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型 生产

数千级别

无保障 实时数据处理
远程命令小于5s

数据存储 数百GB 弹性扩展

部署和升级 所有服务都重新部署，服务有中
断

所有服务可以单独部署，服务不
中断

监控 无 从基础架构到应用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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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应用 微服务

• 微服务应用包含多个独
立功能的微服务

• 扩展方法是在多台服务
器/虚拟机中部署或者调
整单个微服务

• 传统服务一般分为多个功能模
块，形成应用

• 扩展方法是复制整个应用到多
台服务器/虚拟机

App 1 App 2
App 1



Azure

Windows
Server

Linux

Hosted Clouds

Windows
Server Linux

Service Fabric

Private Clouds

Windows
Server

Linux

High Availability

Hyper-Scale

Hybrid Operations

High Density

微服务应用

Rolling Upgrades

Stateful services

Low Latency
Fast startup & 

shutdown

Container Orchestration 

& lifecycle management

Replication & Failover
Simple 

programming 

models
Load balancing

Self-healingData Partitioning

Automated Rollback

Health

Monitoring

Placement 

Constraints

运行高可靠、易扩展的微服务应用的平台(Windows/Linux)



App1

App2





数据中心 (Azure, Amazon, Ali, On-Premises)

负载均衡

PC/VM #1

Service Fabric

应用代码, etc.

PC/VM #2

Service Fabric

应用代码, etc. PC/VM #3

Service Fabric

应用代码, etc.

PC/VM #4

Service Fabric

应用代码, etc.
PC/VM #5

Service Fabric

应用代码, etc.

应用代码, etc.
(Port: 19080)

网站请求
(Port: 80/443/?)











数据分类 服务实现

热数据 可靠性数据集 –

Service Fabric （队列、
字典、状态机、Actor）

温数据 数据库 – DB / NoSQL 

（结构性、非结构性）

冷数据 静态数据– Azure 

Storage/File Share 

（文件、归档）

微服务应用和数据

微服务应用方案

UI

无状态微服务和存储

有状态服务
和存储

前端微服务

每个微服务拥有独自
的数据模型/存储



• 切合业务功能建模，每个实体对应一个Actor对象

• 无需实时画像，持久性状态机存储

• Actor间不共享数据，完全解耦

• 提供标准通信接口，可靠性数据集缓冲

• 系统分配、灾备、冗余等

• 故障自动修复

• 独立部署、更新、维护，不影响整个应用



实现
• 微服务 + Actor

• Actor：设备状态机，实时数
据交互

• 分组：抽象业务模型，实时管
理控制

• 存储：联合外部存储，外部集
成

特性
• 低延迟
• 数据访问高并发
• 解耦服务和依赖







• 易于伸展、全球化
• 解耦整个方案
• 易于集成、管理

升级云服务到
微服务应用



微服务模式 应用场景 应用参考

无状态服务 Web/API (ASP.NET) and worker 

role(backend) 应用
如何选用 micro service pattern (包括无状态
/有状态微服务 )

有状态服务 API/Backend service，需要持久化数据或状
态

降低系统复杂度，降低传统分层结构中升级
/改造/重构难度

无状态 Web API asp.net API 模板 快速开发asp.net API，使用Service Fabric

Actor 适合于众多独立运行的状态机（设备、实体
对象）组成的应用，如游戏和IoT，

如何选用 this pattern （包括如何设计Actor

接口和实现）

Guest Executable 在Service Fabric中运行现有可执行程序
（如.exe, perl, python,…）

Service Fabric提供Windows/Linux环境，可
运行现有可执行程序，提供HA和DR

.Net Core Web .Net Core Web 快速开发.Net Core Web，使用Service 

Fabric（可跨平台Windows/Linux）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documentation/articles/service-

fabric-choose-framework/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documentation/articles/service-fabric-reliable-services-introduction/#when-to-use-reliable-services-apis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documentation/articles/service-fabric-reliable-actors-introduction/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documentation/articles/service-fabric-choose-frame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