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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AI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算法方面从

统计学习方法到深度学习，算法的广度、深度不断扩

展，丰富度和复杂度不断提高［1］。同时，也涌现出一批

能提供常用开发工具的深度学习框架，如 Tensorflow、
Pytorch等，广受AI开发者欢迎。AI的应用范围也在

不断扩展，从推荐系统到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

语音处理等各个领域都有了成熟的算法和模型［2］。人

工智能技术的关注点也从提高算法精度、模型性能扩

展到了怎样让其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环境中。

在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开发、训练完成后，需要将

其部署到互联网云端以便用户实时访问。但目前AI
模型的封装和部署还存在较多问题。AI模型开发丰

富的框架和工具使在生产中配置模型运行环境非常

复杂，尤其是在需要运行多个模型时，更是会面对工

具和版本的各种冲突。AI模型运行需要较多的计算

资源，在实际运行中如何对AI模型服务占用的资源进

行灵活的管理和及时的调度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AI技术对很多用户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对包含AI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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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代码的开发和部署需要很多前置知识，找到一种能

灵活支持对各种AI模型进行封装并能实现自动化发

布和部署的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现有AI模型部署技术

人工智能模型部署方式根据处理数据的实时性，

分为离线模型和在线模型［3］。在线模型根据使用的技

术、适配的框架又分为专用模型部署、通用模型部署

等。在线模型部署后的运行管理方式也有很多种，目

前最热门和有发展前景的就是云原生服务网格［4］。
1.1 离线模型（Offline Model）部署

离线模型是最简单的模型部署方式，虽然出现最

早但是目前仍被广泛使用。当在业务流程中AI模型

处理过程不需要实时完成时，根据需要隔一段时间运

行一次。离线模型对处理数据的时效性要求较低，所

以对部署条件和实现的性能的要求比较宽松，也没有

固定的部署模式，甚至可以将训练好的模型直接拿来

使用，也是最早的AI模型使用方式。

1.2 在线模型（Online Model）部署

1.2.1 模型封装

将算法工程师训练好的模型重构或继续开发成

一个网络服务是在企业中比较常见的上线方式［5］。模

型服务通过常用开发框架封装为一个后端服务，提供

http端口对外提供服务。应用中提前将训练好的模型

加载，通过消息中间件将待预测数据传入接口进行推

断得到最终结果。这种处理模型的方式每次部署新

模型都需要在服务器中重新配置AI模型运行环境，每

次模型的部署都带来大量重复工作。

部分机器学习框架提供了模型服务工具，模型训

练完成后直接使用工具将其封装为一个服务。比如

Google提供了Tensorflow Serving，直接利用模型开发配

置好的环境以 docker 形式封装，对外提供 Restful
API［6］。但框架提供的 Serving工具兼容性很差，不同

框架需要手动转换文件类型，对于其他框架独有的算

子不能提供支持。

1.2.2 模型部署

对于封装好的模型可以直接部署在服务器中，但

这种方式难以进行灵活的资源管理和调度，对于AI模
型这种需要占用大量算力资源的服务，需要更灵活和

自动化的方式进行管理，云原生和服务网格则是当前

热门的研究方向。

1.3 云原生和服务网格技术

云原生是一种构建和运行程序的方法，被设计在

云平台上运行，充分发挥其弹性和分布式的优势［7］。
云原生计算基金会（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
tio），给出了云原生应用的三大特征：容器化封装、动

