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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基本概念

函数

函数（Function）是资源调度和代码运行的基本单位，它是由用户创建，特定事件触
发，实现特定功能的一段代码。一组函数通过事件触发及执行结果的相互配合可以实
现复杂的业务功能。

事件

事件（Event）是能够触发函数执行的事情。例如：从DMS消息队列拉取消息触发函数
调用，调用函数的HTTP请求，SMN消息触发函数执行等都是事件。

触发器

通过触发器（Trigger）管理事件的生成方式。例如：SMN触发器、HTTP触发器、
DMS触发器等。

1.2 产品介绍
FunctionStage是一项计算服务，实现上传代码即可运行，无需预配置服务器等基础设
施。FunctionStage在执行代码时实现计算资源自动伸缩，以弹性和高可靠性运行代码，
并提供日志查询，性能监控等功能。

用户借助FunctionStage可以快速构建起多种类型的应用和服务。用户无需管理和运维，
由FunctionStage承担执行计算资源的管理工作，如服务器和操作系统维护、容量预置和
自动扩展、代码监控和记录等。用户只需为运行代码消耗的资源支付费用，代码未运
行时不产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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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本章介绍Node.js函数的创建（包括HTTP触发器的配置）、HTTP触发器的调用及触发
函数运行的全过程，供用户快速体验FunctionStage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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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创建 Node.js 函数

本节介绍Node.js函数的创建及HTTP触发器的配置过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单击“创建”，进入“创建函数”界面。

步骤3 在“创建函数”界面填写函数信息。

1. 填写基础配置信息，如表2-1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2-1 函数基础配置信息表

参数 说明

*函数名称 函数名称，规则为：只能以大小写字
母开头，且只能包含字母、数字、下
划线和中划线，必须以字母或者数字
结尾，长度不超过64个字符。输入
hello。

*函数组 使用缺省值为default。

函数描述 对函数的描述，不超过512个字符。输
入test。

委托名称 IAM提供的权限委托功能，通过该委
托名称用于租户委托某个服务来获取
租户的token或者ak/sk。从下拉列表中
选择，如果下拉列表没有选项，可以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委托”页面中
创建。例如：agency_functionstage。

 
2. 填写代码配置信息，如表2-2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2-2 函数代码配置信息表

参数 说明

运行时语言 支持Node.js、Python、Java，选择
“Node.js”。

*函数执行入口 对于Node.js函数，命名规则：[文件
名].[函数名]，必须包含“. ”。填写
myfunction.handler，表示函数的文件名
为myfunction.js，执行的入口函数名为
handler。

代码上传方式 选择“在线编辑”。使用系统生成的
样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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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样例代码实现的功能是：获取测试事件，打印测试事件信息，代码如下。

exports.handler = function (event, context, callback) {
    event.functionname = 'test';
    event.requestId = context.requestId;
    event.timestamp = (new Date()).toString();

    console.log('event:', JSON.stringify(event));
    callback(null, JSON.stringify(event));
}

3. 填写环境配置信息，如表2-3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2-3 函数环境配置信息表

参数 说明

内存（MB） 选择“128”。

*超时（秒） 数据取值范围：3～300，必须是整
数，输入3。

 

步骤4 单击“下一步”，进入“设置触发器”界面。

步骤5 在“设置触发器”界面，单击“HTTP”页签。

步骤6 填写触发器配置信息，如表2-4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2-4 HTTP 触发器配置信息表

参数 说明

*触发器名称 只能以大写字母或者小写字母开头，输
入test01。

权限控制 选择“华为云平台IAM”。

跨域资源共享 选择“支持”。

 

步骤7 单击“下一步”，进入“预览”界面。

步骤8 在“预览”界面，确认函数配置信息正确无误后，单击“创建”，完成函数创建。

说明

HTTP触发器创建完成后，调用URL：https://50a9dd3ebf03.fss.cn-north-1.myhwclouds.com/prod/
hello/test01，说明详见HTTP触发器说明。

----结束

2.2 调用 HTTP 触发器
函数创建完成以后，可以通过访问HTTP触发器，调用函数，实现预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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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使用root用户登录Linux虚拟机节点，使用curl命令获取“华为云平台IAM”Token，示
例命令如下。

curl -k -X POST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d '{"auth":{"identity":{"methods":
["password"],"password":{"user":{"name":"Test","password":"Test@123","domain":
{"name":"Test"}}}},"scope":{"project":{"name":"cn-north-1"}}}}' https://iam.cn-
north-1.myhwclouds.com/v3/auth/tokens -v

