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里技术详解图册》，分为研发篇、算法篇两册，将为你清晰呈现阿里业务生

态的全貌：文化娱乐（优酷、土豆等）、核心电商业务（天猫、淘宝、村淘等）、

本地生活（高德地图、盒马等）、支付&金融服务（蚂蚁金服）、智慧物流（菜

鸟）、市场营销（阿里妈妈）、云计算（阿里云）等。

同时，你更能高屋建瓴、深入了解每个业务背后的技术支撑体系：高性能基础

设施如何支撑商业系统？集群调度系统高效怎样提升资源效率？新一代分布式

存储引擎、数据库技术、分布式中间件有哪些创新之处？同时，新一代计算平

台打造的世界级计算能力、达摩院机器智能实验室引领的技术和产业创新、新

零售开启的DT时代消费新体验，也将一一展现在你的面前。

如果你希望加入阿里搞技术，却面对不同的部门、成百上千的技术岗位一头雾

水，这套图册将为你拨开迷雾，清晰呈现每个事业部的主攻方向、技术创新及

突破、发展路径等。特别是对于 JAVA工程师、C/C++/ 工程师、数据研发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算法类工程师，此书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如果你希望了解业界最新技术趋势，来自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天猫、淘宝、

菜鸟等部门技术负责人，同样带来前沿的技术解析，揭秘阿里在各个领域的技

术积累及发展方向。

受限于篇幅原因，此书未对各个技术领域进行深入讲解。如有兴趣，可关注阿

里技术官方公众号，查阅 300 篇 +阿里技术精华干货（持续更新中）。

希望这套图册，能为你打开一扇窗户，去看更大的世界；成为一个小支点，帮你

撬动更大的进步。

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前
言

钉钉扫描二维码，或搜索群号
21764737，加入读者交流群

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阿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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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业务生态

广告引擎

本地生活
®

文化娱乐 核心电商业务

智慧物流 LOGISTICS

市场营销 MARKETING SERVICES & DATA MANAGEMENT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支付&金融服务 PAYMENT & FINAN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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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的企业级应用

5470亿美元

2017财年商品交易额GMV（美元）

直逼全球前20经济体

4.54亿
年度活跃买家

（2017年度）

参考：阿里巴巴2017财年（2016年4月1日~2017年3月31日）财报中的中国零售平台数据。

5.07亿
移动端月活跃用户MAU

（2017年3月）

EB级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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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 广告引擎

业务平台

研
发

效
能

机器学习、语音、NLP、图像

安
全

反
欺

诈
/ 隐

私
保

护
/ 云

计
算

安
全

计算平台

图计算 / 在线计算 / 离线计算

容器 / 虚拟化 / 调度

操作系统

云化 / 异构化

数据库

高吞吐 / 低时延

存储
分布式服务框架 / 消息队列

/全链路业务监控

中间件

模块化 / 定制化
服务器

智能运维
全球运维中心

算法组件 / 深度学习框架 / 可视化

算法平台

智能数据中心

绿色节能
网络

可编程性

数据平台

用户标识 / 统一数据 / 统一服务 / 全局档案

工
程

效
率

/
组

织
效

能

大中台、小前台的技术组织架构

新零售 国际 数据 广告 云计算 文娱 物流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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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基础设施支撑商业系统

绿色数据中心：互联网行业全球首个浸没液冷服
务器集群，PUE逼近理论极限值1.0

自研网络：大规模、高性能、低延迟，从自动
化到智能化，改善全球用户体验

定制化芯片与服务器：芯片、存储设备、服务
器的全面自研

异构计算：国内首个FPGA资源池，支持
大型计算任务的并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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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调度系统高效提升资源效率

10% ->40%
CPU平均利用率业内低于10%

万台
混合部署集群规模

30%
节省服务器资源

Sigma Fuxi

搜索 Others….交易 计算任务应用服务

资源管理系统

数据中心集群

计算任务实例

在线业务实例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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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场景的分布式存储引擎

DBFS BlockFS LogFile HDFS

FusionEngine FusionEngine FusionEngine FusionEngine

盘古：阿里巴巴分布式存储系统

文件接口层

分布式层

单机存储层

块存储 文件存储 对象存储 归档存储 表格存储

99.9999999% 10PB 48.8TB 78% 毫秒级
数据可靠性 单个文件系统

弹性付费
单文件

丰富的数据处理生态
最高成本降低

冷热数据自动管理
完全兼容OSS API

延迟响应
支持单表千万级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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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数据库技术与产品

X-DB POLARDB
世界上最快、成本最低的OLTP数据库 国内首个Cloud Native商用关系数据库

• 原生设计的分布式数据库

• 全球化部署，大于5个9的可用率

• 数据强一致

• 10倍MySQL性能，百万TPS

• 1/10 MySQL存储成本

• 全面兼容MySQL生态体系

• 单实例百万QPS

• 3副本微秒级持久化

• 100%兼容MySQL和PostgreSQL

• 读写性能按需阶跃

• 百TB容量分钟级备份

• 国内首款数据按量计费

新一代数据库技术-软硬件结合 新一代数据库技术-智能数据库

AnalyticDB
全球领先的超大规模极速OLAP云数据库

• 千级节点数、百PB级数据量

• 十万级QPS、每秒千万条写入

• GPU 异构计算加速，10倍性能提升

• 毫秒级非结构化数据检索与融合分析

• 基于AI的智能化优化、自服务

• 兼容MySQL生态、分析函数大幅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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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ware