态和自动化管理、面向微服务［8］。基于 CNCF云原生

技术开发的应用，能够在使用这一技术架构的平台上

实现畅通无阻的部署。云原生技术以容器的形式部

署微服务并进行管理，基于微服务架构提高灵活性和

可维护性，借助敏捷方法、DevOps支持持续迭代和运

维自动化，利用云平台设施实现弹性伸缩、动态调度、

优化资源利用率［9］。非常适合作为AI模型的部署方

式。

服务网格是指用于微服务应用的可配置基础架

构层（configurable infrastructure layer），负责处理微服

务间复杂的服务请求［10］。通常，服务网格使用一系列

的轻量级网络代理来实现，网络代理和应用代码分别

部署。使用服务网格能为云原生带来以下 4个方面的

好处：业务逻辑与分布式架构完全解耦、一体化的链

路管理、弹性伸缩能力和动态化链路管理；在安全上

服务网格提供透明的认证机制、通道加密、服务访问

授权等安全能力；为运维人员提供强大的调用链；监

控和调用日志收集输出的能力［11］。

2 AI模型接口封装和打包

为了帮助AI模型开发者简单、快速、自动化地实

现模型部署，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云原生服务网格的

AI模型部署方案。模型开发者完成训练的模型一般

由模型参数文件与模型运行控制代码 2个部分组成，

模型参数文件存储了训练好的AI模型结构和参数，运

行代码控制模型的加载和启动并包含调用AI模型的

接口方法。AI模型的基本工作流程为调用模型接口

方法，输入参数为符合模型需要的特征数据，返回模

型执行推断过程后的结果。

本文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将AI模型代码中的直

接调用AI模型的接口方法转换成在云平台上能供用

户调用的Restful API。为了实现该目的，本方案设计

了 3个步骤：模型打包、微服务镜像生成和模型部署运

行。模型打包是为后续模型微服务生成做准备，需要

由开发者使用撰写打包脚本调用模型打包工具在本

地完成。

2.1 模型打包脚本

将AI模型的模型参数文件和运行文件看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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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对外提供模型推断接口。模型开发者撰写模型

打包代码，打包代码一般选择对不同语言兼容性较好

脚本语言，方便调用不同框架下开发的 AI模型的接

口。

打包脚本会根据业务需要声明模型将要对外提

供Restful API服务的接口方法，明确声明方法的函数

名、参数类型和个数，以及返回值类型。下面为一个

伪代码接口声明示例：

from AI_model import predict # 导入AI模型中的

predict方法

def function（ para1：num，para2：List［str］）→ str：
#声明封装方法的名称、参数和返回值

return predict（ para1，para2） # 调用 AI模型的

predict方法

声明的方法调用 AI模型提供的接口，完成对 AI
模型接口的二次封装。二次封装所写的服务接口方

法根据AI模型微服务部署后所提供的服务的逻辑开

发，将会在微服务部署后被内部的模型运行器调用。

对于打包脚本中服务逻辑的开发，当逻辑复杂时

应单独写在另一个代码文件中，将其称为模型服务脚

本，模型服务脚本处于AI模型文件和打包脚本中间的

位置，完成AI模型方法接口更上层的业务逻辑开发，

进一步将打包过程和服务逻辑解耦。在模型服务脚

本中也能完成数据结构转换，将模型打包脚本中定义

的接口参数数据结构转换为AI模型接口所需要的数

据结构。

2.2 服务接口方法实例化

运行脚本会调用模型打包工具，打包工具中定义

了服务接口的类，并将所有二次封装的接口实例化为

服务接口类对象。模型打包工具首先运行服务接口

方法实例化过程。实例化过程首先处理模型的参数

等属性。每个二次封装的接口方法服务类中的属性

包括了接口方法名称、接收参数的类型和个数、返回

值类型，以及其中直接或间接调用的所有函数对象。

图1给出了调用树结构示意。

模型打包工具首先读取二次封装的方法，获取方

法属性信息，验证方法的定义代码完整包含服务类的

各个属性。对于传递的参数类型，接口为了保证通用

性，要求只能使用基本数据类型，不能传递用户自己

定义的类实例。服务类接口方法的参数会保存在模

型基本信息文件中，供后续模型管理工具调用。

最后将得到的服务接口方法对象保存进文件。

模型打包工具获取运行当前脚本和服务接口方法需

要加载的上下文信息，将其和实例化的服务接口对象

和相关上下文序列化，序列化是将对象转换为字节流

的过程，序列化的对象被写入二进制文件中保存。采

用序列化的方式传递对象。

用户在模型打包过程中需要编写模型运行依赖

列表，模型打包工具会将其保存为文件添加到模型打

包文件中，用来在微服务镜像生成过程中配置环境。

模型打包工具在解析模型服务接口声明时，也会将模

型名、服务接口方法名等记录下来保存在模型属性文

件中。模型打包工具会分 4个部分保存模型文件，生

成模型压缩包，最后得到模型打包文件目录，其中包

括AI模型代码、接口服务实例文件、模型环境配置文

件和模型属性文件，打包过程示意图如图2所示。

通过模型打包，尽可能地降低不同模型之间的差

异性，在接口层面实现统一，为后续利用统一的基础

镜像和模型运行器完成模型微服务镜像生成提供基

础。

3 AI模型微服务镜像生成及部署

3.1 微服务镜像生成

模型打包过程已经完成了模型接口和文件的标

准化，所以微服务镜像生成过程将通过代码自动完

成。新的模型微服务镜像由安装了模型运行器的

Linux镜像作为基础镜像，每个AI模型微服务镜像都

基于基础镜像，再向上添加新层组建生成。

微服务镜像生成代码调用容器接口API，执行镜

图1 调用树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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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生成流程。首先将AI模型文件和二次封装接口实