说明

l "user":{"name":"Test","password":"Test@123","domain":{"name":"Test"}}中，"name"为用户
名，"password"为用户密码，"domain":{"name":"Test"}为租户名。

l "scope":{"project":{"name":"cn-north-1"}}为IAM节点区域，请参考地区和终端节点。

l https://iam.cn-north-1.myhwclouds.com/v3/auth/tokens为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AM）Token接口
访问地址。

回显命令如下（Token部分）。

< X-Subject-Token: 
MIIMtQYJKoZIhvcNAQcCoIIMpjCCDKI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sDBgkqhkiG9w0BBwGgggr0BIIK8HsidG9rZW4iOns
iaXNzdWVkX2F0IjoiMjAxNy0wOC0yOVQwNjowODoxMC42NDIwMDBaIiwiZXhwaXJlc19hdCI6IjIwMTctMDgtMzBUMDY6MDg6MT
AuNjQyMDAwWiIsIm1ldGhvZHMiOlsicGFzc3dvcmQiXSwicHJvamVjdCI6eyJuYW1lIjoiY24tbm9ydGgtMSIsImlkIjoiN2FhZ
WY3ZTJjZWJmNDI4N2ExM2QxYTNhZTVhOWU3ODkiLCJkb21haW4iOnsibmFtZSI6ImgwMDQwNzU3NiIsImlkIjoiNTA4ZTViOTFj
ZWIwNDRhMGE5M2VhM2UzYWMzNTU4MzgifX0sInVzZXIiOnsiZG9tYWluIjp7Im5hbWUiOiJoMDA0MDc1NzYiLCJpZCI6IjUwOGU
1YjkxY2ViMDQ0YTBhOTNlYTNlM2FjMzU1ODM4In0sImlkIjoiMjQwMGY0NTU4ODUxNGM5NzllNjI2ZjhmZjFiOWZmOWMiLCJuYW
1lIjoiaDAwNDA3NTc2In0sImNhdGFsb2ciOltdLCJyb2xlcyI6W3sibmFtZSI6InRlX2FkbWluIiwiaWQiOiJlMmQ3NTQyOTU0O
TA0NGQyYjMxM2ZiZGQxMTUyMGY3Z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0NOLVNPVVRILTMifSx7ImlkIjoiMCIs
Im5hbWUiOiJvcF9nYXRlZF9saXdlaXlldGVzd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Fpc19kZWZvZyJ9LHsiaWQ
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1vbGFw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c2NjX3dhZiJ9LHsiaWQiOi
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Fpc19zdXBlcl9yZXNvbHV0aW9u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aGlkI
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WlzX3BhdGhfcHJvZ3Jhb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
X3Nm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NjY19wdH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kcHM
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kZH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zY2NfYXJzIn0sey
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c2hhcmVkX2JhbmR3aXRka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Vxd
WVye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Nsb3VkY2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2cG4i
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lY3NxdWlja2RlcGxve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R
3c19lY3Jh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3Ni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NjY1
93dHA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zY2NfZGJz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Nyc
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Vjc19mcGdh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SU0ifSx7
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haXNfYmluX3BhY2tpbmc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haXM
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lY3NfZ3B1X2Nh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c2FwaG
FuY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NhZ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Nsb3VkaWRlI
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2Fl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WlzX3RpbWVfYW5v
bWFse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R0Y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Vjc19oaWd
oYmFuZ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FfQ04tU09VVEgtM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
VkX3NjY19odmQ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kd3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yZ
HNfc3Fsc2VydmVy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bW9iaWxldGVzd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
X2dhdGVkX2dwd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Nkbi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R
u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Vjc19ocG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pbXNtcy
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NjY19zY3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tbHMifSx7I
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zY2Nfc3Nh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WlzX2RhcmtfZW5o
YW5jZ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ZvaWNlY2Fsb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d
laXllMi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dlaXllM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VjcG
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j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Vjc19kaXNraW50Z
W5zaXZl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cmRzX2N1c3RvbWVyY2xvdWQ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
cF9nYXRlZF9ibX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yZHNfcGc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
lZF9lY3NfbGFyZ2VyYW0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jY3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yZX
N0cmljdGVk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bGVnYWN5In1dfX0xggGFMIIBgQIBATBcMFcxCzAJBgNVBAYTAlVTMQ4wD
AYDVQQIDAVVbnNldDEOMAwGA1UEBwwFVW5zZXQxDjAMBgNVBAoMBVVuc2V0MRgwFgYDVQQDDA93d3cuZXhhbXBsZS5jb20CAQEw
CwYJYIZIAWUDBAIBMA0GCSqGSIb3DQEBAQUABIIBAF34defI++o8jpbw8J-
NC2Wx95qTZxoSIZOuyYJ4zqokxDVnRtoMPtjsaAYPuSvUppmDLidrL3NS45p87RjIRhCd3bmCYhGsxpaWNyCMBcfq6kl2nWy8Wa
CLgRKRKBaNCRwoH05Xy2GfkUksJf3TSM4C7utVRCshHb3t1bUgueVRCa8qLD1iJt+TLr5h-lPly+G7cM-+MTBDtdQ
+PPwM2yN1PfB7wvi70SBM9a7Y334DRR7ZswrRTtjFBsJo6wA-3qwx7FIEKf4JqJ7K-IpKWlwb4G+rbGM
+ygeHf7QN3ZUPHASnd372IvToeG3bmW9r-0fVaWvF3Tx8rrxRyoi2Ppo=