分布式服务框架

高性能消息队列

大规模在线压测 全局事务服务

1.分布式服务框架支持机器集群规模百万，故障自动识
别率>95%, 自愈时延<3秒
2.世界首次实现了基于在线交易系统的全链路压力仿真
3.亿级消息洪峰下99.996%消息时延小于3ms

技术领先

1.Aliware开源技术10项，被国内众多企业采用
2. 2017年9月分布式消息中间件RocketMQ 成为阿里
巴巴首个Apache顶级开源项目
3.Aliware挑战赛：500高校、300企业、3000队伍

技术开源

高性能分布式中间件助力企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

2015年中国石化采用Aliware实现3个月快速上线易派客电商交易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1000亿

易派客列为金砖国家2017年八项核心成果之一

成为服务金砖国家的工业品交易电子商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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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计算平台打造世界级计算能力

统一大数据平台

承担阿里 99% 的数据存储
与95% 的计算任务

99% / 95%

60000+ 服务器，10+ 集群
跨DC调度容灾能力

60K+ / 10+
超大规模，跨域容错

作业量400万/日，增长 60% 
处理数据量超300PB/日，增长80%

4M+/300PB+
快速增长

阿里联合英特尔发布的 BigBench
On MaxCompute + PAI

TPC-BB 

此前最佳成绩

阿里巴巴

MaxCompute 2.0 + PAI

新突破

测试最大规模 10TB 100TB 首次将规模拓展至100TB

最佳性能 1491.23QPM 7830QPM 首个达到7000分的引擎

最高性价比 $589.91 /QPM $ 354.7 ／QPM 首个基于公有云服务的
bench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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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智能引领技术和产业创新

分担双11当天95%的
业务咨询量

100万家庭语音交互
入口，“我在，你说”

斑马智行，搭载上汽
荣威RX5，40W+辆

语音购票+刷脸支付
刷脸进站+客流分析

以图搜图，支持搜索
千亿图像

决策智能自然语言
理解

语音智能 视觉智能 深度学习

天猫精灵 拍立淘 智能地铁 互联网汽车 智能客服

阿里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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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脑让城市自我思考和自我治理

1. 信号灯在线优化配时，平均通行速度提升15%，交通事件实时感知正确率达到95%

2. 特种优先通行，救护车到达时间节省50% 

3. 已在全球多个城市开展试点，未来3年至少服务100座城市

城市大脑：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数据汇聚到一起，使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让城市的各个“器官”

协同工作，变成一个能够自我调节、与人类良性互动的有机体。

2017年11月城市大脑入选首批国家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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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边端一体化让万物连接、在线、智能

端
2017年10月AliOS Things开源，
对接16家芯片厂商和52家模组，
装机设备超560万台

边
LinkEdge成功应用雄安数字酒
店的设备管理、人脸识别等本
地高阶应用

云 具备套件、边缘计算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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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开启DT时代消费新体验

线下门店数字化重构，打造品牌、门店、消费者共建、共赢生态

全域追踪，实时分析，
千人千面

线上线下数据打通

视觉识别，无人结算
电子价签

信息实时更新
双面货架

收银台货架
货
架 促销架

鲜食架

单面货
架

冰柜

商品促销台收银台

货场人重构，定制化供货，
智能增值业务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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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院 以科技，创新世界

城市大脑 互联网汽车 金融科技智联网

未来产业驱动

语音智能 计算视觉 决策智能自然语言理解 无人驾驶系统 无人物流系统

异构计算平台 大规模数据处理平台 量子计算 生物识别 区块链 金融智能

技术研究方向

北京 杭州 新加坡深圳

全球研究中心

以色列 西雅图 硅谷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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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合作网络链接全球智力资源

联合研究基地
浙大、中科院、清华、北大、
UC Berkeley、Stanford、NTU ……

创新研究计划（AIR）
邀请全球学者共同定义、发现与解
决问题

访问学者计划（ARF）
丰富的应用场景，挑战真实技术难题

国家项目
与学术界共同承担国家项目，助力国
家科研力量

阿里巴巴技术论坛（ATF）
分享阿里最前沿的技术，自2013年已

影响全球知名大学5000+观众

研究型实习生
开放申请，与阿里及学术界的大咖

共同挑战世界级技术难题

阿里巴巴

全球产学合作共同体



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　永川

人工智能实验室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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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院机器智能实验室　智捷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智能

















































































阿里云资深专家　蔡华

阿里云：为了无法计算的价值















































商业机器智能部资深算法　永叔

走进淘宝技术部算法世界



























营销平台资深算法专家　志昭

天猫技术：电商“最强大脑”





































资深算法专家　三桐

搜索事业部：AI@搜索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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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技术专家　粤谦

新零售供应链平台事业部：		
智慧供应链



































蚂蚁金服资深技术专家　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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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鸟网络人工智能部资深算法专家	
元享

菜鸟网络智慧物流：	
算法应用的新蓝海

































































国际技术事业部		资深算法专家　守清

阿里巴巴跨境B2B中的算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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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对阿里技术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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