例文件拷贝到镜像中。然后根据环境配置文件，使用

对应的包管理工具配置AI模型和接口脚本运行环境。

封装好的模型微服务将通过镜像仓库统一管理。

3.2 模型部署

AI模型提供服务在生产中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服务的实时性不能保证，从数据传输到模型推断

计算，各个环节都会带来延迟。基于云原生服务网格

的部署方案的跨平台特性，能让模型部署在靠近调用

来源的边缘云MEC节点上，尽可能地减小通信成本。

而弹性扩缩容的特性，让容器管理平台在出现大量并

发服务请求时能及时作出反应，部署更多的微服务容

器，更快速地处理请求。

AI模型微服务部署于云原生容器堆栈中，实现根

据生产环境需要对AI模型的动态部署、持续交付；利

用云平台控制部署的AI模型服务弹性伸缩，充分利用

算力资源，节约运行成本。云原生也为模型的部署提

供了优秀的跨平台属性，解决了跨平台部署的可移植

问题，通过服务网格动态管理，实现AI模型发布、部署

的高度自动化。

3.3 模型运行器

打包脚本和模型运行器实现一个“打包—解包”

的过程。经由打包脚本生成的格式化后的AI模型，由

模型运行器恢复、加载、调用，对外提供服务。

模型运行器是使用Web框架开发的实现 Restful
API的一个应用，在模型微服务镜像被部署后运行该

应用对外提供服务。该应用对外接收外部用户请求，

接收用户发来的待处理数据；验证被请求的模型方法

是否存在，接受的数据是否符合接口要求；对内调用

模型方法。模型运行完成后，模型运行器将处理结果

返回。

模型运行器获取调用 AI模型接口的过程分为 2
个部分，首先模型运行器读取打包文件中记载了模型

服务接口列表的模型属性文件，使用模板引擎生成配

置文件。在建立Web应用时，读取生成的模板引擎，

生成对不同模型服务Restful API的路由。然后获取服

务接口的具体操作逻辑。模型运行器中导入了和模

型打包工具相同的模型接口定义类，在读取保存模型

接口实例列表的文件后，将二进制数据反序列化，恢

复类实例，从而获得服务接口列表和每个接口的参

数、返回值属性。既实现了不修改运行器代码即可调

用AI模型方法，又提高安全性，防止了容器内的AI模
型调用逻辑的篡改。模型运行器对外开放Restful API
接口，将服务端口映射出来，接收外部对AI模型微服

务的请求。因为恢复了接口实例，这些方法实例的调

用栈最终指向AI模型提供的接口，将AI模型文件拷

贝进模型镜像中，AI模型文件与模型运行器相对路径

必须要与模型打包过程中AI模型和封装脚本的相对

路径相同，通过接口实例即可调用镜像中模型文件。

恢复后的微服务镜像内调用过程如图3所示。

用户发送的http请求 json格式的请求示例如下。

{
"url"："http：//0.0.0.0：3330 / model / methods / pre⁃

图3 模型运行器功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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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
"raw_url"："http：//0.0.0.0：3330/model/methods/pre⁃

dict"，
"method"："post"，
"headers"：{
"accept"："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
"data"：{
"{ /"text/"：/"string/"}"："hello world"

}
}
请求头中说明了请求体中数据的编码方式和模

型微服务返回推断结果时结果数据的编码方式，请求

体为对应格式的数据。请求体可以使用 protobuf等其

他编码方式，需要在运行器代码中添加对应的编解码

代码和工具即可。

3.4 模型运行

微服务镜像部署后，内部的模型运行器启动，加

载接口实例二进制文件，获取当前运行模型的所有接

口信息，实现对模型提供的各个推断方法的调用。AI
模型服务启动后，生产环境其他服务即可访问接口、

发送特征数据调用 AI模型进行推理，过程如图 4所
示。

4 结论

为了解决AI模型在互联网生产环境中的自动化

部署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云原生服务网格的AI模型

微服务化和跨平台部署方案，其主要包括模型打包、

微服务生成和AI模型微服务部署与运行。该方案主

要技术点已经在中国联通CubeAI智立方AI应用共享

与能力开放平台（https：//cubeai.dimpt.com）的开发和

运营中得到了实施与验证，证实了技术可行性和实用

性的代码已经全栈开源。CubeAI平台实现了对绝大

多数AI开发框架的支持，已经部署上线AI模型 50多
个，涵盖运维网优、营销客服、人脸识别、图像处理、自

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将持续赋能中国联通智能网络和

创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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