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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册
希望本文能够帮助您便捷地操作平台中心，管理各种资源。

功能成熟度说明

平台上的功能，按照成熟度可分为 Alpha 版本、Beta 版本、GA（General Availability）版本。

Beta 版本、GA（General Availability）版本的功能已趋于稳定或正在稳定迭代的过程当中，有专业的团队
提供保障和服务，您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相应的功能。

Alpha 版本的功能，可能存在缺陷或严重 Bug，默认不在生产环境中开启，仅建议在体验或测试平台功能
时所搭建的环境部署。

为了方便您区分 Alpha 版本的功能，文档左侧的目录结构中，会以在相应功能模块或具体功能的导航菜单



上标注 Alpha  的方式，提示您哪些是 Alpha 版本的功能。例如：创建子网（Alpha）。

平台功能成熟度的说明及建议使用的范围请参见下表。

版本版本 成熟度说明成熟度说明 建议使用范围建议使用范围

Alpha

可能是有缺陷的，可能包含错误，启用后可能会遇到严

重 Bug；

支持的功能可能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删除；

API、产品场景化封装、交互流程等更改可能会带来兼容

性问题，但是，在后续的版本发布时不会特意声明。

依赖的 Kubernetes 功能如果是 Alpha 版本，相应的平台

功能只能为 Alpha 版本。

私有环境部署时，默认关闭 Alpha 版本功能，如果需

要，部署时可通过配置相关参数打开。

由于存在 Bugs 风险，同时，可能不会做长期的支持，推

荐在短暂的功能体验或测试环境中使用，例如：POC 环

境。

Beta

可能存在缺陷，所有已支持的功能不会被轻易删除。

API 参数、产品设计细节等可能会随版本迭代发生变化。

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将提供迁移到下一个版本的说

明。执行编辑操作时需要谨慎操作，可能需要停用依赖

该功能的应用程序。

默认开启 Beta 版本功能，部署时可通过配置相关参数关

闭。

后续版本中可能存在不兼容的更改，建议仅用于非关键型

业务运行环境。如果有多个可以独立升级的集群，则可以

放宽此限制，在生产环境使用。

GA

功能的稳定版本，将出现在许多后续版本中。

API 参数、产品设计细节等可能会随长期支持版本发生变

化。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将提供迁移到下一个版本的

说明。

适用于所有环境，包括生产环境。



全栈云平台统一门户（Portal）
您登录成功后，将直接进入全栈云平台统一门户（Portal）。

本文将为您介绍 Portal，当您的账号拥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时，还可执行更新 Portal 背景图、设置产品卡
片操作。

1. 平台平台 Logo：支持拥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 更新平台 Logo；

2. 平台名称平台名称：支持拥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 更新平台名称；

3. 产品产品/平台中心切换入口平台中心切换入口：单击该图标后将展示当前登录用户权限范围内允许访问的已订阅自研产品
的名称列表、平台中心功能模块列表以及 Portal 入口，单击卡片后切换至目标产品界面；



说明说明：此处支持切换的产品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本司自研产品（例如：Container Platform、DevOps、Service Mesh）;

已订阅且已部署成功；

在云产品列表中设置为显示。

4. Portal 设置入口设置入口：支持拥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通过该入口，更新背景图、设置产品卡片；

5. 当前登录账号的用户名当前登录账号的用户名：单击用户名，将展开 个人信息、中个人信息、中/英文切换、退出登录英文切换、退出登录 选项；

6. Banner 区域区域：Banner 区域由顶部背景图、平台主标题、平台副标题组成。支持拥有平台管理相关
权限的用户通过 更新背景图 更新顶部背景图、平台主标题、平台副标题；

7. 云产品展示区云产品展示区：以卡片的形式展示了平台中已部署或已集成的云产品列表，支持拥有平台管理相关
权限的用户通过 设置产品卡片 隐藏/恢复显示产品卡片、调整卡片显示顺序；单击卡片后可在新的
浏览器页面中打开产品界面。

8. 产品介绍产品介绍：平台包含的产品的介绍文档入口列表，单击产品名称后，可在新的浏览器页面中打开相
应产品的功能介绍文档；支持拥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通过 更新背景图 更新产品介绍区域的背
景图。

操作步骤 - 更新背景图片

提示提示：仅支持拥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平台后，进入 Portal。

2. 单击顶部导航栏右上角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背景图更新背景图。

3. 在弹出的 更新背景图更新背景图 对话框中，参照以下说明更新 主标题主标题、副标题副标题、顶部图片顶部图片、底部图片底部图片。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主标主标

题题
Banner 区域显示的平台主标题。支持输入中/英文，最多不超过 64 个字符。



副标副标

题题
Banner 区域显示的平台副标题。支持输入中/英文，最多不超过 128 个字符。

顶部顶部

图片图片

Banner 区域的背景图，建议使用 SVG 格式图片，图片宽度不小于 1920px、高度不小于 180px，且大小不超

过 800KB。支持预览、更新、恢复默认背景图。

更新背景图更新背景图：单击预览图下方 更新图片更新图片 按钮，选择并上传存放在本地的符合要求的图片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恢复默认背景图恢复默认背景图：单击预览图下方 恢复默认恢复默认 按钮，即可恢复系统默认的背景图。

底部底部

图片图片

产品介绍区域的背景图，建议使用 SVG 格式图片，图片宽度不小于 1920px、高度不小于 390px，且大小不

超过 800KB。支持预览、更新、恢复默认背景图。

更新背景图更新背景图：单击预览图下方 更新图片更新图片 按钮，选择并上传存放在本地的符合要求的图片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恢复默认背景图恢复默认背景图：单击预览图下方 恢复默认恢复默认 按钮，即可恢复系统默认的背景图。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操作步骤 - 设置产品卡片

提示提示：仅支持拥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平台后，进入 Portal。

2. 单击顶部导航栏右上角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产品卡片设置产品卡片。

此时，云产品展示区下方会出现 隐藏区隐藏区，通过选中并拖拽卡片可实现以下功能：



隐藏显示云产品隐藏显示云产品：将展示区的产品卡片拖拽至隐藏区，可在云产品展示区以及产品切换入口
中隐藏该产品的卡片。

恢复显示隐藏的云产品恢复显示隐藏的云产品：将隐藏区的产品卡片拖拽至展示区，可在云产品展示区以及产品切
换入口中恢复显示该产品的卡片。

调整展示区卡片显示顺序调整展示区卡片显示顺序：选中并拖拽卡片，可调整产品卡片在展示区的显示顺序。

3. 确认设置无误后，单击 保存并应用保存并应用 按钮，即可使设置生效；单击 放弃更新放弃更新 按钮则恢复更新前设
置。



平台管理
平台管理页面仅对拥有平台管理员、平台审计人员角色的用户可见。

在平台管理页面，管理员可管理已部署的产品以及集群、Kubernetes 资源、平台的用户、角色、IDP、许
可证等，并可查看平台的运营统计数据和平台的审计数据。



集群管理
集群是容器运行所需要的资源集合，包含了若干服务器节点（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负载均衡、存储等
资源。您可以在集群中运行您的容器化应用程序。

拥有集群管理权限的用户可通过平台管理平台上的集群、节点、Pod 以及集群下 Kubernetes 资源。



集群
平台以统一多集群管理为核心，可对接稳定快速的物理机服务器、资源利用率高的虚拟机、不同云环境
（公有云或托管云）下的云节点创建 Kubernetes 集群。

平台管理员可通过集群管理模块，管理平台上的集群、集群下的节点以及运行在节点上的 Pod。

集群是容器运行所需要的资源集合，包含了节点、负载均衡、存储等资源，是您在平台上搭建业务环境
（Namespace）运行您的容器化应用程序的先决条件。

您可以通过平台创建一个新的 Kubernetes 集群，或将已有的标准 Kubernetes 集群、OpenShift 集群、
Amazon EKS 集群接入平台进行托管。



概述
平台以统一多集群管理为核心，可对接稳定快速的物理机服务器、资源利用率高的虚拟机、不同云环境
（公有云或托管云）下的云节点创建 Kubernetes 集群。

平台管理员可通过集群管理模块，管理平台上的集群、集群下的节点以及运行在节点上的 Pod。

集群是容器运行所需要的资源集合，包含了节点、负载均衡、存储等资源，是您在平台上搭建业务环境
（Namespace）运行您的容器化应用程序的先决条件。

平台纳管集群的方式

自建自建：通过平台的 创建集群创建集群 功能，基于已规划的节点信息、网络配置，在平台上创建单点或高可用
Kubernetes 集群。

接入接入：通过 接入集群接入集群 功能，您可以将已有的标准 Kubernetes 集群、OpenShift 集群、Amazon
EKS 集群接入平台进行托管。

集群生命周期

状态状态 说明说明

正常正常 可连接到集群的 apiserver ，集群下的核心功能组件运行正常，可访问集群下的命名空间。

异常异常
无法连接到集群的 apiserver，集群下的核心功能组件可能运行异常，无法正常访问集群下的命名空间。当集群状态异

常时，添加节点、功能组件升级、部署监控/日志组件等功能不可用。

创建创建

中中
集群下相关组件正在部署，所需资源正在创建。

接入接入

中中
集群正在接入平台的过程中，相关组件正在部署，所需资源正在创建。

删除删除

中中
集群正在从平台上删除，此时集群无法在平台上使用，且不支持其他操作。

提示提示：当集群的状态为 创建中创建中/接入中接入中 时，单击状态右侧的  图标，可查看集群的执行进度
（status.conditions）。

补充说明

集群的名称旁显示  图标时，表明该集群为高可用集群，至少拥有 2 个控制节点，能够实现多活
灾备。

名称旁显示  图标时，表明该集群为联邦集群成员。一个集群只能属于一个联邦，通过在联邦命



名空间中创建联邦应用，可跨集群部署和管理应用，实现“两地三中心”容灾备份解决方案。

名称旁显示  图标时，表明该集群的功能组件有可升级版本，可通过一键升级，将所有可升级的组
件升级至最新版本。



创建集群
在平台上创建一个 Kubernetes 业务集群。

约束与限制

当控制节点只有 1 个时，为单节点集群，非高可用，不建议将单点集群作为生产环境集群。

集群网络需根据实际业务提前规划好，集群部署完成后无法调整。

请确保集群节点防火墙、selinux、swap 分区已关闭，否则可能会导致集群部署失败。

前提条件

已准备好待添加至集群的节点。如需为集群配置 GPU 参数，且控制节点会作为 GPU 节点使用，需
要先行为 GPU 节点安装 GPU 驱动，请参考 为 GPU 节点安装 GPU 驱动。

当 global 集群无法直接通过 SSH 访问待添加至集群的节点，而需要通过代理访问时，请提前准备
好代理服务。目前仅支持 SOCKS5 代理。

基本流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扩展参数

提示提示：集群创建成功后，可查看执行进度、关联项目，具体操作请参考本文的 后续操作 内容。

操作步骤 1 - 配置集群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集群创建集群 按钮，进入创建集群页面。

4.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集群基本信息参数。

参数参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集群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符。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是 集群的显示名称。

GPU 否

是否为集群部署 GPU 资源的开关，通过单击可开启或关闭，默认为关闭状态。当开关开启时，可通过单击下拉

选择框：

vGPU：虚拟化 GPU 核心，100 个单位的虚拟核心等于 1 个物理核心；1 个单位的显存为 256Mi。

pGPU：物理 GPU，只能整颗分配。

集群地址集群地址 是

集群对外暴露 API Server 的访问地址，使用 https 协议。

IP 地址地址/域名域名：

当集群只有一个控制节点（master）时，输入 master 节点的 私有私有 IP 或域名。

当集群有 2 个或 2 个以上控制节点（master）时，需要输入 VIP 或域名。

端口端口：端口号。说明说明：有负载均衡时，请输入负载均衡的端口，没有负载均衡时，必须输入 6443 。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设置设置
是

支持使用节点 IP 或主机名称（Hostname）作为平台上节点的名称，可通过单击复选框进行选择，默认使用节点

IP 作为节点名称。

注意注意：当选择使用主机名称作为平台上节点名称时，需确保添加至集群的节点的主机名称唯一。

节点信息节点信息 是 参见 配置节点信息。

监控组件监控组件

部署节点部署节点
否

选择为业务集群部署监控组件的节点，最多支持选择 3 个。集群创建成功后，会为集群部署存储类型为 本地卷本地卷

的监控组件。

提示提示：如果创建集群时选择不配置该参数（暂不部署监控组件），当集群创建成功且状态为正常时，可前往集群

的监控页面为集群部署监控组件，此时，存储类型可选 本地卷本地卷、存储类存储类 或 持久卷持久卷，具体操作参见 为业务集群部

署监控组件。

说明说明：为避免影响集群性能，建议优先选择计算节点；且当控制节点不支持部署自定义应用时，也不支持部署监

控组件。

网卡网卡 是 网卡设备的名称，默认为 eth0。

参数参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网络模式网络模式 否

个

台

可

优

在同

的

解

FloatingIP

参数参数
否

于

集群的网络模式，默认为 Kube-OVN 。支持选择：

Kube-OVN：该模式下不同 Namespace 对应着不同的子网，同一台机器的不同 Pod 可以使用不同的子网， 多

子网之间网络可以联通。在容器访问外部网络的策略中，Kube-OVN 设计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分布式网关，每

主机都可以作为当前主机上 Pod 的出网节点，做到出网的分布式；一种是和 Namespace 绑定的集中式网关 ，

以做到一个 Namespace 下的 Pod 流量使用一个集中式的主机出网。

Calico：Calico 是一种可为容器提供安全网络连接的三层网络方案，具有简单、易扩展、安全性高、性能好等

势。

Flannel：为集群内所有容器提供一个扁平化的网络环境。所有容器在 Flannel 提供的网络平面上可以看作是

一网段，可自由通信。其模型让集群上全部的容器使用一个网络，从网络中为每个节点划分一个子网。节点上

容器创建网络时，从子网中划分一个  IP 给容器，提高了容器之间通信效率，不用考虑  IP 转换问题。

无无网网络络：如需安装其他网络插件，请选择  无无网网络络 模式 ，集群创建成功后可手动安装。

当集群的 网网络络模模式式 为 Galaxy-FloatingIP  时，该参数有效，支持配置  FloatingIP 高级参数。该参数用配

置能够被 Pod 使用的 IP，以及 Pod IP 与节点的拓扑关系（即 Pod IP 能在哪些节点上使用）。

节点子网节点子网：是节点的子网网段，仅支持一个节点对应一个节点子网网段。支持输入 IP 或子网掩码，例

如： 10.2.0.0/24 。支持添加多个节点子网网段。

IP 地址范围地址范围：Pod IP 的地址范围，支持输入 IP 地址或 IP 段，IP 段的输入格式

为： 10.0.0.2~10.0.0.182 。

子网子网：Pod IP 的网段，支持输入 IP 或子网掩码，例如： 10.0.0.0/24 。

网关网关：Pod IP 的网关 IP 地址，例如： 10.0.0.1 。

（可选）VLAN 号号：VLAN 号，当 子网子网 与 节点子网节点子网 VLan 不同时，需要配置。支持输入正整数，例如： 2

详细的配置示例请参考 FloatingIP 参数配置示例。

参数参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容器网络容器网络 是

集群的容器网络（CNI）的配置信息。

Cluster CIDR：容器网络的子网地址（CIDR 格式），例如： 10.1.0.0/16 ，该地址应与节点子网不同。集

群创建时的 Pod 可使用该网段内的 IP。

Service CIDR：Kubernetes Service 的网络地址范围（CIDR 格式），例如： 10.96.0.0/12 ，不可与

Cluster CIDR 的网段重叠。

（可选）节点节点 IP 个数个数：仅当集群网络模式为 Flannel、Galaxy-FloatingIP 时，支持设置该参数。单击下拉选择

框，选择当前容器网络下允许在每个节点上分配给容器组的最大 IP 个数。可选：128、256，默认为 128。

说明说明：会根据以上配置，自动计算集群最多可容纳的节点个数，并在输入框下方的提示内容中展示。

参数参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配置节点信息

1. 单击 添加节点添加节点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节点添加节点 对话框中，配置节点信息。

说明说明：

添加节点添加节点 对话框关闭后，支持单击  图标修改已添加的节点信息；单击  图标删除已添
加节点信息。再次单击 添加节点添加节点 按钮，可在新的对话框中配置节点信息；

在同一个 添加节点添加节点 对话框中的添加的节点的 SSH 端口以及认证信息需要统一。

2.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节点配置记录，支持添加多条。

提示提示：单击  图标，可移除一条节点配置记录。



说明说明：

控制节点至少添加 1 个，不支持设置为 2 个，大于等于 3 个时为高可用集群（高可用集群，
建议设置为奇数个，推荐 3 或 5）；

添加控制节点时，若开启 可部署应用可部署应用 开关，该节点可部署业务应用；

添加控制节点或计算节点时，若开启 GPU 节点节点，需要手动安装 GPU 驱动 和 runtime。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节点类节点类

型型
是

节点的类型，包括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master）和 计算节点计算节点（node）。

单击 节点类型节点类型 下拉选择框，选择节点类型。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控制节点负责运行集群中的 kube-apiserver、kube-scheduler、kube-controller-

manager、etcd 和容器网络以及平台的部分管理组件；

计算节点计算节点：计算节点是 Kubernetes 集群中承担业务运行计算组件的节点，可以是虚拟机也可以是物

理机。计算节点承担实际的 Pod 调度以及与管理节点的通信等。

注意注意：如果集群中没有计算节点，集群仅能运行平台组件和少量业务，无法正常运行生产业务。集

群创建完成后，可通过 添加节点 为集群添加节点。

节点节点

IP
是

在 IP 地址地址 输入框中，输入节点的 IP 地址。处于内网模式创建集群，请输入节点的 私有私有 IP。

注意注意：一台节点只能属于一个集群，待添加节点不能被其他集群占用。否则，无法通过 Kubernetes

校验，进而导致集群创建失败。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否 节点的显示名称。

GPU

节点节点
否 控制是否在该节点上部署 GPU 相关组件的开关，通过单击可开启或关闭，默认为关闭状态。

可部署可部署

应用应用
否

当 节点类型节点类型 为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 时该参数有效。控制是否在该控制节点上部署业务应用的开关，通过单击

可开启或关闭，默认为关闭状态。

SSH

端口端口
是 SSH 服务端口号，例如： 22 。

代理代理 是

控制是否通过代理访问节点的 SSH 端口的开关，当 global 集群无法直接通过 SSH 访问待添加节点

（例如：global 集群和业务集群不在同一网段；节点 IP 为内网 IP，global 集群无法直接访问）时，

打开该开关并配置代理相关参数后，可通过代理实现节点的访问、部署。通过单击可开启或关闭，

默认为关闭状态。

提示提示：目前仅支持使用 SOCKS5 代理。

地址地址：代理服务器的地址，例如： 192.168.1.1:1080 。

用户名用户名：访问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访问代理服务器的密码。

认证方认证方

式式
是

登录已添加节点的认证方式及对应的认证信息。可选择：

密码密码：需要输入具有 root 权限的 用户名用户名 及对应的 密码密码。

密钥密钥：需要输入具有 root 权限的 用户名用户名、私钥私钥 以及 私钥密码私钥密码。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可选）操作步骤 3 - 配置扩展参数

1. （非必填）单击 扩展参数扩展参数 按钮，展开扩展参数配置区域，可选择为集群设置以下扩展参数：



Docker 参数参数： dockerExtraArgs ，Docker 额外的配置参数，将写入 
/etc/sysconfig/docker ，建议不要修改。通过 daemon.json  文件配置 Docker，必须以
键、值的方式进行配置。

Kubelet 参数参数： kubeletExtraArgs ，Kubelet 额外的配置参数。

说明说明：当 容器网络容器网络 的 节点节点 IP 个数个数 参数输入后，会自动生成一个键为 max-pods ，值为 节节
点点 IP 个数个数 的默认 Kubelet 参数参数 配置。用于设置集群下任意节点上最多可运行的 Pod 数，该
配置不在界面上显示。
在 Kubelet 参数参数 区域新添加 max-pods: 可运行的最大 Pod 数  键值对后，会覆盖默认值。值
允许输入任意正整数，建议使用默认值（节点 IP 个数），或输入不超过 256  的值。

Controller Manager 参数参数： controllerManagerExtraArgs ，Controller Manager 额外的配
置参数。

Scheduler 参数参数： schedulerExtraArgs ，Scheduler 额外的配置参数。

APIServer 参数参数： apiServerExtraArgs ，APIServer 额外的配置参数。

APIServer 地址地址： publicAlternativeNames ，签发到证书中的 APIServer 访问地址，只能
填写 IP 或域名，最多 253 个字符。

键的输入规则键的输入规则：支持输入 a-z 、 A-Z 、 0-9 、 - 、 _ 、 . ，以 a-z 、 A-Z 、 0-9  开头/结
尾，最多 253 个字符。

值的输入规则值的输入规则：支持输入 a-z 、 A-Z 、 0-9  以及特殊字符（`~!@#$%^&*()_+-;[]{}‘/?.<>|\=），
最多 253 个字符。

注意注意：

不建议设置扩展参数，设置错误可能导致集群不可用，且集群创建后无法修改。

如果填写的 键键 与默认参数 键键 重复，则会覆盖默认配置。

单击要配置参数区域的 添加添加 按钮，在添加的输入框中输入 键键、对应的 值值 或 APIServer 地址即可。

2.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返回集群列表页面，集群处于 创建中创建中 状态。

提示提示：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后续操作

查看执行进度

在集群列表页面，可查看已创建的集群的列表信息，其中，处在 创建中创建中 状态的集群，可查看执行进度。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处在 创建中创建中 状态的集群右侧的  图标 查看执行进度查看执行进度。

2. 在弹出的执行进度对话框中，可查看集群的执行进度（status.conditions）。

提示提示：当某个类型正在执行中或状态为失败且有原因时，光标悬浮在对应的原因（显示蓝色字体）
上时，可查看原因（status.conditions.reason）的详细信息。

关联项目

通过基于集群 创建项目，或通过 添加项目关联集群 的方式将集群添加至已有项目，可将新创建的集群关
联至项目。

进而通过 创建命名空间 可在集群下创建命名空间。

参考信息

FloatingIP 参数配置示例

示例 1

IP 地址范围 10.0.0.2-10.0.0.182、子网 10.0.0.0/24 只能配置在节点子网为 10.2.0.0/24 的机器上。
且 IP 地址范围 10.1.0.2-10.1.0.254、子网 10.1.0.0/24 只能配置在节点子网为 10.2.1.0/24 的机器
上。配置信息如下：

示例 2

两个 IP 地址范围在集群下所有的机器都能用（假设集群的所有机器只有 10.2.0.0/24、10.2.1.0/24
两个网段），配置信息如下：

[{

"nodeSubnets": ["10.2.0.0/24"],    ## 节点子网

"ips": ["10.0.0.2~10.0.0.182"],  ## IP 地址范围

"subnet": "10.0.0.0/24",  ## 子网

"gateway": "10.0.0.1"  ## 网关

}, {

"nodeSubnets": ["10.2.1.0/24"],

"ips": ["10.1.0.2~10.1.0.254"],

"subnet": "10.1.0.0/24",

"gateway": "10.1.0.1"

}]



[{

"nodeSubnets": ["10.2.0.0/24","10.2.1.0/24"],  ## 节点子网

"ips": ["10.0.0.2~10.0.0.182"],  ## IP 地址范围

"subnet": "10.0.0.0/24",  ## 子网

"gateway": "10.0.0.1"  ## 网关

}, {

"nodeSubnets": ["10.2.0.0/24","10.2.1.0/24"],

"ips": ["10.1.0.2~10.1.0.254"],

"subnet": "10.1.0.0/24",

"gateway": "10.1.0.1"

}]



接入业务集群
支持在平台上接入已部署的标准的原生 Kubernetes 集群、OpenShift 集群或 Amazon EKS 集群，统一管
理不同基础设施环境中的集群和主机，保障了故障迁移，使企业能快速有效并低成本地跨区域、跨平台运
行集群。

同时，支持纳管接入平台的集群下的资源，对接集群和平台的账号权限后，即可通过平台管理接入平台的
集群下的资源，并对集群进行运维管理。



接入标准 Kubernetes 集群
支持在平台上接入已部署的标准的原生 Kubernetes 集群，统一管理不同基础设施环境中的集群和主机，保
障了故障迁移，使企业能快速有效并低成本地跨区域、跨平台运行集群。

同时，支持纳管接入平台的 OpenShift 集群下的资源。参考 后续操作 对接集群和平台的账号权限后，即可
通过平台管理接入平台的集群下的资源，并对集群进行运维管理。

接入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流程如下：

1. 修改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镜像仓库地址

2. 生成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Token

3. 获取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4. （可选）创建用于识别 CNI 插件的配置字典

提示提示：仅当待接入集群也是通过本司的云原生开放平台部署的，且网络模式为 Kube-OVN 或 Calico
时，需要执行该步骤下操作。

5. 接入标准 Kubernetes 集群

6. 校验标准 Kubernetes 集群是否接入成功

7. 后续操作

前提条件

待接入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为 1.16 或 1.19。

修改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镜像仓库地址

为确保标准 Kubernetes 集群能够拉取到私有镜像仓库的镜像，请参照以下配置修改待接入平台的集群的镜
像仓库地址配置。

1. 登录标准 Kubernetes 集群中使用镜像的主机。

2. 执行以下命令行，修改主机上的 /etc/docker/daemon.json  文件。

确保文件中存在 insecure-registries  参数及正确的镜像地址。如果需要配置多个镜像地址，配

vi /etc/docker/daemon.json



置示例如下：

3. 执行以下命令行，重启 Docker。

生成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Token

1. 登录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 Master 节点（或可以访问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跳板机）。

2. 创建并保存 cluster-sa.yaml  文件。

存放在任意位置即可，YAML 文件内容如下：

{

    "insecure-registries": [

        "registry.example.cn:60080",

        "127.0.0.1:60080"

    ],

 "registry-mirrors": ["https://6telrzl8.mirror.aliyuncs.com"],

    "log-opts": {

      "max-size": "100m",

      "max-file": "2"

    },

    "live-restore": true,

    "metrics-addr" : "0.0.0.0:9323",

    "experimental" : true,

    "storage-driver": "overlay2"

}

systemctl restart docker



3. 执行以下命令行，创建具有集群管理员权限的 ServiceAccount。

4. 执行以下命令行，获取 ServiceAccount 的 Secret。

5. 执行以下命令行，获取 Token 的值。

示例如下：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Account

metadata:

  namespace: default

  name: cls-access

---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ClusterRoleBinding

metadata:

  name: cls-access

roleRef:

  apiGroup: rbac.authorization.k8s.io

  kind: ClusterRole

  name: cluster-admin

subjects:

  - kind: ServiceAccount

    namespace: default

    name: cls-access

    

kubectl apply -f cluster-sa.yaml

kubectl describe sa cls-access

kubectl describe secrets cls-access-token-8l5hz



获取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1. 登录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 Master 节点（或可以访问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跳板机）。

2. 执行以下命令行，获取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示例如下：

cat .kube/config

echo "ca" | base64 -d



（可选）创建用于识别 CNI 插件类型的配置字典

提示提示：仅当待接入集群也是通过本司的云原生开放平台部署的，且网络模式为 Kube-OVN 或 Calico 时，
需要执行该步骤下操作。

为了确保集群接入平台后，网络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需要在集群上创建一个配置字典
（ConfigMap）用于识别接入集群的 CNI 插件类型（网络模式）。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 Master 节点（或可以访问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跳板机）。

2. 执行以下命令行，在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 kube-public  命名空间下创建用于识别 CNI 插件的
配置字典（ConfigMap）。

示例如下：

接入集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 接入集群接入集群 按钮，进入接入集群页面。

kubectl create cm cni-<网络插件名称> -n kube-public

# CNI 为 Kube-OVN 时

kubectl create cm cni-kube-ovn -n kube-public

# CNI 为 Calico 时

kubectl create cm cni-calico -n kube-public



4.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接入集群的参数。

说明说明：集群地址集群地址、Token 以及 CA 认证认证 参数的取值，可通过 生成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Token、获取
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步骤获取。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集群类集群类

型型
是 单击选择 标准标准 Kubernetes 集群集群。

名称名称 是
集群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是 集群的显示名称。

集群地集群地

址址
是

集群对外暴露 API Server 的访问地址，用于平台访问集群的 API Server。

IP 地址地址/域名域名：输入访问集群 API Server 的 IP 地址或域名；

端口端口：端口号。

Token 是 集群的 Token，是访问集群 API Server 的认证信息（Token）。

CA 认认

证证
是 登录集群的 CA 证书。

集群管集群管

理地址理地址
否

用于管理 Kubernetes 集群的企业级 Kubernetes 发行版的访问地址。配置了该参数后，在集群详

情页面的基本信息区域，单击 集群管理地址集群管理地址，可跳转对应的集群管理页面。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接入接入 按钮。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接入接入 按钮，返回集群列表页面，集群处于 接入中接入中 状态。

提示提示：

单击处在 接入中接入中 状态的集群右侧的  图标，可在弹出的 执行进度执行进度 对话框中，查看集群的执
行进度（status.conditions）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校验集群是否接入成功

集群接入成功后，在集群列表可查看集群的关键信息，集群的状态显示为正常，并可执行集群相关操作。

同时，集群接入成功后，可参考本文的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内容纳管集群下的命名空间。

后续操作



配置集群审计功能

集群接入成功后，需要修改集群上审计相关的配置，才能通过平台正常采集集群的审计数据。具体操作请
参考 如何配置接入平台的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的审计功能？。

开放组件监控端口

集群接入成功后，需要修改集群上 kube-controller-manager、kube-scheduler 组件的配置文件，开放采集
监控指标数据所需端口后，才能通过平台正常采集组件的监控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考 接入平台的标准
Kubernetes 集群组件监控指标缺失，如何处理？。

纳管集群下命名空间

集群接入成功后，您可通过基于集群 创建项目，或通过 添加项目关联集群 的方式将集群添加至已有项
目，可将新接入的集群关联至项目。

进而，通过 导入命名空间 操作，将集群下已有的 Kubernetes 命名空间纳入到平台的项目下进行管理。



接入 OpenShift 集群
支持在平台上接入已部署的 OpenShift 集群，统一管理不同基础设施环境中的集群和主机，保障了故障迁
移，使企业能快速有效并低成本地跨区域、跨平台运行集群。

同时，支持纳管接入平台的 OpenShift 集群下的资源。参考 后续操作 对接集群和平台的账号权限后，即可
通过平台管理接入平台的集群下的资源，并对集群进行运维管理。

接入 OpenShift 集群的流程如下：

1. 修改 OpenShift 集群的镜像仓库地址

2. 为 OpenShift 集群配置 DNS

3. 生成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Token

4. 获取 OpenShift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5. 接入 OpenShift 集群

6. 校验 OpenShift 集群是否接入成功

7. 后续操作

前提条件

待接入 OpenShift 集群的版本为 4.6 或 4.3 ，且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大于 1.16。

接入 OpenShift 集群过程中，会用到 Kubectl 命令，请提前在集群的 Master 节点（或访问集群的跳
板机）上安装 Kubectl 工具。

如需对集群以及集群下的节点、功能组件、计算组件（Deployment、DaemonSet、
DaemonSet）、Pod、容器等相关指标进行实时监控，请确保待接入集群上已部署了 Prometheus。

操作步骤 1 - 修改 OpenShift 集群的镜像仓库地址

提示提示：为确保 OpenShift 集群能够拉取到私有镜像仓库的镜像，请参照以下配置修改待接入平台的
OpenShift 集群的镜像仓库地址配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 OpenShift 集群中使用镜像的主机。



2. 执行以下命令行，修改主机上的 crio-metrics  文件。

增加 --insecure-registry=  参数，如果需要配置多个镜像地址，配置示例如下：

3. 执行以下命令行，重启 crio。

操作步骤 2 - 为 OpenShift 集群配置 DNS

通过修改 global 集群上的 coredns 配置字典，为 OpenShift 集群配置 DNS。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具有平台管理权限的用户登录平台，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通过顶部导航栏的集群切换入口，切换至 global 集群。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资源管理资源管理，进入资源列表页面。

4. 查找并更新 kube-system 命名空间下的 coredns 配置文件。

更新内容如下：

vi /etc/sysconfig/crio-metrics

--insecure-registry=192.168.16.199:60080 --insecure-registry=192.168.16.199:60080

systemctl restart crio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example.com：OpenShift 集群的访问域名。

192.168.31.220：OpenShift 集群的 DNS。
该值可从 OpenShift 集群的 Master/Worker 节点上的 /etc/resolv.conf  文件中获取。

YAML 示例如下图所示。

5. 如下图所示，删除 kube-system 命名空间下所有的 coredns Pod，让配置生效。

操作步骤 3 - 生成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Token

Corefile: |

example.com:53 {

    log

    forward . 192.168.31.220

}



1. 登录 OpenShift 集群的 Master 节点（或可以访问 OpenShift 集群的跳板机）。

2. 创建并保存 cluster-sa.yaml  文件，存放在任意位置即可。

YAML 文件内容如下：

3. 执行以下命令行，创建具有集群管理员权限的 ServiceAccount。

4. 执行以下命令行，获取 ServiceAccount 的 Secret。

5. 执行以下命令行，获取 Token 的值。

示例如下图所示。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Account

metadata:

  namespace: default

  name: cls-access

---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ClusterRoleBinding

metadata:

  name: cls-access

roleRef:

  apiGroup: rbac.authorization.k8s.io

  kind: ClusterRole

  name: cluster-admin

subjects:

  - kind: ServiceAccount

    namespace: default

    name: cls-access

kubectl apply -f cluster-sa.yaml

kubectl get sa cls-access -o yaml

kubectl describe secrets cls-access-token-8l5hz



操作步骤 4 - 获取 OpenShift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1. 登录 OpenShift 集群的 Master 节点。

2. 执行以下命令行，获取 OpenShift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示例如下图所示。

cat /etc/kubernetes/kubeconfig



操作步骤 5 - 接入集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 接入集群接入集群 按钮，进入接入集群页面。

4.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接入集群的参数。

说明说明：集群地址集群地址、Token 以及 CA 认证认证 参数的取值，可通过 生成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Token、获取
OpenShift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步骤获取。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集群类集群类

型型
是 单击选择 OpenShift 集群集群。

名称名称 是
集群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是 集群的显示名称。

集群地集群地

址址
是

集群对外暴露 API Server 的访问地址，用于平台访问集群的 API Server。

IP 地址地址/域名域名：输入访问集群 API Server 的 IP 地址或域名；

端口端口：端口号。

Token 是 集群的 Token，是访问集群 API Server 的认证信息（Token）。

CA 认认

证证
是 登录集群的 CA 证书。



集群管集群管

理地址理地址
否

用于管理 Kubernetes 集群的企业级 Kubernetes 发行版的访问地址。配置了该参数后，在集群详

情页面的基本信息区域，单击 集群管理地址集群管理地址，可跳转对应的集群管理页面。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接入接入 按钮。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接入接入 按钮，返回集群列表页面，集群处于 接入中接入中 状态。

提示提示：

单击处在 接入中接入中 状态的集群右侧的  图标，可在弹出的 执行进度执行进度 对话框中，查看集群的执
行进度（status.conditions）。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校验集群是否接入成功

集群接入成功后，在集群列表可查看集群的关键信息，集群的状态显示为正常，并可执行集群相关操作。

后续操作

纳管集群下命名空间

集群接入成功后，您可通过基于集群 创建项目，或通过 添加项目关联集群 的方式将集群添加至已有项
目，可将新接入的集群关联至项目。

进而，通过 导入命名空间 操作，将集群下已有的 Kubernetes 命名空间纳入到平台的项目下进行管理。

部署监控组件

集群接入成功后，可参考 为集群部署监控组件 为接入的集群部署监控组件。



接入 Amazon EKS 集群
支持在平台上接入已部署的 Amazon EKS（Amazon Elastic Kubernetes Service） 集群，统一管理不同基
础设施环境中的集群和主机，保障了故障迁移，使企业能快速有效并低成本地跨区域、跨平台运行集群。

同时，支持纳管接入平台的 OpenShift 集群下的资源。参考 后续操作 对接集群和平台的账号权限后，即可
通过平台管理接入平台的集群下的资源，并对集群进行运维管理。

接入 Amazon EKS 集群的流程如下：

1. 生成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Token

2. 获取 Amazon EKS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3. 接入 Amazon EKS 集群

4. 校验 Amazon EKS 集群是否接入成功

前提条件

待接入 Amazon EKS 集群的版本为 1.16，且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大于 1.16。

