jar
https://functionstage-example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fss_examples_go1.8.zip
https://functionstage-cli.obs.myhwclouds.com/fss-cli-1.0.4_linux-x64.tar.gz
https://functionstage-cli.obs.myhwclouds.com/fss-cli-1.0.4_linux-x64.tar.gz
https://functionstage-cli.obs.myhwclouds.com/fss-cli-1.0.4_windows-x64.tar.gz
https://functionstage-cli.obs.myhwclouds.com/fss-cli-1.0.4_windows-x64.tar.gz


表 1-5 Sandbox 调试工具下载

系统 下载 MD5校验码

Linux Sandbox调试工具下载 499dc2e0804bf6d1ea6939e5
3c21945a

 

相关云服务 SDK
Functionstage相关云服务SDK下载如表1-6所示，更多华为云服务SDK的下载及使用请
参考华为云开发工具包。

表 1-6 相关云服务 SDK 链接

云服务 说明 SDK下载

消息通知服务SMN 消息通知服务SDK能简化您使用SMN服务的
复杂程度，借助该SDK开发包，您可以很容
易的在业务系统中集成消息处理能力，如发
送消息、创建主题等。

Java SDK
下载

Python
SDK下载

分布式消息服务DMS 借助分布式消息服务SDK，您可以很容易的
进行生产和消费消息，并管理队列和消费
组。

Java SDK
下载

Python
SDK下载

分布式消息服务DMS
Kafka SDK

支持开源的kafka接口，第三方应用程序直接
使用kafka client调用kafka server的接口即可实
现开源kafka的业务能力。

Java SDK
下载

分布式消息服务DMS
TCP SDK

提供基于TCP的接口，第三方应用程序直接
使用DMS SDK即可实现消息的生产、消费和
确认。

Java SDK
下载

对象存储服务OBS 借助对象存储服务SDK开发包，您可以很容
易的构建基于华为存储的互联网应用，如
Web Hosting、在线视频、在线相册、在线备
份等应用。该SDK包含HWS Java库、示例代
码和文档。

Java SDK
下载

Python
SDK下载

Node.js
SDK下载

Go SDK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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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unctionstage-sandbox.obs.cn-north-1.myhwclouds.com/hss-1.0.2.tgz
http://developer.huaweicloud.com/dev/sdk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mn/java_sdk.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mn/java_sdk.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pythonopenstacksdk.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pythonopenstacksdk.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dk/openstack4j.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dk/openstack4j.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pythonopenstacksdk.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pythonopenstacksdk.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dms/dmskafkasasl.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dms/dmskafkasasl.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dms/dmssdk.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dms/dmssdk.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dk/Java.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dk/Java.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dk/python.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dk/python.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dk/Nodejs.zip
http://static.huaweicloud.com/upload/files/sdk/Nodejs.zip
http://esdk.huawei.com/ilink/esdk/download/HW_460166
http://esdk.huawei.com/ilink/esdk/download/HW_460166


2 支持的事件源

本节列出了FunctionStage支持的华为云服务，可以将这些服务配置为FunctionStage函数
的事件源。在预配置事件源映射后，这些事件源检测事件时将自动调用FunctionStage函
数。

消息通知服务 SMN

可以编写FunctionStage函数来处理SMN的通知，在将消息发布到SMN主题时，服务可
以通过将消息负载作为参数传递（SMN示例事件）来调用FunctionStage函数，
FunctionStage函数代码可以处理事件，比如将消息发布到其他SMN主题或将消息发送
到其他华为云服务。SMN消息触发的使用过程请参考使用SMN触发器。

分布式消息服务 DMS

可以将FunctionStage配置为自动轮询DMS消息队列并处理任何新消息，FunctionStage会
定期轮询队列中的新消息，服务将轮询到的消息作为参数传递（DMS示例事件）来调
用函数。DMS消息触发的使用过程请参考使用DMS触发器。

API Gateway

可以通过HTTPS调用FunctionStage函数，使用API Gateway定义自定义REST API和终端
节点来实现。可以将各个API操作（如GET和PUT）映射到特定的FunctionStage函数，
当向该API终端节点发送HTTPS请求时（APIG示例事件），API Gateway会调用相应的
FunctionStage函数。HTTP调用触发函数的使用过程请参考使用APIG触发器。