步骤2 使用curl命令访问HTTP Trigger，触发函数运行，示例命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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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curl -k  -X POST    -H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H "Accept:application/json" -d 
'{"name": "Tom and Mickey"}' -H "X-Auth-
Token:MIIMtQYJKoZIhvcNAQcCoIIMpjCCDKICAQExDTALBglghkgBZQMEAgEwggsDBgkqhkiG9w0BBwGgggr0BIIK8HsidG9rZ
W4iOnsiaXNzdWVkX2F0IjoiMjAxNy0wOC0yOVQwNjowODoxMC42NDIwMDBaIiwiZXhwaXJlc19hdCI6IjIwMTctMDgtMzBUMDY6
MDg6MTAuNjQyMDAwWiIsIm1ldGhvZHMiOlsicGFzc3dvcmQiXSwicHJvamVjdCI6eyJuYW1lIjoiY24tbm9ydGgtMSIsImlkIjo
iN2FhZWY3ZTJjZWJmNDI4N2ExM2QxYTNhZTVhOWU3ODkiLCJkb21haW4iOnsibmFtZSI6ImgwMDQwNzU3NiIsImlkIjoiNTA4ZT
ViOTFjZWIwNDRhMGE5M2VhM2UzYWMzNTU4MzgifX0sInVzZXIiOnsiZG9tYWluIjp7Im5hbWUiOiJoMDA0MDc1NzYiLCJpZCI6I
jUwOGU1YjkxY2ViMDQ0YTBhOTNlYTNlM2FjMzU1ODM4In0sImlkIjoiMjQwMGY0NTU4ODUxNGM5NzllNjI2ZjhmZjFiOWZmOWMi
LCJuYW1lIjoiaDAwNDA3NTc2In0sImNhdGFsb2ciOltdLCJyb2xlcyI6W3sibmFtZSI6InRlX2FkbWluIiwiaWQiOiJlMmQ3NTQ
yOTU0OTA0NGQyYjMxM2ZiZGQxMTUyMGY3Z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0NOLVNPVVRILTMifSx7ImlkIj
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saXdlaXlldGVzd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Fpc19kZWZvZyJ9L
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1vbGFw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c2NjX3dhZiJ9LHsi
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Fpc19zdXBlcl9yZXNvbHV0aW9u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
faGlk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WlzX3BhdGhfcHJvZ3Jhb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
dhdGVkX3Nm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NjY19wdH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
F9kcH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kZH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zY2NfYXJz
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c2hhcmVkX2JhbmR3aXRka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
kX3VxdWVye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Nsb3VkY2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
92cG4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lY3NxdWlja2RlcGxve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
GVkX2R3c19lY3Jh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3Ni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
X3NjY193dHA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zY2NfZGJz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
kX2Ny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Vjc19mcGdh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SU
0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haXNfYmluX3BhY2tpbmc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
F9haX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lY3NfZ3B1X2Nh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
c2FwaGFuY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NhZ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Nsb3V
kaWRl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2Fl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WlzX3RpbW
VfYW5vbWFse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R0Y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Vjc
19oaWdoYmFuZ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FfQ04tU09VVEgtM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
X2dhdGVkX3NjY19odmQ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kd3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
lZF9yZHNfc3Fsc2VydmVy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bW9iaWxldGVzd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
I6Im9wX2dhdGVkX2dwd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Nkbi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
GVkX2Ru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Vjc19ocG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p
bXNt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NjY19zY3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tbHM
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zY2Nfc3Nh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YWlzX2Rhcm
tfZW5oYW5jZ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ZvaWNlY2FsbC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
GVkX3dlaXllMi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3dlaXllMS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
X2VjcG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jcyJ9LHsiaWQiOiIwIiwibmFtZSI6Im9wX2dhdGVkX2Vjc19kaXN
raW50ZW5zaXZl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Z2F0ZWRfcmRzX2N1c3RvbWVyY2xvdWQifSx7ImlkIjoiMCIsIm5hbW
UiOiJvcF9nYXRlZF9ibX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yZHNfcGc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
F9nYXRlZF9lY3NfbGFyZ2VyYW0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cF9nYXRlZF9jY3MifSx7ImlkIjoiMCIsIm5hbWUiOiJv
cF9yZXN0cmljdGVkIn0seyJpZCI6IjAiLCJuYW1lIjoib3BfbGVnYWN5In1dfX0xggGFMIIBgQIBATBcMFcxCzAJBgNVBAYTAlV
TMQ4wDAYDVQQIDAVVbnNldDEOMAwGA1UEBwwFVW5zZXQxDjAMBgNVBAoMBVVuc2V0MRgwFgYDVQQDDA93d3cuZXhhbXBsZS5jb2
0CAQEwCwYJYIZIAWUDBAIBMA0GCSqGSIb3DQEBAQUABIIBAF34defI++o8jpbw8J-
NC2Wx95qTZxoSIZOuyYJ4zqokxDVnRtoMPtjsaAYPuSvUppmDLidrL3NS45p87RjIRhCd3bmCYhGsxpaWNyCMBcfq6kl2nWy8Wa
CLgRKRKBaNCRwoH05Xy2GfkUksJf3TSM4C7utVRCshHb3t1bUgueVRCa8qLD1iJt+TLr5h-lPly+G7cM-+MTBDtdQ
+PPwM2yN1PfB7wvi70SBM9a7Y334DRR7ZswrRTtjFBsJo6wA-3qwx7FIEKf4JqJ7K-IpKWlwb4G+rbGM
+ygeHf7QN3ZUPHASnd372IvToeG3bmW9r-0fVaWvF3Tx8rrxRyoi2Ppo=" https://50a9dd3ebf03.fss.cn-
north-1.myhwclouds.com/prod/hello/test01