操作步骤 1 - 生成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Token

1. 登录 Amazon EKS 集群的 Master 节点（或可以访问 Amazon EKS 集群的跳板机）。

2. 创建并保存 cluster-sa.yaml  文件。

存放在任意位置即可，YAML 文件内容如下：



3. 执行以下命令行，创建具有集群管理员权限的 ServiceAccount。

4. 执行以下命令行，获取 ServiceAccount 的 Secret。

5. 执行以下命令行，获取 Token 的值。

示例如下：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Account

metadata:

  namespace: default

  name: cls-access

---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ClusterRoleBinding

metadata:

  name: cls-access

roleRef:

  apiGroup: rbac.authorization.k8s.io

  kind: ClusterRole

  name: cluster-admin

subjects:

  - kind: ServiceAccount

    namespace: default

    name: cls-access

    

kubectl apply -f cluster-sa.yaml

kubectl describe sa cls-access

kubectl describe secrets cls-access-token-8l5hz



操作步骤 2 - 获取 Amazon EKS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1. 登录 Amazon EKS 集群的 Master 节点（或可以访问 Amazon EKS 集群的跳板机）。

2. 执行以下命令行，获取 Amazon EKS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示例如下：

cat .kube/config

echo "ca" | base64 -d



操作步骤 3 - 接入集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 接入集群接入集群 按钮，进入接入集群页面。

4.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接入集群的参数。

说明说明：集群地址集群地址、Token 以及 CA 认证认证 参数的取值，可通过 生成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Token、获取
Amazon EKS 集群的访问地址和 CA 证书 步骤获取。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集群类集群类

型型
是 单击选择 Amazon EKS 集群集群。

名称名称 是
集群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是 集群的显示名称。

集群地集群地

址址
是

集群对外暴露 API Server 的访问地址，用于平台对集群 API Server 的访问。

IP 地址地址/域名域名：输入访问集群 API Server 的 IP 地址或域名。

端口端口：端口号。

Token 是 集群的 Token，是访问集群 API Server 的认证信息（Token）。

CA 认认

证证
是 登录集群的 CA 证书。

集群管集群管

理地址理地址
否

用于管理 Kubernetes 集群的企业级 Kubernetes 发行版的访问地址。配置了该参数后，在集群详

情页面的基本信息区域，单击 集群管理地址集群管理地址，可跳转对应的集群管理页面。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接入接入 按钮。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接入接入 按钮，返回集群列表页面，集群处于 接入中接入中 状态。

提示提示：

单击处在 接入中接入中 状态的集群右侧的  图标，可在弹出的 执行进度执行进度 对话框中，查看集群的执
行进度（status.conditions）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校验集群是否接入成功

集群接入成功后，在集群列表可查看集群的关键信息，集群的状态显示为正常，并可执行集群相关操作。

同时，集群接入成功后，可参考本文的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内容纳管集群下的命名空间。

后续操作

纳管集群下命名空间

接入集群后，您可通过基于集群 创建项目，或通过 添加项目关联集群 的方式将集群添加至已有项目，可
将新接入的集群关联至项目。

进而，通过 导入命名空间 操作，将集群下已有的 Kubernetes 命名空间纳入到平台的项目下进行管理。



节点管理
节点是集群的基本组成元素。添加至集群的节点，既可以是虚拟机，也可以是物理服务器。每个节点都包
含运行 Pod 所需要的基本组件，包括 Kubelet、Kube-proxy 、Container Runtime 等。

拥有平台管理权限的用户可管理集群下的节点。



查看节点列表
查看指定集群下的节点列表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节点列表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在节点列表页面，可查看节点的以下信息。

注意注意：当集群未部署监控组件时，无法获取资源的利用率、使用率，仅显示节点的资源总量。

提示提示：

列表中默认显示节点的名称、节点状态、节点类型、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存储空间使
用率、容器组数、系统负载字段。

支持设置列表显示字段，单击节点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通过单击
选中/取消选中字段名称，即可设置在节点列表中展示的字段信息。如下图所示。



注意注意：该设置仅当用户停留在当前页面时生效，重新登录或刷新页面后，恢复默认设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节点在 Kubernetes 集群中注册的名称及显示名称。分两行显示，上方为节点的名称，下方为节点的显示

名称。 

说明说明：通常情况下，为自建的集群添加的节点的名称就是节点的 IP；而接入集群的节点的名称，以节点

在 Kubernetes 集群中注册的名称为准。

节点状态节点状态
节点的当前状态。包括：正常正常、异常异常、添加中添加中 、删除中删除中，其中，接入集群的节点状态仅包括 正常正常、异异

常常。

节点节点 IP 节点的 IP 地址。

节点类型节点类型

节点的类型。包括：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控制节点负责运行集群中的 kube-apiserver、kube-scheduler、kube-controller-manager、

etcd 和容器网络以及平台的部分管理组件；

计算节点计算节点：计算节点是 Kubernetes 集群中承担业务运行计算组件的节点，可以是虚拟机也可以是物理

机。计算节点承担实际的 Pod 调度以及与管理节点的通信等。

节点标签节点标签 节点的标签，格式如： 键: 值 。将光标移动至  图标时，可查看全部标签信息。



可调度可调度
节点是否处于可调度状态。当节点处于不可调度状态时，不影响节点上已有的 Pod，但是新创建的 Pod

不可被调度到该节点上。

污点污点
节点的污点信息。污点是节点的一个属性，污点和容忍度（Toleration）相互配合，可以用来避免 Pod

被分配到不合适的节点上。

CPU 利用利用

率率

注意注意：仅当集群已部署了 Prometheus 时，可查看 CPU 的利用率；集群状态异常或未部署 Prometheus

时，仅显示资源总额。

利用率利用率 = 实际使用的值 / 总量。

将光标移动至利用率占比图上时，会显示 使用率（使用值）使用率（使用值）（使用率 = 使用值 / 总量）、请求率（请求请求率（请求

值）值）（请求率 = 请求值 / 总量）、限制率（限制值）限制率（限制值）（限制率 = 限制值 / 总量）、总量总量 以及占比的详细

数据信息。如图所示。

内存利用内存利用

率率

注意注意：仅当集群已部署了 Prometheus 时，可查看 内存内存 的利用率；集群状态异常或未部署 Prometheus

时，仅显示资源总额。

利用率利用率 = 实际使用的值 / 总量。

将光标移动至利用率占比图上时，会显示 使用率（使用值）使用率（使用值）（使用率 = 使用值 / 总量）、请求率（请求请求率（请求

值）值）（请求率 = 请求值 / 总量）、限制率（限制值）限制率（限制值）（限制率 = 限制值 / 总量）、总量总量 以及占比的详细

数据信息。如图所示。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存储空间存储空间

使用率使用率

注意注意：仅当集群已部署了 Prometheus 时，可查看 存储空间存储空间 的使用；集群状态异常或未部署

Prometheus 时，仅显示资源总额。

使用率使用率 = 实际使用的值 / 总量。

将光标移动至使用率占比图上时，会显示 总使用率（使用值总使用率（使用值 / 总量）总量）（使用率 = 使用值 / 总量）、各分

区的 使用率（使用值使用率（使用值 / 分区总量）分区总量）（分区使用率 = 分区使用值 / 分区总量），如图所示。

容器组数容器组数 运行在节点上的容器组个数。

系统负载系统负载

5 分钟内系统的平均负载。取值为当前正在被 CPU 执行和等待被 CPU 执行的进程数目总和与 CPU 最

大能执行的进程数目的比值，是反映系统忙闲程度的重要指标。 

例如：如果 CPU 每 5 分钟最多能处理 100 个进程。系统负荷为 0.2，意味着 CPU 在这 5 分钟里只处理

了 20 个进程；系统负荷为 1.0，意味着 CPU 在这 5 分钟里正好处理了 100 个进程；系统负荷为 1.7，

意味着除了 CPU 正在处理的 100 个进程以外，还有 70 个进程正排队等着 CPU 处理。 当系统负载超过

1.0 时，表示系统不在最佳状态，需要人工干预。

虚拟化虚拟化

物理机节点的虚拟化开关状态。

已开启已开启：新创建的虚拟机，允许被调度到该物理机节点上；

已关闭已关闭：禁止新创建的虚拟机被调度到该物理机节点上，但是不影响该节点上已经在运行的虚拟机。 

注意注意：仅当 Container Platform 的虚拟机功能已启用时，显示该字段。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节点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对节点执行以下操作：

恢复调度恢复调度：将状态正常的不可调度的节点设定为可调度状态，允许将新创建的 Pod 调度到节点上。

停止调度停止调度：将状态正常的可调度的节点设定为不可调度状态。

查看执行进度查看执行进度：查看状态处于 添加中添加中 的节点状态（status）的转换情况。

更新节点标签更新节点标签：为状态正常的节点更新节点标签。

设置污点设置污点：为状态正常的节点设置污点信息。

删除删除：从 自建自建 集群删除计算节点。支持删除集群中处于 正常正常、异常异常、添加中添加中 状态的计算节点。 

开启开启/关闭虚拟化关闭虚拟化： 当 自建自建 集群的节点是物理机时，可通过开启节点虚拟化开关、关闭节点虚拟化开

关，控制是否允许 Kubernetes 将虚拟机（VMI，VirtualMachineInstance）调度到该节点上。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支持输入关键字进行过滤，关键字可同时匹配名称、显示名称、
节点 IP、节点标签。节点标签支持以下四种匹配方式：



键键：模糊匹配
值值：模糊匹配
键键:值值：值模糊匹配
键键=值值：值模糊匹配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为自建集群添加节点
支持拥有平台管理权限的用户为平台上已有的 自建自建 集群添加控制节点和计算节点。

注意注意：当集群状态异常时，不支持添加节点。

前提条件

如需为 GPU 集群添加 GPU 节点，需要先行为 GPU 节点安装 GPU 驱动，请参考 为 GPU 节点安
装 GPU 驱动。

为避免发生不可预知的错误，待添加节点的操作系统类型应与集群中的其它节点保持一致。

当 global 集群无法直接通过 SSH 访问而需要通过代理访问待添加至集群的节点时，请提前准备好
代理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添加节点的类型为 自建自建 的集群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5. 单击 添加节点添加节点 按钮，弹出 添加节点添加节点 对话框。

6.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节点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节点类型节点类型 是

节点的类型，包括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master）和 计算节点计算节点（node）。

单击 节点类型节点类型 下拉选择框，选择节点类型。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控制节点负责运行集群中的 kube-apiserver、kube-scheduler、kube-controller-

manager、etcd 和容器网络以及平台的部分管理组件；

计算节点计算节点：计算节点是 Kubernetes 集群中承担业务运行计算组件的节点，可以是虚拟机也可以

是物理机。计算节点承担实际的 Pod 调度以及与管理节点的通信等。

节点节点 IP 是

在 IP 地址地址 输入框中，输入节点的 IP 地址。处于内网模式创建集群，请输入节点的 私有私有 IP。

注意注意：一台节点只能属于一个集群，待添加节点不能被其他集群占用。否则，无法通过

Kubernetes 校验，进而导致集群创建失败。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否 节点的显示名称。

GPU 节点节点 否 控制是否在该节点上部署 GPU 相关组件的开关，通过单击可开启或关闭，默认为关闭状态。

可部署自可部署自

定义应用定义应用
否

当 节点类型节点类型 为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 时该参数有效。控制是否在该控制节点上部署业务自定义应用的开

关，通过单击可开启或关闭，默认为关闭状态。

SSH 端口端口 是 SSH 服务端口号，例如： 22 。

代理代理 是

控制是否通过代理访问节点的 SSH 端口的开关，当 global 集群无法直接通过 SSH 访问节点

时，打开该开关并配置代理相关参数后，可通过代理实现节点的访问、部署。通过单击可开启或

关闭，默认为关闭状态。

提示提示：目前仅支持使用 SOCKS5 代理。

地址地址：代理服务器的地址，例如： 192.168.1.1:1080 。

用户名用户名：访问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访问代理服务器的密码。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是

登录已添加节点的认证方式及对应的认证信息。可选择：

密码密码：需要输入具有 root 权限的 用户名用户名 及对应的 密码密码。

密钥密钥：需要输入具有 root 权限的 用户名用户名、私钥私钥 以及 私钥密码私钥密码。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7.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即可在节点列表查看新添加的节点，节点处于 添加中添加中 状态。

提示提示：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后续操作

查看执行进度

在节点列表页面，可查看已添加的节点的列表信息，其中，处在 添加中添加中 状态的节点，可查看执行进度。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处在 添加中添加中 状态的节点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看执行进度查看执行进度。

2. 在弹出的执行进度弹窗中，可查看节点的执行进度（status.conditions）。

提示提示：当某个类型正在执行中或状态为失败且有原因时，光标悬浮在对应的原因（显示蓝色字体）
上时，可查看原因（status.conditions.reason）的详细信息。

重新添加添加失败的节点

添加节点后，当有节点添加失败后，节点列表上方将会弹出提示，单击提示框里的 重新添加重新添加 按钮，即可重



新添加添加失败的节点。



查看节点详情
在节点详情页面，查看节点的相关信息。

提示提示：当集群下的节点个数大于 1 个时，在节点的详情页面，单击资源路径区域的 当前节点名称当前节点名称 可展开节
点下拉列表，单击选择节点后可快速切换至其他节点的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查看节点详情

查看节点的监控数据

查看节点上运行的容器组列表

查看节点的 YAML 文件

操作步骤 - 查看节点详情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节点所在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5. 单击待查看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进入节点详情页面。

在节点详情页面，默认展示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页签内容。

在基本信息区域，可查看节点的基本信息和 Kubernetes 信息。
说明说明：当节点所在集群创建时配置了 GPU 参数，且该节点部署了 GPU 相关驱动可作为 GPU 节点
时，会展示 GPU 信息。

同时，支持 更新节点的显示名称更新节点的显示名称：单击显示名称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 对话框
中，更新节点的显示名称。

操作步骤 - 查看节点监控数据



提示提示：

当集群已配置了监控组件时，支持查看节点监控数据。可查看节点上的资源运行情况、资源使用情
况以及资源趋势统计数据。

节点监控数据仅在页面打开时自动刷新一次，如需再次刷新监控数据，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手动刷新：通过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手动刷新监控数据；

设置自动刷新（默认关闭）：单击  设置自动刷新监控数据的时间间隔。

1.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进入节点的监控数据展示页面，可查看节点的相关监控数据。

说明说明：

在存储空间统计数据展示区域，当节点的存储空间的分区超过 4 个时：

分区总量占比图中，占比从高到底排序的前 3 个分区会单独显示占比区域，剩余分区显示为
其他其他 占比区域，且光标移动至占比区域时，显示剩余分区的总量占比数据；

分区使用率条形图中，使用率从高到底排序的前 3 个分区会单独显示条形图，剩余分区显示
为 其他其他 条形图，且光标移动至条形图时，显示剩余分区的总使用率及各自的使用率。

监控趋势统计数据说明参见下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指定时间范围内，CPU 的 使用率使用率、请求率请求率 和 限制率限制率。

使用率使用率 = 节点上所有容器组的 CPU 使用值 / 节点的 CPU 总额。

注意注意：如果某一段时间节点的 CPU 使用率飙升，您必须首先定位占用 CPU 资源最多的进程。 例

如：对于 Java 自定义应用程序，代码中出现内存泄漏或无限循环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CPU 使用率飙

高。

请求率请求率 = 节点上所有容器组的 CPU 请求值 / 节点的 CPU 总额。

注意注意：如果某一段时间节点的 CPU 请求率飙升，有可能是集群的超售比设置不合理或节点上运行的

Pod 的请求值设置过高，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限制率限制率 = 节点上所有容器组的 CPU 限制值 / 节点的 CPU 总额。

注意注意：如果某一段时间节点的 CPU 限制率飙升，说明节点上运行的 Pod 的限制值设置过高，可能造

成 CPU 资源的浪费。

内存内存

指定时间范围内，内存的 使用率使用率、请求率请求率 和 限制率限制率。

使用率使用率 = 节点上所有容器组的内存使用值 / 节点的内存总额。

内存是服务器上的重要部件之一，是与 CPU 通信的桥梁。因此，内存的性能对机器有很大的影响。

当程序运行时，数据加载、线程并发和 I/O 缓冲都依赖于内存。可用内存的大小决定了程序是否可以

正常运行以及如何运行。

请求率请求率 = 节点上所有容器组的内存请求值 / 节点的内存总额。

注意注意：如果某一段时间节点的内存请求率飙升，有可能是集群的超售比设置不合理或节点上运行的

Pod 的请求值设置过高，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限制率限制率 = 节点上所有容器组的内存限制值 / 节点的内存总额。

注意注意：如果某一段时间节点的内存限制率飙升，说明节点上运行的 Pod 的限制值设置过高，可能造成

内存资源的浪费。

存储存储

指定时间范围内，空间使用率空间使用率 和 inode 使用率使用率。

空间使用率空间使用率 = 存储空间使用值 / 存储空间总值。

通过监控磁盘空间的历史数据，您可以评估给定时间段内磁盘的使用情况。 在磁盘使用率较高的情况

下，您可以通过清理不必要的镜像或容器来释放磁盘空间。

inode 使用率使用率 = inode 存储使用值 / inode 存储总值。

注意注意： 每个文件都必须有一个 inode，用于存储文件的元信息，如文件的创建者和创建日期。 Inode

还会消耗硬盘空间，许多小缓存文件很容易导致 inode 资源耗尽。 此外，在 inode 已用完但硬盘未满

的情况下，无法在硬盘上创建新文件。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系统负载系统负载

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内的 CPU 平均负载。取值为当前正在被 CPU 执行和等待被 CPU 执行的进

程数目总和与 CPU 最大能执行的进程数目的比值，是反映系统忙闲程度的重要指标。

说明说明：如果在一定时间内 1 分钟/ 5 分钟/ 15 分钟的曲线相似，则表明集群的 CPU 负载相对稳定。

如果某一时段或某一特定时间点的 1 分钟的值远远大于 15 分钟的值，则表示最近 1 分钟的负荷在增

加，需要继续观察。 一旦 1 分钟的值超过 CPU 数量，可能意味着系统超载。 你需要进一步分析问

题的根源。

如果某一时段或某一特定时间点的1分钟值远小于 15 分钟，则表示系统在最近 1 分钟内负载在降

低，在前 15 分钟内产生了较高的负载。

磁盘吞吐量磁盘吞吐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磁盘吞吐量是指磁盘传输数据流的速度，传输数据是读写数据的总和。

磁盘磁盘 IOPS
指定时间范围内，磁盘 IOPS 是每秒连续读取和写入的总和，表示磁盘每秒读取和写入操作数的性能

度量。

网络流量速率网络流量速率 指定时间范围内，按节点物理网卡统计的网络流量的流入、流出速率。

网络报文速率网络报文速率

(个个/秒秒)
指定时间范围内，按节点物理网卡统计的网络报文的接收、发送速率。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操作步骤 - 查看容器组

1. 单击页面上方的 容器组容器组 页签，可查看节点上运行的容器组的列表及容器组的基本信息。

在容器组列表页面，可查看容器组的以下信息：

提示提示：

列表中默认显示容器组的名称、状态、CPU 使用值、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内存使用
值、重启次数、运行时间字段。

支持设置列表显示字段，单击容器组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通过单
击选中/取消选中字段名称，即可设置在容器组列表中展示的字段信息。如下图所示。



注意注意：该设置仅当用户停留在当前页面时生效，重新登录或刷新页面后，恢复默认设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容器组的名称。

状态状态

容器组的当前状态。

运行中运行中：Pod 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处理中处理中：有 Pod 未处于运行中状态。

完成完成 ：所有 Pod 均已运行完成。通常情况下，定时任务执行成功后，任务记录的容器组状态为 完成完成。 

错误错误：容器组运行出现错误，光标悬浮在  图标上时，可查看错误原因。

所属命名所属命名

空间空间
容器组所在命名空间的名称。

CPU 使使

用值用值
容器组实际使用的 CPU 的值。

CPU 使使

用率用率
CPU 使用值 / CPU 限制值。

CPU 请请

求值求值
容器请求的 CPU 的值（requests.cpu）。



CPU 限限

制值制值

允许容器占用的 CPU 的最大值（limits.cpu）。

规则及算法如下规则及算法如下：

- 当容器组内仅包含 业务容器业务容器（containers）时，CPU/内存内存 对应的值为容器组内所有容器的 CPU 限制值

的总和。例如例如：容器组内包括两个容器，CPU 的限制值分别为 100m/100Mi、50m/200Mi，则容器组的

CPU/内存内存 限制值为 150m/300Mi；

- 当容器组内既有 初始化容器初始化容器（initContainers）又有 业务容器业务容器（containers）时，容器组的 CPU 限制值

分别为以下两个值中的 最大值最大值：

* 所有初始化容器中 CPU 限制值的最大值；

* 所有业务容器的 CPU 限制值的总和。

例如例如：容器组内包含两个初始化容器，CPU 的限制值分别为 100m、200m，则初始化容器的 CPU 最大限

制值为 200m。同时，容器组内还包含两个业务容器，CPU 的限制值分别为 100m、50m，则业务容器的

CPU 限制值总和为 150m。

综合得出容器组的 CPU 限制值为 200m。

内存使用内存使用

率率
内存使用值 / 内存限制值。

内存使用内存使用

值值
容器组实际使用的内存的值。

内存请求内存请求

值值
容器请求的内存的值（Requests.memory）。

内存限制内存限制

值值

允许容器占用的内存的最大值（limits.memory）。

规则及算法如下规则及算法如下：

- 当容器组内仅包含 业务容器业务容器（containers）时，内存内存 对应的值为容器组内所有容器的 内存内存 限制值的总

和。例如例如：容器组内包括两个容器，内存内存 的限制值分别为 100Mi、200Mi，则容器组的 内存内存 限制值为

300Mi；

- 当容器组内既有 初始化容器初始化容器（initContainers）又有 业务容器业务容器（containers）时，容器组的 内存内存 限制值

分别为以下两个值中的 最大值最大值：

* 所有初始化容器中 内存内存 限制值的最大值；

* 所有业务容器的 内存内存 限制值的总和。

例如例如：容器组内包含两个初始化容器，内存内存 的限制值分别为 200Mi、100Mi，则初始化容器的 内存内存 最大

限制值为 200Mi。同时，容器组内还包含两个业务容器，内存内存 的限制值分别为 100Mi、200Mi，则业务容

器的 内存内存 限制值总和为 300Mi。

综合得出容器组的 内存内存 限制值为 300Mi。

网络流入网络流入

速率速率
容器组接收网络流量的速率 。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网络流出网络流出

速率速率
容器组发送网络流量的速率。

所属计算所属计算

组件组件
容器组所属计算组件的名称及类型。

重启次数重启次数 容器组状态异常时，重启的次数。

容器组容器组

IP
容器组的 IP 地址。

运行时间运行时间 容器组在平台上连续运行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容器组执行以下操作：

查看容器日志查看容器日志：单击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查看日志的容器，会跳转至容器日志页面。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单击 EXEC，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登录的容器。

删除容器组删除容器组：删除容器组。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容器组的查看容器组的 YAML 文件文件：单击待查看 YAML 文件的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在弹出的 YAML（只
读）对话框中，可查看容器组的 YAML 文件内容。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单击待 EXEC 登录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EXEC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在 EXEC 对话框中，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单击 确认确认 按钮后可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仅支持 EXEC 登录 Running 状态的容器。

删除容器组删除容器组：单击待删除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在弹
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操作步骤 - 查看节点 YAML 文件

1. 单击集页面上方的 YAML 页签，可查看节点的 YAML（只读）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更新节点标签
标签 是附加在节点上的键值对。为节点设置标签后，可以方便地通过标签过滤或筛选节点。例如：将 Pod
定向调度到指定的节点上。

支持为状态正常的节点更新节点标签，添加或删除自定义节点标签。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标签节点所在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待更新标签节点所在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5.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6. 单击待更新节点标签节点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节点标签更新节点标签。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标签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进入节点详情页面。

ii. 单击界面右上方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节点标签更新节点标签。

7. 在弹出的 更新节点标签更新节点标签 对话框中，添加或删除节点标签。

单击 ，可删除一个已存在的标签。

单击对话框底部的 添加添加 按钮，在出现的键、值输入框中分别输入标签的 键键 和 值值。参照上述
操作添加一个或多个标签。

单击已存在标签的键、值输入框，可修改已存在的标签的键和值。

8. 配置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更新节点标签成功后，节点标签的个数发生变化。在 节点节点 信息栏的 节点标签节点标签 项中，可以查看节点
的所有标签信息。



停止调度节点
将状态正常的可调度的节点设定为不可调度状态，不允许将新创建的 Pod 调度到节点上。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停止调度节点所在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5. 单击待停止调度节点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停止调度停止调度。

或或：

i. 单击待停止调度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进入节点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停止调度停止调度。

6.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调度状态变更后，节点将变为不可调度状态，不允许将新创建的 Pod 调度到此节点上。



恢复调度节点
将状态正常的不可调度节点设定为可调度状态，允许将新创建的 Pod 调度到节点上。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恢复调度节点所在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5. 单击待恢复调度节点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恢复调度恢复调度。

或或：

i. 单击待恢复调度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进入节点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恢复调度恢复调度。

6.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调度状态变更后，节点将变为可调度状态，允许将新创建的 Pod 调度到此节点上。



驱逐容器组
将状态正常的节点上除 DaemonSet 管理的容器组之外的所有容器组，驱逐到集群内其他节点上，并将该
节点设置为不可调度状态。

注意注意：本地存储的容器组被驱逐后数据将丢失，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驱逐容器组节点所在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5. 单击待驱逐容器组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进入节点详情页面。

6. 单击右上角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驱逐容器组驱逐容器组。

7.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可查看待驱逐的容器组信息，单击 驱逐驱逐 按钮。



设置污点
为状态正常的节点设置污点信息。

污点可以让节点拒绝运行 Pod，甚至驱逐 Pod。污点是节点的一个属性，如果节点设置了污点后，底层的
Kubernetes 是不会将 Pod 调度到这个节点上的。

例如：某个节点，当我们发现它的内存利用率已经高达 91 % ，不建议再继续往这台节点上调度新的
Pod，可以为其设置一个污点。设置了污点后，Kubernetes 是不会将 Pod 调度到这个节点上的。

了解更多…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设置污点节点所在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5. 单击待设置污点节点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污点设置污点。

或或：

i. 单击待设置污点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进入节点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设置污点设置污点。

6. 在弹出的 设置污点设置污点 对话框中，设置污染的键（key）、值（value）、类型（effect），支持添加多
个污染配置。

污点的属性由 key=value [effect]  组成。

其中 key=value  用来匹配 Pod 的容忍 (Toleration)。污点表示该节点已被 key=value  污染，容器
组调度不允许或尽量不调度到此节点上，除非是能够容忍（Tolerations） key=value  污点的容器
组。

effect 可选如下三种：

NoSchedule：表示不允许调度，已调度的资源不受影响。

PreferNoSchedule：表示尽量不调度。



NoExecute：表示不允许调度，已调度的资源将在 tolerationSeconds  后删除。

7. 配置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开启/关闭虚拟化开关（Alpha）
当自建集群的节点是物理机时，可通过开启节点虚拟化开关、关闭节点虚拟化开关，控制是否允许
Kubernetes 将虚拟机（VMI，VirtualMachineInstance）调度到该节点上。

当开关开启时，新创建的虚拟机，允许被调度到该物理机节点上；当开关关闭时，禁止新创建的虚拟机被
调度到该物理机节点上，但是不影响该节点上已经在运行的虚拟机。

约束与限制

仅当 Container Platform 启用了虚拟机功能时，节点虚拟化开关功能可用。

仅物理机节点支持运行虚拟机。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设置虚拟化开关的节点所在的 自建集群名称自建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5. 单击待设置虚拟化开关节点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开启虚拟化开启虚拟化/关闭虚拟关闭虚拟
化化。

或或：

i. 单击待设置虚拟化开关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进入节点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开启虚拟化开启虚拟化/关闭虚拟化关闭虚拟化。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认确认 按钮，即可允许或禁止新创建的虚拟机调度到节点上。



删除自建集群的节点
支持删除类型为自建的集群中不再使用的控制节点和计算节点。

注意注意：

不支持删除初始控制节点，该节点同时承担了存储镜像、事件、日志以及配置负载均衡等功能。

接入的集群的节点不支持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节点所在的类型为 自建自建 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 节点节点 页签，进入节点列表页面。

5. 单击待删除节点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进入节点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节点删除节点。

6.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输入节点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提示提示：如需清理节点下的资源，请单击对话框底部 下载清理脚本下载清理脚本 按钮下载清理脚本，节点删除成功
后，需登录到节点手动进行清理。



为 GPU 节点安装 GPU 驱动
为集群部署 GPU 资源的前提是集群下存在具备 GPU 计算能力的 GPU 节点，且 GPU 节点已安装了 GPU
驱动。

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下载并安装 GPU 驱动。

以下两种情况，需要先为节点安装 GPU 驱动。

创建集群页面，勾选了 GPU 选项，并选择为部分或全部具备 GPU 计算能力的控制节点打开 GPU
开关时，需要为打开 GPU 开关的节点先行安装 GPU 驱动。

为部署了 GPU 资源的集群，添加具备 GPU 计算能力的节点时，需要为待添加的节点先行安装
GPU 驱动。

注意注意：目前，仅 CentOS 7.6 版本的操作系统经过了安装验证并测试通过，CentOS 7.x 其他版本未经充分
测试，可能存在安装失败的风险。

下载 GPU 驱动

在安装 GPU 驱动之前，需要根据 GPU 节点的 GPU 型号，下载相应的驱动。主要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 GPU 节点，执行命令 lspci |grep -i NVIDIA  查看节点的 GPU 型号，以下示例中 GPU型
号为：Tesla V100 SXM2。

2. 前往 NVIDIA 官网 下载驱动。

i. 在官网首页的导航栏中选择 驱动程序驱动程序 > 所有所有 NVIDIA 驱动程序驱动程序。

ii. 根据 GPU 节点的型号，填写驱动下载所需信息，如下图所示。

[root@VM_0_4_centos ~]# lspci |grep -i NVIDIA

00:06.0 3D controller: NVIDIA Corporation GV100GL [Tesla V100 SXM2 32GB] (rev a1)



iii. 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进入下载页面。

iv. 单击 DOWNLOAD 按钮，进入填写个人信息页面。

v. 单击 SUBMIT 按钮下方 Skip & Continue to Download >>，进入下载页面。

vi. 右键单击 AGREE & DOWNLOAD 按钮，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 复制链接地址复制链接地址 即可复制驱动
的下载链接。

3. 在 GPU 节点上创建 /home/gpu  目录，使用 wget  命令下载并将驱动文件保存至 /home/gpu  目
录下。参考命令如下：

在 GPU 节点上安装 GPU 驱动

以下将以 p40 这个型号的 GPU 驱动为例，说明如何在 GPU 节点上安装 GPU 驱动。

1. 将安装目录下的文件 other/gpu/NVIDIA-Linux-x86_64-440.64.00.run  拷贝到需要安装 GPU 驱动
的节点上。

2. 安装当前系统对应的 gcc 和 kernel-devel 包。如需 *.run  类型的驱动依赖，请自行安装。

sudo yum install -y gcc kernel-devel-xxx

说明说明： xxx  是内核版本号，可以执行 uname -r  命令查看。

[root@VM_0_4_centos ~]# mkdir -p /home/gpu

[root@VM_0_4_centos ~]# cd /home/gpu/

[root@VM_0_4_centos ~]# wget http://us.download.nvidia.com/tesla/440.33.01/NVIDIA-

Linux-x86_64-440.33.01.run

[root@VM_0_4_centos ~]# ls NVIDIA-Linux-x86_64-440.33.01.run

NVIDIA-Linux-x86_64-440.33.01.run



3. 执行以下命令，为 GPU 节点安装 GPU 驱动。

4. 安装完成后，执行 nvidia-smi  命令，如果返回类似如下的 GPU 信息，说明驱动安装成功。

chmod a+x NVIDIA-Linux-x86_64-440.64.00.run

sudo /bin/bash ./NVIDIA-Linux-x86_64-440.64.00.run

[root@VM_0_4_centos gpu]# nvidia-smi

Wed Jan  8 16:53:07 2020      

+——————————————————————————————————————+

| NVIDIA-SMI 440.33.01    Driver Version: 440.33.01    CUDA Version: 10.2     |

|———————————————+———————————+———————————+

| GPU  Name        Persistence-M| Bus-Id        Disp.A | Volatile Uncorr. ECC |

| Fan  Temp  Perf  Pwr:Usage/Cap|         Memory-Usage | GPU-Util  Compute M. |

|===============================+======================+======================|

|   0  Tesla V100-SXM2…  Off  | 00000000:00:06.0 Off |                    0 |

| N/A   33C    P0    38W / 300W |  31014MiB / 32510MiB |      1%      Default |

+———————————————+———————————+———————————+

                                                                                    

+——————————————————————————————————————+

| Processes:                                                       GPU Memory |

|  GPU       PID   Type   Process name                             Usage      |

|=============================================================================||

+——————————————————————————————————————+



更新接入集群令牌
您接入平台的集群，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可能会影响您正常使用集群，建议您更新集群的令牌：

集群的令牌已过期；

集群的令牌被泄露，存在安全隐患。

说明说明：不支持更新自建集群的令牌。

前提条件

您已经为待更新令牌的集群生成了新的令牌，如需帮助，请联系我们的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令牌的接入集群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基本信息区域右上角的  > 更新令牌更新令牌。

5. 在弹出的 更新令牌更新令牌 对话框中，输入新的令牌。

6.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更新超售比
管理员参考当前集群中 CPU、内存的资源需求，设置集群超售比，帮助管理员将用户设置的容器 CPU、
内存的限制值（limit）和请求值（request），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提高计算资源利用率。

超售比超售比：限制值与请求值的比值（limits/requests）。

限制值（限制值（limits））：容器运行时可以使用的最大资源量，容器运行过程中，资源占用量不可超过该
值。

请求值（请求值（requests））：容器创建时请求占用的资源量。Kubernetes 进行容器调度时，将根据该值进
行判断，会把容器调度到资源可用量满足容器请求值的节点上运行；如果没有满足要求的节点（例
如：当请求值大于可调度的节点上的资源可用量时），容器将无法正常启动。

注意注意：

目前只支持在集群层面设置统一的超售比，不支持为集群中不同的命名空间设置不同的超售比。

集群的 CPU、内存超售比均默认为无。

如果打开了集群的超售比，创建自定义应用时，容器的请求值固定为 指定的限制值指定的限制值/超售比超售比。如果未
指定限制值，限制值为在所在命名空间的容器限额中，设置的 默认限制值默认限制值。
例如： 以 CPU 资源为例，假定设置 CPU 资源的集群超售比为 2，如果用户创建自定义应用时，指
定了 CPU 限制值为 2c，则 CPU 请求值为 2c/2 = 1c。

在进入超售比的集群中，如果更新了超售比数值，不影响已创建自定义应用下正在运行的 POD 下容
器的请求值；POD 重建后，会根据最新的超售比来重新计算 POD 下容器的请求值。
根据上面的示例说明，在更新 CPU 资源的集群超售比为 3 的情况下，自定义应用的 CPU 请求值仍
为 1c。

前提条件

接入平台的集群，需要联系平台管理员为集群安装相关组件才可更新超售比。在平台中创建的集群
默认支持更新超售比。

集群状态正常。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超售比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基本信息区域右上角的  > 更新超售比更新超售比。

5. 在弹出的 更新超售比更新超售比 对话框中，设置 CPU、内存资源的集群超售比。

集群默认无超售比，开关状态如  ；单击打开超售比开关后状态如 ，则代表可设置超售
比。

i. 单击 CPU超售比超售比 右侧的  图标，在右侧出现的输入框中输入 CPU 超售比，仅支持输入
正整数。

ii. 单击 内存超售比内存超售比 右侧的  图标，在右侧出现的输入框中输入内存超售比，仅支持输入正
整数。

6. 确认输入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可在集群详情页中，查看集群的超售比。

更新集群的超售比后，集群下命名空间中的 POD 创建时，如果未重新设定 容器大小容器大小（limit），容
器大小默认为 POD 所在命名空间的容器限额的 默认值默认值；如果重新设定了 容器大小容器大小（limit），会根
据集群的超售比计算容器的 请求值请求值（request），用户输入的 request 无效（可通过修改 YAML 设
定 request）。