对象存储服务 OBS

可以编写FunctionStage函数来处理OBS存储桶事件，例如对象创建事件或对象删除事
件。当用户将一张照片上传到存储桶时，OBS存储桶调用FunctionStage函数，实现读取
图像和创建照片缩略图。OBS对象操作触发函数的过程请参考使用OBS触发器。

数据接入服务 DIS

可以将FunctionStage函数配置为自动轮询流并处理任何新记录，例如网站点击流、财务
交易记录、社交媒体源、IT日志和位置跟踪事件等（DIS示例事件）。FunctionStage会
定期轮询流中的新记录。DIS数据流触发函数的过程请参考使用DIS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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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functionstage/functionstage_01_0230.html
http://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functionstage/functionstage_01_0240.html
http://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functionstage/zh-cn_topic_0059753773.html
http://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functionstage/functionstage_01_0260.html
http://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functionstage/functionstage_01_0270.html


定时触发器 TIMER
可以使用TIMER的计划事件功能定期调用您的代码，可以指定固定速率（分钟、小
时、天数）或指定 cron 表达式定期调用函数（TIMER示例事件）。定时触发器的使用
请参考使用定时触发器。

示例事件

l SMN示例事件

示例函数名为test，smn主题为FunctionStage_Test，对应的SMN事件内容如下（消
息头为"subject"字段，消息体为"message"字段）：

{
    "record": [{
        "event_version": "1.0",
        "smn": {
            "message_attributes": null,
            "subject": "This is the message title of smn trigger",
            "message_id": "a5dbd701d70d4ac2a153e7dd6dd9b601",
            "topic_urn": "urn:smn:cn-
north-1:bb8695913bb74682b9ca82a8803b60d8:FunctionStage_Test",
            "type": "notification",
            "message": "This is the message body of smn trigger",
            "timestamp": "2017-11-15T04:02:24Z"
            },
        "event_source": "smn",
        "event_subscription_urn": "urn:fss:cn-
north-1:bb8695913bb74682b9ca82a8803b60d8:function:default:obsTrigger-
Test1:latest"
    }],
    "functionname": "test",
    "requestId": "7c307f6a-cf68-4e65-8be0-4c77405a1b2c",
    "timestamp": "Wed Nov 15 2017 12:00:00 GMT+0800 (CST)"
}

l DMS示例事件

示例函数名为test，那么对应内容如下（消息体在Messages中，Body为消息内容，
Attributes为在DMS生成消息页面添加的属性，QueueID为队列ID，
ConsumerGroupId是消费组ID。）

{
    "Tag": "latest",
    "QueueID": "48d11a53-e498-4964-84a2-aaa56442d5ca",
    "ConsumerGroupID": "g-61d9d290-7dae-4144-9ce7-00b9f159cdbe",
    "Messages": [{
        "Body": "This is dms trigger body",
        "Attributes": {
            "dmstrigger": "dmstrigger",
            "dmstrigger2": "dmstrigger"
        }
    }],
    "functionname": "test",
    "requestId": "57453335-ccf7-4d43-8639-79d108158749",
    "timestamp": "Wed Nov 15 2017 14:26:10 GMT+0800 (CST)"
}

l APIG示例事件

APIG事件说明如下。

{
    "httpMethod": "GET",     //请求方法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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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functionstage/functionstage_01_0280.html


    "path": "/test/hello",   //请求路径
    "pathParameters": {      //路径参数
        "proxy": "hello"
    },
    "queryStringParameters": { //查询参数
        "name": "me"
    },
    "headers": {               //请求头
        "x-stage": "RELEASE",
        "Host": "3f96e175-d5e4-4d4b-ae7e-f6d264e63b23-apigw.cn-
north-1.huaweicloud.com",
        "User-Agent": "lua-resty-http/0.10 (Lua) ngx_lua/10008",
        ……
    },
    "body": "……",              //请求体
    "isBase64Encoded":false/true,  //body是否base64
    "requestContext": {
        "stage": "test",          //环境别名
        "requestId": "dd4337362c02c7d77299e78781beb4b1",
        "apiId": "41b45ea3-70b5-11e6-b7bd-69b5aaebc7d9"
    },
}
函数应按以下结构返回字符串。