说明

1. -d后面的{"name": "Tom and Mickey"}是函数执行需要的json object。

2. Token是步骤1中获取的。

3. https://50a9dd3ebf03.fss.cn-north-1.myhwclouds.com/prod/hello/test01是步骤8中触发器访问地
址。

步骤3 函数执行完毕，得到如下结果。

{"name":"Tom and Mickey","functionname":"test","requestId":"600b3ef9-452d-4d5f-8fd4-
c1cd0930fc81","timestamp":"Tue Aug 29 2017 14:24:16 GMT+0800 (CST)"}
real 0m3.371s
user 0m0.004s
sys 0m0.007s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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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指南

3.1 创建函数

函数是实现某一功能所需代码、运行时、资源、设置的组合，是可以独立运行的最小
单元。函数通过Trigger触发，自行调度所需资源及环境，实现预期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单击“创建”，进入“创建函数”界面。

步骤3 在“创建函数”界面填写函数信息。

1. 填写基础配置信息，如表3-1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3-1 函数基础配置信息表

参数 说明

*函数名称 函数名称，规则为：只能以大小写字
母开头，且只能包含字母、数字、下
划线和中划线，必须以字母或者数字
结尾，长度不超过64个字符。

*函数组 缺省值为default。

函数描述 对函数的描述，不超过512个字符。

委托名称 IAM提供的权限委托功能，通过该委
托名称用于租户委托某个服务来获取
租户的token或者ak/sk。从下拉列表中
选择，如果下拉列表没有选项，可以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委托”页面中
创建。

 

2. 填写代码配置信息，如下表3-2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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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代码配置信息表

参数 说明

运行时语言 支持Node.js、Python、Java。

*函数执行入口 – 对于Node.js和Python函数，命名规
则：[文件名].[函数名]，必须包含
“. ”。填写myfunction.handler，则
表示函数的文件名为myfunction.js
（运行时为Python和Java时则为
myfunction.py和myfunction.java），
执行的入口函数名为handler。