集群互联
支持在网络模式同为 Kube-OVN 的集群之间配置集群互联，使集群间 Pod 可以互通访问。

本功能依赖于 Kube-OVN 集群互联控制器，需要在进行集群互联配置前部署到 Global 集群。集群互联控
制器是 Kube-OVN 提供的扩展组件，负责收集不同集群之间的网络信息，并通过下发路由将多个集群的网
络打通。

例如在一组集群互联中，包含集群 A 和集群 B，在进行集群间负载均衡时，当集群 A 的 Pod 过载或故障
时，需要将流量切换到集群 B，此时集群互联发挥提供集群间 Pod 互通的作用。

注意注意：

目前只支持一组集群之间的互联，互联网络中使用自动路由。

在加入一组集群互联的集群之间，需满足子网不冲突的前提。后续创建子网时，需保证新子网在集
群互联组内不冲突。



加入集群互联
将一个网络模式为 Kube-OVN 的集群加入集群互联。

前提条件

已在平台 Global 集群中部署 Kube-OVN 集群控制器。

集群中的子网与已在集群互联组内的任意集群均不冲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加入集群互联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集群互联集群互联，弹出 集群互联集群互联 对话框。

5. 在 集群互联集群互联 对话框中，单击 加入集群互联加入集群互联。

6. 在 加入集群互联加入集群互联 对话框中，选择集群的网关节点。

7. 单击 加入加入。



更新互联集群的网关节点信息
更新已加入集群互联组的集群网关节点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网关节点信息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集群互联集群互联，弹出 集群互联集群互联 对话框。

5. 在 集群互联集群互联 对话框中，单击待更新网关节点信息的集群对应的 ，再单击 更新网关节点更新网关节点。

6. 在 更新网关节点更新网关节点 对话框中，重新选择集群的网关节点。

7. 单击 更新更新。



退出集群互联
已加入集群互联组的集群退出集群互联，退出后，将断开集群 Pod 与外部集群 Pod 的连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退出集群互联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集群互联集群互联，弹出 集群互联集群互联 对话框。

5. 在 集群互联集群互联 对话框中，单击待退出集群互联的集群对应的 ，再单击 退出集群互联退出集群互联。

6. 在 退出集群互联退出集群互联 对话框中，正确输入集群名称。

7. 单击 退出退出。



打开 Kubectl 工具
kubectl 是用于管理 Kubernetes 集群的命令行工具。拥有集群管理权限的用户可通过 Kubectl 工具功能入
口，打开 Kubectl 工具界面，对集群进行管理，或在集群上安装部署容器化自定义应用。

如需了解更多 Kubectl 相关内容，请参考 Overview of kubectl。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打开 Kubectl 工具的集群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Kubectl 工具工具。

或或：

i. 单击待打开 Kubectl 工具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Kubectl 工具工具，打开 Kubectl 工具界面。

4. 在 Kubectl 工具界面，输入符合 Kubectl 语法的命令行即可执行相关管理操作。

Kubectl 常用命令及说明，请参考 Kubectl 通用语法说明。

同时，支持 查找查找 工具界面内内容、切换工具界面的 日间日间/夜间夜间 显示模式。



升级业务集群功能组件
在平台上创建或接入业务集群时，会在业务集群中部署多个业务功能组件，包括平台基础组件、监控组
件、日志采集组件、网络组件以及子产品相关的组件等。产品升级后，业务集群的一个或多个功能组件可
能出现新的可升级版本，为了保证产品的新特性能够在业务集群上正常使用，需要将功能组件的版本升级
至新的版本。

当集群名称旁或集群的功能组件页签旁显示  图标时，表示该业务集群的一个或多个功能组件有新的可升
级版本。此时，可通过平台的一键升级功能将所有可升级的组件升级至最新版本。通过程序实现组件的升
级，减少了人工干预，降低了升级的复杂度和错误率。

提示提示：

执行升级操作时，将自动备份待升级组件，备份数据存储在 ETCD 中。若升级失败，可联系平台的
运维工程师基于备份数据进行恢复。

当 global 集群同时作为业务集群（允许运行业务应用）使用时，global 集群中的业务功能组件也可
通过界面一键升级。

前提条件

集群状态 正常正常。

业务集群的一个或多个功能组件有新的可升级版本。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可升级组件的 集群的名称集群的名称，进入集群的详情页面。

4. 单击页面上方的 功能组件功能组件 页签，进入功能组件详情页面。

5. 单击 升级升级 按钮。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升级升级 按钮。

提示提示：

在确认提示框中，可查看可升级的功能组件的名称、当前及升级的目标版本以及升级的影响
说明信息。



当组件升级的影响级别为 高  时，升级前请认真阅读影响说明，并通过单击选中相应组件右
侧的 已读已读 复选框，确保所有高级别影响的说明信息均已阅读后，方可确认升级操作。

如若组件 升级失败升级失败，请联系平台的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为集群部署监控组件
当集群（自建、接入）未部署监控组件时，无法获取集群相关的监控数据，平台支持通过 UI 为集群部署监
控组件。

监控组件部署成功后，后续出现新的可升级版本时，可通过 升级业务集群功能组件 进行升级。

注意注意：当功能组件有可升级的新版本时，不支持部署监控组件。需要先同步升级功能组件至最新版本后，
再部署监控组件。

前提条件

当待部署的监控组件要使用 存储类存储类 或 持久卷持久卷 存储监控数据时，在部署开始前，请提前在容器平台
的 存储存储 功能下为集群创建好相应的存储类或持久卷。

当待部署监控组件的集群为接入平台的 OpenShift 集群时，需要确保 OpenShift 集群上已部署
Prometheus。通过部署监控组件，可将集群上已部署的监控组件对接至平台，即可通过平台正常使
用集群的监控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部署监控组件 集群的名称集群的名称，进入集群的详情页面。

4. 单击页面上方的 监控监控 页签，进入监控组件详情页面。

5. 单击 部署部署 按钮。

当集群为接入平台的 OpenShift 集群时，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将集
群上已部署的监控组件对接至平台。

当集群为其他类型的接入集群或自建集群时，请参考以下步骤：

i. 在弹出的 部署监控组件部署监控组件 对话框中，参考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存储类型存储类型：存储监控数据的存储的类型。可选择：

本地卷本地卷：监控数据存储在集群的节点上。需要单击 节点节点 下拉选择框，通
过单击选择要添加的节点。至少需要添加 1 个节点，最多支持添加 3 个
节点。



存储类存储类：监控数据存储在根据存储类的定义自动生成的持久卷中。需要
填写存储类的 名称名称。

持久卷持久卷：监控数据存储在提前创建好的持久卷中。需要填写已创建持久
卷的一对标签 键键、值值，通过该键值对来匹配到持久卷。

实例数实例数：

当 存储类型存储类型 为 本地卷  时，实例数 = 已添加节点数，最多支持 3 个；

当 存储类型存储类型 为 存储类  或 持久卷  时，实例数最多支持 3 个。

ii.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部署部署 按钮。

后续操作

查看组件监控数据

监控组件部署成功后，支持查看集群中核心的 Kubernetes 组件的监控信息，帮助平台管理员或集群运维人
员实时了解组件的运行情况和资源使用情况，避免因组件状态异常影响集群功能。

说明说明：

具有平台管理权限、平台审计权限的用户可查看组件监控数据。

仅当集群已部署了监控组件且集群状态正常时，可查看集群下组件相关的监控数据。

监控页面的监控数据仅在页面打开时自动刷新一次，如需再次刷新监控数据，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实现：

手动刷新：通过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手动刷新监控数据；

设置自动刷新（默认关闭）：单击  设置自动刷新监控数据的时间间隔。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页面上方的 监控监控 页签，进入集群组件的监控信息页面。

提示提示：通过单击以组件名称命名的二级页签，可切换至对应组件的监控信息页面。

每个组件的监控信息主要由 监控概览监控概览、组件容器组列表组件容器组列表、监控趋势统计监控趋势统计 3 部分组成，如图所示（以
ApiServer 为例）。详细的监控信息说明参见 参考信息。



目前，支持查看监控概览和监控趋势统计数据的组件包括：

ApiServer：提供了 Kubernetes 各类资源对象的 POST、DELETE、PUT、GET 及 WATCH
等 HTTP Rest 接口，是整个系统的数据总线和数据中心。

Controller Manager：作为集群内部的管理控制中心，负责集群内的 Node、Pod 副本、服务
端点（Endpoint）、命名空间（Namespace）、服务账号（ServiceAccount）、资源配额
（ResourceQuota）的管理，当某个 Node 意外宕机时，Controller Manager 会及时发现并执
行自动化修复流程，确保集群始终处于预期的工作状态。

Scheduler：运行在 master 节点，它的核心功能是监听 apiserver 来获取 
PodSpec.NodeName  为空的 Pod，通过为每个这样的 Pod 创建一个 binding 来指示 Pod 应该
调度到哪个节点上。

ETCD：一个高可用的分布式 key-value  存储系统，它提供了数据 TTL 失效、数据改变监
视、多值、目录监听、分布式锁原子操作等功能，可用于服务发现、共享配置、管理集群节
点的状态并保障节点数据的一致性。



参考信息

ApiServer

ApiServer 组件相关的监控信息字段说明参见以下表格。

表 ApiServer 监控概览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使用总量使用总量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所用 CPU 的总量。

内存使用总量内存使用总量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所用内存的总量。

5 分钟内重启总次数分钟内重启总次数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重启的总次数。 

 ：重启总数 = 0； 

 ：1 =< 重启总数 <= 3；

 ：重启总数 > 3。

5 分钟内请求总数分钟内请求总数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接收到的 HTTP 请求总数。

表 ApiServer 容器组列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容器组的名称。

容器组状态容器组状态

容器组的状态。

运行中运行中：容器组中容器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处理中处理中：容器组中有容器未处于运行中状态。

完成完成 ：容器组已运行完成；

失败失败 ：容器组有容器运行失败。

容器组容器组 IP 容器组的 IP 地址。

CPU（核）（核）
容器组所用 CPU 的量（使用值）和对 CPU 的请求值（requests.cpu）。当节点上的可用资源小于容器组的请

求值时，容器组无法正常启动。

内存（内存（Gi））
容器组所用内存的量（使用值）和对内存的请求值（requests.memory）。当节点上的可用资源小于容器组的请

求值时，容器组无法正常启动。

重启次数重启次数 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重启的次数和容器组自创建以来的总重启次数。

请求次数请求次数 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接收到的 HTTP 请求个数。

表 ApiServer 监控趋势统计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用量用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组件的容器组的 CPU 使用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各容器组的 CPU 使用值。

内存用量内存用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组件的容器组的内存使用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各容器组的内存使用值。

处理请求响应时处理请求响应时

间（间（ms））

指定时间范围内，基于 TP99、TP90、TP50 性能指标统计的组件处理请求的平均响应时间。

TP99：满足 99%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TP90：满足 90%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TP50：满足 50%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处理请求速率处理请求速率

（次（次/分钟）分钟）

指定时间范围内，组件处理请求的平均速率。

按请求方法分组按请求方法分组：按照请求的方法类型统计平均处理请求速率，每种方法一条曲线。例如：WATCH、

CREATE、DELETE、GET、POST、PATCH、PUT、UPDATE、LIST；

按资源分组按资源分组：统计所有资源的请求处理速率，每个资源一条曲线。。

平均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

（（ms））

指定时间范围内，组件处理请求的平均响应时间。

按请求方法分组按请求方法分组：按照请求的方法类型统计平均响应时间，每类方法一条曲线。例如：WATCH、

CREATE、DELETE、GET、POST、PATCH、PUT、UPDATE、LIST；

按资源类型分组按资源类型分组：按照资源类型统计指定时间范围内的平均响应时间，每类资源一条曲线。

Controller Manager

Controller Manager 组件相关的监控信息字段说明参见以下表格。

表 Controller Manager 监控概览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使用总量使用总量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所用 CPU 的总量。

内存使用总量内存使用总量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所用内存的总量。

5 分钟内重启总次数分钟内重启总次数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重启的总次数。 

 ：重启总数 = 0； 

 ：1 =< 重启总数 <= 3；

 ：重启总数 > 3。

表 Controller Manager 容器组列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容器组的名称。



容器组状态容器组状态

容器组的状态。

运行中运行中：容器组中容器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处理中处理中：容器组中有容器未处于运行中状态。

完成完成 ：容器组已运行完成；

失败失败 ：容器组有容器运行失败。

容器组容器组 IP 容器组的 IP 地址。

CPU（核）（核）
容器组所用 CPU 的量（使用值）和对 CPU 的请求值（requests.cpu）。当节点上的可用资源小于容器组的请

求值时，容器组无法正常启动。

内存（内存（Gi））
容器组所用内存的量（使用值）和对内存的请求值（requests.memory）。当节点上的可用资源小于容器组的请

求值时，容器组无法正常启动。

重启次数重启次数 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重启的次数和容器组自创建以来的总重启次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表 Controller Manager 监控趋势统计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用量用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组件的容器组的 CPU 使用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各容器组的 CPU 使用值。

内存用量内存用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组件的容器组的内存使用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各容器组的内存使用值。

排队平均延迟排队平均延迟

(ms））

指定时间范围内，队列中排队的资源在等待被处理前的平均延迟时间。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前 15 个资源的平均延迟时间，图例会按照延迟时间倒

序排列；当资源不足 15 个时，仅显示有统计数据的资源。

处理平均延迟处理平均延迟

(ms））

指定时间范围内，资源在被处理前的平均延迟时间。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前 15 个资源的平均延迟时间，图例会按照延迟时间倒

序排列；当资源不足 15 个时，仅显示有统计数据的资源。

资源添加速率资源添加速率

（次（次/分钟）分钟）
指定时间范围内，资源被添加的速率。

队列深度队列深度 (个）个） 指定时间范围内，在端口队列中等待服务的 I/O 请求数量。

Scheduler

Scheduler 组件相关的监控信息字段说明参见以下表格。

表 Scheduler 监控概览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使用总量使用总量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所用 CPU 的总量。

内存使用总量内存使用总量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所用内存的总量。

5 分钟内重启总次数分钟内重启总次数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重启的总次数。 

 ：重启总数 = 0； 

 ：1 =< 重启总数 <= 3；

 ：重启总数 > 3。

5 分钟内调度总次数分钟内调度总次数 组件在最近的 5 分钟内的实现调度的总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表 Scheduler 容器组列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容器组的名称。

容器组状态容器组状态

容器组的状态。

运行中运行中：容器组中容器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处理中处理中：容器组中有容器未处于运行中状态。

完成完成 ：容器组已运行完成；

失败失败 ：容器组有容器运行失败。

容器组容器组 IP 容器组的 IP 地址。

CPU（核）（核）
容器组所用 CPU 的量（使用值）和对 CPU 的请求值（requests.cpu）。当节点上的可用资源小于容器组的请

求值时，容器组无法正常启动。

内存（内存（Gi））
容器组所用内存的量（使用值）和对内存的请求值（requests.memory）。当节点上的可用资源小于容器组的请

求值时，容器组无法正常启动。

重启次数重启次数 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重启的次数和容器组自创建以来的总重启次数。

调度次数调度次数 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实现调度的次数。

表 Scheduler 监控趋势统计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用量用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组件的容器组的 CPU 使用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各容器组的 CPU 使用值。

内存用量内存用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组件的容器组的内存使用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各容器组的内存使用值。



调度延迟（调度延迟（ms））

指定时间范围内，队列中排队的 Pod 在等待被调度前的平均延迟时间，基于 TP99、TP90、TP50 性能

指标统计。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前 5 分钟的延迟时间的 TP99、TP90、TP50 数据。

TP99：满足 99%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TP90：满足 90%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TP50：满足 50%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调度速率（次调度速率（次/分分

钟）钟）

指定时间范围内，调度成功的和调度失败的次数统计曲线。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前 1 分钟的调度成功总数和调度失败总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ETCD

ETCD 组件相关的监控信息字段说明参见以下表格。

表 ETCD 监控概览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使用总量使用总量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所用 CPU 的总量。

内存使用总量内存使用总量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所用内存的总量。

5 分钟内重启总次数分钟内重启总次数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重启的总次数。 

 ：重启总数 = 0； 

 ：1 =< 重启总数 <= 3；

 ：重启总数 > 3。

近近 1 天内天内 Leader 变更变更

总次数总次数

运行组件的容器组在最近的 1 天内，Leader 发生变更的总次数。

说明说明： 频繁更换 Leader 将显著影响 ETCD 的性能。 Leader 不稳定，可能是由于网络连接问题或

ETCD 集群负载过高所致。

表 ETCD 容器组列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容器组的名称。

容器组状态容器组状态

容器组的状态。

运行中运行中：容器组中容器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处理中处理中：容器组中有容器未处于运行中状态。

完成完成 ：容器组已运行完成；

失败失败 ：容器组有容器运行失败。

容器组容器组 IP 容器组的 IP 地址。



ETCD 状态状态

ETCD 容器组所在节点的状态。

Leader：容器组所在节点为 Leader，Leader 是由 Raft 共识协议选举出来的，没有 Leader，集群将不允许任何

的数据更新操作。选举完成以后，集群会通过心跳的方式维持 Leader 的地位，一旦 Leader 失效，会有新的

Follower 来竞选 Leader；

Follower：Leader 选举没有成功的节点即为 Follower。

CPU（核）（核）
容器组所用 CPU 的量（使用值）和对 CPU 的请求值（requests.cpu）。当节点上的可用资源小于容器组的请

求值时，容器组无法正常启动。

内存（内存（Gi））
容器组所用内存的量（使用值）和对内存的请求值（requests.memory）。当节点上的可用资源小于容器组的请

求值时，容器组无法正常启动。

重启次数重启次数 容器组在最近的 5 分钟内重启的次数和容器组自创建以来的总重启次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表 ETCD 监控趋势统计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用量用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组件的容器组的 CPU 使用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各容器组的 CPU 使用值。

内存用量内存用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运行组件的容器组的内存使用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各容器组的内存使用值。

数据库大小数据库大小

指定时间范围内，容器组的数据库大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各容器组的库大小，例如：192.168.16.53:2379 库大小

88.88 Mi。

资源数量资源数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根据类型统计的 Top 10 的资源数量。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前 15 个类型资源的数量；当资源类型不足 15 个时，

仅显示有统计数据的资源。

客户端网络流量客户端网络流量

接收速率接收速率

指定时间范围内，每个容器组的网络流量接收速率。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各容器组指定时间点前 5 分钟的平均网络流量接收速率。

客户端网络流量客户端网络流量

发送速率发送速率

指定时间范围内，每个容器组的网络流量发送速率。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各容器组指定时间点前 5 分钟的平均网络流量发送速率。

WAL 同步时间同步时间

指定时间范围内，每个容器组的 WAL（Write-ahead logging，预写日志）调用 fsync 的延迟。当 ETCD

在应用日志条目并将日志条目持久保存到磁盘时，将调用 wal_fsync 。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前 5 分钟的同步时间的 TP99、TP90、TP50 数据。

TP99：满足 99%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TP90：满足 90%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TP50：满足 50%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库同步时间库同步时间

指定时间范围内，后端调用的提交延迟分布。 当 ETCD 将其最新的增量快照提交到磁盘时，将调用 

backend_commit 。 需要注意的是，磁盘操作延迟较大（WAL 日志同步时间较长或库同步时间较长）

通常表示磁盘有问题，这可能会导致请求延迟过高或集群不稳定。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前 5 分钟的同步时间的 TP99、TP90、TP50 数据。

TP99：满足 99%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TP90：满足 90%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TP50：满足 50%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

RPC 速率速率
指定时间范围内，服务端的 RPC 流消息收发成功、失败的速率。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成功、失败的速率。

Raft 提议速率提议速率

指定时间范围内，Raft 提议的提交速率。记录提交的协商一致提议的速率。如果群集运行状况良好，则此

指标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将光标移动至曲线图上时，将会显示指定时间点前 1 分钟的提交、排队、应用、失败速率。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为集群部署日志采集组件
当集群（自建、接入）未部署日志采集组件时，平台支持通过 UI 为集群一键部署日志采集组件。

注意注意：当功能组件有可升级的新版本时，不支持部署日志采集组件。需要先同步升级功能组件至最新版本
后，再部署日志采集组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部署日志采集组件 集群的名称集群的名称，进入集群的详情页面。

4. 单击页面上方的 日志日志 页签，进入日志采集组件详情页面。

5. 单击 部署部署 按钮。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通过单击 选中选中/取消选中取消选中 日志类型，设置集群中日志采集的范围。

7.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当组件的部署状态从 部署中部署中 转变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即表明组件部署成功。



卸载监控/日志采集组件
支持卸载集群的监控组件和日志采集组件，卸载后，无法采集集群的监控数据和日志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卸载组件 集群的名称集群的名称，进入集群的详情页面。

4. 单击页面上方的 监控监控/日志日志 页签，进入监控/日志采集组件详情页面。

5. 单击基本信息区域右上角的  > 卸载卸载 按钮。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卸载卸载 按钮。
注意注意：组件卸载时，不会清理组件采集并存储在部署组件的节点上的监控/日志数据。



删除集群
删除不再计划通过本平台管理使用的 Kubernetes 集群。

注意注意：当集群已被项目使用，集群删除后，项目将无法使用该集群。集群下的项目资源会保留。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进入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4. 单击待删除集群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进入集群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集群删除集群。

5.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输入集群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联邦集群（Alpha）
支持将多个集群联邦后，进行统一管理。

一个联邦内至少包括一个集群（控制集群），一个集群只能属于一个联邦。每个联邦集群必须有且只能有
一个控制集群，控制集群不可被移除；可以有多个非控制集群，可以为联邦集群添加或移除非控制集群。

支持在联邦集群下创建联邦命名空间，并可通过将联邦集群关联到项目，实现多租户的权限管理。

通过在联邦命名空间中创建联邦自定义应用，可跨集群部署和管理自定义应用，实现“两地三中心”容灾备份
解决方案。



查看联邦集群列表
查看平台上已创建的联邦集群的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进入联邦集群列表页面。

在联邦集群列表页面，可查看联邦集群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联邦集群的名称。名称下方为联邦集群的显示名称。

状态状态

联邦集群的当前状态。

创建中：联邦集群正在创建中。

正常：联邦集群控制集群状态正常。

异常：联邦集群创建异常或控制集群状态异常。

删除中：联邦集群正在删除中。

成员成员 联邦集群的成员信息。 单击  图标，可展开全部成员信息。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联邦集群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集群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对联邦集群执行以下操作：

删除删除：删除联邦集群，解除联邦成员之间的关联关系。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更新联邦集群的显示名称。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创建联邦集群
在平台上创建一个联邦集群。

注意注意：建议添加空集群作为联邦集群的成员，如果集群中已存在的资源与联邦化资源同名，可能会被覆
盖。

前提条件

平台上存在不属于联邦集群的集群。一个集群只能属于一个联邦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进入联邦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联邦集群创建联邦集群 按钮，进入创建联邦集群页面。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联邦集群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长度不超过 32 字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是 联邦集群的显示名称。

联邦成联邦成

员员
是

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平台上不属于联邦集群的集群，支持选择多个，至少需要一个成员（控制

集群）。

控制集控制集

群群
是

单击下拉选择框，在已选择的联邦成员当中，选择一个集群作为控制集群。 

说明说明：

一个联邦集群必须有且可有一个控制集群，控制集群是联邦集群的成员之一。

控制集群不可从联邦集群中移除。

4.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将进入联邦集群的详情页面，联邦集群处于创建中状态。



查看联邦集群详情
查看平台上已创建联邦集群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进入联邦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联邦集群的名称联邦集群的名称，进入联邦集群的详情页面。

在详情页面，可查看联邦集群的名称、显示名称、状态、创建时间以及联邦成员列表信息。

联邦成员列表当中，将会展示联邦成员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显示名称、Kubernetes 版本、节
点数、高可用、状态和创建时间。当成员集群是控制集群时，集群名称旁边会带有 控制集群控制集群 标识。



添加联邦集群成员
为已有联邦集群添加成员集群。

注意注意：

建议添加空集群作为联邦集群的成员，如果集群中已存在的资源与联邦化资源同名，可能会被覆
盖。

当联邦集群的控制集群状态异常时，不支持为联邦集群添加成员。

前提条件

平台上存在不属于联邦集群的集群。一个集群只能属于一个联邦集群。

控制集群状态正常。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进入联邦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联邦集群的名称联邦集群的名称，进入联邦集群的详情页面。

4. 单击联邦成员区域右上角的 添加成员添加成员 按钮，弹出的 添加成员添加成员 对话框。

5. 单击集群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集群。

6.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移除联邦集群成员
移除已有联邦集群的成员集群，不支持移除控制集群。

说明说明：将成员集群从联邦集群移除后，将会解除该集群和联邦集群的关联关系。仅解除关联关系，不影响
该集群下已有资源。

前提条件

联邦集群下，至少有两个成员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单击左侧导航栏的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进入联邦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联邦集群的名称联邦集群的名称，进入联邦集群的详情页面。

4. 在联邦成员区域，单击待移除集群记录右侧的 移除移除 按钮。

5.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输入待移除集群的名称后单击 移除移除 按钮。



更新联邦集群显示名称
支持更新已有联邦集群的显示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进入联邦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显示名称联邦集群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

或或：

i. 单击待查看 联邦集群的名称联邦集群的名称，进入联邦集群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

4. 在弹出的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 对话框中，输入待更新的显示名称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联邦集群
删除不再使用的联邦集群，即解除联邦成员之间的关联关系，且不可再创建联邦资源。

说明说明：删除联邦集群后，原有成员集群将变为非联邦集群，集群下资源不受影响。当有项目关联了该联邦
集群时，联邦解除后，成员集群将作为非联邦集群和项目保持关联关系。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进入联邦集群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联邦集群的名称联邦集群的名称，进入联邦集群的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联邦集群删除联邦集群。

5.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输入待删除的联邦集群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资源管理
平台全面集成 Kubernetes，通过管理视图的资源管理功能，可以查看、更新平台中 Kubernetes 资源的
YAML 编排文件；可以使用自定义的 YAML 编排文件，创建任意类别的 Kubernetes 资源（包括平台中未
分类管理的资源），提供 Kubernetes 集群的深度使用体验。



创建资源
使用自定义的 YAML 编排文件创建 Kubernetes 资源，包括命名空间相关资源和集群相关资源。创建某一
类别的资源时，需具有相应资源类别的管理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资源管理资源管理，进入资源管理页面。

3. （可选）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的集群下拉选择列表，选择待创建资源的集群。

4. 单击 创建资源对象创建资源对象 按钮，进入创建资源页面。

5.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手动输入要创建资源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从本地导入 YAML 编排文件，导入的编排文件内容将覆盖已编辑的内容；单击
导出导出，可下载已编辑的 YAML 编排文件。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6.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7.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查看资源详情
查看 Kubernetes 资源的 YAML 编排文件。查看某一类别的资源时，需具有相应资源类别的查看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资源管理资源管理，进入资源管理页面。

3. （可选）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的集群下拉选择列表，选择待查看资源的集群。

4. 在左侧的 资源类别资源类别 区域，资源类别根据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序，并分为命名空间相关和集群相关两大
类。找到要查看的资源类别，支持在搜索框中搜索。单击 资源类别名称资源类别名称。

5. 在右侧的资源列表中，找到要查看的资源名称，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6. 在弹出的 资源详情资源详情 窗口的 YAML（只读）区域，查看资源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可下载已编辑的 YAML 编排文件。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更新资源
通过更新资源的 YAML 编排文件，更新资源。更新某一类别的资源时，需具有相应资源类别的管理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资源管理资源管理，进入资源管理页面。

3. （可选）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的集群下拉选择列表，选择待更新资源的集群。

4. 在左侧的 资源类别资源类别 区域，资源类别根据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序，并分为命名空间相关和集群相关两大
类。找到要查看的资源类别，支持在搜索框中搜索。单击 资源类别名称资源类别名称。

5. 在右侧的资源列表中，找到要查看的资源名称，单击右侧的  图标，并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6. 在更新页面，在 YAML（读写）区域，更新资源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从本地导入 YAML 编排文件，导入的编排文件内容将覆盖已编辑的内容；单击
导出导出，可下载已编辑的 YAML 编排文件。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显示更新显示更新，更新的 YAML 内容会以不同颜色显示。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7.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资源
删除 Kubernetes 资源。删除某一类别的资源时，需具有相应资源类别的管理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资源管理资源管理，进入资源管理页面。

3. （可选）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的集群下拉选择列表，选择待删除资源的集群。

4. 在左侧的 资源类别资源类别 区域，资源类别根据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序，并分为命名空间相关和集群相关两大
类。找到要查看的资源类别，支持在搜索框中搜索。单击 资源类别名称资源类别名称。

5. 在右侧的资源列表中，找到要查看的资源名称，单击右侧的  图标，并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6.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扩展组件
平台支持通过部署扩展组件的方式为 kubernetes 集群集成更多的能力，例如：GPU 管理、Tapp 管理等。

平台管理员可根据业务需要，选择为平台上的任意集群部署所需扩展组件。扩展组件部署成功后，会以
Deployment 的形式运行在集群的指定命名空间下。

注意注意：

一种类型的扩展组件在指定的集群上不能重复部署。

某些组件部署后，还需要其他资源的支持才可提供相应的能力。例如：在集群已部署了 GPU 资源的
情况下，部署 GPUManager 扩展组件，才能提供 GPU 管理能力。



查看扩展组件列表
查看指定集群下已部署的扩展组件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扩展组件扩展组件，进入扩展组件列表页面。

3. （可选）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的集群下拉选择列表，选择待查看扩展组件所在集群。

在扩展组件列表页面，可查看扩展组件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扩展组件的名称。

来源来源 扩展组件的来源。

状态状态 扩展组件的状态。包括：正常、异常、部署中、删除中。

版本版本 扩展组件的版本。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扩展组件部署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扩展组件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对扩展组件执行以下操作：

删除删除：从集群下删除扩展组件。当扩展组件处于 删除中删除中 状态时，不支持任何操作。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部署扩展组件
为指定的集群部署扩展组件。

注意注意：

一种类型的扩展组件在指定的集群上不能重复部署。

某些组件部署后，还需要其他资源的支持才可提供相应的能力。例如：在集群已部署了 GPU 资源的
情况下，部署 GPUManager 扩展组件，才能提供 GPU 管理能力。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扩展组件扩展组件，进入扩展组件列表页面。

3. （可选）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的集群下拉选择列表，切换至待创建扩展组件的集群。

4. 单击 部署扩展组件部署扩展组件 按钮，弹出 部署扩展组件部署扩展组件 对话框。

在 部署扩展组件部署扩展组件 对话框中，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扩展组件类型列表查看扩展组件类型列表：将光标移动至扩展组件的描述字段上时，可查看完整的描述信息。

查看扩展组件的详情查看扩展组件的详情：当扩展组件的详情不为空时，可单击相应的 详情详情 按钮，在弹出的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扩展组件的详情。

5. 单击待部署扩展组件右侧的 部署部署 按钮，一键部署扩展组件。

注意注意：当 部署部署 按钮为置灰状态时，表明该扩展组件在当前集群下已部署，不可重复部署。
部署成功后，可在扩展组件列表中查看组件的状态。



删除扩展组件
删除集群下已部署的扩展组件。

支持删除状态不为 删除中删除中 的任意已部署扩展组件。

注意注意： 扩展组件删除后，集群将不再具备扩展组件提供的能力，可能会影响已有业务的正常运转。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扩展组件扩展组件，进入扩展组件列表页面。

3. （可选）单击顶部导航栏中的集群下拉选择列表，切换至待删除扩展组件的集群。

4. 单击待删除的扩展组件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用户角色管理
平台的用户角色管理功能，基于 RBAC（Role-Based Access Control，角色的权限访问控制）实现。

平台基于企业常用的权限使用场景预设了 5 个系统角色，同时也支持平台管理员根据实际使用场景自定义
角色。将权限和角色进行关联后，通过为不同的用户分配角色，即可将权限赋予用户；同理，通过删除用
户已拥有的角色，即可实现权限的回收。

权限和角色之间多对多关系、角色和用户之间多对多关系的建立，能够满足更为广泛且复杂的权限管理场
景，极大地简化了权限管理操作。



用户管理
平台允许每个人以用户的身份登录平台，并对登录信息进行验证。

用户来源

本地用户：平台部署时系统自动创建的管理员账号、通过平台创建的账号，以及通过本地 dex 配置
文件添加的用户。

第三方用户

同步至平台的 LDAP 用户：在平台上通过对接 IDP（Identity Provider）添加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后，可同步 LDAP 用
户至平台用户体系导入的企业已有的用户账号。
可通过 IDP 配置对接 LDAP，来源显示为 IDP 配置的名称配置的名称。

OIDC 用户：平台认可的通过 OIDC（OpenId Connect）协议登录平台的第三方平台的用户
账号。
可通过 IDP 配置对接 OIDC，来源显示为 IDP 配置的名称配置的名称。
注意注意：通过为项目添加成员创建的 OIDC 用户，在 OIDC 用户未成功登录平台作校验前，来
源显示为 - ；成功登录平台后，来源显示为 IDP 配置的名称配置的名称。

其他第三方平台用户：平台支持的 dex 已实现的连接器（Connectors）认证的账号，例如：
GitHub、Microsoft 等。
如需了解更多，请参考 dex 官方文档。

约束与限制

创建本地用户时，不可与平台上已有用户（本地、第三方）同名。

当通过 IDP 对接的第三方用户（OIDC、LDAP）和平台上已有用户（本地、第三方）同名时，同名
用户自动关联，权限与已有用户保持一致，并且可通过各自来源对应的登录方式登录平台。

平台用户列表中仅显示一条同名用户记录，来源取决于最近一次的登录方式（本地、IDP 配置的名配置的名
称称）。

用户生命周期

平台上用户的状态说明参见下表。

状状

态态
说明说明



正正

常常
用户账号在有效期内，且可正常登录平台。

禁禁

用用

用户账号被禁用，无法登录平台，联系平台管理员激活后可用。

处于禁用状态的可能原因如下：

用户账号在有效期内，但连续超过 90 天未登录平台；

用户账号已过有效期；

用户账号被平台管理员禁用。

锁锁

定定

在有效期内的账号，24 小时内由于用户名/密码输入错误，连续 5 次登录平台失败账号即被锁定。锁定状态会持续 20 分

钟，20 分钟后自动解锁，锁定期间无法使用账号登录平台。

账号解锁后 ，可重新使用账号登录平台。锁定期间也可联系平台管理员通过手动激活的方式解锁账号。

无无

效效
再次同步平台已对接的 LDAP 时，LDAP 中已删除的用户账号状态显示为无效，且无效账号无法登录平台。

状状

态态
说明说明

操作权限说明

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或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自定义角色的用户，可对用户执行以下管理操作：

创建并管理本地用户

通过为用户添加角色或删除用户已有的角色，添加或收回用户的操作权限



创建本地用户
支持拥有平台管理权限的用户，通过平台创建本地用户，并为用户添加角色。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用户创建用户 按钮，进入创建用户页面。请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用户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用户用户

名名
是

登录平台的用户名，不可与已有用户名重复。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开头，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符。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是 用户的显示名称。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

密码密码

类型类型
是

单击选择一种类型。

随机随机：会在密码输入框中随机生成一个安全系数较高的新密码。

自定义自定义：需要用户在密码输入框中，输入密码。

密码密码 是

根据密码类型，随机生成密码或输入密码。

输入密码时，密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规则：

长度 8~32 位；

包含英文字母和数字；

包含特殊符号，特殊符号支持 ~!@#$%^&*() -_=+? 。

单击密码输入框右侧的  图标，可显示密码，再次单击可隐藏密码；

单击密码输入框右侧的  图标，可快速复制密码。

邮箱邮箱 否
用户的电子邮箱地址，不可与已有邮箱重复。该参数和 用户名用户名 关联，也可以作为登录平台的用户

名使用。

有效有效

期期
是

用户对平台的使用期限。在有效期内的用户账号可正常登录并使用平台，超过有效期的用户则会被

禁止登录平台，状态为 禁用禁用。

可选：

永久永久：不限制使用期限；

自定义自定义：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框设置有效期的 开始时间 和 *结束时间*。

角色角色 否 单击  可以为用户添加一个或多个角色。请参考 为用户添加角色。

继续继续

创建创建
否

是否继续创建下一个用户的开关。勾选该单选框后，当前用户创建完成后，将会进入下一个用户的

创建页面。



4.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用户创建成功后，如果勾选了 继续创建继续创建 单选框，将进入新的用户创建页面；如果未勾选，则进入用
户详情页面。