{
    "isBase64Encoded": true|false,
    "statusCode": httpStatusCode,
    "headers": {"headerName":"headerValue",...},
    "body": "..."
}

l DIS示例事件

示例数据流名称为dis-swtest，那么利用该数据流创建触发器的函数收到的请求格
式为（消息在Message中）。

{
    "ShardID": "shardId-0000000000",
    "Message": {
        "next_partition_cursor": 
"eyJnZXRJdGVyYXRvclBhcmFtIjp7InN0cmVhbS1uYW1lIjoiZGlzLXN3dGVzdCIsInBh
cnRpdGlvbi1pZCI6InNoYXJkSWQtMDAwMDAwMDAwMCIsImN1cnNvci10eXBlIjoiVFJJT
V9IT1JJWk9OIiwic3RhcnRpbmctc2VxdWVuY2UtbnVtYmVyIjoiNCJ9LCJnZW5lcmF0ZV
RpbWVzdGFtcCI6MTUwOTYwNjM5MjE5MX0",
        "records": [{
            "partition_key": "shardId_0000000000",
            "data": "PEJ1ZmZlcj48L0J1ZmZlcj4=",
            "sequence_number": "0"
        },
        {
            "partition_key": "shardId_0000000000",
            "data": "PEJ1ZmZlcj48L0J1ZmZlcj4=",
            "sequence_number": "1"
        },
        {
            "partition_key": "shardId_0000000000",
            "data": "PEJ1ZmZlcj48L0J1ZmZlcj4=",
            "sequence_number": "2"
        },
        {
            "partition_key": "shardId_0000000000",
            "data": "PEJ1ZmZlcj48L0J1ZmZlcj4=",
            "sequence_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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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llis_behind_latest": ""
    },
    "Tag": "latest",
    "StreamName": "dis-swtest"
}

l TIMER示例事件
{
  "version": "v1.0",
  "time": "2006-01-02T15:04:05-07:00",  // 本地时间
  "trigger_type": "TIMER",   // 触发器类型
  "trigger_name": "触发器名称",
  "user_event": "用户配置事件"   //该字段内容为用户在创建定时触发器时配置的用
户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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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de.js 函数开发指南

3.1 函数定义
函数有明确的接口定义，如下所示。

export.handler = function(event, context, callback)

l 入口函数名（handler）：入口函数名称， 需和函数执行入口处用户自定义的入口
函数名称一致。

l 执行事件（event）：函数执行界面由用户输入的执行事件参数， 格式为JSON对
象。

l 上下文环境（Context）：Runtime提供的函数执行上下文，其接口定义在SDK接口
说明。

l 回调函数（Callback）：callback方法完整声明为callback(err, message)，用户通过
此方法可以返回err和message至前台结果显示页面。具体的err或message内容需要
用户自己定义，如字符串。

3.2 SDK 接口
Context类中提供了许多上下文方法供用户使用，其声明和功能如表3-1所示。

表 3-1 Context 类上下文方法说明

方法名 方法说明

getRequestID() 获取请求ID。

getRemainingTimeInMilliSeconds () 获取函数剩余运行时间。

getAccessKey() 获取租户AccessKey。

getSecretKey() 获取租户SecretKey。

getUserData(string key) 通过key获取用户通过环境变量传入的
值。

getFunctionName() 获取函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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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名 方法说明

getRunningTimeInSeconds () 获取函数超时时间。

getVersion() 获取函数的版本。

getMemorySize() 获取函数所占用的内存。

getCPUNumber() 获取函数所占用的CPU数。

getProjectID() 获取projectID。

getPackage() 获取函数组。

getToken() 获取token。

getLogger() 获取context提供的logger方法，返回一个
日志输出类，通过使用其info方法按“时
间-请求ID-输出内容”的格式输出日志。
如logg = context.getLogger()获取一个logg
对象，调用info方法输出日志：
logg.info("hello")。

getSecurityToken() 获取安全token，调用其他服务接口。

 

警告

getToken()、getSecurityToken()、getAccessKey()和getSecretKey()方法返回的内容包含敏
感信息，请谨慎使用，避免造成用户敏感信息的泄露。

3.3 开发 Node.js 函数
开发Node.js函数步骤如下。

步骤1 创建函数工程

1. 编写打印helloworld的代码

打开文本编辑器，编写helloworld函数，代码如下，文件命名为helloworld.js，保存
文件。

var return_helloworld = function() {
    console.log('helloworld');
};

module.exports = {
    print: return_helloworld
};

2. 定义FunctionStage函数

打开文本编辑，定义函数，代码如下，文件命名为index.js，保存文件（与
helloworld.js保存在同一文件夹下）。

var h = require('./helloworld.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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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s.handler = function (event, context, callback) {
    h.print();
    callback(null, JSON.stringify(event));
}