– 对于Java函数，命名规则：对于
Java函数，规则为[包名].[类名].[函
数入口名]，示例：
com.huawei.exp.Myfunction.myHandl
er。

代码上传方式 操作说明如表3-3所示。

 

表 3-3 函数代码上传方式表

运行时 代码上传方式 操作

Node.js 编辑代码 在编码框在线编辑代
码。

上传ZIP文件 单击“选择文件”，上
传本地代码至平台。上
传的zip文件大小限制为
20M，如超过20M，请使
用OBS。

从OBS上传文件 输入OBS链接URL，函
数引用的代码必须是zip
包。

Python 编辑代码 在编码框在线编辑代
码。

上传ZIP文件 单击“选择文件”，上
传本地代码至平台。上
传的zip文件大小限制为
20M，如超过20M，请使
用OBS。

从OBS上传文件 输入OBS链接URL，函
数引用的代码必须是zip
包。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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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 代码上传方式 操作

Java 上传ZIP文件 单击“选择文件”，上
传本地代码至平台。上
传的zip文件大小限制为
20M，如超过20M，请使
用OBS。

上传JAR包 单击“选择文件”，上
传本地JAR包至平台。

从OBS上传文件 输入OBS链接URL，函
数引用的代码必须是zip
包。

 

说明

– 对于Python runtime，目前只支持Python2.7版本，暂不支持Python3.x版本。

– 对于Java runtime，由于Java是编译型语言，所以不能在线编辑代码。如果函数没有引入
其他第三方件，选择上传函数jar包。如果函数中引入其他三方件，则需要制作包含所有
依赖三方件和函数jar的zip包，选择上传zip文件。

3. 填写环境配置信息，如表3-4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3-4 函数环境信息配置表

参数 说明

内存（MB） 数据取值范围为：128、256、512、
768、1024、1280、1536。

*超时（秒） 数据取值范围：3～300，必须是整
数。

 

4. （可选）自定义全局变量。

在自定义数据栏，单击“添加配置标签”，分别输入键和对应的值。

步骤4 单击“下一步”，进入设置触发器界面。

步骤5 （可选）设置触发器。

触发器设置请参考管理触发器章节。

如果暂时不需要设置触发器，可以直接进行步骤6。

步骤6 单击“跳过此步”，进入预览界面。

步骤7 在预览界面，确认函数配置信息正确无误后，单击“创建”，完成函数创建。

说明

函数创建以后，缺省版本是latest，每个函数都有latest版本。

----结束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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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管理函数

函数创建以后，可以进行测试、修改、发布、创建别名、创建触发器、监控、查询日
志等操作。

3.2.1 测试函数

函数创建以后，可以在线测试函数能否正常运行，验证能否实现预期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在函数详情页，选择函数版本，单击“测试”，弹出“输入测试事件”页。

步骤4 在“测试”页签“执行事件”栏，输入如下内容。

{"message": "hello"}

步骤5 单击“执行测试”，可以得到函数运行结果，示例如下。

执行状态： success

执行时长： 11150ms

执行结果： {"message":"hello","functionname":"test","requestId":"cfc919f4-
e2e7-4306-91fd-70482c5eb405","timestamp":"Sat Aug 19 2017 18:56:31 GMT+0800
(CST)"}

步骤6 （可选）在“输入测试事件”页，单击“日志”页签，查看函数本次测试的日志，示
例如下。

2017-08-19 18:56:31.54 Process request 'cfc919f4-e2e7-4306-91fd-70482c5eb405'...
event: {"message":"hello","functionname":"test","requestId":"cfc919f4-
e2e7-4306-91fd-70482c5eb405","timestamp":"Sat Aug 19 2017 18:56:31 GMT+0800 (CST)"}
2017-08-19 18:56:31.548 Process request 'cfc919f4-e2e7-4306-91fd-70482c5eb405' complete, spend 
time: 7.806394ms.