添加/移除用户角色
平台管理员可以为自己账号之外的指定的用户添加角色，使用户拥有相应角色的权限；或通过移除自己账
号之外的指定的用户的某个角色，收回相应角色的权限。

说明说明：仅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具有为其他用户添加/移除角色的权限。且不支持管理自己的账号的角
色。

为用户添加角色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添加角色的 用户名称用户名称，进入用户详情页面。

4. 下拉至 角色列表角色列表 区域，单击 添加角色添加角色 按钮。

5. 在弹出的添加角色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为用户添加一个角色记录。

说明说明：可通过重复单击  按钮操作，为用户添加多个角色。

6. 单击 角色名称角色名称 下拉选择框，并选择一个待添加的系统角色或自定义角色。

说明说明：

相同的角色只能为同一用户添加一次，用户已有的角色在下拉选择框中显示不可选；

选中角色后，会根据角色的实际工作空间进行判断，并在 添加角色添加角色 对话框中角色的右侧展现
项目或项目和命名空间下拉选择框。

7. 当角色为项目或命名空间类型的角色时，分别单击 项目项目、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下拉选择框，选择权限要分配的
项目名称或命名空间名称。

8.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即可为用户添加相应的角色。

移除角色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移除角色的 用户名称用户名称，进入用户详情页面。



4. 下拉至 角色列表角色列表 区域，单击待移除角色右侧的 移除移除 按钮。

5.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移除相应的角色。



管理用户
本文将为您介绍用户管理相关功能。

平台提供了灵活的用户管理方式，支持对指定的单个用户进行管理。同时，为提升特定场景下（例如：外
包团队驻场、离场）的用户管理效率，支持批量对用户执行更新有效期、激活、禁用或删除操作。

注意注意：

不支持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账号。

不支持管理当前登录用户自己的账号。
如需修改自己账号的显示名称和密码，请前往个人信息页面执行相关操作。

本文内容概览：

重置本地用户密码

更新用户的有效期

激活用户

禁用用户

删除用户

批量操作

重置本地用户密码

拥有平台管理权限的用户可以重置其他本地用户的密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单击待重置密码用户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重置密码重置密码。

4. 在弹出的 重置密码重置密码 对话框中，选择密码类型。

随机：会在新密码输入框中随机生成一个安全系数较高的新密码，单击新密码输入框右侧的 



 图标，可快速复制新密码。

自定义：需要用户在新密码输入框中，输入新密码。新密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规则：
长度 8~32 位；
包含英文字母和数字；
包含特殊符号，特殊符号支持 ~!@#$%^&*() -_=+? 。

单击密码输入框右侧的  图标，可显示密码，再次单击可隐藏密码；

单击密码输入框右侧的  图标，可快速复制密码。

5. 单击 重置重置 按钮，密码重置成功。

更新用户有效期

支持更新平台上处于 正常正常、禁用禁用、锁定锁定 状态的用户的有效期。通过设置有效期，可控制用户的有效使用期
限，超过有效期的用户则会被自动禁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有效期用户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有效期更新有效期。

4. 在弹出的 更新有效期更新有效期 对话框中，选择有效期。

永久永久：不限制使用期限；

自定义自定义：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框设置有效期的 开始时间 和 结束时间 。

5.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完成更新有效期操作。

激活用户

支持激活平台上处于 禁用禁用、锁定锁定 状态的用户。

说明说明：

待激活的用户在有效期范围内时，激活后用户的有效期不变；

待激活的用户已过有效期时，激活后用户的有效期变为 永久永久。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激活用户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激活激活。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激活激活。
激活成功后，用户状态变为 正常正常。

禁用用户

支持禁用平台上在有效期内且处于 正常正常、锁定锁定 状态的用户。被禁用的用户无法登录平台，激活后可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禁用用户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激活激活。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禁用禁用。
禁用成功后，用户状态变为 禁用禁用。

删除用户

支持平台管理员删除平台上除自己之外的用户。包括来自 IDP 配置的用户、来源为 -  的用户以及本地用
户。

注意注意：

不支持删除系统生成的平台管理员账号。该账号的角色为平台管理员、来源为本地，在平台上唯
一。

通过平台删除用户后，已删除的用户在被彻底清理之前会作为一类资源（deleted）保存在平台上。
创建或同步 IDP 用户时，同名用户无法被创建或同步至平台。且被删除的 IDP 用户的基本信息和权
限不会被删除。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用户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即可删除用户。

批量操作

支持批量对用户执行更新有效期、激活、禁用、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进入用户列表页面。

3. 单击用户列表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用户后，单击 批量操作批量操作 > 更新有效期更新有效期/激活激活/禁用禁用/删删
除除。

说明说明：仅当选择了一个或多个用户后，界面显示批量操作按钮。

4. 在弹出的对话框或确认提示框中，执行相应的操作。

更新有效期更新有效期：

i. 在弹出的 更新有效期更新有效期 对话框中，选择有效期。

永久永久：不限制使用期限；

自定义自定义：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框设置有效期的 开始时间 和 *结束时间*。

ii.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完成更新有效期操作。

激活激活：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激活激活。

禁用禁用：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禁用禁用。

删除删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当前登录账号的密码后单击 删除删除。



角色管理
角色是操作权限的集合。平台上资源的操作权限包括查看、创建、更新、删除，平台通过角色将不同资源
的操作权限进行分类和组合，一个角色可拥有一个或多个类型资源的一种或多种操作权限。

例如：角色 A 仅拥有项目的查看、创建权限；角色 B 可同时拥有用户、项目和命名空间的查看、创建、更
新、删除权限。

通过为用户分配特定的角色可快速为用户开通或限制对指定资源的操作权限。

为满足常用的权限配置场景，平台默认设置了五个系统角色：平台管理员、平台审计人员、项目管理员、
命名空间管理员、开发人员。

角色名称角色名称 说明说明 角色级别角色级别

平台管理员 具备平台所有业务及资源的全部权限。 平台级别

平台审计人员
负责整个平台的审计工作，可查看平台所有资源与操作记录，没有查看外的其他操作权

限。
平台级别

项目管理员 负责绑定、解绑命名空间管理员，并管理命名空间的配额。 项目级别

命名空间管理

员
负责给命名空间添加成员并设置角色。

命名空间级

别

开发人员 负责在该命名空间下开发、部署、维护自定义应用。
命名空间级

别

同时，支持创建角色，您可根据实际的使用场景自定义角色的权限。



查看角色列表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拥有平台管理员或平台审计人员角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页面。

在角色列表，可查看角色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角色的名称。

类型类型

角色的类型，可取值：平台角色、项目角色、命名空间角色。为用户分配角色时，会根据角色的类型限定

权限范围。

例如：如果是项目角色，设置该角色时需要指定具体的项目名称。

属性属性

角色的属性。

系统角色系统角色：系统默认定义的角色；

自定义角色自定义角色：由平台管理员创建的角色。

描述描述 角色的描述信息。

创建人创建人 角色创建人的用户名，系统角色的创建人为 system 。

创建时创建时

间间
角色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创建自定义角色
支持具有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根据实际使用场景创建自定义角色。

创建角色时，可为角色配置平台功能模块的默认资源或用户自定义资源（Kubernetes CRD）的操作权限。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权限

3. （可选）配置自定义资源权限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

操作步骤 1 - 配置基本信息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角色创建角色 按钮，进入创建角色页面。

4. 参照说明配置以下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角色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3 个字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是 角色的显示名称，长度不能超过 30 个字符。

描述描述 否 角色的描述信息，长度不能超过 100 个字符。

角色类角色类

型型
是

角色的类型，可取值：平台角色、项目角色、命名空间角色。为用户分配角色时，会根据角色的

类型限定权限范围。

例如：分配项目角色时，需要指定具体的项目；分配命名空间角色时，需要指定具体的项目和命

名空间。



操作步骤 2 - 配置权限

1. 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按钮，进入权限配置页面。参照下图说明，配置权限模块的功能权限。

操作权限分为以下四种：

查看查看：仅支持查看功能对应的资源。

创建创建：支持创建功能对应的资源。

更新更新：支持更新功能对应的资源。

删除删除：支持删除功能对应的资源。

（可选）操作步骤 3 - 配置自定义资源权限

1. 单击页面左下角的 添加自定义权限添加自定义权限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自定义权限添加自定义权限 对话框中，参照以下说明，配
置该角色操作自定义资源（Kubernetes CRD）的权限。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API 组组 是
Kubernetes API 组的名称，默认为 system 。

组名称将会按照添加时间，顺序显示在权限模块的下方。

组名称组名称 否

当 API 组组 选择 自定义  时，需要在 组名称  输入框中，输入组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259 个字

符。

组名称将会按照添加时间，顺序显示在权限模块的下方。



资源名资源名

称称
是 资源的名称，按回车键输入。支持输入多个自定义资源的名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同时，单击自定义资源记录右侧的  可删除已有自定义资源的权限配置记录。

2.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创建一个新的角色。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可通过 导入成员、 为用户添加角色，将该角色分配给用户。

在 导入项目成员 时，当角色类型符合条件时，选择角色并将角色分配给项目或命名空间成员。



查看角色详情
查看平台上已有角色的基本信息、权限信息以及分配了该角色的成员列表。

同时，支持平台管理员执行以下操作：

导入成员

移除成员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

操作步骤 - 查看详细信息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角色的名称角色的名称，进入角色的详情页面。

4. 在角色的详情页面，可查看角色的基本信息和权限信息。

操作步骤 - 查看成员列表

1. 单击 角色成员角色成员 页签，进入分配了该角色的成员列表页面。

在成员列表页面，可查看成员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用户名用户名/显显

示名称示名称

用户的账号名称和显示名称。用户名为用户登录平台时的账号名称，用户名下方为用户名的显示名称，

方便识别用户。

用户组用户组
用户的分组。当用户组过多时，会隐藏组信息。单击  图标可查看用户的全部组信息。

说明说明：仅 OIDC 用户和本地用户没有分组。其他类型的账号（例如：LDAP、GitHub）在同步或成功登

录至平台时会将账号原有的分组信息同步至平台。

项目项目/命名命名

空间空间
项目项目/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类型的角色分配给用户时，权限范围（项目/命名空间）的名称。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成员记录右侧的 移除移除 按钮，移除该成员，并收回该角色赋予成员的权限。



提示提示：单击列表右上方搜索框左侧的下拉列表，可选择 账号账号、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并输入相应的值后对用户进
行模糊搜索；选择 用户组用户组 并输入相应的值后对用户进行精确搜索。

同时，支持为该角色 导入成员。



为角色导入成员
支持通过导入成员将角色的权限授予成员用户。

说明说明：系统生成的管理员账号，会自动添加为系统角色平台管理员的角色成员。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角色的名称角色的名称，进入角色的详情页面。

4. 单击 角色成员角色成员 页签，进入分配了该角色的成员列表页面。

5. 单击 导入成员导入成员 按钮，弹出 导入成员导入成员 对话框。

6. 单击用户名前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用户。

提示提示：可通过对话框右上方的用户组下拉选择框选择用户组，并在用户名搜索框中输入用户名对用
户进行模糊搜索。

7. （可选） 单击对话框底部的 项目项目/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下拉框，选择权限生效的范围（项目/命名空间）。

说明说明：

当角色为 项目项目 类型时，需要选择 项目项目；

当角色为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类型时，需要先选择 项目项目，然后选择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8. 单击 导入导入 按钮，即可将选中的用户导入该角色下，并将角色的权限分配给这些用户。



移除成员
通过将成员用户从角色下移除，可收回角色赋予该用户的权限。

注意注意：不支持移除系统生成的平台管理员账号。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角色的名称角色的名称，进入角色的详情页面。

4. 单击 角色成员角色成员 页签，进入分配了该角色的成员列表页面。

单击待移除成员记录右侧的 移除移除 按钮，可回收该成员所拥有的角色的所有权限。

当角色为项目管理员、命名空间管理员以及开发人员时，支持单击权限分配范围内 项目项目/命名命名

空间空间 右侧的  图标，回收角色赋予该成员的，在部分 项目项目/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的权限。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移除移除 按钮，即可移除该成员并回收成员拥有的当前角色的全部或在部
分 项目项目/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权限。



更新自定义角色的基本信息
支持更新平台上自定义角色的基本信息，可更新显示名称和描述。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的 角色的名称角色的名称，进入角色的详情页面。

4.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基本信息更新基本信息。

5. 在弹出的 更新基本信息更新基本信息 对话框中，可更新角色的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和 描述描述。

6.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管理自定义角色的权限
支持更新平台上自定义角色的权限信息，可增加或删除角色对平台上资源（包括自定义资源）的操作权
限。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的 角色的名称角色的名称，进入角色的详情页面。

4. 单击权限区域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管理权限管理权限。

5. 在 管理权限管理权限 页面，参照 创建自定义角色 更新权限配置。

6.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复制已有角色为新角色
支持将平台上的已有角色，包括系统角色和自定义角色，复制为新的角色。复制角色时，将会复制已有角
色的所有权限信息，您可根据实际使用场景在已复制的角色的基础上为新角色增、删权限。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复制的 角色的名称角色的名称，进入角色的详情页面。

4.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复制为新角色复制为新角色。

5. 在 复制为新角色复制为新角色 页面，可参考 创建自定义角色 配置新角色的名称、显示名称、描述、类型、权
限。

6.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删除自定义角色
支持删除不再使用的自定义角色。

注意注意：自定义角色删除时，将会删除该角色和用户的绑定关系。

分配了该角色的用户将不再拥有该角色的权限。

该角色会从用户的角色列表中删除。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角色管理角色管理，进入角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复制的 角色的名称角色的名称，进入角色的详情页面。

4.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输入角色的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IDP 配置
本平台支持 dex 身份认证服务，可通过配置 IDP，使用 dex 已实现的连接器（Connectors）（请参考 dex
官方文档）认证的账号登录本平台。

通过平台的 IDP（Identity Provider）配置功能，支持平台管理员手动添加 LDAP 和 OIDC。对接企业已有
的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导入企业已有的用户体系；或
通过添加 OIDC（OpenId Connect）协议配置，使用平台认可的第三方账号登录平台。

提示提示：

通过 IDP 配置对接至平台的用户，默认的有效期为 永久永久。

如需使用其他连接器认证账号登录本平台，请联系我们的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LDAP
支持平台管理员在平台上添加 LDAP，对接企业的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
目录访问协议）服务，可将企业已有的用户体系同步至平台。

同时，支持平台管理员更新、删除已对接的 LDAP 服务。



添加 LDAP
通过添加 LDAP，可对接企业的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服
务，将企业已有的用户体系同步至平台，即可使用企业已有的账号登录平台。

说明说明：如果重复添加了相同的 LDAP，同步用户时，会覆盖已同步的用户。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 添加添加 LDAP 按钮，进入创建 LDAP 页面。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参照以下参数说明配置基本信息参数。

名称名称：LDAP 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必须以 a~z  或 0~9  开头，长度大于
1 字符且不超过 32 字符。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LDAP 的显示名称，该名称会显示在登录首页的登录入口选项按钮上。

（非必填）描述描述：LDAP 的描述信息。

5. 在 LDAP 服务器配置服务器配置 区域，参照以下参数说明配置 LDAP 服务器信息。

服务器地址服务器地址：LDAP 服务器的 主机 IP 地址/主机名:端口号 ，格式如： 10.0.129.92:30491 。

用户名用户名：LDAP 服务器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LDAP 服务器的密码。

登录框用户名提示登录框用户名提示：使用该 LDAP 账号登录平台时，用户名输入框的提示信息。例如： 用户

名 。

6. 在 搜索设置搜索设置 区域，参照以下参数说明配置搜索参数。

用户用户：通过配置用户搜索参数，可过滤、筛选可同步的 LDAP 服务器上的用户数据。

（非必填）组组：单击选中该区域右上角的 组搜索设置组搜索设置 后，通过配置组搜索参数，搜索用户组
数据，可为搜索到的用户匹配组信息。



参数名参数名

称称
说明说明

对象类

型

搜索对象的类型。用户的对象类型默认为： inetOrgPerson ；组的对象类型默认

为： posixGroup 。

登录字

段
用户登录时使用的属性字段名称。默认为： mail ，即使用邮箱地址登录。

过滤条

件
过滤条件。进一步过滤用户或组的信息。 例如： "(objectClass=posixAccount)" 。

搜索起

点

用户或用户组的搜索起点。

LDAP 的数据结构为树形结构，设置搜索起点后，可以限制仅搜索起点以下的数据。

设置用户搜索起点后，仅搜索此起点以下的用户。

设置用户组搜索起点后，仅搜索此起点下的用户组，搜索到的用户组当中如果包括搜索到的用户，则为该用

户匹配用户组的信息。输入格式如： 字段名称=字段值,dc=example,dc=org 。

搜索范

围
用户或用户组从搜索起点到起搜索截止点的搜索范围。

登录属

性

用户登录时所用的属性名称。默认为： uid 。

注意注意：您所输入的属性，必须是待添加的 LDAP 用户体系当中，用户已拥有的属性。

名称属

性

对象名称对应的属性名称。默认为： cn 。

注意注意：您所输入的属性，必须是待添加的 LDAP 用户体系当中，用户和组已拥有的属性。

邮箱属

性

邮箱对应的属性名称。默认为： mail 。

注意注意：您所输入的属性，必须是待添加的 LDAP 用户体系当中，用户已拥有的属性。

组成员

属性
用户组成员和组关联的属性名称。默认为： uid 。

组属性 用户组和用户组成员关联的属性名称。默认为： memberuid 。

7. 在 IDP 服务配置验证服务配置验证 区域，输入一个有效的 LDAP 账号的 用户名用户名 和 密码密码，用于验证以上配置是否
正确。

若用户名和密码输入错误，添加时则会报错提示无效的用户名或密码，无法添加 LDAP。

8.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添加 LDAP 成功后，进入 LDAP 详情页面，可查看 LDAP 的详细信息。



查看 LDAP 详情
在 LDAP 详情页面，可查看 LDAP 服务的详细配置信息。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LDAP 名称名称，进入 LDAP 详情页面。

4. 在详情页面，可查看 LDAP 配置的基本信息、LDAP 服务器设置信息、用户/组搜索设置信息。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显示显示 LDAP 服务器登录密码服务器登录密码：服务器登录密码默认隐藏，单击密码右侧的  图标，可查看密
码。

隐藏隐藏 LDAP 服务器登录密码服务器登录密码：服务器登录密码为显示状态时，单击密码右侧的  图标，可
隐藏密码。



更新 LDAP
更新已添加 LDAP。

注意注意： LDAP 更新后，通过当前 LDAP 同步到平台的用户也会进行更新，且 LDAP 中已移除的用户，在平
台用户列表中会变为无效状态。可通过清理无效用户操作来清理垃圾数据。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LDAP 名称名称，进入 LDAP 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IDP。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进入更新 LDAP 页面。

其中，LDAP 名称不支持更新，其余参数请参照 添加 LDAP 中的参数说明进行更新。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 LDAP
删除不再需要同步用户的 LDAP。

注意注意： LDAP 删除后，通过此 LDAP 同步到平台的所有用户状态变为 无效无效（用户和角色的绑定关系不
变），无法登录平台。在不删除 IDP 用户的前提下，再次对接后，需要重新同步才可激活用户。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LDAP 名称名称，进入 LDAP 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IDP。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输入待删除 LDAP 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提示提示：IDP 删除后，如需从平台删除通过 LDAP 同步至平台的用户，请勾选提示框下方的 清理清理 IDP
用户用户 复选框。



配置 LDAP 自动同步策略
为平台配置全局的 LDAP 自动同步策略后，平台对接的所有 LDAP 将按照策略设置的时间间隔自动同步用
户至平台。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 LDAP 自动同步策略自动同步策略 按钮。

4. （可选，首次配置时必填）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自动同步用户自动同步用户 滑块开关，启用自动同步功能。

5. 单击 同步时间间隔同步时间间隔 下拉选择框，选择自动同步的时间间隔。

6.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完成自动同步策略配置。



同步用户
将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 用户同步至平台的用户列表。

约束与限制

仅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具有同步用户的权限。

平台已对接的 LDAP 中新增的用户，在未执行同步用户操作之前，可登录平台。且成功登录平台
后，该新增用户的信息会被自动同步至平台。

LDAP 中已删除的用户，同步后状态变为无效。

同步至平台的新用户的有效期默认为 永久永久。

同步进来的用户，和已有用户（本地、第三方）同名时，同名用户自动关联，权限、有效期与已有
用户保持一致，并且可通过各自来源对应的登录方式登录平台。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手动同步 LDAP 名称名称，进入已对接 LDAP 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同步用户同步用户。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同步同步 按钮，弹出“同步中，请稍后…”提示对话框。
同步完成后，对话框自动关闭，页面提示“同步成功”，即可将 LDAP 用户同步到用户列表；如果同
步失败，对话框自动关闭，界面给出报错提示。

说明说明：手动关闭同步提示对话框，将会弹出确认关闭的对话框。手动关闭同步提示对话框后，系统
仍会继续同步用户，如果用户仍然在用户列表页面，同步成功或失败后，将会收到同步结果反馈提
示；如果用户离开用户列表页面，则无法获知同步结果。



OIDC
平台支持 OIDC（OpenId Connect）协议，由平台管理员添加 OIDC 配置后，可使用第三方账号登录平
台。



添加 OIDC
通过添加 OIDC，可使用第三方平台账号登录平台。

注意注意：OIDC 用户成功登录平台后，平台会读取用户的邮箱属性作为用户在平台上的唯一标识。待添加
OIDC 支持的第三方平台用户必须拥有 邮箱邮箱 属性，否则，添加后的 OIDC 用户无法正常登录平台。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 添加添加 OIDC 按钮，进入创建 OIDC 页面。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参照以下参数说明配置基本信息参数。

名称名称：OIDC 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必须以 a~z  或 0~9  开头，长度大于
1 字符且不超过 32 字符。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OIDC 的显示名称，该名称会显示在登录首页的登录入口选项按钮上。

（非必填）描述描述：OIDC 的描述信息。

5. 在 OIDC 服务器配置服务器配置 区域，配置 OIDC 服务信息。

服务提供方服务提供方 URL：issuer，OIDC 服务提供方的访问地址。

客户端客户端 ID：clientID，OIDC 客户端的 ID。

client_key：clientSecret，OIDC 客户端的秘钥。

重定向重定向 URI：redirectURI，第三方平台登录后的回调地址，即 dex 的发行者的 URL + 
/callback 。

6. 在 IDP 服务配置验证服务配置验证 区域，输入一个有效的 OIDC 账号的 用户名用户名 和 密码密码，用于验证以上配置是否
正确。

若用户名和密码输入错误，添加时则会报错提示无效的用户名或密码，无法添加 OIDC。

7.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添加 OIDC 成功后，进入 OIDC 详情页面，可查看 OIDC 的详细信息。



查看 OIDC 详情
在 OIDC 详情页面，可查看 OIDC 服务配置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OIDC 名称名称，进入 OIDC 详情页面。

4. 在详情页面，可查看 OIDC 配置的基本信息、OIDC 服务器配置信息。



更新 OIDC
更新已添加的 OIDC 配置。

注意注意： OIDC 的配置信息更新后，原有用户以及认证方式会按照当前配置进行重置和同步。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OIDC 名称名称，进入 OIDC 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IDP。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进入更新 OIDC 页面。

其中，OIDC 名称不支持更新，其余参数请参照 添加 OIDC 中的参数说明进行更新。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 OIDC
删除平台不再使用的 OIDC。

注意注意： OIDC 删除后，通过此 OIDC 同步到平台的所有用户状态变为 无效无效（用户和角色的绑定关系不
变），无法登录平台。在不删除 IDP 用户的前提下，再次对接后，用户成功登录平台即可激活用户。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IDP 配置配置，进入 IDP 配置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OIDC 名称名称，进入 OIDC 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IDP。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输入待删除 OIDC 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提示提示：IDP 删除后，如需从平台删除通过 OIDC 同步至平台的用户，请勾选提示框下方的 清理清理 IDP
用户用户 复选框。



更新用户安全策略
为确保用户登录安全，平台支持设置用户安全策略，包括密码安全、用户禁用、用户锁定、用户通知、访
问控制策略。提升用户密码的安全性，降低恶意攻击风险。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用户角色管理用户角色管理 > 用户安全策略用户安全策略，进入用户安全策略页面。

3.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进入更新用户安全策略页面。

4. 参照以下说明，更新用户安全策略。

说明说明：

勾选策略前复选框可启用策略，更新成功后策略声明的规则将会生效；取消勾选策略前复选
框将禁用策略。

禁用策略时不会清空已配置的策略数据，再次启用策略后，将恢复禁用前配置的策略数据。



策略策略 说明说明

密码安全密码安全

策略策略

提示提示：默认禁用该策略。

首次登录修改密码首次登录修改密码：控制新用户首次登录平台时，是否需要修改密码的开关。通过单击可开启或关闭，默

认为关闭状态。 

定期修改密码定期修改密码： 用户密码使用时间超过设置值时，需要修改密码，否则，无法正常登录平台。以 90 天为

例， 策略生效后，密码使用时间超过 90 天需要用户重置密码。 

单击时间计数器左右两侧的 -/+ ，缩短/加长密码的有效期，单位：天。或直接在计数器中输入数值，

允许输入的值的范围为 1~9999，默认为 90。

用户禁用用户禁用

策略策略

提示提示：默认禁用该策略。

不登录期限不登录期限： 在期限内未登录过平台的用户会被禁用。单击时间计数器左右两侧的 -/+ ，缩短/加长期

限，单位：天。或直接在计数器中输入数值，允许设置的数值范围为 1~9999，默认为 90。

用户锁定用户锁定

策略策略

提示提示：默认启用该策略。

连续登录失败次数连续登录失败次数： 用户在 24 小时内由于用户名/密码输入错误，连续登录失败的累积次数等于设置值

时，账号将被锁定。单击时间计数器左右两侧的 -/+ ，减少/增加次数。或直接在计数器中输入数值，

允许设置的数值范围为 3~9999，默认为 5。

用户锁定时间用户锁定时间：当用户因连续登录失败被锁定后，处于 锁定锁定 状态的时长，单位：分钟。在锁定期间，用

户无法登录平台，超过锁定时间后，账号自动解锁。

通知策略通知策略

提示提示：默认禁用该策略。

通知发送人通知发送人： 用户创建成功后，通过邮件将密码发送给用户的发件人。单击下拉选择框可选择平台上已有

的通知发送人，或单击右侧的 添加发送人添加发送人，参考 添加邮件通知发送人 添加新的发送人。

用户创建成功后通过邮箱发送密码用户创建成功后通过邮箱发送密码：控制用户创建成功时，是否需要通过邮件发送密码给用户的开关。通

过单击可开启或关闭，默认为关闭状态。

访问控制访问控制

提示提示：默认禁用该策略。

同时在线人数上限同时在线人数上限：允许同时在线的人数的最大值 。

单击时间计数器左右两侧的 -/+ ，减少/增加允许同时在线的人数。或直接在计数器中输入数值，允许

输入的值的范围为 1~9999，默认为 2000。

5. 策略设置完成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用户安全相关策略开始生效。



运营统计
平台提供运营统计功能模块，方便平台管理员实时了解平台上各资源的使用情况。结合全面的统计数据分
析平台资源的分配、利用情况，合理地为项目、命名空间分配资源，提升平台上资源的利用率和运营效
率。



运营概览
平台的运营概览通过可视化报表的方式，为您展示平台上统计时间范围内，CPU/内存的使用总量，以及使
用量排名前 5 的项目或命名空间的使用量统计数据。

支持查看本月（默认）、上个月、最近 3 个月（本月和前两个整月）的项目配额，并按项目或命名空间统
计容器组使用量、容器组配额、命名空间配额、CPU/内存使用总量。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运营统计运营统计 > 运营概览运营概览，进入运营概览页面，如下图所示。

可参照图示的说明，切换统计时间范围、统计项、统计粒度后查看相应的运营概览数据。

说明说明：容器组使用量是按照 Pod 实际使用量统计，容器组配额是按照 Pod 的请求值（request）大
小来统计。





统计报表
运营统计数据最多可在平台上保留 540 天，平台会自动删除超过保留时间的统计数据。支持查看自定义时
间范围内（最大时间范围为 6 个月），统计项的可视化报表数据。可根据统计粒度（项目、命名空间）、
项目（全部、自定义项目）进行筛选。

统计项包括：容器组使用量、容器组配额、项目配额、命名空间配额。

同时，支持将统计数据导出为 csv 格式的统计报表。统计报表导出后，可在 导出记录导出记录 页面查看导出记录并
下载报表。

说明说明：仅当 统计项统计项 为 容器组配额 、 容器组使用量  时，支持查看明细数据。

前提条件

如果需要导出统计报表，需要为运营统计功能配置存储。如果平台部署时未配置，请联系平台的技术支持
人员获得帮助或参考 如何为 apollo 组件配置存储？ 进行配置。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运营统计运营统计 > 统计报表统计报表，进入统计报表页面。

3. 参照下图的说明，选择统计时间范围、统计项、统计粒度，配置项目过滤条件后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可
查看相应的统计报表数据。

说明说明：

平台仅保留 540 天内的数据，单次查询，支持的最大时间范围为 6 个月。

容器组使用量：按照 Pod 实际使用量统计，每 5 分钟取一次实际使用量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
总和。

容器组配额：按照 Pod 的请求值（request）大小统计。

命名空间配额：按照命名空间 CPU、内存配额统计，每天统计 1 次，配额变更后第二天起按
照变更后配额统计。

项目配额：按照项目 CPU、内存配额统计，每天计算 1 次，配额变更后第二天起按照变更后
配额统计。

当 统计项统计项 为 容器组配额 、 容器组使用量  时，支持查看明细。



支持根据 命名空间名称命名空间名称（首字母）、所属项目所属项目（名称首字母）、CPU 使用总量使用总量（大小）、内内
存使用总量存使用总量（大小）排序。

项目名称 CPU 使用量 (核*小时) 内存使用量 (GB*小时)

project-01 500 502 明细
测试专用

project-02 456 367 明细
测试专用

project-03 432 678 明细

project-04 322 800 明细
显示名称

2019-09 1823 2447

project-05 113 100 明细

CPU 使用总量：67,800核*小时容器组使用量-按项目统计 内存使用总量：67,800 GB*小时

2019-08 1 1222

2019-07 1 1222

2019-06 1 1222

2019-05 1 1222

搜索 导出结果重置

项目统计粒度 :

自定义全部项目 : project-name01 project-name02

至 2019-092019-03时间范围 :容器组使用量统计项 :

单击展开当月明细数据

单击选择统计的时间范围

统计项在统计时间范围内的 
CPU/内存使用总量

按月统计的 CPU/内存使用总量

单击后可查看计量明细

单击选择项目

单击切换统计项 单击切换统计粒度

按月展示的统计数据



计量明细
平台可保留近 18 个月的用量明细数据，支持查询自定义时间范围内（最近 31 天内），统计项的可视化报
表明细数据。

可根据统计项（容器组使用量、容器组配额）、项目名称、项目关联集群以及集群下命名空间进行筛选。

同时，支持将统计数据导出为 csv 格式的统计报表。统计报表导出后，可在 导出记录导出记录 页面查看导出记录并
下载报表。

前提条件

如果需要导出统计报表，需要再平台部署时，为运营统计配置存储。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运营统计运营统计 > 计量明细计量明细，进入计量明细页面。

或或：在 统计报表统计报表 页面，当 统计项统计项 为 容器组配额 、 容器组使用量  时，单击单条查询结果记录右侧的
明细明细 按钮，进入计量明细页面查看明细数据。

3. 参照下图的说明，选择统计时间范围、统计项、项目、集群、命名空间后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可查看相
应的用量明细数据。

说明说明：

平台仅保留 18 个月内的数据，单次查询，支持的最大时间范围为 31 天。

容器组使用量：按照 Pod 实际使用量统计，每 5 分钟取一次实际使用量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
总和。

容器组配额：按照 Pod 的请求值（request）大小统计。

支持根据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首字母）、CPU 使用总量使用总量（大小）、内存使用总量内存使用总量（大小）排序。



容器组名称 所属命名空间 所属集群 所属项目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CPU 使用量 (核*小时) 内存使用量 (GB*小时)

pod-01 100namespace-01 cluster03 project-01 200 08:12:34 23:34:55

2020-03-07 100 200

CPU 使用总量：67,800核*小时容器组使用量-全部集群 内存使用总量：67,800 GB*小时

2020-03-06 1 1222

2020-03-05 1 1222

2020-03-04 1 1222

2020-03-03 1 1222

2020-03-02 500 502

搜索 导出结果重置

至 2020-03-072020-03-01时间范围 :

project-01项目 : 全部集群 :

容器组配额统计项 :

搜索 导出结果重置

至 2020-03-072020-03-01时间范围 :

project-01项目 : cluster03集群 : namespace-01命名空间 :

容器组使用量统计项 : 选择统计的时间范围

统计项在统计时间范围内符合 
过滤条件的 CPU/内存使用总量

选择集群中属于项目的命名空间 
可选 全部 或 一个

当月的容器组 CPU/内存总量

容器组用量明细数据

选择项目关联的集群选择项目

切换统计项

展开当月明细数据

统计时间范围内 
按月统计的 CPU/内存值



导出记录
在统计报表、计量明细页面导出的统计数据，可在 导出记录导出记录 页面查看导出记录并下载报表。

说明说明：平台上会为您保留 7 天内的导出记录，超出 7 天的导出记录将会被删除。

前提条件

如果需要导出统计报表，需要为运营统计功能配置存储。如果平台部署时未配置，请联系平台的技术支持
人员获得帮助或参考 如何为 apollo 组件配置存储？ 进行配置。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运营统计运营统计 > 导出记录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在导出记录页面，可查看导出记录列表，当导出记录的状态为 导出失败导出失败 时，支持查看失败原
因并 重新导出重新导出。

支持 下载下载 7 天内的状态为 完成完成 的导出记录。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左上方的下拉选择框，可通过导出记录的状态筛选导出记录。

单击下拉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提供相对完整的一套轻量级、开箱即用的技术中台，动态展示已部署/集成的产品。

产品管理在提供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 Container Platform、DevOps 平台和 Service Mesh 产品的基础之
上，还支持集成完整拥抱云原生所需的其它云产品，提供云原生所需的其它能力支持，比如底层操作系
统、存储、业务侧使用中间件等服务，打造轻量级、开箱即用的云原生技术中台

同时，支持升级、更新、移除集成的云产品。



查看产品列表
拥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可通过产品列表，了解平台已部署/已集成的产品的关键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产品管理产品管理，进入产品列表页面。

支持在产品列表中查看产品部署状态、运行状态、产品版本、产品类型。

支持对部署的产品执行产品的升级、卸载等操作。

支持对集成的产品执行进入产品、更新、移除操作。

注意注意：ACP 暂不支持卸载操作。

部署部署/运行状态说明运行状态说明

说明说明：具体的可执行操作和操作结果取决于各产品，参考各产品文档。

状态名称状态名称 状态说明状态说明 可执行操作可执行操作

未部署 产品默认为未部署状态，未成功部署产品或产品被卸载后为此状态 部署

部署中 产品正在部署中 无

部署成功 + 运行中 产品已部署成功，列表状态显示运行状态：运行中 升级（有新版本时）、卸载

部署成功 + 运行异常 产品已部署成功，列表状态显示运行状态：运行异常 卸载

部署失败 产品部署失败 升级（升级失败时）、卸载

卸载中 对已部署产品和部署失败的产品执行卸载操作，产品状态为卸载中 无

卸载失败 对已部署产品和部署失败的产品执行卸载操作，产品状态为卸载中 卸载

系统异常 系统中存在重复的产品资源或未知（Unknown）原因，请联系管理员 卸载

说明说明：

因 ACP 产品包含基础平台、Container Platform 平台、DevOps 平台、Service Mesh 平台子产品，ACP
的部署状态为子产品的综合部署状态。当子产品的部署状态不同时，ACP 的部署状态将按照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
部署失败部署失败 > 升级失败升级失败 > 部署中部署中 >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的优先级读取。



例如：子产品的部署状态分别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系统异常系统异常、部署中部署中 时，ACP 的部署状态为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子产品
的部署状态分别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部署中部署中 时，ACP 的部署状态为 部署中部署中。



集成第三方云产品
拥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可将第三方云产品集成至平台。第三方云产品集成至平台后，即可通过平
台 Portal、产品管理页面统一展示或快速访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产品管理产品管理，进入产品列表页面。

3. 单击 集成产品集成产品 按钮，在弹出的 集成产品集成产品 对话框中，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Logo 否