说明

1. callback返回的第一个参数不为null，则认为函数执行失败，会返回定义在第二个参数的HTTP
错误信息。

2. 函数服务仅支持返回如下几种类型的值。

null： 函数服务返回的HTTP响应Body为空。

[]byte: 函数服务返回的HTTP响应Body内容为该字节数组内容。

string：函数服务返回的HTTP响应Body内容为该字符串内容。

其他：函数服务会返回值作为对象进行json编码，并将编码后的内容作为HTTP响应的Body，
同时设置响应的"Content-Type"头为"application/json"。

步骤2 工程打包

函数工程创建以后，可以得到以下目录，选中工程所有文件，打包命名为
fss_examples_nodejs6.10.zip，如图3-1所示。

图 3-1 打包

注意

本例函数工程文件保存在“~/Code/”文件夹下，在打包的时候务必进入Code文件夹下
选中所有工程文件进行打包，这样做的目是：定义了FunctonStage函数的index.js是程序
执行入口，确保fss_examples_nodejs6.10.zip解压后，index.js文件位于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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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创建FunctionStage函数，上传程序包

登录FunctionStage，创建Node.js函数，上传fss_examples_nodejs6.10.zip文件。如图3-2
所示。

图 3-2 上传程序包

说明

1. 函数执行入口中的index与定义FunctionStage函数的文件名保持一致，通过该名称找到
FunctionStage函数所在文件。

2. 函数执行入口中的handler为函数名，与index.js文件中的函数名保持一致。

3. 函数执行过程为：用户上传fss_examples_nodejs6.10.zip保存在OBS中，触发函数后，解压缩
zip文件，通过index匹配到FunctionStage函数所在文件，通过handler匹配到index.js文件中定义
的FunctionStage函数，找到程序执行入口，执行函数。

步骤4 测试函数

1. 创建测试事件。

在函数详情页，单击“请选择测试事件>请配置测试事件”，弹出“配置测试事
件”页，输入测试信息如图3-3所示，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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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配置测试事件

2. 在函数详情页，选择已配置测试事件，单击“测试”。

步骤5 函数执行

函数执行结果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函数返回(由callback返回)、执行摘要、日志输出(由
console.log或getLogger()方法获取的日志方法输出)，如图3-4所示。

图 3-4 测试结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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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ython 函数开发指南

4.1 函数定义
对于Python，FunctionStage运行时支持Python2.7版本、Python3.6版本。

函数有明确的接口定义，如下所示。

def handler (event, context)

l 入口函数名（handler）：入口函数名称，需和函数执行入口处用户自定义的入口
函数名称一致。

l 执行事件（event）： 函数执行界面由用户输入的执行事件参数， 格式为JSON对
象。

l 上下文环境（Context）：Runtime提供的函数执行上下文，其接口定义在SDK接口
说明。

4.2 SDK 接口
Context类中提供了许多上下文方法供用户使用，其声明和功能如表4-1所示。

表 4-1 Context 类上下文方法说明

方法名 方法说明

getRequestID() 获取请求ID。

getRemainingTimeInMilliSeconds () 获取函数剩余运行时间。

getAccessKey() 获取租户AccessKey。

getSecretKey() 获取租户SecretKey。

getUserData(string key) 通过key获取用户通过环境变量传入的
值。

getFunctionName() 获取函数名称。

getRunningTimeInSeconds () 获取函数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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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名 方法说明

getVersion() 获取函数的版本。

getMemorySize() 获取函数所占用的内存。

getCPUNumber() 获取函数所占用的CPU数。

getProjectID() 获取projectID。

getPackage() 获取函数组。

getToken() 获取token。

getLogger() 获取context提供的logger方法，返回一个
日志输出类，通过使用其info方法按“时
间-请求ID-输出内容”的格式输出日志。
如logg = context.getLogger()获取一个logg
对象，调用info方法输出日志：
logg.info("hello")。

getSecurityToken() 获取安全token，调用其他服务接口。

 

警告

getToken()、getSecurityToken()、getAccessKey()和getSecretKey()方法返回的内容包含敏
感信息，请谨慎使用，避免造成用户敏感信息的泄露。

4.3 开发 Python 函数

开发Python函数步骤如下。

步骤1 创建函数工程

1. 编写打印helloworld的代码

打开文本编辑器，编写helloworld函数，代码如下，文件命名为helloworld.py，保
存文件。

def printhello():
    print 'Hello world!'