步骤7 单击“关闭”，完成函数测试。

----结束

3.2.2 修改函数代码

函数创建以后，默认版本为latest版本，每个函数都有一个latest版本，对函数的修改只
能在latest版本上操作。

修改函数配置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可选）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latest版本，单击“编辑”。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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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进入函数详情界面，缺省是版本管理页latest版本，可以通过单击“版本”和“别名”进行切
换。

步骤4 修改配置参数，如表3-5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3-5 配置参数表

参数 说明

内存（MB） 数据取值范围为：128、256、512、
768、1024、1280、1536。根据需要修
改。

*超时（秒） 数据取值范围：3～300，必须是整数。
根据需要修改。

函数描述 对函数的描述，不超过512个字符。根据
需要修改。

委托名称 IAM提供的权限委托功能，通过该委托
名称用于租户委托某个服务来获取租户
的token或者ak/sk。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如果下拉列表没有选项，可以在“统一
身份认证服务>委托”页面中创建。

 

步骤5 单击“确定”，完成配置修改。

----结束

修改函数代码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可选）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latest版本，单击“代码”页签。

说明

进入函数详情界面，缺省是版本管理页latest版本，可以通过单击“版本”和“别名”进行切
换。

步骤4 在“代码”页签下，单击“编辑”，可以修改如表3-6、表3-7所示信息。带*参数为必
填项。

表 3-6 代码配置信息表

参数 说明

*函数执行入口 命名规则：[文件名].[函数名]，必须包含
“. ”。填写myfunction.handler，则表示
函数的文件名为myfunction.js（运行时为
Python和Java时则为myfunction.py和
myfunction.java），执行的入口函数名为
handler。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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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运行时语言 支持Node.js、Python、Java。

代码上传方式 操作说明如表3-7所示。

 

表 3-7 函数代码上传方式表

运行时 代码上传方式 操作

Node.js 编辑代码 在编码框在线编辑代码。

上传ZIP文件 单击“选择文件”，上传
本地代码至平台。上传的
zip文件大小限制为20M，
如超过20M，请使用
OBS。

从OBS上传文件 输入OBS链接URL，函数
引用的代码必须是zip包。

Python 编辑代码 在编码框在线编辑代码。

上传ZIP文件 单击“选择文件”，上传
本地代码至平台。上传的
zip文件大小限制为20M，
如超过20M，请使用
OBS。

从OBS上传文件 输入OBS链接URL，函数
引用的代码必须是zip包。

Java 上传ZIP文件 单击“选择文件”，上传
本地代码至平台。上传的
zip文件大小限制为20M，
如超过20M，请使用
OBS。

上传JAR包 单击“选择文件”，上传
本地JAR包至平台。

从OBS上传文件 输入OBS链接URL，函数
引用的代码必须是zip包。

 

说明

l 对于Python runtime，目前只支持Python2.7版本，暂不支持Python3.x版本。

l 对于Java runtime，由于Java是编译型语言，所以不能在线编辑代码。如果函数没有引入其他
第三方件，选择上传函数jar包。如果函数中引入其他三方件，则需要制作包含所有依赖三方
件和函数jar的zip包，选择上传zip文件。

步骤5 单击“确定”，完成代码修改。

----结束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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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管理自定义参数

函数中的要使用的变量，可以通过自定参数来实现。

自定义参数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可选）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latest版本，单击“自定义参数”页签。

说明

进入函数详情界面，缺省是版本管理页latest版本，可以通过单击“版本”和“别名”进行切
换。

步骤4 在“自定义参数”页签下，单击“编辑”。

步骤5 单击“添加配置标签”，输入“键”和“值”对应的参数。

步骤6 单击“确定”，完成自定义参数创建。

----结束

删除自定义参数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latest版本，单击“自定义参数”页签。

说明

进入函数详情界面，缺省是版本管理页latest版本，可以通过单击“版本”和“别名”进行切
换。

步骤4 在“自定义参数”页签下，单击“编辑”。

步骤5 选择待删除的自定义参数，单击操作栏的“删除”，删除自定义参数，

步骤6 单击“确定”，完成自定义参数删除。

----结束

3.2.4 管理版本

函数创建以后，默认版本为latest版本，每个函数都有一个latest版本。函数代码稳定后
可以进行发布操作，一旦发布版本就不允许对该版本的信息（包括metadata以及函数代
码）进行修改。

发布版本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可选）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latest版本，单击“发布”，弹出“发布版本”界面。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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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进入函数详情界面，缺省是版本管理页latest版本，可以通过单击“版本”和“别名”进行切
换。