产品的 Logo，建议使用 SVG 或 PNG 格式的透明背景图片、高度不小于32px；图片大小不超过

200KB。

单击 更新图片更新图片 按钮并上传存放在本地的符合要求的图片文件即可。

说明说明：如果选择不更新 Logo 图片，则会使用系统默认的 Logo 图片。

名称名称 是 产品的名称，不超过 32 个字符。

简介简介 是 产品的简介信息，不超过 64 个字符。

版本版本 是 产品的版本号，不超过 32 个字符，例如： v3.0 。

产品产品

类型类型
是 支持输入产品的类型或通过单击下拉框选择一种已有类型。

产品产品

链接链接
是 请输入完整的访问产品的 URL，例如： https://www.example.com 。

单点单点

登录登录
否

是否启用单点登录，默认为否。

当用户登录平台的身份验证信息同样可通过第三方产品身份验证时，启用单点登录后，通过平台展示

的访问入口访问产品时，跳转链接中会自动携带验证登录用户身份的令牌，无需再次输入登录信息。

后续操作

支持对集成的产品执行以下操作：

进入产品进入产品：单击集成产品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进入产品进入产品 将会跳转产品
链接指定的 URL。

更新更新：单击集成产品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即可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更新集成产品的信息，包括名称、简介、产品链接等。



移除移除：单击集成产品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移除移除 即可将产品从平台的产
品列表和 Portal 页面中移除。



ACP
ACP 平台通过整合容器技术、DevOps 理念、微服务架构，可实现业务自定义应用从开发、测试，到部
署、运维的全生命周期平台化管理，能够满足企业级自定义应用逐步向容器化、微服务化过渡的广泛需
求。

ACP 平台由基础平台和子产品 Container Platform、DevOps、Service Mesh 组成。

基础平台部署成功后即可访问平台中心，您可通过平台中心部署和管理您订阅的其他产品。部署基础平台
时，会默认部署 Container Platform。

提示提示：Container Platform、DevOps、Service Mesh 的详细介绍信息请前往各产品的帮助文档查看。



查看产品详情
在产品的详情页面支持查看基础平台的基本信息、平台参数、监控组件、日志组件。同时，支持查看已部
署子产品的基本信息和配置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产品管理产品管理，进入产品列表页面。

3. 单击 ACP，进入 ACP 详情页面。

在基础平台的部署详情页面，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部署日志查看部署日志：单击 部署状态部署状态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 基础平台部署日志基础平台部署日志 对话框中，可查
看部署日志的详细信息；

查看查看 HTTPS 证书证书：当平台的访问协议为 HTTPS 时，单击 HTTPS 证书证书 右侧的 查看查看 按钮，
在弹出的 HTTPS 证书证书 对话框中，可查看、复制 HTTPS 证书内容。

提示提示：当监控组件出现异常无法正常使用时，请联系平台的部署或维护人员进行修复。

4. （可选）单击子产品（Container Platform、DevOps、Service Mesh）名称页签，可进入子产品的
部署详情页面。

在子产品的详情页面，支持查看子产品的部署基本信息和配置信息。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部署日志查看部署日志：单击 部署状态部署状态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部署日志对话框中，可查看部署日
志的详细信息；

进入产品界面进入产品界面：单击 产品入口产品入口 右侧的链接，可打开对应的产品视图。



为基础平台部署日志存储组件
当基础平台的部署方式为高可用且部署时未部署日志存储组件，或日志存储组件被删除需要重新部署时，
请参考本文说明进行部署。

日志存储组件负责存储平台的日志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产品管理产品管理，进入产品列表页面。

3. 单击 ACP，进入 ACP 详情页面。

4. 在基础平台部署详情页面的 日志存储组件日志存储组件 区域，单击提示信息中的 部署部署 按钮。

5. 在弹出的 部署日志存储组件部署日志存储组件 对话框中，单击 日志节点日志节点 下拉选择框，选择集群中的 1 个或 3 个节
点。

说明说明：仅支持选择 3 个节点。被选中的节点上会部署 Elasticsearch 等组件，建议选择非控制节点进
行日志服务的搭建；默认配置的日志服务支持规模有限，如果日志规模较大，请联系技术支持人员
获得支持。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部署部署 按钮 。

相关操作

支持更新已部署日志存储组件的节点信息。

1.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日志存储组件更新日志存储组件。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日志节点日志节点 下拉选择框，选择集群中的 1 个或 3 个节点。

3.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



更新平台参数
支持更新平台的可选访问地址。

前提条件

如需添加平台访问地址，请提前配置好访问地址。需要保证访问地址能够转发流量到 global 集群的控制节
点；当平台的访问协议为 HTTPS 且使用了 已有证书已有证书 时，需要保证地址能够匹配该证书。如需帮助，请联
系技术支持人员获得支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产品管理产品管理，进入产品列表页面。

3. 单击 ACP，进入 ACP 详情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平台参数更新平台参数。

5. 在弹出的 更新平台参数更新平台参数 对话框中，支持配置 平台可选地址平台可选地址。

平台其他访问地址平台其他访问地址：可以访问平台的其他地址，支持输入 IP 地址或域名。
注意注意：需要保证输入的 IP 地址或域名能够访问到 global 集群的控制节点；当平台的访问协议为
HTTPS 且使用了 已有证书已有证书 时，需要保证地址能够匹配该证书。
如需帮助，请联系技术支持人员获得支持。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即可更新平台的参数。



部署子产品
除了基础平台，本产品中还包含 Container Platform、DevOps、Service Mesh 子产品。基础平台部署时，
会默认部署 Container Platform，如果 Container Platform 部署失败，支持一键重新部署。

如果您已订阅 DevOps 平台或 Service Mesh 平台，支持一键部署相应的子产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产品管理产品管理，进入产品列表页面。

3. 单击 ACP，进入 ACP 详情页面。

4. 单击 子产品名称子产品名称 页签，进入对应子产品的部署详情页面。

5. 单击提示信息区域的 部署部署 按钮，一键部署相应的子产品。

开始部署后，可在子产品部署详情页面的基本信息区域，查看部署状态和部署日志。



升级
当产品出现新的版本时，产品列表页面或详情页面的产品名称旁会出现  图标，将光标移动至图标上时，
可查看升级的提示信息。

支持通过升级将基础平台及已部署的子产品（Container Platform、DevOps、Service Mesh）打包升级到
最新的版本。在产品升级过程中，新版本产品兼容的 Kubernetes 版本也可以升级时，会自动升级至产品兼
容的最新版本。

注意注意：仅支持相邻版本升级，不支持跨版本升级。

升级时，会首先升级基础平台，基础平台升级失败，则产品升级失败；基础平台升级成功后，开始并行升
级已部署的子产品。

当基础平台和子产品之中有一个或多个升级失败时，产品的状态为 升级失败升级失败，需要重新升级整个产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产品管理产品管理，进入产品列表页面。

3. 单击 ACP 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升级升级。

或或：

i. 单击 ACP，进入 ACP 详情页面。

ii. 单击界面右上方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升级升级。

4.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升级升级 按钮，产品的状态转变为 升级中升级中，等待升级完成即可。

说明说明：当基础平台和子产品之中有一个或多个升级失败时，产品的状态为 升级失败升级失败，需要重新升级
整个产品。



审计
平台审计功能为您提供了所有用户以及系统安全相关的时序操作记录，在集群、自定义应用等出现问题
时，可协助分析具体原因，快速解决问题。

通过审计，您能够清晰地了解 Kubernetes 集群发生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

当前或过去的时间段内集群发生了哪些变更事件。

这些变更的操作者是谁，是系统组件还是用户，是哪个系统组件/用户。

重要变更事件的详细内容是什么，例如：更新了 POD 中的哪个参数。

事件的结果是什么，成功还是失败。

操作者来自哪里，集群内还是集群外。

用户的操作记录，是更新、删除还是管理操作，操作的结果。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具有平台管理或平台审计的相关权限。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审计审计，进入审计中心。

3. 单击页签，切换审计范围，可选 用户操作用户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操作。

用户操作用户操作：可查询登录平台的用户操作记录。

系统操作系统操作：可查询系统操作记录，操作人以 system： 开头。

4. 参照以下查询条件说明，配置筛选审计事件的查询条件。



查询条件查询条件 说明说明

操作人操作人 执行操作的账号的用户名或系统账号名称，默认为 全部 。

操作操作 执行的操作的类型，可选：创建、更新、删除、管理、回滚、停止等 ，默认为 全部 。

集群集群 被操作资源所属集群 ，默认为 全部 。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被操作资源的类型，默认为 全部 。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被操作资源的名称。可按资源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5. 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查看操作审计列表。

提示提示：

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选择框，可设置查询审计的时间范围。 默认为 近 30 分钟 ，支持选择预
置的时间范围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单击  可刷新搜索结果。

单击  可将搜索结果导出为 .csv  文件。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操作人操作人 执行操作的账号的用户名或系统账号名称。

操作操作 执行的操作的类型，例如：创建、更新、删除、管理、回滚、停止等。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类类

型型
被操作的资源的名称及类型。

集群集群 被操作资源所属集群。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被操作资源所属命名空间。



客户端客户端 IP 执行操作的用户登录平台所用的客户端的 IP 地址。

操作结果操作结果
操作的执行结果，通过 API 返回码判断。API 返回码为 2xx 时，操作成功；返回码为其他时，则操作

失败。

操作时间操作时间 操作人执行操作的时间。

详情详情

单击审计记录右侧的 详情详情 按钮，可在弹出的 审计详情审计详情 对话框中 JSON（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审计记录的

详细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系统设置
拥有平台管理权限的用户可以在系统设置页面，可视化管理系统通用配置。



登录页
支持使用自定义 Logo 和背景图片替换平台部署时默认的登录页 Logo 和背景图片。

同时，支持恢复平台部署时的默认设置。

更新 Logo

更新背景图

恢复默认设置

图片规格图片规格：

登录页登录页 Logo：建议使用 SVG 或 PNG 格式的透明背景图片、高度不小于 48px；图片大小不超过
200KB；�

登录页背景图登录页背景图：建议使用 SVG 格式；矢量图建议尺寸 1440*900，位图建议尺寸 1920*1080；图片
大小不超过 800KB；背景图片，支持自适应整个屏幕。

前提条件

请提前准备好符合规格的图片。

操作步骤 - 更新 Logo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登录页登录页，进入登录页设置页面。

3. 单击 更新更新 Logo 按钮，选择并上传存放在本地的待更新的 Logo 图片。

说明说明：

如果图片大小不符合规格要求，会在页面上方弹出错误提示，请重新选择符合规格的图片后
上传；

图片上传成功后，可即时在下方的预览区域预览显示效果；单击  图标可全屏预览，单击 

 图标退出全屏预览；

单击 放弃更改放弃更改 按钮，可放弃更新操作并恢复 Logo 更新前的预览效果。

4. 单击 保存并应用保存并应用 按钮，应用新的 Logo。

说明说明：

在弹出提示框，单击 知道了知道了 按钮后可关闭提示框。同时，系统开始处理图片，并在 1~2 分
钟之内将新的 Logo 更新到平台的登录页。

单击 账号名称账号名称 > 退出登录退出登录，可在登录页验证 Logo 是否更新成功。

操作步骤 - 更新背景图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登录页登录页，进入登录页设置页面。

3. 单击 更新背景图更新背景图 按钮，选择并上传存放在本地的待更新的背景图片。

说明说明：

如果图片大小不符合规格要求，会在页面上方弹出错误提示，请重新选择符合规格的图片后
上传；

图片上传成功后，可即时在下方的预览区域预览显示效果；单击  图标可全屏预览，单击 

 图标退出全屏预览。

单击 放弃更改放弃更改 按钮，可放弃更新操作并恢复背景图更新前的预览效果。



4. 单击 保存并应用保存并应用 按钮，应用新的背景图。

提示提示：

在弹出提示框，单击 知道了知道了 按钮后可关闭提示框。同时，系统开始处理图片，并在 1~2 分
钟之内将新的背景图更新到平台的登录页。

单击 账号名称账号名称 > 退出登录退出登录，可在登录页验证背景图是否更新成功。

操作步骤 - 恢复默认设置

5.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6.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登录页登录页，进入登录页设置页面。

7. 单击页面左下角的 恢复默认恢复默认 按钮，

8.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在弹出提示框，单击 知道了知道了 按钮后可关闭提示框。同时，系统开始处理图片，并在 1~2 分钟之内
将 Logo 和背景图恢复至平台部署时的默认设置。



Logo
支持使用自定义平台 Logo 和网站图标图片，替换平台部署时默认的平台 Logo 和网站图标，并支持更新
Protal 页左上角的平台名称。

同时，支持恢复平台部署时的默认设置。

图片规格图片规格：

平台平台 Logo：建议使用 SVG 或 PNG 格式的透明背景图片、高度不小于 32px；图片大小不超过
200KB；�

网站图标网站图标：建议使用 SVG 或 PNG 格式的，比例为 1:1 的透明背景图片；且图片大小不超过
200KB。

更新平台 Logo

更新平台名称

更新网站图标

恢复默认设置

前提条件

请提前准备好符合规格的图片。

操作步骤 - 更新平台 Logo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Logo，进入 Logo 设置页面。



3. 单击 更新图片更新图片 按钮，选择并上传存放在本地的待更新的平台 Logo 图片。

说明说明：

如果图片大小不符合规格要求，会在页面上方弹出错误提示，请重新选择符合规格的图片后
上传；

图片上传成功后，可即时在右侧的预览区域预览显示效果；单击  图标可全屏预览，单击 

 图标退出全屏预览；

单击 放弃更改放弃更改 按钮，可放弃更新操作并恢复平台 Logo 更新前的预览效果。

4. 单击 保存并应用保存并应用 按钮，应用新的平台 Logo。

说明说明：

在弹出提示框，单击 知道了知道了 按钮后可关闭提示框。同时，系统开始处理图片，并在 1~2 分
钟之内将完成更新平台 Logo 操作。

刷新页面，可验证平台 Logo 是否更新成功。

操作步骤 - 更新平台名称

提示提示：支持更新云平台的名称，且该名称仅展示在 Portal 页的左上角。进入具体产品或平台中心时，则在
相应的位置展示产品名称或平台中心视图的名称。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Logo，进入 Logo 设置页面。

3. 在 平台名称平台名称 输入框中，输入新的平台名称。

支持输入中/英文，最多不超过 32 个字符。

4. 单击 保存并自定义应用保存并自定义应用 按钮，自定义应用新的平台名称。

提示提示：在弹出提示框，单击 知道了知道了 按钮后可关闭提示框。同时，系统开始处理，并在 1~2 分钟之
内完成更新操作。

操作步骤 - 更新网站图标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Logo，进入 Logo 设置页面。



3. 单击 更新图片更新图片 按钮，选择并上传存放在本地的待更新的网站图标。

说明说明：

如果图片大小不符合规格要求，会在页面上方弹出错误提示，请重新选择符合规格的图片后
上传；

图片上传成功后，可即时在右侧的预览区域预览显示效果；单击  图标可全屏预览，单击 

 图标退出全屏预览。

单击 放弃更改放弃更改 按钮，可放弃更新操作并恢复网站图标更新前的预览效果。

4. 单击 保存并自定义应用保存并自定义应用 按钮，自定义应用新的网站图标。

提示提示：

在弹出提示框，单击 知道了知道了 按钮后可关闭提示框。同时，系统开始处理图片，并在 1~2 分
钟之内完成更新网站图标操作。

刷新页面后，可验证网站图标是否更新成功。

操作步骤 - 恢复默认设置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Logo，进入 Logo 设置页面。

3. 单击页面左下角的 恢复默认恢复默认 按钮，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在弹出提示框，单击 知道了知道了 按钮后可关闭提示框。同时，系统开始处理图片，并在 1~2 分钟之内
将平台 Logo 和网站图标恢复至平台部署时的默认设置。



日志存储策略
支持按照实际需要，分别设置系统日志、Kubernetes 日志、产品日志、自定义应用日志、事件记录、审计
记录在平台上的保留时间。

说明说明：

平台的日志、事件、审计数据均由日志组件 (ElasticSearch) 进行存储。当日志组件异常时，不支持
更新存储策略。

系统日志、Kubernetes 日志、产品日志、自定义应用日志，默认保留 7 天；审计记录、事件记录默
认保留 180 天。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日志存储策略日志存储策略，进入日志存储策略设置页面。

3.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进入更新页面。

4. 通过单击 + 、 -  或在输入框中输入数字的形式，分别设置存储时间。

提示提示：

5. 设置完成后，单击 更新更新，即可应用最新的存储策略。



许可证管理
平台签发的许可证以证书的形式，对产品的授权用户、使用期限、集群规模等进行管控。证书中会包含用
户所在公司名称及部门等基本信息、产品名称、版本、许可方式、许可范围等信息。一个许可证可以签发
安装包里的 1 个或多个产品。

平台部署成功后，会自动生成并激活一个使用期限为 5 天的试用版许可证。在试用版许可证过期前可申请
签发新的正式版或永久版许可证。许可证的申请和签发，请联系本公司的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拥有平台管理权限的用户可通过平台管理许可证，支持导入许可证、删除许可证。

说明说明：无许可证或许可证过期后，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登录平台后，仅平台管理、项目基础管理相
关功能可用。



查看许可证列表
支持查看平台上已导入的许可证列表及许可证的关键信息。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许可证管理许可证管理，进入许可证列表页面。

在许可证列表，可查看许可证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许可产许可产

品品
许可证许可使用的产品的名称。多个名称之间以 ,  隔开。

客户信客户信

息息
许可证许所属客户的信息。

状态状态

许可证的状态。

已激活已激活：证书在有效期内，且许可范围内的授权均已生效。已激活的许可证的有效期小于 1 个月时，将会

提示 即将过期即将过期；

已过期已过期：证书已过了有效期，许可范围内签发的授权已被收回。

版本类版本类

型型

许可证的版本类型。

正式版正式版：依据客户需求为客户签发的正式版本的许可证；

试用版试用版：默认许可使用所有产品，有效期为 5 天；

内部版内部版：供公司内部环境使用的许可证。

生效时生效时

间间
许可证在平台上激活生效的时间。

截止时截止时

间间
许可证的生效截止时间。

快捷操快捷操

作作
单击许可证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对许可证执行 删除删除 操作。

提示提示：已激活已激活 状态的许可证删除后，平台上许可证许可范围内的产品不可使用。



导入许可证
通过导入许可证功能入口，您可以下载平台信息（用于申请许可证），或直接导入许可证。

基本流程如下：

1. 下载平台信息：平台部署完成后，平台管理员可单击许可证列表页面上方的提示框中的 下载下载 按钮，
获取平台平台信息，将获取的平台信息文件发送给平台运维人员后，运维人员将凭此文件申请平台
的许可证。

2. 导入许可证：许可证签发后，平台管理员即可通过导入许可证功能入口，导入由本公司签发的许可
证，获得使用产品的授权。

前提条件

已申请获得许可证。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许可证管理许可证管理，进入许可证列表页面。

3. 单击 导入许可证导入许可证 按钮， 弹出 导入许可证导入许可证 对话框。

4. 在许可证输入框中，输入许可证内容，或单击输入框下方上传按钮  上传存储在本地的许可证。

5. 许可证输入或上传完成后，单击 导入导入 按钮，即可将许可证导入平台。



删除许可证
删除平台上不再需要的许可证。

注意注意：已激活已激活 状态的许可证删除后，平台上许可证许可范围内的产品将不可使用。

操作步骤

1. 使用平台管理员账号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许可证管理许可证管理，进入许可证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许可证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项目管理
项目是平台为了满足企业多租户的使用场景，基于平台上一个或多个集群的资源配额，划分出的可以实现
资源和人员相互隔离的项目环境，能够代表企业中不同的子公司、部门或项目组。通过项目管理，能够轻
松实现项目组之间的资源隔离、租户内的配额管理。

平台的命名空间是项目下相互隔离的更小的资源空间，也是用户实现作业生产的工作区间。一个项目下可
以创建多个命名空间，可占用的资源配额总和不能超过项目配额。命名空间更细粒度的划分了资源配额的
同时，还限制了命名空间下容器的大小（CPU、内存），有效的提升了资源利用率。

平台支持基于角色的用户权限管理功能，通过为用户分配不同的项目、命名空间角色，从而实现项目之
间、命名空间之间的人员访问隔离。进一步增强了对资源的访问控制，保障了平台的资源安全。

集群、项目和命名空间之间的关系如下：

一个项目可占用多个集群的资源（CPU、内存、存储），一个集群可为多个项目分配资源。

一个项目下可以创建多个命名空间，多个命名空间资源配额总和不超过项目资源总额。

一个命名空间的资源配额只能来源于同一个集群，且一个命名空间只能属于一个项目。

项目管理页面仅对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和项目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可见，在项目管理页面可实现项目的创
建、更新、查看、删除操作，同时支持管理项目成员、命名空间以及命名空间成员。

常规操作

当您进入具体的某个项目详情，如需切换至其他项目或返回项目列表时，操作如图所示。



项目概览
通过项目概览，项目管理员及具有项目相关权限的用户可实时了解项目下计算资源的运行情况，以及项目
配额（CPU、内存等）的分配和使用情况。

前提条件

需要确保 global 集群及项目关联的业务集群已部署监控组件且监控组件的状态正常，否则只能获取部分监
控数据。

监控数据刷新控制说明

概览页面的监控数据仅在页面打开时自动刷新一次，如需再次刷新监控数据，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手动刷新：通过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手动刷新监控数据；

设置自动刷新（默认关闭）：单击  设置自动刷新监控数据的时间间隔。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项目基础操作
平台管理员可对项目进行管理操作，例如：创建项目、查看项目的详情、更新项目的基本信息、更新项目
配额、添加/移除项目关联的集群、删除项目。



查看项目列表
查看平台上的所有项目以及项目的关键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在项目管理页面，可查看已创建项目列表及项目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项目的名称，名称下方为项目的显示名称。

状态状态

项目的状态，包含以下几种状态：

正常正常：项目、项目配额均处于正常可用状态。

创建中创建中：项目已创建成功，项目配额尚未创建完成。

删除中删除中：项目正在被删除，项目配额资源正在被释放。

异常异常：项目出现异常或错误，不可用。

未知未知：项目状态未知，不可用。

集群（集群（CPU/内存内存/

存储）存储）

项目配额所属集群的信息。当项目配额分属于多个集群时，分别展示每个集群分配给项目的

CPU、内存和存储大小。

当为项目分配配额的集群超过 3 个时，在该记录下方显示“共 x 个集群”，单击“x”可展示为该项目

提供项目配额的所有集群的信息。

带有  图标的集群为联邦集群。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项目的创建时间。

提示提示：单击列表右上方搜索框左侧的下拉列表，可选择 名称名称、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并输入相应的值后对项目进
行模糊搜索。



创建项目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新的项目的资源配额，可以来源于平台上的多个集群包括联邦集群。

平台管理员可结合项目的使用规模和集群的资源使用情况，为项目合理分配资源配额。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 创建项目创建项目 按钮，进入创建项目页面。

3.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页面，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项目的名称，不可与已有项目同名，且不可与项目名称黑名单列表中的名称同名，否则不允许创建项

目。

支持输入 a-z 、 0-9 、 -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长度不超过 32 字符。

说明说明：项目名称黑名单中的名称为平台集群下特殊命名空间的名称，默认包括：cpaas-system、cert-

manager、default、global-credentials、kube-ovn、kube-public、kube-system、nsx-system、

alauda-system、kube-federation-system、ALL-ALL、true。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否 项目的显示名称。

描述描述 否 项目的描述信息。

所属所属

集群集群
是

项目关联的集群，管理员可以为项目分配所选集群的资源配额。单击下拉选择框，支持选择一个或多

个集群。

在下拉选项中，非联邦集群名称下方将显示集群资源的可分配配额和总额信息，格式如： 可分配 

CPU 配额（CPU 总额） ；联邦集群下方将显示联邦集群包含的成员名称。

说明说明：

- 当普通集群异常时，普通集群不可选；

- 可以选择联邦集群的某个或多个成员作为所属集群，也可选择整个联邦集群作为所属集群。且存在

以下几种限制：

* 当选择成员时，成员所在的联邦集群不可选；

* 当选择联邦集群时，联邦下的成员不可选；

* 当联邦集群的控制集群异常时，联邦集群不可选；非控制集群异常时，联邦集群可选。

- 当联邦集群解除联邦后，项目和原联邦成员的关联关系（配额信息）不变，不影响项目下已有资源

的使用。



4. 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按钮，在设置项目配额环节，依次为已选择的集群，设置在当前创建项目中的资源配
额。支持设置 CPU（核）、内存（Gi）、存储（Gi）、PVC 数（个）、Pods（个）、虚拟 GPU/物
理 GPU、显存的资源配额。

说明说明：

仅当集群中部署了 GPU（虚拟 GPU/物理 GPU）资源时，支持配置 GPU 资源配额。
当 GPU 资源为 虚拟虚拟 GPU 资源时，同时支持配置 显存显存 配额；当 GPU 资源为 物理物理 GPU 资
源时，仅需配置 物理物理 GPU 配额。

GPU 单位单位：100 个单位的虚拟核心等于 1 个物理核心；1 个单位的显存为 256 Mi；物理
GPU 的单位为颗，只能整颗分配。

如果未输入某项资源的配额，默认为该资源无限制配额。

设置的项目配额数值应在页面提示的配额范围之内。在每项资源配额的输入框下方，将会展
示该项资源的已分配配额和总额信息以供参考。

当集群为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 时，可选择 配额设置方式配额设置方式 为联邦集群下所有集群设置相同配额 。当勾选该单
选框时，即可统一设置联邦成员分配给当前项目的配额；不勾选该单选框时，则可分别设置
联邦成员分配给当前项目的配额。

当集群为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 时，当联邦成员的配额参数不一致（例如：个别成员可配置 GPU 相关参
数）时，配额设置方式配额设置方式 为联邦集群下所有集群设置相同配额  不可勾选。

5. 设置完成后单击 创建项目创建项目，项目创建成功后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查看项目详情
平台管理员和平台审计员可查看平台上所有项目的详情。

项目管理员可查看指定项目的详情，包括：

基本信息

配额

操作步骤 - 查看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查看 项目的名称项目的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项目详情项目详情 选项，进入项目详情页面。

提示提示：

单击顶部导航栏的项目下拉列表，可快速切换项目；

单击详情页资源路径中的 项目列表项目列表，可返回项目列表页面。

4. 在项目详情页面，可查看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显示名称、状态、项目管理员等。

同时，支持通过更新项目的 日志策略日志策略，设置项目的日志在平台上保留的时间：

提示提示：默认情况下，项目的日志策略按照全局策略执行，项目下设置或开启日志策略后，将按照项
目日志策略执行，原有日志将无法查询。

i. 单击 日志策略日志策略 右侧的  图标，弹出的 更新日志策略更新日志策略 对话框。

ii. 单击 日志策略日志策略 滑块开关，开启/关闭开关，默认为关闭状态。

iii. （可选）日志策略日志策略 开关开启后，可配置 日志保留时间日志保留时间 参数。
单击 日志保留时间日志保留时间 计数器左右两侧的 - / + ，减少/增加保留天数。或直接在计数器中输入
数值，平台支持设置的保留时间范围为 1~30 天。



当输入的数值为小数时，将向上取整为整数；当输入的数值小于 1 时，取整为 1 且 -  不支
持单击；当输入的数值大于 30 时，取整为 30 且 +  不支持单击。

iv.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即可更新项目的日志策略。

操作步骤 - 查看配额信息

1. 在 配额配额 区域，可查看和项目关联的集群为项目分配的配额信息。

其中，资源配额的 分配占比分配占比，通过占比条显示了资源的已分配和总额信息。
已分配颜色含义：

已分配 >= 90% 时，显示为红色；

70% =< 已分配 < 90% 时，显示为黄色；

已分配 < 70% 时，显示为绿色。





更新项目基本信息
更新指定项目的基本信息，例如：显示名称、描述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更新 项目的名称项目的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项目详情项目详情 选项，进入项目详情页面。

4. 单击项目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基本信息更新基本信息。

5. 在弹出的 更新基本信息更新基本信息 对话框中，修改或输入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描述描述。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项目更新成功“。



更新项目配额
更新项目在各关联集群中的资源配额。

注意注意：

当项目关联的普通集群 异常异常 时，不支持更新该集群分配给项目的配额。

当项目关联的联邦集群下成员状态异常时：

更新项目配额，不支持为联邦集群下所有成员设置相同配额；

当控制集群异常时，联邦下所有成员都不支持更新配额；

当非控制集群异常时，状态正常的其他联邦下成员可更新配额。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更新配额 项目的名称项目的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项目详情项目详情 选项，进入项目详情页面。

4. 单击项目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配额更新配额。

5. 在更新配额页面，更新资源配额。项目资源配额包括 CPU（核）、内存（Gi）、Pods（个）、PVC
数（个）、存储（Gi）、虚拟 GPU/物理 GPU、显存的配额。

说明说明：

仅当集群中部署了 GPU（虚拟 GPU/物理 GPU）资源时，支持更新 GPU 资源配额。
当 GPU 资源为 虚拟虚拟 GPU 资源时，同时支持配置 显存显存 配额；当 GPU 资源为 物理物理 GPU 资
源时，仅需配置 物理物理 GPU 配额。

GPU 单位单位：100 个单位的虚拟核心等于 1 个物理核心；1 个单位的显存为 256 Mi；物理
GPU 的单位为颗，只能整颗分配。

当集群为联邦集群时，勾选 为联邦集群下所有集群设置相同配额为联邦集群下所有集群设置相同配额，可快速为联邦集群下所有
成员设置相同的配额。不勾选该单选框时，则可分别设置联邦成员分配给当前项目的配额。

当集群为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 时，当联邦成员的配额参数不一致（例如：个别成员可配置 GPU 相关参
数）时，配额设置方式配额设置方式 为联邦集群下所有集群设置相同配额  不可勾选。



如果未输入某项资源的配额，默认为该资源无限制配额。

设置的项目配额数值应在页面提示的配额范围之内。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项目更新成功“。



添加项目关联集群
添加一个需要与项目关联的集群，并设置其在项目中的资源配额。

说明说明：支持添加独立集群或联邦集群，不支持添加已加入到该项目下的集群成员对应的联邦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添加集群的 项目的名称项目的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项目详情项目详情 选项，进入项目详情页面。

4. 单击项目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添加集群添加集群。

5. 在弹出的 添加集群添加集群 对话框中，选择集群并设置 CPU（核）、内存（Gi）、Pods（个）、PVC 数
（个）、存储（Gi）的配额。

说明说明：

如果未输入某项资源的配额，默认为该资源无限制配额。

设置的项目配额数值应在页面提示的配额范围之内。

当选择联邦集群成员时，成员所在的联邦集群不可选；当选择联邦集群时，联邦下的成员不
可选。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添加集群成功“。



移除项目关联集群
移除一个与项目关联的集群，包括联邦集群。

注意注意：

移除集群后，该项目不可再使用已移除集群下的业务资源。

当待移除的集群异常时，无法清理异常集群下的资源，建议修复后再移除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删除集群的 项目的名称项目的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项目详情项目详情 选项，进入项目详情页面。

4. 单击项目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移除集群移除集群。

5. 在弹出的 移除集群移除集群 对话框中，输入待移除集群的名称后，单击 移除移除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集群移除
成功“。



删除项目
删除不再使用的项目。

注意注意：项目删除后，项目占用的集群的资源将被释放。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删除 项目的名称项目的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项目详情项目详情 选项，进入项目详情页面。

4. 单击项目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项目删除项目。

5. 在弹出的 删除项目删除项目 对话框中，输入项目的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项目删除成
功“。



项目成员管理
平台管理员可通过将角色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用户，将相应的项目管理权限赋予用户，并将用户导入或添加
至项目成为项目成员。

在项目成员列表页面，可查看已有成员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用户名用户名/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项目成员的用户名，下方为用户的显示名称。

用户角色用户角色

当前用户拥有的角色列表。当角色具有的操作权限在具体的命名空间时，可查看命名空间名称及命名空间所

在集群的名称。

当用户拥有多个角色时，单击  可移除指定的角色。

用户组用户组 用户的组信息。当用户的组记录过多时隐藏部分组信息，单击  图标，可展开全部组信息。

导入时间导入时间 用户被导入项目成为为项目成员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指定的成员记录右侧的 移除移除，可将该成员移除出当前项目。

提示提示：单击列表右上方搜索框左侧的下拉列表，可选择 用户名用户名、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并输入相应的值后对项目成员进
行模糊搜索；可选择 用户组用户组 并输入相应的值后对项目成员进行精确搜索。



导入项目成员
支持通过为项目导入平台已有用户、添加 OIDC 用户并分配角色的方式，批量授予用户项目及项目下命名
空间等资源的操作权限。项目相关角色包括：项目管理员、命名空间管理员、开发人员，或拥有项目管
理、命名空间管理相关权限的自定义角色。

约束与限制

当平台未添加 OICD 类型的 IDP 时，仅支持导入平台上已有的用户作为项目成员。包括：

已成功登录平台的 OIDC 用户

通过 LDAP 同步至平台的用户

本地用户

作为 OIDC 用户添加至其他项目，来源为 -  的用户

当平台添加了 OICD 类型的 IDP 时，支持为项目添加符合输入要求的 有效的有效的 OIDC 账号账号 作为项目
成员。添加成员时，无法验证账号的有效性。请确保您输入的账号是有效账号，否则，您添加的账
号将无法正常登录平台。

不支持导入系统默认创建的管理员用户和当前登录用户。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导入成员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项目成员项目成员，进入项目成员列表页面。

4. 单击 导入成员导入成员 按钮，弹出 导入成员导入成员 对话框。

5. 单击选择 成员列表成员列表 或 OIDC 用户用户。

导入 成员列表成员列表 中全部用户作为项目成员。

提示提示：可通过对话框右上方的用户组下拉选择框选择用户组，并在用户名搜索框中输入用户
名对用户进行模糊搜索。

i. 单击对话框底部 设置角色设置角色 项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要分配给全部用户的角色名称。
当角色需要指定命名空间时，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下拉选择框，选择命名空间。



ii. 单击 导入全部导入全部 按钮，将成员列表中所有用户导入项目并授予项目管理相关权限。

导入 成员列表成员列表 中某个或多个用户作为项目成员。

提示提示：可通过对话框右上方的用户组下拉选择框选择用户组，并在用户名搜索框中输入用户
名对用户进行模糊搜索。

i. 单击用户名/显示名称前的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用户。

ii. 单击对话框底部 设置角色设置角色 项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要分配给已选中用户的角色名
称。
当角色需要指定命名空间时，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下拉选择框，选择命名空间。

iii. 单击 导入导入 按钮，将选中的成员用户导入项目并授予项目管理相关权限。

OIDC 用户用户：添加平台已对接的 OIDC 认证的用户作为项目成员。

i.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添加一条成员记录。
提示提示：支持添加多个成员。

ii. 在 用户名用户名 输入框中，输入可通过平台已添加 OIDC 认证的账号的用户名。

注意注意：请确认输入的用户名对应的账号能通过已添加 OIDC 认证，否则，该账号无法
成功登录本平台。

iii. 单击 角色角色 下拉选择框，选择要为该用户分配的角色名称。
当角色需要指定命名空间时，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下拉选择框，选择命名空间。

iv. 单击 导入导入 按钮。
添加成功后，可在项目成员列表中查看该成员。
同时，在用户列表（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中，可查看该用户。该用户未成功登录或
未同步至本平台前，来源为 - ；当该账号成功登录或同步至平台后，平台会记录该账
号的来源信息并在用户列表中展示。



移除项目成员
将指定的项目成员，移除出项目，并删除绑定的项目角色，回收相关权限。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删除成员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项目成员项目成员 选项，进入项目成员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单击列表右上方搜索框左侧的下拉列表，可通过 用户名用户名、显示名称显示名称、用户组用户组 对成员进行过滤
搜索。

4. 单击待移除成员记录右侧的 移除移除。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移除移除 按钮，从项目中移除成员。



命名空间管理
在项目关联的集群中创建新的命名空间（Namespace），将创建的自定义应用、容器组（Pod）等分配到
不同的命名空间中，便于资源分组管理。

平台管理员或项目管理员可创建、查看、更新、删除命名空间，并管理命名空间成员。



查看命名空间列表
查看指定的项目下已创建的命名空间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查看命名空间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在命名空间列表页面，可查看已创建命名空间的如下信息。

提示提示：单击命名空间列表上方的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可根据命名空间所属集群对命名空间进行过滤、筛选。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命名空间的名称。