2. 定义FunctionStage函数

打开文本编辑，定义函数，代码如下，文件命名为index.py，保存文件（与
helloworld.py保存在同一文件夹下）。

import json
import helloworld

def handler (event, context):
    output =json.dumps(event)
    helloworld.printhello()
    return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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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函数服务仅支持返回如下几种类型的值。

l None： 函数服务返回的HTTP响应Body为空。

l string：函数服务返回的HTTP响应Body内容为该字符串内容。

l 其他：函数服务会返回值作为对象进行json编码，并将编码后的内容作为HTTP响应的Body，
同时设置响应的“Content-Type”头为“application/json”。

步骤2 工程打包

函数工程创建以后，可以得到以下目录，选中工程所有文件，打包命名为
fss_examples_python2.7.zip，如图4-1所示。

图 4-1 打包

注意

本例函数工程文件保存在“~/Code/”文件夹下，在打包的时候务必进入Code文件夹下
选中所有工程文件进行打包，这样做的目是：由于定义了FunctonStage函数的index.py
是程序执行入口，确保fss_examples_python2.7.zip解压后，index.py文件位于根目录。

步骤3 创建FunctionStage函数，上传程序包

登录FunctionStage，创建Python函数，上传fss_examples_python2.7.zip文件。如图4-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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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上传程序包

说明

1. 函数执行入口中的index与定义FunctionStage函数的文件名保持一致，通过该名称找到
FunctionStage函数所在文件。

2. 函数执行入口中的handler为函数名，与index.py文件中的函数名保持一致。

3. 函数执行过程为：用户上传fss_examples_python2.7.zip保存在OBS中，触发函数后，解压缩
zip文件，通过index匹配到FunctionStage函数所在文件，通过handler匹配到index.py文件中定
义的FunctionStage函数，找到程序执行入口，执行函数。

步骤4 测试函数

1. 创建测试事件。

在函数详情页，单击“请选择测试事件>请配置测试事件”，弹出“配置测试事
件”页，输入测试信息如图4-3所示，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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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配置测试事件

2. 在函数详情页，选择已配置测试事件，单击“测试”。

步骤5 函数执行

函数执行结果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函数返回(由callback返回)、执行摘要、日志输出(由
console.log或getLogger()方法获取的日志方法输出)，如图4-4所示。

图 4-4 测试结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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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ava 函数开发指南

5.1 函数定义

函数有明确的接口定义，如下。

作用域 返回参数 函数名(函数参数,Context参数)

l 作用域：提供给FunctionStage调用的用户函数必须定义为public。

l 返回参数：用户定义，FunctionStage负责转换为字符串，作为HTTP Response返
回。对于返回参数为对象类型，则HTTP Response为该类型的JSON字符串。

l 函数名：用户定义函数名称。

l 用户定义参数，当前FunctionStage函数只支持一个用户参数。对于复杂参数，建
议定义为对象类型，以JSON字符串提供数据。FunctionStage调用函数时，解析
JSON为对象。

l Context：runtime提供函数执行上下文，其接口定义在SDK接口说明。

在FunctionStage使用Java创建函数时，函数入口参数需要提供函数完整的名字空间，参
数格式为：包名.文件名.函数名。

5.2 SDK 接口

FunctionStage中JavaSDK提供了Context和日志记录接口，SDK下载地址见表1-1。

Context接口提供函数获取函数执行上下文，例如，租户AK/SK、当前请求ID、函数执
行分配的内存空间、CPU数等。

Context 接口

Context接口说明如表5-1所示。

表 5-1 Context 类上下文方法说明

方法名 方法说明

getRequestID() 获取请求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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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名 方法说明

getRemainingTimeInMilligetRunningTimeI
nSecondsSeconds ()

获取函数剩余运行时间。

getAccessKey() 获取租户AccessKey。

getSecretKey() 获取租户SecretKey。

getUserData(string key) 通过key获取用户通过环境变量传入的
值。

getFunctionName() 获取函数名称。

getRunningTimeInSeconds () 获取函数超时时间。

getVersion() 获取函数的版本。

getMemorySize() 获取函数所占用的内存。

getCPUNumber() 获取函数所占用的CPU数。

getProjectID() 获取projectID。

getPackage() 获取函数组。

getToken() 获取token。

getLogger() 获取context提供的logger方法（默认会输
出时间、请求ID等信息）。

getSecurityToken() 获取安全token，调用其他服务接口。

 