步骤4 （可选）在“发布版本”界面，输入函数版本描述信息。

说明

函数版本描述信息，不能超过512个字符。

步骤5 单击“发布”，系统自动完成版本发布，并生成版本号。

说明

弹出“发布版本”页，提示“发布成功”，表示函数成功发布版本。

版本号由系统自动生成（使用日期时间作为版本号，例如：v20170819-190658）。

----结束

删除版本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函数版本，单击“删除版本”，弹出“删除版本”页

说明

l 只有已发布版本才能删除，latest版本不能删除。

l 如果函数版本关联了别名，则该版本不能直接删除，需要先把对应的函数别名删除以后，才
能删除版本，删除别名的过程请参考删除别名的内容。

步骤4 在“删除版本”页，单击“确定”，删除函数版本。

警告

l 删除操作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l 弹出“删除版本”页，提示“删除成功”，表示函数版本成功删除。

----结束

3.2.5 管理别名

别名指向特定的函数版本，可通过别名来调用该版本的函数。

创建别名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函数版本，单击“别名配置”页签。

步骤4 在“别名配置”页签，单击“添加别名”，弹出“添加别名”页面。

步骤5 在“添加别名”页面，填写别名信息。如下表3-8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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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别名信息表

字段 说明

*别名名称 别名名称，必填项。规则为：只能以大
小写字母开头，且只能包含字母、数
字、下划线和中划线，必须以字母或者
数字结尾。

*对应版本 关联版本，从函数已有版本中选择。

描述 函数描述，不超过512个字符。

 

步骤6 单击“确定”，完成别名创建。

说明

弹出“创建别名”页，提示“发布成功”，表示别名创建成功。

----结束

修改别名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函数版本，单击“别名配置”页签。

步骤4 在“别名配置”页签，选择待修改的别名，单击“ ”，弹出“编辑”页面。

步骤5 在“编辑”页面，修改别名信息。如下表3-9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3-9 别名信息表

字段 说明

*对应版本 关联版本，从函数已有版本中选择。

描述 函数描述，不超过512个字符。

 

步骤6 单击“确定”，完成函数别名修改。

----结束

删除别名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函数版本，单击“别名配置”页签。

步骤4 在“别名配置”页签，选择待删除的别名，单击“ ”，弹出“删除别名”页面。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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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确定”，完成函数别名删除。

----结束

3.2.6 管理触发器

函数创建以后，通过Trigger触发，自行调度所需资源及环境，实现预期功能。目前支
持的触发器类型有SMN、DMS、HTTP。

前提条件

1. 创建SMN触发器之前，需要开启消息通知服务，并且在消息通知服务中创建主
题。创建过程请参考“消息通知服务>主题”页面的帮助文档。

2. 创建DMS触发器之前，需要开启分布式消息服务，并且在分布式消息服务中创建
消息队列，在消息队列创建消费组。创建过程请参考“分布式消息服务>队列管
理”页面的帮助文档。

创建触发器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函数版本或者别名，单击“触发器”页签。

步骤4 在“触发器”页签，单击“创建触发器”，弹出“创建触发器”界面。

步骤5 在“创建触发器”界面填写触发器信息，如表3-10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3-10 触发器信息表

触发器类型 字段 填写说明

DMS *队列 必选项，从已创建的DMS
队列中选取。

*消费组 必选项，从已创建DMS队
列对应的消费组中选取。

拉取周期 消费消息的拉取周期，单
位：秒。

HTTP *触发器名称 必填项。

权限控制 取值范围：公开、华为云
平台IAM。

跨域资源共享 取值范围：支持、不支
持。

 

步骤6 单击“确定”，完成触发器创建。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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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器使用说明

l SMN触发器说明

a. 在“消息通知服务>主题”界面，选择主题并单击，进入“主题详情”页。

b. 在“主题详情”页，单击“添加订阅”，弹出“添加订阅”页。

c. 在“添加订阅”页，填写如下信息，如表3-11所示，带*参数为必填项。

表 3-11 订阅信息表

字段名称 说明

*协议 使用SMN触发器，必须从下拉列表
选择“FunctionStage”。

*订阅终端

单击“ ”，弹出“选择订阅终
端”，从列表中选择已创建的
FunctionStage函数，单击“确定”。

*版本 选择函数版本。

 