集群集群 命名空间所属集群的名称。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命名空间的创建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部署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命名空间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资源配额更新资源配额：更新命名空间的配额信息。

更新容器限额更新容器限额：更新容器 CPU、内存的默认值、最大值。

提示提示：

可在命名空间列表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名称后进行精确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命名空间
在指定的项目下，创建一个新的命名空间。

新的命名空间将使用项目已有的资源（内存、CPU 等），且一个命名空间的所有资源只能来源于同一个集
群。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资源配额

3. 配置容器限额

4. 配置更多信息

操作步骤 - 配置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创建命名空间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 创建命名空间创建命名空间 按钮，进入 创建命名空间创建命名空间 页面。

5. 参见以下参数说明，配置命名空间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单击下拉选择框，在项目已关联的集群中，选择一个要创建命名空间的集群。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输入命名空间的名称，名称的固定前缀为项目名称，支持输入 a-z 、 0-

9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前缀及输入字符的总体长度不超过 63 字符。

（非必填）显示名称（非必填）显示名称：输入命名空间的显示名称。

操作步骤 - 配置资源配额

1. 在 资源配额资源配额 区域，配置命名空间的 资源配额资源配额（ResourceQuota）。

支持配置 CPU（核）、内存（Gi）、存储（Gi）、Pod（个）、PVC 数（个）、虚拟 GPU/物理
GPU、显存的配额。创建容器实例时，将依据请求值，请求占用相关的计算或存储资源配额。

说明说明：



命名空间的资源配额，是集群项目配额的一部分。对于某一种资源，可设置的最高配额为在
项目中的未使用的资源配额，如果任意一种资源的可使用量为 0，将无法继续创建命名空
间，请联系平台管理员获得支持。

仅当集群中部署了 GPU（虚拟 GPU/物理 GPU）资源时，支持配置 GPU 资源配额。
当 GPU 资源为 虚拟虚拟 GPU 资源时，同时支持配置 显存显存 配额；当 GPU 资源为 物理物理 GPU 资
源时，仅需配置 物理物理 GPU 配额。

GPU 单位单位：100 个单位的虚拟核心等于 1 个物理核心；1 个单位的显存为 256 Mi；物理
GPU 的单位为颗，只能整颗分配。

操作步骤 - 配置容器限额

1. 在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区域，参照以下参数说明，配置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LimitRange）。

通过设置容器限额，可以控制在当前命名空间下创建的容器的 CPU/内存内存 大小。在命名空间下创建
计算组件时，单一容器的 CPU、内存大小不可超过最大值。

最大值最大值：命名空间下单一容器可使用的资源（CPU、内存）的最大限制值（limits）。
在该命名空间下创建计算组件时，容器大小的限制值（limits，界面显示为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界面
输入时不可超过所在命名空间的 最大值最大值。
注意注意：如果通过 YAML 编排文件设置了大于该 最大值最大值 的值，计算组件将创建失败。

默认值默认值：命名空间下单一容器可使用的资源（CPU、内存）的默认限制值（limits）。
在该命名空间下创建计算组件时，容器大小的限制值（limits，界面显示为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默认为
命名空间的 默认值默认值，可修改，修改后的值不可超过 最大值最大值。

requests（请求值）：命名空间设定的容器对资源（CPU、内存）的的请求值，
（requests）默认为 limits/集群超售比集群超售比。
在该命名空间下创建计算组件时，容器大小的请求值（request，界面显示为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默认
为命名空间的 默认值默认值，可通过编辑计算组件的 YAML 编排文件修改，修改后的值不可超过
最大值最大值，否则会导致计算组件创建失败。
requests 值供调度器调度容器时参考和判断。调度器会检测每个节点可用于分配的资源（资
源总额 - 已调度到节点上 Pod 内的容器的 requests 之和），当新建的 Pod 内的容器的
requests 值的总和，超过了节点的剩余可用资源，该 Pod 将不会被调度到此节点上。

操作步骤 - 配置更多

1. 在 更多配置更多配置 区域，配置当前待创建命名空间的标签（labels）、注解（annotations）。

以添加标签为例进行说明：

i. 单击标签区域下方的 添加添加 按钮，添加空白键、值输入框。



ii. 在键、值输入框中输入标签的键、值即可。

删除标签或注解时，单击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即可删除。

2.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命名空间创建成功后，会进入命名空间的详情页面。



导入命名空间
支持平台管理员将命名空间导入已有项目。通过该功能能够灵活纳管平台上任意集群下的 Kubernetes 命名
空间。

常见的使用场景如下：

当新的集群接入平台后，支持通过导入命名空间功能，将集群下已有的 Kubernetes 命名空间逐一导
入到平台的项目下进行托管。操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接入集群

创建新项目

是否

为项目添加集群

将命名空间  
导入项目

是否关联 
已有项目

参考内容参考内容：创建项目、添加项目关联集群。

已被移除出项目的命名空间，通过导入命名空间功能，可导入到其他项目下管理。

通过其他方式为平台上的集群创建的未关联项目的命名空间，需要通过导入命名空间功能关联至具
体的项目，才可通过平台界面查看和管理。

导入进来的命名空间将能为您提供和平台上创建的命名空间等同的服务。

注意注意：

只能将命名空间导入到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 包含了待导入命名空间所在集群的项目下。

一个命名空间只属于一个项目，不支持将已属于某个项目的命名空间导入至其他项目。



前提条件

若平台上不存在 所有集群所有集群 包含待导入命名空间所在集群的项目，您需要先创建一个项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导入命名空间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 创建命名空间创建命名空间 按钮右侧的 ，并选择 导入命名空间导入命名空间，进入 导入命名空间导入命名空间 页面。

5. 参见以下参数说明，配置命名空间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单击下拉选择框，在项目已关联的集群中，选择一个要导入命名空间的集群。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命名空间。
说明说明：该参数的取值依赖于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可选的所有命名空间都属于已选的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且都不
属于任何的项目。

（非必填）显示名称（非必填）显示名称：输入命名空间的显示名称。

6. 更新命名空间的 资源配额资源配额（ResourceQuota）。

说明说明：设置资源配额后，将覆盖待导入的命名空间的原有资源配额信息。并且，为命名空间配置的
资源配额超过项目可用资源配额将导致命名空间导入不成功。

支持更新命名空间的 CPU（核）、内存（Gi）、存储（Gi）、Pod（个）和 PVC 数（个）。创建
容器实例时，将依据请求值，请求占用相关的计算或存储资源配额。

说明说明： 命名空间的资源配额，是集群项目配额的一部分。对于某一种资源，可设置的最高配额为在
项目中的未使用的资源配额，如果任意一种资源的可使用量为 0，将无法继续导入命名空间，请联
系平台管理员。

7. 参见以下参数说明，配置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LimitRange）。

通过设置容器限额，可以控制在当前命名空间下创建的容器的 CPU/内存内存 大小。单一容器的 CPU、
内存大小必须在默认值和最大值之间。

说明说明：设置容器限额后，在该命名空间下创建自定义应用或计算组件时，容器的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默认为命
名空间的 默认值默认值，重新设置的值不可小于命名空间的 默认值  且不可大于命名空间的 最大值 。

默认值默认值：单一容器可以使用的资源（CPU、内存）下限。



在该命名空间下创建某一计算组件时，未特别指定容器大小的限制值（limits，界面显示为 资资
源限制源限制），那么将使用所在命名空间的 默认值默认值。界面输入时重新设置的值不可小于所在命名
空间的 默认值默认值。
注意注意：如果通过 YAML 编排文件设置了小于该 默认值默认值 的值，计算组件将创建失败。

最大值最大值：单一容器可使用的资源（CPU、内存）上限。
在该命名空间下创建某一计算组件时，容器大小的限制值（limits，界面显示为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界面输入时不可超过所在命名空间的 最大值最大值。
注意注意：如果通过 YAML 编排文件设置了大于该 最大值最大值 的值，计算组件将创建失败。

8. 在 更多配置更多配置 区域配置当前创建命名空间的标签（labels）、注解（annotations）。

以添加标签为例进行说明：

i. 单击标签区域下方的 添加添加 按钮，添加空白键、值输入框。

ii. 在键、值输入框中输入标签的键、值即可。

删除标签或注解时，单击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即可删除。

9. 单击 导入导入 按钮。
命名空间导入成功后，会进入命名空间的详情页面。



查看命名空间详情
查看指定的命名空间的详情，例如：名称、显示名称、所属集群、命名空间管理员、资源配额、容器限额
等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查看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查看 命名空间的名称命名空间的名称，进入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查看命名空间的基本信息、资源配额、容器限额。

其中，资源配额的 分配占比分配占比，通过占比条显示了资源的已分配和总额信息。
已分配颜色含义：
已分配 >= 90% 时，显示为红色；
70% =< 已分配 < 90% 时，显示为黄色；
已分配 < 70% 时，显示为绿色。如下图所示。



更新资源配额
更新已创建命名空间的资源配额。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更新资源配额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更新 命名空间的名称命名空间的名称，进入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单击命名空间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资源配额更新资源配额。

或或：在命名空间列表页面，单击命名空间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 更新资源配额更新资源配额。

6. 在弹出的 更新资源配额更新资源配额 对话框中，修改 CPU（核）、内存（Gi）、存储（Gi）、Pod（个）和
PVC 数（个）、虚拟 GPU/物理 GPU、显存的配置值。

说明说明：

命名空间的资源配额，是集群项目配额的一部分。对于某一种资源，可设置的最高配额为在
项目中的未使用的资源配额，如果任意一种资源的可使用量为 0，将无法继续创建命名空
间，请联系平台管理员。

仅当集群中部署了 GPU（虚拟 GPU/物理 GPU）资源时，支持配置 GPU 资源配额。
当 GPU 资源为 虚拟虚拟 GPU 资源时，同时支持配置 显存显存 配额；当 GPU 资源为 物理物理 GPU 资
源时，仅需配置 物理物理 GPU 配额。

GPU 单位单位：100 个单位的虚拟核心等于 1 个物理核心；1 个单位的显存为 256 Mi；物理
GPU 的单位为颗，只能整颗分配。

7. 确认配置值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更新资源配额成功”。



命名空间联邦化
支持通过将联邦成员集群下的普通命名空间联邦化，升级为联邦命名空间。

说明说明：

仅支持将属于联邦集群成员的集群下的普通命名空间升级为联邦命名空间。

将以当前命名空间及其资源配置为模版，在联邦集群上创建联邦命名空间。创建过程中，如联邦内
其他成员集群包含同名命名空间，将被覆盖。命名空间联邦化后，可在联邦命名空间详情页，进行
配额，限额的差异化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更新资源配额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更新 命名空间的名称命名空间的名称，进入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单击命名空间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命名空间联邦化命名空间联邦化。

6. 在弹出的 命名空间联邦化命名空间联邦化 对话框中，可查看联邦命名空间的信息。

7.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联邦化成功后将进入联邦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更新容器限额
更新已创建命名空间的容器限额。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更新容器限额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更新容器限额 命名空间的名称命名空间的名称，进入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单击命名空间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容器限额更新容器限额。

6. 在弹出的 更新容器配额更新容器配额 对话框中，修改 CPU 和内存的 限制默认值限制默认值、请求默认值请求默认值、最大值最大值 配置
值。

7. 确认配置值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更新容器配额成功”。



移除命名空间
支持将命名空间从其所在的项目下移除。

移除后的命名空间，可导入所属集群包含该命名空间所在集群的项目下管理。

说明说明：移除命名空间后，和命名空间关联的所有资源都保持不变。例如：自定义应用、持久卷声明、配
置、计算、命名空间成员及其角色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移除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移除 命名空间的名称命名空间的名称，进入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单击命名空间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移除命名空间移除命名空间。

6.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认确认 按钮。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移除后的命名空间，可导入所属集群包含该命名空间所在集群的项目下管理。具体操作请参考 导入命名空
间。



删除命名空间
支持删除已创建的命名空间。

注意注意：删除命名空间后，和命名空间关联的所有资源也将被删除。例如：将自定义应用、持久卷声明、配
置等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删除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删除 命名空间的名称命名空间的名称，进入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单击命名空间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命名空间删除命名空间。

6. 在弹出的 删除命名空间删除命名空间 对话框中，输入待删除命名空间的名称。

7. 确认名称无误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命名空间删除成功”。



联邦命名空间管理（Alpha）
当项目关联的集群中包含联邦集群时，支持在该项目下创建联邦命名空间。创建联邦命名空间时，会在联
邦集群所有的成员集群下都创建一个同名的命名空间。

通过联邦命名空间，可以创建和管理联邦自定义应用。

支持在控制集群下的联邦命名空间中创建联邦自定义应用及自定义应用下的内部路由、访问规则、配置等
联邦资源，并可在非控制集群的联邦成员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下自动创建同名联邦资源。

平台管理员或项目管理员可创建、查看、更新、删除联邦命名空间。



查看联邦命名空间列表
查看指定的项目下已创建的联邦命名空间列表。

前提条件

当前项目关联了联邦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查看命名空间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联邦命名空间联邦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联邦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在联邦命名空间列表页面，可查看已创建联邦命名空间的如下信息。

提示提示：单击联邦命名空间列表上方的 联邦集群名称联邦集群名称，可根据联邦命名空间所属联邦集群对联邦命名
空间进行过滤、筛选。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联邦命名空间的名称。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 命名空间所属联邦集群的名称及联邦成员的名称。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命名空间的创建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部署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命名空间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联邦命名空间更新联邦命名空间：更新联邦命名空间的显示名称及配额信息等。

提示提示：

可在联邦命名空间列表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名称后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联邦命名空间
在指定的项目关联的联邦集群下，创建联邦命名空间。

新的联邦命名空间将使用联邦集群成员的资源（内存、CPU 等），每个联邦集群成员下会创建同名的命名
空间。

前提条件

当前项目关联了联邦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创建命名空间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联邦命名空间联邦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联邦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 创建联邦命名空间创建联邦命名空间 按钮，进入 创建联邦命名空间创建联邦命名空间 页面。

5. 参见以下参数说明，配置联邦命名空间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联邦集群联邦集群：在项目关联的集群中，选择一个要创建联邦命名空间的联邦集群。

名称名称 ：输入命名空间名称，名称的固定前缀为项目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
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

（非必填）显示名称（非必填）显示名称：输入联邦命名空间的显示名称。

6. 在 资源配置资源配置 区域，配置联邦命名空间的 资源配额资源配额（ResourceQuota）和 容器限容器限
额额（LimitRange）。

资源配额资源配额：通过单击集群名称切换联邦成员集群，并分别为联邦成员集群下的联邦命名空
间，配置 CPU（核）、内存（Gi）、存储（Gi）、Pod（个）和 PVC 数（个）。创建容器实
例时，将依据请求值，请求占用相关的计算或存储资源配额。

说明说明： 联邦命名空间的资源配额，是联邦集群项目配额的一部分。对于某一种资源，可设置
的最高配额为在项目中的未使用的资源配额，如果任意一种资源的可使用量为 0，将无法继
续创建命名空间，请联系平台管理员。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通过设置容器限额，可以控制在当前命名空间下创建的容器的 CPU/内存内存 大小。
单一容器的 CPU、内存大小必须在默认值和最大值之间。



说明说明：设置容器限额后，在该命名空间下创建自定义应用或计算组件时，容器的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默
认为命名空间的 默认值默认值，重新设置的值不可大于命名空间的 最大值 。

默认值默认值：单一容器可以使用的资源（CPU、内存）下限。
在该命名空间下创建某一计算组件时，未特别指定容器大小的限制值（limits，界面显
示为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那么将使用所在命名空间的 默认值默认值。

最大值最大值：单一容器可使用的资源（CPU、内存）上限。
在该命名空间下创建某一计算组件时，容器大小的限制值（limits，界面显示为 资源限资源限
制制），界面输入时不可超过所在命名空间的 最大值最大值。
注意注意：如果通过 YAML 编排文件设置了大于该 最大值最大值 的值，计算组件将创建失败。

7.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命名空间创建成功后，会进入联邦命名空间的详情页面。



查看联邦命名空间详情
查看指定的联邦命名空间的详情，例如：名称、显示名称、所属联邦集群、命名空间管理员，以及联邦成
员集群分配给联邦命名空间的的资源配额、容器限额等信息。

前提条件

当前项目关联了联邦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查看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联邦命名空间联邦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联邦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查看 联邦命名空间的名称联邦命名空间的名称，进入联邦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在详情信息页面，可查看联邦命名空间的基本信息，在资源配置区域可选择联邦成员集群，分别查
看不同成员集群下的联邦命名空间的资源配额、容器限额。

5. 单击 命名空间成员命名空间成员 页签，可查看联邦命名空间的成员列表，并可执行添加/导入成员等操作。

说明说明：联邦命名空间的成员，对所有联邦成员集群下的命名空间具备同等访问权限。



更新联邦命名空间
更新已创建联邦命名空间的显示名称、资源配额、容器限额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更新资源配额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联邦命名空间联邦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联邦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更新 联邦命名空间的名称联邦命名空间的名称，进入联邦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单击命名空间基本信息标签栏右侧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联邦命名空间更新联邦命名空间。

或或：在联邦命名空间列表页面，单击联邦命名空间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 更新联邦命名空间更新联邦命名空间。

6. 在 更新联邦命名空间更新联邦命名空间 页面，可更新联邦命名空间的显示名称、资源配额资源配额 和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说明说明：通过单击集群名称切换联邦成员集群，可分别更新联邦成员集群下的联邦命名空间的 资源配资源配
额额 和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7. 确认配置值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命名空间成员管理
平台支持通过将角色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用户，将相应的命名空间管理权限或命名空间开发人员权限赋予用
户，并将用户导入或添加至命名空间成为命名空间成员。

支持拥有平台管理、项目管理、命名空间管理权限的用户对命名空间成员进行管理。

在命名空间成员列表页面，可查看已有命名空间成员的如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用户名用户名/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命名空间成员的用户名。 用户名下方为用户的显示名称。

用户角色用户角色 用户被导入当前命名空间时，被绑定的命名空间角色。

用户组用户组
用户所属的组的名称。

用户同步至平台时，会将已有的用户分组信息也同步至平台。

导入时间导入时间 用户被导入当前命名空间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成员记录右侧的 移除移除 将指定的命名空间成员，移除出当前命名空间，并删除绑定的命名空间角色。

提示提示：单击列表右上方搜索框左侧的下拉选择框，可选择 用户名用户名、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并输入相应的值后对用户进行
模糊搜索；选择 用户组用户组 并输入相应的值后对用户进行精确搜索。



导入命名空间成员
支持批量为命名空间导入成员，并为成员分配命名空间管理员或开发人员角色。

约束与限制

仅支持将命名空间所在项目的项目成员导入命名空间，作为命名空间成员。

不支持导入系统默认创建的管理员用户和当前登录用户。

前提条件

要导入命名空间的成员用户已导入命名空间所在的项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导入成员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导入成员 命名空间的名称命名空间的名称，进入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单击 命名空间成员命名空间成员 页签，进入命名空间成员列表页面。

6. 单击 导入成员导入成员 按钮，弹出 导入成员导入成员 对话框。

7. 参考以下子步骤，可将列表中全部用户或部分用户导入命名空间。

提示提示：可通过对话框右上方的用户组下拉选择框选择用户组，并在用户名搜索框中输入用户名对用
户进行模糊搜索。

导入列表中全部用户作为命名空间成员，并批量为用户分配角色。

i. 单击对话框底部 设置角色设置角色 项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要分配的角色名称。

ii. 单击 导入全部导入全部 按钮，将列表中所有用户导入命名空间并授予命名空间相关权限。

导入列表中某个或多个用户作为命名空间成员。

提示提示：可通过对话框右上方的用户组下拉选择框选择用户组，并在用户名搜索框中输入用户
名对用户进行模糊搜索。



i. 单击用户名/显示名称前的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用户。

ii. 单击对话框底部 设置角色设置角色 项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要分配给已选中用户的角色名
称。

iii. 单击 导入导入 按钮，将选中的成员用户导入命名空间并授予命名空间相关权限。



添加命名空间成员
当平台添加了 OICD 类型的 IDP 时，支持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为命名空间添加成员。

您可以通过添加成员为项目添加符合输入要求的 有效的有效的 OIDC 账号账号 作为命名空间角色，并为该用户分配相
应的命名空间角色。

注意注意：添加成员时，无法验证账号的有效性。请确保您输入的账号是有效账号，否则，您添加的账号将无
法正常登录平台。

有效的有效的 OIDC 账号包括账号包括：通过 IDP 配置为平台添加的 OIDC 身份认证服务中的有效账号，包括已成功登录
过平台的、尚未登录过平台的 OIDC 账号。

前提条件

平台已添加了 OICD 类型的 IDP。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添加成员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添加成员 命名空间名称命名空间名称，进入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单击 命名空间成员命名空间成员 页签，打开命名空间成员列表页面。

6. 单击 添加成员添加成员 按钮，弹出 添加成员添加成员 对话框。

7. 在 用户名用户名 输入框中，输入一个平台支持的第三方平台账号用户名。

注意注意：请确认输入的用户名对应的账号是第三方平台已存在的账号，否则，该账号无法成功登录本
平台。

8. 在 角色角色 下拉框中，选择要为该用户配置的角色名称。

9.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添加成功后，可在命名空间成员列表中查看该成员。
同时，在用户列表（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中，可查看该用户。该用户未成功登录或未同步至本平
台前，来源为 - ，且可删除；当该账号成功登录或同步至平台后，平台会记录该账号的来源信息并
在用户列表中展示。



移除命名空间成员
将指定的命名空间成员，移除出命名空间，并删除绑定的命名空间角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视图。

2. 单击待移除成员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项，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

4. 单击待移除成员的 命名空间名称命名空间名称，进入命名空间详情页面。

5. 单击 命名空间成员命名空间成员 页签，打开命名空间成员列表页面。

6. 单击待移除成员记录右侧的  图标，并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移除移除。

7.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移除移除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移除成功”。



运维中心
运维中心为平台管理员、运维管理员提供了监控、日志、事件、告警、通知等运维能力。

平台结合 Prometheus 监控和 Grafana 可视化面板，支持对平台管理的集群、节点、组件、自定义应用、
Pod、容器等进行实时监控。

支持快捷设置集群、节点、计算组件层面的监控指标告警、日志告警（仅计算组件）、事件告警（仅计算
组件），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定义监控指标算法，增加需要的告警指标及规则。并可通过配置通知策略
及时将告警信息发送给运维人员，以避免系统故障或及时处理故障，减少系统运维成本，保障系统的稳定
性。

同时，平台全面集成 Kubernetes 事件，可以查看平台上所有的 Kubernetes 事件信息。支持查看平台上所
有资源的日志信息，包括容器内标准输出的日志和容器内指定文件内记录的日志，能够帮助用户快速地排
查和解决问题。

切换集群

监控面板、告警、事件属于集群级别资源，在使用这些功能之前，需要先切换至具体的集群，切换操作如
图所示。



概览
概览页面为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平台审计人员角色或设置了运维中心相关权限的自定义角色的用户，提
供了平台资源可视化监控数据的汇总界面，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全面地了解平台的整体资源规模和资源的
运行情况。重点突出了资源数据运行趋势和异常信息，能够帮助用户及时发现并定位问题，大幅提升线上
问题的诊断效率。

在概览页面，以图形化界面的形式，分区展示了资源统计数据和用量统计数据。其中，资源统计数据涵盖
了集群、项目、节点、CPU、内存、容器组、用户、角色、命名空间；用量统计数据涵盖了集群资源使用
率 Top 5、节点资源使用率 Top 5、资源使用率、容器组数量、告警触发次数。

同时，支持以下功能：

支持切换时间范围、资源查询范围，精准过滤数据。例如：可展示同类资源在不同时间范围内的数
据；可切换集群，查看不同集群的物理资源利用率；

支持通过跳转链接快速跳转至监控数据涉及的资源列表或详情页面；

支持仅显示异常数据条目并能直接跳转到对应的详情页面。如：跳转到异常项目详情页面。

注意注意：仅支持查看已部署监控组件集群的概览数据。

监控数据刷新控制说明

概览页面的监控数据仅在页面打开时自动刷新一次，如需再次刷新监控数据，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

手动刷新：通过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手动刷新监控数据；

设置自动刷新（默认关闭）：单击  设置自动刷新监控数据的时间间隔。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进入概览页面。

在概览页面，可查看资源统计数据部分和用量统计数据部分。以下将结合图示分别说明。

资源统计数据



用量统计数据



监控趋势统计数据说明参见下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CPU

指定时间范围内，CPU 的 使用率使用率、请求率请求率。

使用率使用率 = 集群上所有容器组的 CPU 使用值 / 集群的 CPU 总额。

注意注意：如果某一段时间集群的 CPU 使用率飙升，您必须首先定位占用 CPU 资源最多的进程。 例如：对

于 Java 自定义应用程序，代码中出现内存泄漏或无限循环的情况可能会出现 CPU 使用率飙高。

请求率请求率 = 集群上所有容器组的 CPU 请求值 / 集群的 CPU 总额。

注意注意：如果某一段时间集群的 CPU 请求率飙升，有可能是集群的超售比设置不合理或集群上运行的 Pod

的请求值设置过高，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内存内存

指定时间范围内，内存的 使用率使用率、请求率请求率。

使用率使用率 = 集群上所有容器组的内存使用值 / 集群的内存总额。

内存是服务器上的重要部件之一，是与 CPU 通信的桥梁。因此，内存的性能对机器有很大的影响。当程

序运行时，数据加载、线程并发和 I/O 缓冲都依赖于内存。可用内存的大小决定了程序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以及如何运行。

请求率请求率 = 集群上所有容器组的内存请求值 / 集群的内存总额。

注意注意：如果某一段时间集群的内存请求率飙升，有可能是集群的超售比设置不合理或集群上运行的 Pod 的

请求值设置过高，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容器组数容器组数

量量
指定时间范围内，集群中处于运行中状态的容器组数量和所有容器组总数。

告警触发告警触发

次数次数
指定时间范围内，触发的集群相关告警、节点相关告警、计算组件相关告警的个数。



监控
平台支持黑盒监控，允许用户通过 HTTP、HTTPS、TCP、DNS 以及 ICMP 的方式对网络进行探测，帮助
用户快速发现平台上已经发生的故障；同时，平台支持采集监控指标并以可视化面板的形式展现基于指标
获取的实时监控数据，用户可通过查看监控面板来了解或预测功能的健康状态。



黑盒监控
平台支持黑盒监控，允许用户通过 ICMP、TCP、HTTP 的方式对网络进行探测，帮助用户快速发现平台上
已经发生的故障。



概述
平台的黑盒监控功能基于 Blackbox Exporter 实现，允许用户通过 ICMP、TCP、HTTP 的方式对网络进行
探测，帮助用户快速发现平台上正在发生的故障。

相比白盒监控体系（平台已有的各类监控指标），黑盒监控重点关注结果，当白盒监控无法覆盖影响服务
可用性的全部因素时，黑盒监控能够快速发现故障，并可基于发生的故障进行告警。例如：某个业务接口
异常，黑盒监控能及时将此类故障暴露给用户。

访问权限说明

平台管理员：或具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可查看、创建、更新、删除黑盒监控项；

平台审计人员：或具有平台审计相关权限的用户，可查看黑盒监控项。

后续操作

可基于黑盒监控 创建告警策略，当检测到故障时触发告警。



创建黑盒监控项
创建黑盒监控项，可选择 ICMP、TCP、HTTP 探测方式，定期对指定的目标地址的网络进行探测。

前提条件

集群已部署监控组件，且监控组件运行正常。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监控监控 > 黑盒监控黑盒监控，进入黑盒监控项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黑盒监控为集群级别功能，单击上方导航栏中集群切换入口，可切换集群。

3. 单击 创建黑盒监控项创建黑盒监控项 按钮，在弹出的 创建黑盒监控项创建黑盒监控项 对话框中，参考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输入黑盒监控项的名称，创建成功后，不支持修改。

支持输入 a-z  、 0-9 、 -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不超过 32 个字

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否 输入黑盒监控项的显示名称，不超过 64 个字符。

探测方探测方

式式
是

ICMP：通过对 目标地址目标地址 中输入的域名或 IP 地址进行 ping 探测，检测服务器的存活状态。

TCP：通过监听 目标地址目标地址 中输入的 <域名:端口>  或 <IP:端口>  中端口，探测主机的业务端

口的存活状态。

HTTP：通过对 目标地址目标地址 中输入的 URL 地址进行探测，检测网站的连通性。

提示提示：HTTP 探测方式默认仅支持 GET 请求方式，如需使用 POST 请求方式请参考 自定义

BlackboxExporter 监控模块。

探测间探测间

隙隙
是 探测间隔时间。

目标地目标地

址址
是

探测的目标地址，不超过 128 个字符。

不同的 探测方式探测方式 下，目标地址的输入格式要求不同：

ICMP：域名或 IP 地址，例如： 10.165.94.31 。

TCP： <域名:端口>  或 <IP:端口> ，例如： 172.19.155.133:8765 。

HTTP：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的网站 URL 地址，例如： http://alauda.cn/ 。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成功后，可在列表页实时查看最近一次的探测结果，并可基于黑盒监控项 创建告警策略，当探



测到故障时，自动触发告警通知相关人员修复故障。

注意注意：黑盒监控项创建成功后，系统需要 5 分钟左右的时间同步配置，在同步配置期间，不会进行
探测，无法查看探测结果。

自定义 BlackboxExporter 监控模块

通过为 BlackboxExporter 的配置文件添加自定义监控模块，可实现模块定义的探测方式， 丰富黑盒监控的
功能。

例如：为配置文件添加 http_post_2xx 模块后，当黑盒监控的探测方式为 HTTP  时，可探测 POST 请求
方法的状态。

提示提示：黑盒监控的配置文件位于集群的 Prometheus 组件所在的命名空间下，名称默认为 cpaas-monitor-

prometheus-blackbox-exporter ，支持修改，请以实际名称为准。
该配置文件是命名空间相关的 ConfigMap 资源，可通过平台管理视图的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资源管理资源管理 功能快速查
看、更新。如下图所示。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更新黑盒监控的配置文件，为 key modules  添加自定义监控模块。

以添加 http_post_2xx 模块为例进行说明。

  blackbox.yaml: |

    modules:           

      http_post_2xx:                    # http_post 探测模块                                   

        prober: http

        timeout: 5s

        http:

          method: POST                 # 探测的请求方法

          header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 '{}'                   # 探测时携带的 body 内容



完整的黑盒监控的配置文件 YAML 示例参见 参考信息。

2. 选择以下任一方式使配置生效。

删除 Blackbox Exporter 组件 cpaas-monitor-prometheus-blackbox-exporter 的 Pod 重启
Blackbox Exporter 组件。

执行以下命令调用 reload API 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参考信息

完整的黑盒监控的配置文件 YAML 示例如下：

curl -X POST -v <Pod IP>:9115/-/reload     

apiVersion: v1

data:

  blackbox.yaml: |

    modules:

      http_2xx_example:               # http 探测示例

        prober: http

        timeout: 5s                   # 探测的超时时间

        http:

          valid_http_versions: ["HTTP/1.1", "HTTP/2.0"]                   # 返回信息中的 

Version，一般默认即可

          valid_status_codes: []  # Defaults to 2xx                       # 有效的返回码范围，

如果请求的返回码在该范围内，视为探测成功

          method: GET                 # 请求方法

          headers:                    # 请求的头部

            Host: vhost.example.com

            Accept-Language: en-US

            Origin: example.com

          no_follow_redirects: false  # 是否允许重定向

          fail_if_ssl: false   

          fail_if_not_ssl: false

          fail_if_body_matches_regexp:

            - "Could not connect to database"

          fail_if_body_not_matches_regexp:

            - "Download the latest version here"

          fail_if_header_matches: # Verifies that no cookies are set

            - header: Set-Cookie

              allow_missing: true

              regexp: '.*'

          fail_if_header_not_matches:

            - header: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regexp: '(\*|example\.com)'



              regexp: '(\*|example\.com)'

          tls_config:                  # 针对 https 请求的 tls 的配置

            insecure_skip_verify: false

          preferred_ip_protocol: "ip4" # defaults to "ip6"                 # 首选的 IP 协议版

本

          ip_protocol_fallback: false  # no fallback to "ip6"            

      http_post_2xx:                   # 带 Body 的 http 探测的示例

        prober: http

        timeout: 5s

        http:

          method: POST                 # 探测的请求方法

          headers: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 '{"username":"admin","password":"123456"}'                   # 探测时携带的 

body

      http_basic_auth_example:         # 带用户名密码的探测的示例

        prober: http

        timeout: 5s

        http:

          method: POST

          headers:

            Host: "login.example.com"

          basic_auth:                  # 探测时要加的用户名密码

            username: "username"

            password: "mysecret"

      http_custom_ca_example:

        prober: http

        http:

          method: GET

          tls_config:                  # 指定探测时使用的根证书

            ca_file: "/certs/my_cert.crt"

      http_gzip:

        prober: http

        http:

          method: GET

          compression: gzip            # 探测时使用的压缩方法

      http_gzip_with_accept_encoding:

        prober: http

        http:

          method: GET

          compression: gzip

          headers:

            Accept-Encoding: gzip

      tls_connect:                     # TCP 探测的示例

        prober: tcp

        timeout: 5s

        tcp:

          tls: true                    # 是否使用 TLS

      tcp_connect_example:



      tcp_connect_example:

        prober: tcp

        timeout: 5s

      imap_starttls:                   # 探测 IMAP 邮箱服务器的配置示例

        prober: tcp

        timeout: 5s

        tcp:

          query_response:

            - expect: "OK.*STARTTLS"

            - send: ". STARTTLS"

            - expect: "OK"

            - starttls: true

            - send: ". capability"

            - expect: "CAPABILITY IMAP4rev1"

      smtp_starttls:                   # 探测 SMTP 邮箱服务器的配置示例

        prober: tcp

        timeout: 5s

        tcp:

          query_response:

            - expect: "^220 ([^ ]+) ESMTP (.+)$"

            - send: "EHLO prober\r"

            - expect: "^250-STARTTLS"

            - send: "STARTTLS\r"

            - expect: "^220"

            - starttls: true

            - send: "EHLO prober\r"

            - expect: "^250-AUTH"

            - send: "QUIT\r"

      irc_banner_example:

        prober: tcp

        timeout: 5s

        tcp:

          query_response:

            - send: "NICK prober"

            - send: "USER prober prober prober :prober"

            - expect: "PING :([^ ]+)"

              send: "PONG ${1}"

            - expect: "^:[^ ]+ 001"

      icmp_example:                    # ICMP 探测配置的示例

        prober: icmp

        timeout: 5s

        icmp:

          preferred_ip_protocol: "ip4"

          source_ip_address: "127.0.0.1"

      dns_udp_example:                 # 使用 UDP 进行 DNS 查询的示例

        prober: dns

        timeout: 5s

        dns:

          query_name: "www.prometheus.io"                 # 要解析的域名

          query_type: "A"              # 该域名对应的类型



          query_name: "www.prometheus.io"                 # 要解析的域名

          query_type: "A"              # 该域名对应的类型

          valid_rcodes:

          - NOERROR

          validate_answer_rrs:

            fail_if_matches_regexp:

            - ".*127.0.0.1"

            fail_if_all_match_regexp:

            - ".*127.0.0.1"

            fail_if_not_matches_regexp:

            - "www.prometheus.io.\t300\tIN\tA\t127.0.0.1"

            fail_if_none_matches_regexp:

            - "127.0.0.1"

          validate_authority_rrs:

            fail_if_matches_regexp:

            - ".*127.0.0.1"

          validate_additional_rrs:

            fail_if_matches_regexp:

            - ".*127.0.0.1"

      dns_soa:

        prober: dns

        dns:

          query_name: "prometheus.io"

          query_type: "SOA"

      dns_tcp_example:               # 使用 TCP 进行 DNS 查询的示例

        prober: dns

        dns:

          transport_protocol: "tcp" # defaults to "udp"

          preferred_ip_protocol: "ip4" # defaults to "ip6"

          query_name: "www.prometheus.io"

kind: ConfigMap

metadata:

  annotations:

    skip-sync: "true"

  labels:

    app.kubernetes.io/instance: cpaas-monitor

    app.kubernetes.io/managed-by: Tiller

    app.kubernetes.io/name: prometheus-blackbox-exporter

    helm.sh/chart: prometheus-blackbox-exporter-1.6.0

  name: cpaas-monitor-prometheus-blackbox-exporter

  namespace: cpaas-system



更新/删除黑盒监控项
支持更新或删除已创建黑盒监控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监控监控 > 黑盒监控黑盒监控，进入黑盒监控项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黑盒监控为集群级别功能，单击上方导航栏中集群切换入口，可切换集群。