警告

getToken()、getSecurityToken()、getAccessKey()和getSecretKey()方法返回的内容包含敏
感信息，请谨慎使用，避免造成用户敏感信息的泄露。

日志接口

FunctionStage中Java SDK日志接口日志说明如表5-2所示。

表 5-2 日志接口说明表

方法名 方法说明

RuntimeLogger() 记录用户输入日志。包含方法如下：
log(String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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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开发 Java 函数
开发Java函数步骤如下。

步骤1 创建函数工程

1. 配置Eclipse，创建java工程DemoJava，如图5-1所示。

图 5-1 创建工程

2. 为工程命名，如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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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工程命名

3. 下载JavaRuntime SDK
下载Java SDK，如图5-3所示，解决Demo对SDK依赖问题。

图 5-3 Java SDK

4. 配置依赖

配置FunctionStage服务Java SDK的依赖，（路径为下载解压保存RunTime-1.0.0.jar
路径），如图5-4、图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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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引入依赖

图 5-5 选择 jar 包

步骤2 创建函数

创建类MyTest，定义需要在FunctionStage运行的函数myHandler，如图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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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创建类

步骤3 工程打包

生成DemoJava工程包，命名为：fss_example_java8.jar，如图5-7、图5-8、图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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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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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打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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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选择工程

步骤4 创建FunctionStage函数，上传程序包

登录FunctionStage，创建Java函数，上传fss_example_java8.jar文件。如图5-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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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创建函数

说明

函数执行入口demo.MyTest.myHandler，其中demo为包名，MyTest为文件名，myHandler为函数
名。

步骤5 测试函数

1. 创建测试事件。

在函数详情页，单击“请选择测试事件>请配置测试事件”，弹出“配置测试事
件”页，输入测试信息如图5-11所示，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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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配置测试事件

2. 在函数详情页，选择已配置测试事件，单击“测试”。

步骤6 函数执行

函数执行结果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函数返回(由callback返回)、执行摘要、日志输出(由
console.log或getLogger()方法获取的日志方法输出)，如图5-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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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执行结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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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o 函数开发指南

6.1 函数定义
对于Go，FunctionStage运行时目前只支持Go 1.8.3版本。

函数有明确的接口定义，如下所示。

func Handler (payload []byte, ctx context.RuntimeContext)

l 入口函数名（Handler）：入口函数名称，需和函数执行入口处用户自定义的入口
函数名称一致（首字母必须大写）。

l 执行事件体（payload）： 函数执行界面由用户输入的执行事件参数， 格式为
JSON对象。

l 上下文环境（ctx ）：Runtime提供的函数执行上下文，其接口定义在SDK接口说
明。

6.2 SDK 接口

Context 接口

Context类中提供了许多上下文方法供用户使用，SDK下载地址见表1-1。其声明和功能
如表6-1所示。

表 6-1 Context 类上下文方法说明

方法名 方法说明

GetRequestID() string 获取请求ID。

GetRemainingTimeInMilliSeconds() 获取函数剩余运行时间。

GetAccessKey() string 获取租户AccessKey。

GetSecretKey() string 获取租户SecretKey。

GetUserData(key string) string 通过key获取用户通过环境变量传入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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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名 方法说明

GetFunctionName() string 获取函数名称。

GetRunningTimeInSeconds() int 获取函数超时时间。

GetVersion() string 获取函数的版本。

GetMemorySize() int 获取函数所占用的内存。

GetCPUNumber() int 获取函数所占用的CPU数。

GetProjectID() string 获取projectID。

GetPackage() string 获取函数组。

GetToken() string 获取token。

GetLogger() context.RuntimeLogger 获取context提供的logger方法（默认会输
出时间、请求ID等信息）。

GetSecurityToken() string 获取安全token，调用其他服务接口。

 

警告

GetToken()、GetSecurityToken()、GetAccessKey()和GetSecretKey()方法返回的内容包含
敏感信息，请谨慎使用，避免造成用户敏感信息的泄露。