d. 单击“确定”，完成订阅。

e. 在“消息通知服务>主题”界面向该主题发布消息（可为任何类型，不限于
JSON格式），函数触发是异步调用方式。

l DMS触发器说明

a. 在创建DMS触发器时，FunctionStage会自动加载可用的DMS消息队列及消费
组。

b. 拉取周期，就是轮询DMS消息队列的间隔。如果是10s，触发器创建以后，每
隔10s，FunctionStage会自动拉取消息队列中的消息，触发函数运行。

l HTTP触发器说明

a. HTTP触发器创建完成后，获得调用地址，示例如下。

https://50a9dd3ebf03.fss.cn-north-1.myhwclouds.com/prod/hello/test01

说明

l 50a9dd3ebf03.fss.cn-north-1.myhwclouds.com为HTTP Trigger的domain。

l prod/hello/test01为HTTP Trigger的访问路径。

b. HTTP触发器调用方法说明如下。

方法一：在Linux虚拟机节点，用curl命令访问HTTP Trigger， 示例如下。
time curl -k-X POST-H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H "Accept:application/json" -d 
'{"name": "Tom and Mickey"}' -H "X-Auth-Token: $token" https://50a9dd3ebf03.fss.cn-
north-1.myhwclouds.com/prod/hello/test01

说明

l -d后面的{"name": "Tom and Mickey"}是函数执行需要的json object。

l -H "X-Auth-Token: $token"是需要配置的Token信息。

方法二：在Windows系统使用类似Postman这样的rest client工具，发送一个
POST 请求到HTTP Trigger的endpoint，需要注意设置content-type和accept都是
application/json。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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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控制说明：在步骤5中，如果选择权限“公开”，可以忽略Token。如果
选择权限是“华为云平台IAM”，则需要设置X-Auth-Token。Token的获取方
法请参考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帮助中心。

停止（启用）触发器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函数版本或者别名，单击“触发器”页签。

步骤4 在“触发器”页签，选择触发器，单击“停止（启用）”，完成触发器停止（启用）
操作。

----结束

删除触发器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在函数详情界面，选择函数版本或者别名，单击“触发器”页签。

步骤4 在“触发器”页签，选择待删除触发器，单击“删除”，弹出删除触发器界面。

步骤5 在“删除触发器界面”，单击“确定”，完成触发器删除操作。

----结束

3.2.7 监控函数

函数及触发器创建以后，可以实时监控函数被调用及运行情况。

操作步骤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选择函数对应的版本或者别名，单击“监控”页签。

步骤4 在“监控”页签，选择时间粒度（5分钟、15分钟、1小时），查看函数运行状态。

说明

可以查看的指标有：调用次数、错误次数、平均延时、被拒绝次数。

----结束

指标说明

运行监控指标说明如表3-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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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监控指标说明表

指标 单位 说明

调用次数 次 函数总的调用请求数，包
含了错误和被拒绝的调
用。异步调用在该请求实
际被系统执行时才开始计
数。

错误次数 次 指发生异常请求的函数不
能正确执行完并且返回
200，都计入错误次数。函
数自身的语法错误或自身
执行错误也会计入该指
标。

平均延时 毫秒 对于冷请求，延时包括前
期（创建pod、拉取镜像、
路由等）、函数执行、后
期（函数执行结果返回）
等时间。对于热请求，延
时包括函数执行、后期
（函数执行结果返回）等
时间。平均延时是指在步
骤4中所选时间粒度内对所
有请求的延时取均值。

被拒绝次数 次 由于并发请求太多，系统
流控而被拒绝的请求次
数。

 

3.2.8 查询日志

用户可以通过查询日志获取函数运行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函数并单击，进入函数详情界面。

步骤3 选择函数对应的版本或者别名，单击“日志”页签。

步骤4 在“日志”页签，输入查询条件。

说明

1. 支持的日志查询条件：“时间+关键字”。

2. 支持的时间条件：最近5分钟、最近30分钟、最近1小时及自定义时间段。

步骤5 单击“ ”，查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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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日志查询结果包含的字段有：时间、pod名称、摘要、操作。

----结束

3.3 删除函数
对于已经不再使用的函数，可以进行删除操作，及时释放资源。

如果函数创建了别名，则该函数不能直接删除，需要先把函数所有别名删除以后，才
能删除函数。删除别名的过程请参考删除别名的内容。

操作步骤

步骤1 用户登录FunctionStage，选择“函数服务>函数”，进入“函数”界面。

步骤2 在“函数”界面，选择搜索字段（可选项：函数名称、函数组、运行时语言），输入

搜索关键字，单击“ ”，搜索待删除函数。

步骤3 选择待删除函数，单击操作栏的“删除”，弹出“删除函数”页。

步骤4 在“删除函数”页，单击“确定”，完成函数删除。

----结束

函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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