3. 单击待更新/删除黑盒监控项右侧的  > 更新更新/删除删除。

更新更新：在弹出的 更新黑盒监控项更新黑盒监控项 对话框中，参考 创建黑盒监控项 中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
参数并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删除：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注意注意：删除黑盒监控项后，基于该监控项创建的告警策略无法获继续取相应的监控数据，告
警策略无效。



监控面板
平台支持提供基于 Prometheus 监控工具和 Grafana 可视化平台的监控方案，监控面板中预置了一些已配
置的监控面板，覆盖了主要监控场景所需的监控指标，支持对集群以及集群下的节点、功能组件、计算组
件（Deployment、DaemonSet、DaemonSet）、Pod、容器等相关指标进行实时监控。

提示提示：可通过顶部导航栏的集群切换入口，快速切换集群。

平台上自定义的监控面板包括 General 和 Platform Component 两类：

General：包括集群、节点、计算组件、Pod、平台上所有功能组件的监控数据汇总面板。

Platform Component：平台上单个功能组件的监控面板。

说明说明：平台组件监控功能的成熟度为 Alpha，不建议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前提条件

查看监控面板的集群已部署监控组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监控面板监控面板，进入监控面板页面并选择待查看监控信息的集群。

注意注意：

进入监控面板页面，可能遇到浏览器拦截访问，需要设置允许加载或访问。

选择的集群必须已部署监控组件。可通过顶部导航栏的集群切换入口，快速切换集群。

3. 单击 Grafana 可视化面板左上角的搜索框，可查看平台自定义监控面板列表，并快速选择要查看的
面板。

监控面板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 Grafana 平台帮助文档 。





日志
平台会采集并保存系统日志、产品日志、Kubenetes 日志、自定义应用日志，平台管理员或运维人员，可
通过日志功能模块管理日志保留策略、查看分类日志并导出日志。

系统日志系统日志：宿节点上的日志，例如：dmesg、syslog/messages、secure 等。

产品日志产品日志：平台自身的组件以及平台集成的第三方组件的日志，例如：Container-Platform、
Platform-Center、DevOps、Service-Mesh 等。

Kubenetes 日志日志：Kubernetes 容器编排相关组件的日志，以及 kubelet、kubeproxy 和 docker 产生
的日志，如：docker、kube-apiserver，kube-controller-manager、etcd 等。

自定义应用日志自定义应用日志：业务自定义应用或服务的日志。



日志查询分析
在运维中心的日志查询分析面板中，可查看登录账号权限内的标准输出（stdout）日志，包括系统日志、产
品日志、Kubenetes 日志、应用日志，通过日志可了解资源的运行情况。

支持通过日志查询条件筛选指定时间范围内（选择或自定义）的日志，并通过柱状图以及标准输出展示日
志查询结果。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导出日志数据

设置显示字段

查看日志上下文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日志日志 > 日志查询分析日志查询分析，进入日志查询分析页面。

平台默认显示过去 30 分钟内的所有应用日志，以柱状图的形式呈现，并按照集群名称、节点名称、



应用名称、容器实例、日志输出源等过滤条件类别以不同的颜色显示了详情。支持单击某一个过滤
条件类别后，添加这个类别为查询条件。

3. 在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框中，下拉选择过去的某个时段，也可以选择 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日期和具体时间。
确定了时间范围后，日志的柱状图和详情显示了选定时间段的日志。最多支持查看过去 7 天的日
志。

4. 单击 日志类型日志类型 下拉选择框，并选择要查询的日志类型。默认为 应用日志应用日志。

5.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选择了相应 日志类型日志类型 后，可设置的过滤条件。

应用日志应用日志：支持通过 项目项目、集群集群、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应用应用 过滤日志数据。以上过滤项的默认配置均
为 全部全部，单击下拉框可选择具体配置项后过滤日志数据。

系统日志系统日志：支持通过 集群集群 过滤日志数据。默认为 全部全部 集群，单击下拉框可选择具体集群后
过滤日志数据。

Kubernetes 日志日志：支持通过 集群集群、组件组件 过滤日志数据。以上过滤项的默认配置均为 全部全部，
单击下拉框可选择具体配置项后过滤日志数据。

产品日志产品日志：支持通过 集群集群、组件组件 过滤日志数据。以上过滤项的默认配置均为 全部全部，单击下
拉框可选择具体配置项后过滤日志数据。

6. 单击 日志查询条件日志查询条件 下拉选择框，支持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标签或直接输入关键字，过滤、筛选特定资
源或特定日志内容的日志。

说明说明：日志类型日志类型 不同时，可选择的日志查询条件不同。

应用日志应用日志：支持选择 nodename、path、containerid、podname 查询条件。并支持输入关
键字（search:keyword）作为查询条件。

系统日志系统日志：支持选择 nodename 查询条件。并支持输入关键字（search:keyword）作为查询
条件。

Kubernetes 日志日志：支持选择 nodename、containerid、podname 查询条件。并支持输入
关键字（search:keyword）作为查询条件。

产品日志产品日志：支持选择 containerid、podname 查询条件。并支持输入关键字
（search:keyword）作为查询条件。

说明说明：

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标签，不同资源类型的查询条件之间是 and 关系，同资源类型之间的多
个条件之间是 or 的关系。例如：查询条件为 
podname:pod1 、 podname:pod2 、 nodename:a1 、 search:Keyword ，搜索结果为 a1 节点
上 Pod 名称为 pod1、pod2 的日志，且仅查询含有 Keyword 的日志。



仅关键字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搜索。

7. 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

提示提示：

柱状图显示了当前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日志总条数和不同时间节点的日志条数。单击柱状图的某个柱
体，查看这个柱状图和下一个柱状图之间的时间范围内的日志。

如果日志条数很多，在右下角的页数框中，输入页数，跳转到对应页数的日志。

单击柱状图右上角的 刷新刷新 按钮，可刷新柱状图和日志数据。

其他操作

导出日志数据导出日志数据

页面最多展示 10000 条日志数据，当查询得到的日志条数过多时，可通过导出日志功能，查看完整的日志
信息。

支持将日志查询结果导出为 .txt  或 .csv  格式的压缩文件，压缩格式为 .zip 。

说明说明：

如果仅需要导出查询结果的当前页，则可直接通过浏览器将日志压缩文件导出至本地；如果需要将
满足查询条件的全部查询结果导出，则需要前往 导出记录导出记录 页面查看导出状态，并下载已成功导出的
日志压缩文件。

导出的日志压缩文件中，会包含一个 readme.txt  文件，该文件中包含了导出时间、操作人、日志
查询条件、导出字段、导出格式等信息。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当选择要导出 全部结果全部结果 时，需要为日志导出功能配置存储。如果平台部署时未配置，请联系平台的技术支
持人员获得帮助或参考 如何为 apollo 组件配置存储？ 进行配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柱状图右上角的 导出导出 按钮，在弹出的导出日志对话框中配置以下参数。

范围范围：日志导出的范围，可选择 当前页当前页 或 全部结果全部结果。
当前页当前页：仅导出当前页的查询结果，会通过浏览器直接下载导出文件；
全部结果全部结果：则会导出满足当前查询条件的所有日志数据，需要前往 导出记录导出记录 页面查看导出状
态，并下载已成功导出的日志文件。



字段字段：日志的显示字段，可通过单击字段名称右侧的复选框，选择在导出的日志文件中显示
哪些字段信息。

说明说明：日志类型不同，则可选的显示字段不同，请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格式格式：日志文件的导出格式，支持选择 txt  或 csv 。

2.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导出导出 按钮。
如果范围为 当前页当前页，浏览器会直接下载导出文件至本地；如果范围为 全部结果全部结果，请前往 导出记录导出记录
页面查看导出状态，并下载已成功导出的日志文件。

设置显示字段设置显示字段

为了便于分析日志内容，获取关键信息，支持设置日志内容的显示字段。例如：集群、命名空间、节点名
称、容器组、路径等字段。

操作步骤

1. 单击日志内容区域右上角的 设置设置 按钮，在弹出的复选框对话框中单击选择或取消选择显示字段即
可。

查看日志上下文查看日志上下文

支持查看某条日志数据的上下文。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日志内容区域右上角的  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会展示当前日志打印时间前、后各 5 条日
志，便于运维人员更详细的了解资源产生当前日志的原因。
进一步单击上下文记录上、下的 加载更多加载更多 按钮，可查询更多的上下文信息。

同时，支持设置日志上下文的显示字段或导出日志上下文。请参考 设置显示字段 和 导出日志数
据，导出日志上下文时无需选择 范围范围，单击 导出导出 按钮后会通过浏览器将日志上下文文件直接下载
至本地。



策略管理
支持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通过管理日志策略，设置日志在平台上的保留时间。支持配置全局策略和
项目策略。

全局策略在全平台生效，支持分别设置系统日志、产品日志、Kubenetes 日志、自定义应用日志的
日志保留时间。默认保留时间为 7 天，可前往 平台管理平台管理 >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 日志存储策略日志存储策略 页面设置保留
时间。

项目策略仅对具体项目下的自定义应用日志生效。设置项目策略后，项目下所有自定义应用日志将
按照项目策略执行。

操作步骤 - 全局策略管理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日志日志 > 策略管理策略管理，进入策略管理页面。

3. 在 全局策略全局策略 区域，支持查看或更新 系统日志系统日志、产品日志产品日志、Kubenetes 日志日志、自定义应用日志自定义应用日志 在平
台上的保留时间，默认的保留时间均为 7 天。

更新全局策略更新全局策略 步骤如下：

i. 单击待更新配置项右侧的  图标，弹出更新保留时间的对话框。

ii. 单击保留时间计数器左右两侧的 - / + ，减少/增加保留天数。或直接在计数器中输入数值，
平台支持设置的保留时间范围为 1~30 天。
当输入的数值为小数时，将向上取整为整数；当输入的数值小于 1 时，取整为 1 且 -  不支
持单击；当输入的数值大于 30 时，取整为 30 且 +  不支持单击。

iii.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更新全局策略。

操作步骤 - 项目策略管理

1. 在 项目策略项目策略 区域，可管理已配置项目策略列表，并支持添加新的项目策略。

管理项目策略列表

在项目策略列表，支持查看已配置项目策略的以下信息，并支持管理已配置项目策略。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的名称。名称下方为项目的显示名称。



日志保留日志保留

时间时间
项目下自定义应用日志的保留时间。

策略状态策略状态 策略的状态，已启用已启用 或 已停用已停用。

最近停用最近停用

时间时间
策略最近一次被停用的时间。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策略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策略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策略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更新：更新策略；

停用停用：停用处于 已启用已启用 状态的策略。停用后，该项目下所有自定义应用日志按全局策略执行；

启用启用：启用处于 已停用已停用 状态的策略。启用后，该项目下所有自定义应用日志按项目策略执行，

原有的日志将无法查询；

删除删除：删除处于 已停用已停用 状态的策略。删除后，该项目下所有自定义应用日志按全局策略执行。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提示提示：支持在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项目名称进行模糊搜索；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
标，可刷新列表。

添加项目策略

提示提示：项目策略添加成功后，该项目下所有的自定义应用日志将按照项目策略执行。原有日
志将无法查询。

i. 单击项目策略列表上方的 添加项目策略添加项目策略 按钮，弹出 添加项目策略添加项目策略 对话框。

ii. 单击 项目项目 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项目。

iii. 单击 日志保留时间日志保留时间 计数器左右两侧的 - / + ，减少/增加保留天数。或直接在计数器
中输入数值，平台支持设置的保留时间范围为 1~30 天。
当输入的数值为小数时，将向上取整为整数；当输入的数值小于 1 时，取整为 1 且 
-  不支持单击；当输入的数值大于 30 时，取整为 30 且 +  不支持单击。

iv.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即可在项目策略列表查看新添加的项目策略并进行
管理。



导出记录
在日志查询分析页面导出日志时，范围选择 全部结果全部结果 后，可在 导出记录导出记录 页面查看导出记录并下载日志压
缩文件。

说明说明：平台上会为您保留 7 天内的导出记录，超出 7 天的导出记录将会被删除。

前提条件

需要为日志导出功能配置存储。如果平台部署时未配置，请联系平台的技术支持人员获得帮助或参考 如何
为 apollo 组件配置存储？ 进行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日志日志 > 导出记录导出记录，进入导出记录页面。

在导出记录页面，可查看导出记录列表，当导出记录的状态为 导出失败导出失败 时，支持查看失败原
因并 重新导出重新导出。

支持 下载下载 7 天内的状态为 完成完成 的导出记录。

支持 删除删除 导出记录。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左上方的下拉选择框，可通过导出记录的状态筛选导出记录。

单击下拉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事件
平台对接了 Kubernetes 事件，记录了 Kubernetes 资源的重要状态变更及各种运行状态变化的事件，并且
提供了存储、查询、可视化能力。当集群、节点、Pod 等资源出现异常情况时，可通过事件分析具体原
因。

并可基于事件原因为计算组件 创建告警策略，当关键事件发生次数达到告警阈值时，能够自动触发告警并
通知相关人员及时处理，以降低平台业务运行风险。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通过顶部导航栏的集群切换下拉选择框切换待查看事件的集群。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事件事件，进入事件页面。

4. 在事件页面默认展示最近 30 分钟内（可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的重要事件总览以及资源事件记
录。



重要事件总览重要事件总览：卡片上展示重要事件的事件原因，以及查询时间范围内发生该类事件的资源
个数。
注意注意：当同一资源多次发生该类事件时，资源个数不会累加。
例如：节点重启事件的资源个数为 20，表示在查询时间范围内，有 20 个资源发生了该类事
件，同一个资源可能发生了多次。

资源事件记录资源事件记录：重要事件总览区域下方，展示查询时间范围内，符合查询条件的所有事件记
录。
可通过单击重要事件卡片过滤相应类型的事件，或展开并输入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查询条件说明如下：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类型，例如：Pod。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所在的命名空间。

事件原因事件原因：事件发生的原因（reason）。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名称。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名称。



提示提示：

单击查询记录中  可在弹出的 事件详情事件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事件原因左侧的图标颜色表示事件等级。绿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Normal ，可忽略该
事件；橘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Warning ，存在资源异常的情况，需要关注该事件以免
引发故障。



告警
平台管理员可通过运维中心管理集群、节点、计算组件的告警策略。

同时，可统一管理平台的告警模板，以便用户使用模板快速创建针对集群、节点、计算组件的告警策略。



实时告警
平台通过实时告警将当前发生告警的资源个数及详细的发生告警的资源信息进行集中展示后，方便运维人
员、管理员实时了解平台上整体业务的告警情况，及时排除故障因素，保障平台正常运行。

前提条件

平台上集群的监控组件均运行正常。当集群的监控组件异常时，无法读取集群的监控数据，集群告警功能
无法正常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实时告警实时告警，进入实时告警页面。

提示提示：该页面数据每隔 1 分钟自动刷新一次。

在实时告警区域，可查看根据资源类型（集群集群、节点节点、部署部署、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
统计的正在告警的告警总数。

在列表区域，可查看正在告警的告警列表信息。

提示提示：

列表支持根据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过滤告警。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告警资源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图标，可刷新列表。

列表字段说明参见下表。

参参

数数
说明说明

告告

警警

资资

源源

告警策略关联的资源的类型和名称。

支持根据资源名称排序；单击 告警资源名称告警资源名称，可在弹出的 告警策略详情告警策略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告警详情。如下图所

示。

所所

属属

集集

群群

告警资源所在集群，支持根据集群名称排序。

告告

警警

描描

述述

告警的规则描述信息，可通过描述了解告警触发的原因。

等等

级级

告警的等级，支持根据等级排序。当告警等级为灾难时，对应的告警描述及等级区域的背景显示为红色；当等级

为灾难时，对应的的告警描述及等级区域的背景显示为橙色。



持持

续续

时时

间间

告警触发后的持续时间，支持根据持续时间排序。

告告

警警

状状

态态

告警的状态。

参参

数数
说明说明



告警策略
当集群部署了监控组件时，平台管理员可在运维中心为集群、节点、计算组件，设置以下几种告警类型的
告警策略：

注意注意：如需为计算组件创建日志告警、事件告警还需要集群已部署 ElasticSearch 组件。

指标告警：平台根据客户需求，提炼满足大部分客户需求的常用监控指标。用户通过选择监控指
标，并设置一些条件和阈值，可快速满足对业务的监控告警需求。当指标数据达到告警阈值后，可
以根据设定的通知，通过短信、邮件和 Webhook 等方式发送告警。

自定义告警：由客户按照自己公司的使用场景，添加企业专属的指标规则，在指标告警的基础上，
更好的满足企业对于告警的高阶需求。

日志告警（仅计算组件）：根据日志内容查询关键字和指定时间范围内查询到的结果数触发的告
警。

事件告警（仅计算组件）：根据原因查询关键字和指定时间范围内查询到的结果数触发的告警。

黑盒告警（仅集群）：根据集群下已创建的黑盒监控项的监控数据触发的告警。



查看告警策略列表
查看集群下的告警策略列表，包括针对集群、节点、计算组件的所有告警策略。

同时，支持对告警策略执行更新、设置静默或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可选）在顶部导航栏，将集群切换为待查看告警策略的集群。

在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 列表页面，可查看告警策略的以下信息。

提示提示 1：支持通过设置列表上方的过滤条件过滤告警策略。过滤条件包括：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根据告警策略关联资源所在的命名空间名称过滤，默认为 全部 。

注意注意：集群和节点不属于命名空间下资源，过滤集群和节点相关告警策略时，请选择 全部
或 -(不在命名空间下) 。

告警状态告警状态：根据告警策略的告警状态过滤，默认为 全部 。

静默状态静默状态：根据告警策略的静默状态过滤，默认为 全部 。

创建人创建人：根据告警策略的创建人用户名过滤，默认为 全部 。

名称名称：支持根据输入的告警策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提示提示 2：

告警列表以及指定的告警的规则列表均优先按照告警状态（告警 > 处理中 > 正常）排序，相
同状态的告警策略或规则则按照名称排序。

列表中默认显示告警策略的名称、关联资源、命名空间、告警状态、操作字段。

支持设置列表显示字段，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通过单击选中/
取消选中字段名称，即可设置在节点列表中展示的字段信息。如下图所示。



注意注意：

名称、关联资源、告警状态、操作字段不支持隐藏。

该设置仅当用户停留在当前页面时生效，重新登录或刷新页面后，恢复默认设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上下行分别显示告警策略的名称和显示名称。

名称旁带有  图标的告警策略的静默状态为 静默中静默中，即当前时间在静默时间范围内；

名称旁带有  图标的告警策略的静默状态为 等待中等待中，即当前时间小于静默开始时间。

提示提示：将光标移动至静默图标上时，可查看告警静默的信息、创建人信息。

关联关联

资源资源
创建告警策略的资源的类型和名称。

命名命名

空间空间
创建告警策略的资源所在命名空间的名称。

告警告警

状态状态

告警策略包含的告警规则的状态。

告警规则的状态包括：

正常正常：未触发告警。

告警告警：已触发告警并发送。

处理中处理中：已达告警阈值，即将触发告警的中间状态。

说明说明：状态占比条上方的数据为 正常告警规则数 / 总告警规则数 （不包括已禁用规则数），将光标移动

到占比条上时，可查看告警策略包含的所有告警规则、告警类型、等级和状态。

通知通知

策略策略
告警策略采用的通知策略，策略数量过多时，隐藏部分名称。光标移动至  图标上时，可展开全部。



创建创建

时间时间
告警策略的创建时间。

快捷快捷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告警策略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告警策略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更新：更新告警策略的配置；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为告警策略设置静默；

删除删除：删除非系统内置的告警策略。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创建告警策略
结合监控指标和日志、事件数据为集群、节点、计算组件创建指标告警、自定义告警、日志告警（仅计算
组件）、事件告警（仅计算组件）类型的告警策略，设置告警的监控指标信息、告警阈值和告警通知方式
等告警规则相关参数。

创建告警策略的基本流程如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告警规则

3. 配置策略

前提条件

如需根据监控指标创建告警策略，需要保证待创建告警策略的集群已部署监控组件。

如需根据日志、事件查询结果创建告警策略，需要保证待创建告警策略的集群已部署 Elasticsearch
组件。

操作步骤 1 配置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可选）在顶部导航栏，将集群切换为待创建告警策略的集群。

4. 在告警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创建告警策略创建告警策略 按钮，进入创建告警策略页面。

5.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告警策略的基本信息。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输入告警策略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否 输入告警策略的显示名称，不超过 64 个字符。

描述描述 否 输入告警策略的描述信息。



资源类资源类

型型
是

选择待创建告警策略的资源对象的类型。支持选择：

集群集群：当选择集群时，资源名称会显示当前集群的名称；

节点节点：当选择节点时，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下拉选择框选择创建告警策略的节点，可选择 全部节点

或某个指定的节点；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当选择计算组件时，需要在 资源对象资源对象 区域：

1. 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下拉选择框选择计算组件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下拉选择框选择具体的计算组件。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操作步骤 2 配置告警规则

注意注意：至少需要为告警策略添加一条告警规则。

1. 在 告警规则告警规则 区域，单击 添加告警规则添加告警规则，弹出 添加告警规则添加告警规则 对话框。

说明说明：对话框的上方显示的监控图表数值由监控指标和聚合时间决定，会根据您的选择实时变化。

2. 选择告警类型。

指标告警指标告警：根据平台预设的监控指标创建的告警。

自定义告警自定义告警：根据用户自定义监控指标创建的告警。

日志告警日志告警：根据组件的日志查询结果创建的告警。

事件告警事件告警：根据当前组件的所有事件的 Reason（组件转换到当前状态的原因）创建的告警，
例如：BackOff、Pulling、Failed 等。

黑盒告警黑盒告警：根据集群下已创建的黑盒监控项创建的告警。

注意注意：仅当集群已部署 ElasticSearch 组件时，支持创建日志告警、事件告警。

3. 参照以下说明分别配置不同类型的告警规则。

配置指标告警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指标指标

名称名称
是

通过单击 指标指标 项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平台预设的监控指标。

提示提示：将光标移动至监控指标选项上时，可查看该指标说明信息。

聚合聚合

方式方式
是

单击选择监控指标数据的 聚合方式聚合方式，支持选择 原始值原始值 或 聚合值聚合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小

值）。

原始值原始值：采集监控指标的原始数据；

聚合值聚合值：采集一段时间的监控指标后，根据某种规则进行处理后得到的数据，根据处理后的数

据判断是否达到告警阈值，可选 平均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小值最小值。需要配置 聚合时间聚合时间，选择要采集

监控指标数据的持续时间。可选择持续 30 秒、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5 分钟、10 分钟、

30 分钟。

例如：聚合方式聚合方式 选择 平均值平均值，聚合时间聚合时间 选择 5 分钟分钟，那么将根据 5 分钟内的监控指标数据平

均值，判断是否达到告警阈值。

触发触发

条件条件
是

在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 区域，通过单击左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比较运算符；在中间的输入框中输入告警阈

值；单击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持续时间。通过监控指标的实时值和告警阈值的比较运算结果，

以及实时值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持续时间，判断是否告警。

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可选择 >、>=、==、<=、<、!=（不等于）。

告警阈值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仅接受数字，可保留 4 位小数，整数部分最多 17 位。

持续时间持续时间：指标数据实时值持续保持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时长等于持续时间时，触发告警。

告警告警

等级等级
是

选择告警等级，用于标识告警的严重程度。

支持选择 灾难告警灾难告警、严重告警严重告警、警告告警警告告警、提示告警提示告警，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灾难告警灾难告警 > 严严

重告警重告警 > 警告告警警告告警 > 提示告警提示告警。

高级高级 否

单击 高级高级，展开 标签标签（labels）、注解注解（annotations）配置项。

在 标签标签/注解注解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 键键 和 值值。支持添加多条标签和注解。

单击已添加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该记录。

配置自定义告警

参参

数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表表

达达

式式

是

在 表达式表达式 输入框中，需要按照您的特定监控场景，自行添加专属的指标规则，满足监控告警方面的高级需求。需要手动输

入 Prometheus 可以识别的监控指标算法和指标，例

如：”rate(node_network_receive_bytes{instance=“$server”,device!~“lo”}[5m])“。

指指

标标

名名

称称

是 输入自定义指标的名称。



指指

标标

单单

位位

否 在 单位单位 框中，选择下拉列表框中的监控指标单位，或手动输入自定义单位。

图图

例例

参参

数数

否

输入监控数据的一个标签的 键键，将会将键对应的 值  作为图例标识。输入格式如： {{.键}} 。

提示提示：输入正确的表达式后，将光标移动至对话框上方的监控图表右侧的排行统计列表记录上，可查看数据的所有标签。

如图所示。

例如：通过表达式 up{service="kubelet"}  获取到的监控数据的标签包含 

"__name__":"up","endpoint":"https-

metrics","instance":"192.168.18.2:10250","job":"kubelet","namespace":"kube-

system","node":"192.168.18.2","service":"kubelet"}"  ，如果想使用收集数据的目标端点作为图例标识，

可输入图例参数 {{.instance}} 。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触触

发发

条条

件件

是

在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 区域，通过单击左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比较运算符；在中间的输入框中输入告警阈值；单击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

持续时间。通过监控指标的实时值和告警阈值的比较运算结果，以及实时值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持续时间，判断是否告警。

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可选择 >、>=、==、<=、<、!=（不等于）。

告警阈值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仅接受数字，可保留 4 位小数，整数部分最多 17 位。

持续时间持续时间：指标数据实时值持续保持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时长等于持续时间时，触发告警。

告告

警警

等等

级级

是

选择告警等级，用于标识告警的严重程度。

支持选择 灾难告警灾难告警、严重告警严重告警、警告告警警告告警、提示告警提示告警，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灾难告警灾难告警 > 严重告警严重告警 > 警告告警警告告警 > 

警警。

参参

数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高高

级级
否

单击 高级高级，展开 指标描述指标描述、标签标签（labels）、注解注解（annotations）配置项。

在 指标描述指标描述 输入框中，输入指标的描述信息，不超过 100 字符。

在 标签标签/注解注解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 键键 和 值值。支持添加多条标签和注解。

单击已添加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该记录。

参参

数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配置日志告警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时间时间

范围范围
是

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选择框，选择日志查询的时间范围。可选择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5 分

钟、10 分钟、30 分钟。

例如：时间范围选择为 5 分钟，告警创建成功之后，任意的 5 分钟内，查询到的满足条件的日

志条数达到告警阈值则触发告警。

日志日志

内容内容
否

在 日志内容日志内容 输入框中，输入日志内容查询字段，按回车键确定。

支持输入多个字段，查询时，多个字段之间是 and  的关系，即日志内容中同时包含所有字

段的日志记录才符合查询条件。

触发触发

条件条件
是

在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 区域，通过单击 日志条数日志条数 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比较运算符；在输入框中输入告警

阈值。通过查询结果的实时值和告警阈值的比较运算结果，判断是否告警。

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可选择 >、>=、==、<=、<、!=（不等于）。

告警阈值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仅接受正整数和 0。

告警告警

等级等级
是

选择告警等级，用于标识告警的严重程度。

支持选择 灾难告警灾难告警、严重告警严重告警、警告告警警告告警、提示告警提示告警，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灾难告警灾难告警 > 严严

重告警重告警 > 警告告警警告告警 > 提示告警提示告警。

高级高级 否

单击 高级高级，展开 标签标签（labels）、注解注解（annotations）配置项。

在 标签标签/注解注解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 键键 和 值值。支持添加多条标签和注解。

单击已添加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该记录。

配置事件告警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时间时间

范围范围
是

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选择框，选择事件查询的时间范围。可选择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5 分

钟、10 分钟、30 分钟。

例如：时间范围选择为 5 分钟，告警创建成功之后，任意的 5 分钟内，查询到的满足条件的事

件条数达到告警阈值则触发告警。

事件事件

原因原因
否

在 事件原因事件原因 输入框中，输入事件原因查询字段，按回车键确定。

支持输入多个字段，查询时，多个字段之间是 or  的关系，即事件原因中包含任意字段的事

件记录都符合查询条件。

触发触发

条件条件
是

在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 区域，通过单击 事件条数事件条数 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比较运算符；在输入框中输入告警

阈值。通过查询结果的实时值和告警阈值的比较运算结果，判断是否告警。

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可选择 >、>=、==、<=、<、!=（不等于）。

告警阈值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仅接受正整数和 0。

告警告警

等级等级
是

选择告警等级，用于标识告警的严重程度。

支持选择 灾难告警灾难告警、严重告警严重告警、警告告警警告告警、提示告警提示告警，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灾难告警灾难告警 > 严严

重告警重告警 > 警告告警警告告警 > 提示告警提示告警。

高级高级 否

单击 高级高级，展开 标签标签（labels）、注解注解（annotations）配置项。

在 标签标签/注解注解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 键键 和 值值。支持添加多条标签和注解。

单击已添加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该记录。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配置黑盒告警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黑盒黑盒

监控监控

项项

是
单击 黑盒监控项黑盒监控项 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集群下已创建的黑盒监控项，显示格式为： 黑盒监黑盒监

控项名称控项名称(目标地址目标地址)。

指标指标

名称名称
是

当已选的黑盒监控项的 探测方式探测方式 为 ICMP 、 TCP  时，指标名称显示为 连通性 (指标名指标名

称称)，不可设置；探测方式探测方式 为 HTTP  时



触发触发

条件条件
是

在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 区域，通过单击左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比较运算符；在中间的输入框中输入告警阈

值；单击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持续时间。通过监控指标的实时值和告警阈值的比较运算结

果，以及实时值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持续时间，判断是否告警。

提示提示：仅当已选的黑盒监控项的 探测方式探测方式 为 HTTP  且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选择 HTTP 返回码 (指指

标名称标名称) 时，支持设置比较运算符和告警阈值；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为 连通性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时（探测方

式为 ICMP 、 TCP  或 HTTP ），运算符和告警阈值不可设置（!=1）。

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可选择 >、>=、==、<=、<、!=（不等于）。

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仅当已选的黑盒监控项的 探测方式探测方式 为 HTTP  且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选择 HTTP 返回

码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时，支持设置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为 HTTP 请求的返回状态码，仅支持输入 3

位正整数，例如：200。

持续时间持续时间：指标数据实时值持续保持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时长等于持续时间时，触发告警。

告警告警

等级等级
是

选择告警等级，用于标识告警的严重程度。

支持选择 灾难告警灾难告警、严重告警严重告警、警告告警警告告警、提示告警提示告警，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灾难告警灾难告警 > 严严

重告警重告警 > 警告告警警告告警 > 提示告警提示告警。

高级高级 否

单击 高级高级，展开 标签标签（labels）、注解注解（annotations）配置项。

在 标签标签/注解注解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 键键 和 值值。支持添加多条标签和注解。

单击已添加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该记录。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4.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告警规则。

提示提示：

参照以上操作，支持为告警添加多条告警规则。

单击已添加告警规则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编辑已添加告警规则。

单击已添加告警规则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告警规则。

操作步骤 3 配置策略

在 策略配置策略配置 区域，支持设置触发告警后的自动化操作，例如：自动发送告警通知。

1. 单击 通知策略通知策略 下拉选择框，通过单击选择一个或多个平台中已存在的通知策略。

2. 选择 告警发送间隔告警发送间隔，配置告警从触发到恢复正常期间，发送告警消息的间隔时间。

全局全局：选择使用平台的全局默认配置。全局的配置支持更新，参见 更新告警发送间隔。



自定义自定义：选择 自定义自定义 后，支持通过单击告警等级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相应等级告警发送
告警消息的时间间隔。
说明说明：当选择 不重复不重复 时，仅在告警触发时、告警恢复正常时，各发送一条告警消息。

3.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告警策略创建成功后进入告警策略详情页面，可查看告警策略的详细信息。



使用模板创建告警策略
使用平台上已创建的告警模板，快速为指定集群、节点或计算组件创建指标告警类型的告警策略。

前提条件

待创建告警策略的集群已部署监控组件。

平台已创建告警模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在顶部导航栏，将集群切换为待创建告警策略的集群。

4. 在告警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创建告警策略创建告警策略 按钮右侧的  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模板创建模板创建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

5. 在弹出的 模板创建告警策略模板创建告警策略 对话框中，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输入告警策略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是 输入告警策略的显示名称，不超过 64 个字符。

模板模板

名称名称
否

单击 模板名称模板名称 下拉选择框，选择要使用的告警模板。模板按照集群、节点、计算组件分类排列。

说明说明：在展开的区域中，可查看告警模板中设置的告警规则、通知策略、告警发送间隔等信息。

资源资源

类型类型
是

当已选择模板是针对 集群集群 的告警策略模板时，资源名称会显示当前集群的名称；

当已选择模板是针对 节点节点 的告警策略模板时，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下拉选择框选择创建告警策略的节

点，可选择 全部节点  或某个指定的节点；

当已选择模板是针对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的告警策略模板时，需要在 资源对象资源对象 区域：

1. 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下拉选择框选择计算组件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下拉选择框选择具体的计算组件。

6.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查看告警策略详情
查看集群下任意告警策略的详情以及告警历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在顶部导航栏，将集群切换为待查看告警策略所在的集群。

4. 在告警策略列表中，单击要查看的 告警策略名称告警策略名称，进入告警策略详情页面。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可查看告警策略的基本信息。

单击基本信息区域的 关联资源名称关联资源名称 后，可跳转资源的详情页面。

在 告警规则告警规则 区域，可查看告警策略包含的告警规则的列表信息及规则详情信息。

单击规则记录左侧的 ，可展开规则的监控信息图表。单击监控图表右上角的时间范
围下拉框，可选择预设的或自定义的监控信息查询时间范围。

单击规则右侧的  图标，可在弹出的 规则详情规则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规则的详细信息。在该

对话框中，支持单击 表达式表达式 右侧的  图标，快速复制表达式。

单击某条规则右侧的 禁用禁用/启用启用 开关，可控制是否禁用/启用该规则。
说明说明：规则被禁用后，规则当中定义的触发告警的条件将不会生效，规则的状态变为 
- ，且该规则不计入告警策略规则总数；规则被重新启用后，则规则包含的触发告警
的条件将重新生效。

在 策略配置策略配置 区域，可查看告警触发后的自动化操作策略。

5. 单击 告警历史告警历史 页签，进入当前策略的告警历史列表页面，可查看告警历史信息。



更新告警策略
更新集群、节点的告警策略。在运维中心的告警策略页面，可更新阈值、策略配置等参数，不支持更新告
警策略名称、资源类型和资源名称。

说明说明：不支持在运维中心更新计算组件的告警策略，可在业务视图更新计算组件的告警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在顶部导航栏，将集群切换为待更新告警策略所在的集群。

4. 单击待更新告警策略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告警策略的名称，进入告警策略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5. 在更新告警策略页面，参考 创建告警策略，更新告警策略的描述、告警规则、策略配置等信息。

6. 编辑完成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设置静默
支持静默集群、节点、计算组件的告警策略。

通过为指定的告警策略设置静默，可控制告警策略在设置的静默时间范围内触发告警时不向通知发送人发
送告警通知消息。支持设置永久静默和自定义时间静默。

例如：当平台升级或维护时，会有很多资源状态异常，相关的告警被触发后，运维人员在升级或维护完成
之前会频繁地收到告警通知。通过为告警策略设置静默，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说明说明：当设置的自定义时间静默的结束时间到期后，静默设置会被自动清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在顶部导航栏，将集群切换为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所在的集群。

4.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或或：

i.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的名称，进入告警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5. 在弹出的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对话框中，单击选择 静默类型静默类型。

永久静默永久静默：静默设置后，直到告警策略被删除前，告警均处于静默状态。

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时间： 静默时间静默时间 下拉框，在展开的时间选择框中设置静默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说明说明：告警会从静默时间的开始时间进入静默状态。当告警策略在静默结束时间后仍处于告
警状态或触发告警时，则会恢复告警通知。且静默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最小间隔为 5 分
钟。

6. 设置完成后，单击 设置设置 按钮。

后续操作

更新静默时间范围



1.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或或：

i.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的名称，进入告警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2. 在弹出的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对话框中，单击选择 静默类型静默类型。

永久静默永久静默：静默设置后，直到告警策略被删除前，告警均处于静默状态。

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时间： 静默时间静默时间 下拉框，在展开的时间选择框中设置静默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提示提示：静默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最小间隔为 5 分钟。