日志接口

FunctionStage中Go SDK日志接口日志说明如表6-2所示。

表 6-2 日志接口说明表

方法名 方法说明

RuntimeLogger() l 记录用户输入日志对象，包含方法如
下：Logf(format string,
args ...interface{})

l 该方法会将内容输出到标准输出，格
式："时间-请求ID-输出内容"，示例
如下：2017-10-25T09:10:03.328Z
473d369d-101a-445e-
a7a8-315cca788f86 test log output。

 

6.3 开发 Go 函数

开发Go函数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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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创建Go编译工程。

1. 登录已经安装了Go 1.8.3 SDK和运行环境的linux服务器（当前支持Ubuntu 14.04，
Ubuntu 16.04，SuSE 11.3，SuSE 12.0，SuSE 12.1），创建目录“/home/
fssgo/src/go-runtime”，将FunctionStage Go SDK解压到新创建目录，操作完成后
目录结构如下：

$ mkdir -p /home/fssgo/src/go-runtime
$ unzip fss-go-sdk.zip -d /home/fssgo/src/go-runtime

2. 在目录“/home/fssgo/src/go-runtime”下创建函数文件，并实现如下接口：

func Handler(payload []byte, ctx context.RuntimeContext) (interface{}, error)
其中payload为客户端请求的body数据，ctx为函数服务提供的运行时上下文对象，
具体提供的方法可以参考SDK接口，以test.go为例：

package main

import (
    "fmt"
    "encoding/json"
    "go-runtime/go-api/context"
)

type Greeting struct {
    Name   string  `json:"name"`
}

// Handler function
func Handler(payload []byte, ctx context.RuntimeContext) (interface{}, error) {
    logger := ctx.GetLogger()

    var greeting Greeting
    err := json.Unmarshal(payload, &greeting)
    if err != nil {
        return "", fmt.Errorf("invalid request payload")
    }

    logger.Logf("hello %s.", greeting.Name)

    logger.Logf("RequestId: %s", ctx.GetRequestID())
    logger.Logf("FunctionName: %s", ctx.GetFunctionName())
    logger.Logf("Version: %s", ctx.GetVersion())
    return fmt.Sprintf("hello %s", greeting.Name), nil
}

注意

1. 如果函数返回的error参数不是nil，则会认为函数执行失败。

2. 如果函数返回的error为nil，函数服务仅支持返回如下几种类型的值。

nil：函数服务返回的HTTP响应Body为空。

[]byte：函数服务返回的HTTP响应Body内容为该字节数组内容。

string：函数服务返回的HTTP响应Body内容为该字符串内容。

其它：函数服务会返回值作为对象进行json编码，并将编码后的内容作为HTTP
响应的Body，同时设置响应的"Content-Type"头为"application/json"。

步骤2 编译和打包

函数编码完毕后，按照如下方式进行编译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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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GOROOT和GOPATH环境变量：

$ export GOROOT=/usr/local/go （假设Go安装到了/usr/local/go目录）

$ export PATH=$GOROOT/bin:$PATH
$ export GOPATH=/home/fssgo

2. 编译：

$ cd /home/fssgo/src/go-runtime
$ go build --buildmode=plugin -o testplugin.so test.go
编译后会在当前目录生成testplugin.so文件

3. 打包：

$ zip fss_examples_go1.8.zip testplugin.so
命令执行完成后会在当前目录生成fss_examples_go1.8.zip文件

步骤3 创建函数

登录FunctionStage，创建Go函数，上传fss_examples_go1.8.zip，如图6-1所示。

图 6-1 上传程序包

说明

对于Go runtime，必须在编译之后打zip包，编译后的动态库文件名称必须与函数执行入口的插件
名称保持一致，例如：动态库名称为testplugin.so，则“函数执行入口”命名为
testplugin.Handler，Handler与步骤1中定义的函数保持一致。

步骤4 测试函数

1. 创建测试事件。

在函数详情页，单击“请选择测试事件>请配置测试事件”，弹出“配置测试事
件”页，输入测试信息如图6-2所示，单击“保存”。

函数服务
开发指南 6 Go 函数开发指南

文档版本 17 (2018-06-07) 华为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

https://functionstage-examples.obs.cn-north-1.myhwclouds.com/fss_examples_go1.8.zip


图 6-2 配置测试事件

2. 在函数详情页，选择已配置测试事件，单击“测试”。

步骤5 函数执行

函数执行结果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函数返回(由callback返回)、执行摘要、日志输出(由
console.log或getLogger()方法获取的日志方法输出)，如图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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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执行结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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