3. 设置完成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静默设置

说明说明：当设置的静默结束时间到期后，静默设置会自动消除。

1.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或或：

i.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的名称，进入告警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2. 在弹出的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对话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3. 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即可删除静默配置。

删除后，告警静默配置失效。触发告警后，会正常向用户发送告警通知。



删除告警策略
支持删除不再使用的告警策略。

说明说明：不支持删除系统内置告警策略。系统内置告警策略是为了提升系统的运维效率，基于 global 集群和
业务集群常见故障排查思路中用到的监控指标，结合告警规则，分类汇总的告警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在顶部导航栏，将集群切换为待删除告警策略所在的集群。

4. 单击待删除告警策略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进入删除告警策略页
面。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告警策略的名称，进入告警策略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告警模板
告警模板是一组以资源为单位的告警规则组合。使用告警模板，可以方便地对同一个资源（例如：某个集
群、某个节点或某个自定义应用下的计算组件）批量创建告警规则。

平台管理员可以在运维中心，统一管理平台中的告警模板，可根据需求选择监控指标、日志内容、事件原
因来创建告警模板。

在运维中心，可使用告警模板创建针对集群和节点的告警策略。在业务视图中，可使用告警模板创建针对
计算组件的告警策略。



查看告警模板列表
查看平台上的告警模板列表，包括集群、节点、计算组件的所有告警模板的列表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模板告警模板，进入告警模板列表页面。

在 告警模板告警模板 列表页面，可查看告警模板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告警模板的名称。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告警模板适用的资源的类型。

规则数规则数
告警模板中包含的告警规则的个数。

单击数字可查看详细的规则的信息，包括规则、告警类型、等级。

通知策略通知策略 告警模板采用的通知策略，策略数量过多时，隐藏部分名称，单击  图标可展开全部。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告警的创建时间。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告警模板右侧对应的  图标，选择对告警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告警模板：更新告警模板的配置。

删除告警模板：删除告警模板。

提示提示：可通过列表页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告警模板名称进行精确搜索。



创建告警模板
创建基于集群、节点或计算组件监控指标的告警模板，以方便后续针对某个资源快速创建告警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模板告警模板，进入告警模板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告警模板创建告警模板 按钮，进入创建告警模板页面。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告警模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告警模板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在 描述描述 框中，输入告警模板的描述信息。支持中文字符。

选择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支持选择 集群集群、节点节点、计算组件计算组件，并根据不同资源的监控指标、Kubernetes
日志、Kubernetes 事件等资源创建不同类型的告警。

集群集群、节点节点：支持创建 指标告警  和 自定义告警 。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支持创建 指标告警 、 自定义告警 、 日志告警  以及 事件告警 。

5. 在 告警规则告警规则 区域，配置告警模板中的告警规则组。单击 添加告警规则添加告警规则，可添加一条告警规则。

说明说明：告警模板至少需要一条告警规则。支持添加多条告警规则。

6. 在弹出的 添加告警规则添加告警规则 对话框中，参考 配置告警规则 设置相关参数。

7.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创建成功后，进入告警模板的详情页面。



查看告警模板详情
查看告警模板的设置详情。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模板告警模板，进入告警模板列表页面。

3. 在告警模板列表中，单击要查看的 告警模板名称告警模板名称，进入告警详情页面。

4. 在告警模板详情页面可查看告警模板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告警规则告警规则、策略配置策略配置 相关信息。



更新告警模板
更新平台中的告警模板。不支持更新告警模板的名称和资源类型。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模板告警模板，进入告警模板列表页面。

3. 在告警模板列表页面，单击待更新告警模板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告警模板的名称，进入告警模板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告警模板页面，更新告警模板参数，参考 创建告警模板。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告警模板
删除不再使用的告警模板。

说明说明：模板删除后，不影响使用模板创建的告警。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单击 告警告警 > 告警模板告警模板，进入告警模板列表页面。

3. 在告警模板列表页面，单击待更新告警模板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告警模板的名称，进入告警模板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告警历史
为方便运维人员、管理员分析近期监控告警状况，进行历史问题追溯，平台支持查看一段时间内的告警历
史记录，支持查看的范围为所有集群，支持查看的历史信息包括发生时间、告警规则、故障资源、通知方
式、状态、通知对象等。

前提条件

用户具有告警历史（alerthistory）的相关权限。

告警历史的保留时间等同于事件的保留时间，不可更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历史告警历史，进入告警历史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支持通过设置列表上方的过滤条件后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过滤告警历史。过滤条件包括：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选择要查询告警历史的时间范围。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选择要查看告警历史的资源类型。支持选择 集群集群、节点节点，以及 部署部署、守护进程守护进程
集集、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类型的计算组件。

当资源类型为 集群集群 时，在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 框中，选择要查看告警历史的告警策略；在 关联关联
资源资源 框中，可输入要查看告警历史的集群名称，如不输入，表示查看所有集群。

当资源类型为 节点节点 时，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要查看节点所在的集群；在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 框
中，选择要查看告警历史的告警策略；在 关联资源关联资源 框中，可输入要查看告警历史的节
点名称，如不输入，表示查看指定集群的所有节点。

当资源类型为 部署部署/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时，在 集群集群 和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要
查看的计算组件所在的命名空间；在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 框中，选择要查看告警历史的告警策
略；在 关联资源关联资源 框中，可输入要查看告警历史的计算组件名称，如不输入，表示查看
指定命名空间的所有计算组件。



列表字段说明参见下表。

参参

数数
说明说明

关关

联联

资资

源源

告警策略关联的资源的类型和名称。

支持按资源名称排序；单击 关联资源名称关联资源名称，可进入对应资源的详情页面。

集集

群群
查询资源类型为 主机主机、部署部署、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时，展示资源所在集群。

命命

名名

空空

间间

查询资源类型为 部署部署、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时，展示资源所在命名空间。

告告

警警

策策

略略

产生告警历史的告警策略，单击 告警策略名称告警策略名称，可进入对应的告警策略详情页面。



告告

警警

规规

则则

触发告警的告警规则，单击 ，查看完整的告警规则信息，以及指定时间范围内的监控图表。

等等

级级
告警的等级，支持按等级严重程度排序。

起起

止止

时时

间间

告警发生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说明说明：

支持按照开始时间排序，默认按照开始时间倒序排序。

当告警未结束时，结束时间为 -，如果告警发生在指定时间范围之前，开始时间为告警实际发生时间。

参参

数数
说明说明



发发

送送

次次

数数

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告警的触发次数。单击 告警发送次数告警发送次数，弹出告警发送次数窗口。

参参

数数
说明说明



告警设置
管理员根据实际情况，针对部分告警参数进行全局设置，例如：告警间隔时间。



更新告警发送间隔
支持管理员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全局的告警发送间隔时间。设置完成后，用户在创建告警模板或告警策略
时，可选择使用全局的告警发送间隔时间。支持灵活地为不同级别的告警设置不同的间隔时间。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设置告警设置，进入告警设置页面。

3. 在 告警发送间隔告警发送间隔 区域，查看不同级别告警对应的告警发送间隔。告警发送间隔是指，告警触发后还
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告警消息。平台提供默认值，在默认情况下，灾难告警的发送
间隔为 5 分钟；严重告警的发送间隔为 15 分钟，警告告警的发送间隔为 30 分钟，提示告警的发送
间隔为 1 小时。

4. 单击 更新更新，在 更新告警发送间隔更新告警发送间隔 窗口，可更新不同级别告警对应的告警发送间隔。支持选择 5 分
钟、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1 小时、3 小时、6 小时、12 小时、1 天、不重复。如设置为不
重复，则只会在告警和恢复时发送告警消息。

5. 更新完成后，单击 更新更新。设置完成后，用户在创建告警模板或告警策略时，可选择使用全局的告警
发送间隔时间。



通知
为满足企业快速创建通知的场景，支持灵活配置通知服务器、通知发送人、通知模板和通知对象。您可以
根据自身业务需求，基于已创建的通知服务器、通知发送人、通知模板和通知对象自定义通知内容，提升
通知内容的可读性和用户体验。

通知支持以邮件、短信、Webhook、钉钉、企业微信的形式，发送平台的运行状况，例如：平台监控、告
警等信息。

创建不同的通知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



通知策略
通知策略支持以邮件、短信、Webhook、钉钉、企业微信的形式，发送平台的运行状况，例如：平台监
控、告警等信息。

支持基于已创建的的通知服务器、通知发送人、通知模板和通知对象灵活创建通知策略，同时，支持查
看、更新和删除已创建的通知策略。



查看通知策略列表
查看平台上已配置的通知策略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策略通知策略，进入通知策略列表页面。

在通知策略的列表页面，可查看通知策略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通知的名称。名称下方为通知的显示名称。

描述描述 通知的描述信息。

创建人创建人 通知的创建人。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通知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通知策略右侧对应的  图标，选择对通知策略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更新：更新通知策略的信息；

删除删除：删除通知策略。

提示提示：

可在列表页面右上角搜索框输入通知的名称进行精确搜索。

可通过单击  按钮，刷新通知策略列表。



创建通知策略
创建通知策略，以邮件、短信、Webhook、钉钉、企业微信的形式，发送平台的运行状况，例如：监控、
告警等信息。

支持为一个通知策略添加多个通知方式。

前提条件

如果您需要创建短信通知策略，请您联系我们的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策略通知策略，进入通知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通知策略创建通知策略 按钮，进入 创建通知策略创建通知策略 页面。

4. 在 名称名称 输入框中，输入通知策略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

5.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输入框中，输入通知策略的显示名称。

6. （可选）在 描述描述 输入框中，输入通知策略的描述信息。

7. 在 通知方式通知方式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 新增一个通知方式记录。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类型类型：单击类型下拉选择框，选择通知的类型。可选 邮箱、短信、钉钉、企业微信、
webhook。

通知对象通知对象：单击通知对象下拉选择框，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已创建的通知对
象。

如果通知对象未提前添加，单击通知对象右侧的 添加通知对象添加通知对象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通知对添加通知对
象象 对话框中，参考 创建通知对象 可快速添加一个或多个通知对象，添加完成的通知对象可
通过下拉选择框选择。

通知模板通知模板：单击通知模板下拉选择框，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通知模板。

说明说明：通知模板会根据通知类型进行过滤，下拉列表中仅显示当前类型的模板。

发送人发送人：仅当 类型类型 为 邮箱 、 短信  时，该参数有效。单击发送人下拉选择框，在展开的下
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发送人。



8. （可选）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多个通知方式。

9.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创建通知策略。



查看通知策略详情
查看已创建通知策略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策略通知策略，进入通知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通知策略名称通知策略名称，进入通知策略详情页面。

4. 在通知策略详情页面，查看通知策略的基本信息和通知方式。



更新通知策略
更新通知策略的显示名称、描述和通知方式信息，不支持更新通知策略的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策略通知策略，进入通知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通知策略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通知策略名称通知策略名称，进入通知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弹出的 更新通知策略更新通知策略 对话框中，参考 创建通知策略 更新通知策略的信息。

5. 确保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通知策略
删除不再使用的通知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策略通知策略，进入通知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通知策略右侧对饮个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通知策略名称通知策略名称，进入通知策略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的输入框中，输入待删除通知策略的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通知对象（Alpha）
通知对象是接受通知的实体。

可提前设置好通知对象，也可在创建通知时添加通知对象。



查看通知对象列表
查看平台上已配置的通知对象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对象通知对象，进入通知对象列表页面。

在通知对象的列表页面，可查看通知对象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对象名称对象名称 通知对象的名称。名称下方为通知对象的显示名称。

类型类型 通知对象的类型。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通知对象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通知对象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通知对象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通知对象更新通知对象：更新通知对象的信息；

删除通知对象删除通知对象：删除通知对象。

提示提示：单击列表右上方搜索框左侧的下拉列表，可选择 对象名称对象名称、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并输入相应的值后对通
知对象进行精确搜索。



创建通知对象
创建不同类型（邮箱、短信、webhook、钉钉、企业微信）的通知对象。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对象通知对象，进入通知对象列表页面。

3. 单击 添加通知对象添加通知对象 按钮，弹出 添加通知对象添加通知对象 对话框。

4. 单击对话框底部的  新增一条通知对象记录。

5. 单击 类型类型 下拉选择框，选择通知对象的类型。

6.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输入框中，输入通知对象的显示名称。

7. 在 对象名称对象名称 输入框中，输入通知对象的名称。该参数的输入格式和通知对象类型的匹配关系如下：

对象类型对象类型 对象名称对象名称

邮箱 输入格式为邮箱地址。

短信 输入格式为手机号码。必须是 7 ~ 15 位的数字。

webhook 输入 webhook 地址，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

钉钉 输入钉钉机器人的地址，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

企业微信 输入微信机器人的地址，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

8. 单击 添加通知对象添加通知对象 对话框底部的 ，重复上述步骤支持批量为一个添加多个通知对象
记录。

说明说明：最多支持批量添加 10 条通知对象记录，超过 10 条时，对话框底部的  置灰，
不可单击。

9. 确保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更新通知对象
更新通知对象的信息，支持更新类型、显示名称、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对象通知对象，进入通知对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通知对象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弹出的 更新通知对象更新通知对象 对话框中，参照 创建通知对象 更新通知对象的配置信息。



删除通知对象
删除不再使用的通知对象。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对象通知对象，进入通知对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通知对象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通知模板
平台管理员或运维人员通过设置通知模板，可基于不同的运维场景自定义通知消息的内容及格式，便于收
到通知消息的用户快速获取关键信息，提升运维效率。



查看通知模板列表
查看平台上已配置的通知模板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模板通知模板，进入通知模板列表页面。

在通知模板的列表页面，可查看通知模板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通知模板的名称，单击名称可进入模板的详情页面。名称下方为通知模板的显示名称。

类型类型 通知模板的类型。

描述描述 通知模板的描述信息。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通知模板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通知模板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通知模板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通知模板更新通知模板：更新通知模板的信息；

删除通知模板删除通知模板：删除通知模板。



创建通知模板
支持创建邮箱、短信、企业微信/钉钉类型的通知模板，通知模板中可基于实际运维场景自定义通知消息的
内容及格式。

模板创建成功后，创建通知策略时，选择模板后即可基于模板标准化输出通知消息。

创建通知模板的主要流程如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模板内容

操作步骤 1 - 配置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模板通知模板，进入通知模板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通知模板创建通知模板 按钮，进入创建通知模板页面。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说明说明

模板类型模板类型 是 根据通知方式选择模板的类型，支持选择 邮箱邮箱、短信短信、企业微信企业微信/钉钉钉钉。

名称名称 是
输入通知模板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是 输入通知模板的显示名称。

描述描述 否 输入模板的描述信息。

操作步骤 2 - 配置模板内容

1. 在 模板配置模板配置 区域，参考不同类型的模板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本文以邮箱通知模板为例进行说明。

通知主题通知主题：邮件主题。也可使用平台预置的默认主题，如需修改，仅修改 {}  之外的文本内
容即可。

预置主题为： 【{{.externalLabels.status}}】PAAS 平台告警：{{.externalLabels.object}}



的{{.externalLabels.summary}} 。

显示内容为： 【告警中】PAAS 平台告警：{资源类型}{资源名称}的{告警规则} ，例如： 【告警

中】PAAS 平台告警：节点192.168.16.53的节点的CPU使用率超过80% 。

通知内容通知内容：邮件通知的内容，默认显示预置的 HTML 格式通知模板内容，您可根据自己的需
要修改内容，模板内容支持 HTML 格式和文本格式，且支持填写中文文本。

提示提示：

输入框右侧默认展开当前格式内容的编写说明区域框，编写过程中，可参考右侧的说
明信息设置字体格式添，添加标题、变量等其他要素。单击编写说明区域框底部的 收收

起帮助信息起帮助信息 按钮，可收起编写说明区域框；单击  可再次展开编写说明区域框。

单击输入框下方的 预览通知预览通知 按钮，可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预览基于当前设置的邮件主
题、通知内容生成的通知消息的展示效果。

2. 单击 样例样例 右侧的 查看查看 按钮，可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查看示例内容；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确认
提示框中单击 替换替换 按钮后，可将输入框中当前内容快速替换为示例内容。

3.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更新通知模板
更新通知模板的信息，支持更新显示名称、模板类型、模板配置，不支持更新通知模板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模板通知模板，进入通知模板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通知模板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通知模板的名称通知模板的名称，进入通知模板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 更新通知模板更新通知模板 页面中，参照 创建通知模板创建通知模板 内容更新通知模板的配置信息。



删除通知模板
模板

删除不再使用的通知模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模板通知模板，进入通知模板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通知模板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通知模板的名称通知模板的名称，进入通知模板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通知发送人（Alpha）
支持基于已有的通知服务器创建通知发送人。将已经过通知服务器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配置为发送人，创
建通知时可快速选择发送人。

说明说明：目前，仅支持通过页面创建邮件类型通知的通知发送人。短信类型通知的通知发送人由短信通知服
务器的默认配置生成，无需您配置。



查看通知发送人列表
查看平台上已配置的通知发送人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发送人通知发送人，进入通知发送人列表页面。

在通知发送人的列表页面，可查看通知发送人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邮箱邮箱 通知发送人的邮箱地址。

授权码授权码 通知发送人的邮箱授权码。默认不显示，单击密码右侧的  图标，可查看授权码。

邮件服务器邮件服务器 通知服务器的名称。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通知发送人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通知发送人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通知发送人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通知发送人更新通知发送人：更新通知发送人的信息；

删除通知发送人删除通知发送人：删除通知发送人。



添加邮件通知发送人
添加邮件通知发送人。可为同一个邮箱通知服务器添加多个通知发送人。

说明说明：目前，仅支持创建邮箱通知发送人，如需配置短信通知发送人，请联系我们的运维工程师获得支
持。

前提条件

在添加通知发送人之前需要您提前准备好通知服务器。

已获取到经过通知服务器认证的有效邮箱账号。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发送人通知发送人，进入通知发送人列表页面。

3. 单击 添加发送人添加发送人 按钮，弹出 添加发送人添加发送人 对话框。

4. 单击 邮件服务器邮件服务器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已创建的邮箱类型的通知服务器名称。

注意注意：需要确保您选择的通知服务器是有效的，否则，无法创建通知发送人。

5. 在 邮箱邮箱 右侧的输入框中，输入已通过服务器认证的有效的邮箱地址。

6. 在 授权码授权码 右侧的输入框中，输入邮箱的授权码。

说明说明：授权码是用于登录第三方客户端的专用密码。

提示提示：单击输入框右侧的  图标，可显示授权码。

7. 确保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注意注意：通知服务器配置错误，或邮箱、密码配置错误都会导致添加发送人失败。



更新邮件通知发送人
更新邮件通知发送人的信息，例如：邮件服务器、邮箱和密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发送人通知发送人，进入通知发送人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通知发送人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弹出的 更新发送人更新发送人 对话框中，参照 创建邮件通知发送人 更新通知发送人的配置信息。



删除通知发送人
删除不再使用的通知发送人。

注意注意：通知服务器删除后，基于该通知服务器创建的通知发送人将失效。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发送人通知发送人，进入通知发送人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通知发送人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通知服务器（Alpha）
通知服务器用于向通知对象发送通知，目前，平台仅支持通过界面配置邮件通知服务器。

如果您需要使用短信通知服务器发送短信通知，请联系我们的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查看通知服务器列表
查看平台上已配置的通知服务器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服务器通知服务器，进入通知服务器列表页面。

在通知服务器的列表页面，可查看通知服务器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通知服务器的名称。名称下方为通知服务器的显示名称。

类型类型 通知服务器的类型。

描述描述 通知服务器的描述信息。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通知服务器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创建通知服务器
创建通知服务器，提供通知发送服务。

说明说明：目前，仅支持创建邮箱通知服务器，如需配置短信通知服务器，请联系我们的运维工程师获得支
持。

前提条件

在创建通知服务器之前需要您已经申请或配置了一台相应类型的通知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服务器通知服务器，进入通知服务器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通知服务器创建通知服务器 按钮，进入 创建通知服务器创建通知服务器 页面。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名称名称：通知服务器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输入通知服务器的显示名称。

（可选）描述描述：输入通知服务器的描述信息。

5. 在 服务器配置服务器配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服务地址服务地址：通知服务器的地址。例如： smtp.yeah.net 。

端口端口：通知服务器的端口号。当勾选了 使用使用 SSL 时，端口号需要输入 SSL 端口号。

使用使用 SSL：使用 SSL 协议加密的开关，默认关闭。
用于控制通知发送时是否使用 SSL 协议进行加密。

跳过非安全验证跳过非安全验证：非安全验证（insecureSkipVerify）开关，默认关闭。
该开关用来控制是否校验客户端证书和服务器主机名。如果打开开关，则不会校验证书以及
证书中的主机名和服务器主机名是否一致。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查看通知服务器详情
查看已创建通知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服务器通知服务器，进入通知服务器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通知服务器创建通知服务器 按钮，进入 创建通知服务器创建通知服务器 页面。

4. 单击待查看 通知服务器名称通知服务器名称，进入通知服务器详情页面。

5. 在通知服务器详情页面，查看通知服务器的基本信息和服务器配置信息。



更新通知服务器
更新通知服务器的信息，例如：服务器配置信息等。不支持更新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服务器通知服务器，进入通知服务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通知服务器名称通知服务器名称，进入通知服务器详情页面。

4. 单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5. 进入 更新通知服务器更新通知服务器 页面后，参照 创建通知服务器 更新除名称之外的配置信息。



删除通知服务器
删除不再使用的通知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通知服务器通知服务器，进入通知服务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通知服务器名称通知服务器名称，进入通知服务器详情页面。

4. 单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的输入框中，输入通知服务器的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消息管理
平台的消息管理功能，允许具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主动向平台上的其他用户推送平台的全局消息，
包括异常消息、系统消息、产品消息和平台公告。

在运维中心，具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可查看、创建并设置消息的类型、常驻时间、标题以及内容。

消息推送后，在平台中心以及子产品的管理视图或业务视图，所有具有访问权限的用户（消息接收人）可
查看平台实时推送的消息和 7 天内的历史消息（不超过 500 条）。同时，支持消息接收人通过关闭/打开消
息推送开关，控制是否在用户停留的浏览器页面弹出平台实时推送的非常驻消息提示框。



查看消息列表
支持查看平台上近 7 天内创建的消息的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消息管理消息管理，进入消息列表页面。

在消息的列表页面，可查看消息的以下信息。

注意注意：平台仅保留最近 7 天内的消息，且保存的消息条数不超过 500 条。当消息创建后超过 7 天
时，会自动被删除；当 7 天内的消息条数超过 500 时，将会依据消息创建时间，按照从早到晚的顺
序删除 实际条数-500  条。

提示提示：可通过单击 消息类型消息类型、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选择框，选择消息类型或时间范围后过滤消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消息标消息标

题题/内容内容

消息的标题和内容。内容默认折叠，单击标题左侧的  可展开消息内容。

名称旁显示  图标的消息为未过期的 常驻消息常驻消息，将光标移动至图标上时，可查看常驻消息的过期时

间；当图标显示为  时，表示常驻消息已过期。

发送时间发送时间 消息在平台上创建并推送的时间。

消息类型消息类型

消息的类型，目前平台支持的消息类型如下：

异常消息异常消息：全局资源的状态消息，例如：集群异常、主机异常、产品运行异常、监控组件异常、日志组件

异常等；

系统消息系统消息：系统操作消息，例如：接入集群成功、创建项目成功、用户同步成功等；

产品消息产品消息：产品相关消息，例如：产品部署、升级、卸载等；

平台公告平台公告：平台的公告信息，例如：系统维护公告、功能下线公告等。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支持对消息执行以下快捷操作：

删除删除：从平台上删除任一消息；

取消推送常驻消息取消推送常驻消息：当消息为 常驻常驻 消息且未过期时，支持取消推送消息。



创建消息
创建并即时向用户推送消息。

平台支持创建 4 种类型的消息，同时，支持设置是否常驻显示消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消息管理消息管理，进入消息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消息创建消息 按钮，在弹出的 创建消息创建消息 对话框中，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消息类消息类

型型 是

单击选择一种消息类型。

异常消息异常消息：全局资源的状态消息，例如：集群异常、主机异常、产品运行异常、监控组件异常、日

志组件异常等；

系统消息系统消息：系统操作消息，例如：接入集群成功、创建项目成功、用户同步成功等；

产品消息产品消息：产品相关消息，例如：产品部署、升级、卸载等；

平台公告平台公告：平台的公告信息，例如：系统维护公告、功能下线公告等。

常驻常驻 是

通过单击设置消息是否为常驻消息，选择 是是，消息发送后在过期时间之前可常驻显示；选择 否否，

消息发送后，消息提示框仅显示消息标题且 5 秒后自动消失（可在历史消息、消息列表中查看消息

内容）。常驻消息的特点及常规操作参见 参考信息。

常驻过常驻过

期时间期时间
否

当 常驻常驻 设置为 是  时，该参数有效。用于设置常驻消息的过期时间，过期后的常驻消息将不会

在页面弹出消息提示。

常驻时间的取值距离当前时间的差值不可超过 7 天。

标题标题 是

消息的标题，长度最多支持 38 个字符。

提示提示：非常驻消息推送后，弹出的消息提示框中仅显示消息标题（可在历史消息、消息列表中查看

消息内容）。

内容内容 否
消息的内容，长度最多支持 100 个字符。

提示提示：非常驻消息推送后，可在历史消息、消息列表中查看消息内容。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并发送创建并发送 按钮，即可在页面顶部弹出消息提示框。
说明说明：如果您已关闭了历史消息对话框中的 推送推送 开关（灰色），则无法在页面看到非常驻消息推送
提示框。

参考信息

对于没有消息管理权限的用户而言，查看、设置常驻消息、非常驻消息的说明参见下表。



常驻消息常驻消息 非常驻消息非常驻消息

显示方显示方

式式

常驻消息推送后，将会以提示框的形式在界面右上

角弹出，弹出后会常驻显示。

非常驻消息推送后，将会以消息提示框的形式在界面顶部正

中位置弹出，提示框内容仅显示消息标题（内容可在历史消

息对话框、消息列表中查看）。

关闭已关闭已

弹出消弹出消

息提示息提示

框框

单击提示框右上角的  后可关闭常驻消息提示

框。

说明说明：在您清除浏览器缓存（Cookie、缓存及其他

数据）或更换浏览器登录平台之前，将不再弹出已

关闭提示框的常驻消息。

提示框显示 5 秒后自动消失。

关闭新关闭新

消息弹消息弹

出提醒出提醒

-

关闭历史消息对话框中的 推送推送 开关（灰色）。在您清除浏

览器缓存（Cookie、缓存及其他数据）或更换浏览器登录平

台之前，将不会弹出新的非常驻消息提示框。

恢复消恢复消

息弹出息弹出

提醒提醒

清除浏览器缓存或更换浏览器再次登录平台后，将

会恢复弹出平台上已关闭提示框但仍未过期的常驻

消息提示框。

打开历史消息对话框中的 推送推送 开关（蓝色），或清除浏览

器缓存（或更换浏览器）再次登录平台，当平台推送新的非

常驻消息时，将会弹出消息提示框。

说明说明：历史消息对话框中的消息推送开关默认为打开状态，

每次清除浏览器缓存后，都会恢复为默认状态。



取消推送常驻消息
支持取消推送未过期的常驻消息。取消推送后，常驻消息状态转变为已过期，用户的浏览器页面都不会再
弹出该消息的提示框。

如需要查看该消息，可前往消息列表或历史消息对话框查看。

说明说明：不支持取消推送非常驻消息和已过期的常驻消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消息管理消息管理，进入消息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取消推送的未过期的常驻消息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取消推送取消推送。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取消推送该常驻消息。
同时，该常驻消息状态为 已过期已过期。



历史消息管理
平台的所有用户，均可通过历史消息对话框查看平台最近 7 天推送的历史消息记录，并可设置是否在浏览
器页面弹出平台推送的非常驻消息提示。

注意注意：平台仅保留最近 7 天内的消息，且保存的消息条数不超过 500 条。当消息创建后超过 7 天时，会自
动被删除；当 7 天内的消息条数超过 500 时，将会依据消息创建时间，按照从早到晚的顺序删除 实际条
数-500  条。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单击顶部导航栏右上角的  图标，即可打开历史消息对话框。

说明说明：



历史消息对话框中的消息 推送推送 开关默认为打开状态。当您关闭推送开关后，在清除浏览器缓
存（Cookie、缓存及其他数据）之前，页面将不会再弹出系统实时推送的非常驻消息提示框
（可在历史消息中查看），但仍会弹出常驻消息提示框；当您清除浏览器缓存后登录平台，
或更换浏览器登录平台后，消息推送开关还原为默认的打开状态，可正常弹出平台推送的所
有消息提示框。

当您通过单击  关闭常驻消息提示框后，在您清除浏览器缓存（Cookie、缓存及其他数
据）或更换浏览器登录平台之前，将不再弹出已关闭提示框的常驻消息；当您清除浏览器缓
存或更换浏览器登录平台后，将会弹出平台上未过期的常驻消息提示框。

单击消息类型左侧的  可展开消息内容。



删除消息
删除不在平台上存储的消息，消息删除后，也会从历史消息中删除该记录。

说明说明：消息在平台上创建后，仅支持保存 7 天，平台会自动删除创建后超过 7 天的消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通知通知 > 消息管理消息管理，进入消息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消息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即可删除该消息。



巡检（Alpha）
通过巡检能够帮助企业客户实时了解平台上的业务资源的运行情况，及时感知异常，降低业务风险。



基础巡检
为帮助企业客户降低人工巡检的成本，平台的基础巡检功能基于为企业客户执行人工巡检的经验设计。

支持在线执行巡检任务，包括平台上所有集群、节点、容器组、证书资源的资源风险巡检以及常规
资源的用量巡检，实时获取巡检进度；

巡检结束后，可视化展示巡检结果，包括资源风险、资源用量信息；

支持下载 PDF 或 Excel 格式的巡检报告；

为保障客户数据安全，仅允许具有相关访问权限的用户使用巡检功能。

访问权限说明

平台管理员：或具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可执行巡检任务、下载巡检报告、查看巡检资源详
情；

平台审计人员：或具有平台审计相关权限的用户，可查看巡检结果、下载巡检报告、查看巡检资源
详情。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巡检巡检 > 基础巡检基础巡检，进入基础巡检功能页面。

提示提示：巡检页面展示的巡检数据信息为最近一次巡检的结果。巡检过程中，可实时查看完成巡检的
资源数据。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执行巡检执行巡检：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巡检巡检 按钮，即可对平台进行巡检。

下载巡检报告下载巡检报告：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下载报告下载报告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报告格式（PDF
和 Excel）后单击下载，即可将相应格式的报告下载至本地。

注意注意：

PDF 格式巡检报告内容不包含资源风险详情页面数据；

Excel 格式巡检报告内容为巡检的全部数据；

支持同时下载两种格式报告。



巡检报告说明

最近一次巡检

在 最近一次巡检最近一次巡检 信息区域，可查看最近一次巡检的相关信息：

巡检时间巡检时间：最近一次巡检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巡检资源总数巡检资源总数：最近一次巡检总共巡检的资源（集群、节点、容器组、证书）总数。

风险风险：存在风险的资源个数。包括发生 故障故障 和 预警预警 的资源个数。

资源风险巡检

在 资源风险巡检资源风险巡检、资源用量巡检资源用量巡检 结果展示区域，通过单击对应的页签，可切换信息展示页面。默认展示
资源风险巡检资源风险巡检 页面。

在 资源风险巡检资源风险巡检 页面，可查看平台上 global 集群、业务集群以及所有集群下节点、容器组、证书的风险
信息总览。

单击对应类型资源（集群集群、节点节点、容器组容器组、证书证书）卡片上的 风险详情风险详情 按钮，即可进入对应类型资源的风险
详情页面。在详情页面，可查看资源的最近一次巡检信息，以及存在故障和预警的资源列表，单击资源名
称，可跳转资源详情页面；单击列表记录 描述描述 字段右侧的  可展开故障、预警的判断条件和原因。

资源的风险状态（故障、预警）判断条件说明参见下表。

说明说明：用于判断每类资源故障、预警的条件包含多条，当资源的巡检数据匹配到判断条件中任一一条时，
即作为一条风险数据。

资源资源

类型类型
巡检范围巡检范围 故障判断条件故障判断条件 预警判断条件预警判断条件



集群集群

- global 集群

- 所有业务集

群

- 集群状态为 异常异常； 

- apiserver 连接异常

- 集群的 CPU 使用率大于 60%； 

- 集群的内存使用率大于 60%； 

- 集群的 ETCD 组件的任一容器组处于非 Running 状态；

- 集群中任一主机处于非 Ready 状态； 

- 集群内任意 2 个节点的系统时间差超过 40S；

- 集群的 CPU 请求率（实际请求值 / 总额 ）大于 60%；

- 集群的内存请求率（实际请求值 / 总额 ）大于 80% ；

- 集群未部署监控组件；

- 集群的监控组件异常；

- 集群中的 kube-controller-manager 组件的任一容器组处

于非 Running 状态；

- 集群中的 kube-scheduler 组件的任一容器组处于非

Running 状态；

- 集群中的 kube-apiserver 组件的任一容器组处于非

Running 状态。

节点节点

- 所有控制节

点

- 所有计算节

点

- 节点状态为 异常异常；

- 节点上的 node-exporter 组件的容器

组处于非 Running 状态； 

- 节点上的 kubelet 组件的容器组处于

非 Running 状态。

- 节点的 CPU 使用率大于 60%；

- 节点的内存使用率大于 60%；

- 节点目录的磁盘空间使用率大于 60%；

- 节点的系统负载大于 200% 且运行时间大于 15 分钟；

- 过去 1 天内，至少发生过一次 NodeDeadlock（节点死

锁）事件；

- 过去 1 天内，至少发生过一次 NodeOOM（节点上内存溢

出）事件；

- 过去 1 天内，至少发生过一次 NodeTaskHung（节点上任

务被挂起）事件；

- 过去 1 天内，至少发生过一次

NodeCorruptDockerImage（节点上有损坏的 Docker 镜像）

事件。

容器容器

组组
所有容器组

- 容器组状态为 错误错误；

- 容器组处于启动状态的时长超过 5 分

钟。

- Pod 的 CPU 使用率大于 80%；

- Pod 的内存使用率大于 80%；

- Pod 在过去 5 分钟内的重启次数大于等于 1 次。

证书证书

-

Certmanager

证书

- Kubernetes

证书

证书状态为 过期过期。 证书的有效期小于 29 天。

资源资源

类型类型
巡检范围巡检范围 故障判断条件故障判断条件 预警判断条件预警判断条件

资源用量巡检

单击 资源用量巡检资源用量巡检 页签，进入 资源用量巡检资源用量巡检 页面。

在 资源用量巡检资源用量巡检 页面，可查看平台上 global 集群、业务集群的 CPU、内存、磁盘总量、用量、使用率，



以及平台上集群、节点、容器组、项目等资源的个数。

资源使用量统计资源使用量统计：可查看 global 集群以及所有业务集群的 CPU、内存、磁盘总量和总使用率。

平台资源个数平台资源个数：可查看平台上正在运行的资源的个数。



深度巡检
平台支持创建针对特定集群的深度巡检任务，以手动或定时触发的方式触发任务后，即可对目标集群立
即、定期或周期性地执行深度巡检。方便运维人员在特定的时间或周期性地了解特定集群的运行情况，并
可借助详细的巡检结果和故障信息快速定位、解决问题。



概述
平台支持创建针对特定集群的深度巡检任务，以手动或定时触发的方式触发任务后，即可随时或定时巡检
目标集群。方便运维人员随时或周期性地了解特定集群的运行情况，并可借助详细的巡检结果和故障信息
快速定位、解决问题。

创建并触发深度巡检任务，可满足以下日常运维场景：

新部署的环境，了解环境的可用性和稳定性。

系统升级后，了解生产、测试环境的可用性和稳定性。

突发事件，例如断电重启后，了解生产、测试环境的可用性和稳定性。

新部署的集群，了解集群的可用性和稳定性。

访问权限说明

平台管理员：或具有平台管理相关权限的用户，可创建、执行巡检任务、查看巡检记录；

平台审计人员：或具有平台审计相关权限的用户，可查看巡检记录。



创建深度巡检任务
通过创建针对特定集群的深度巡检任务，以手动或定时触发的方式触发任务后，即可对目标集群立即、定
期或周期性地执行深度巡检。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巡检巡检 > 深度巡检深度巡检，进入深度巡检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深度巡检任务创建深度巡检任务 按钮。

4. 在弹出的 创建深度巡检任务创建深度巡检任务 页面，参考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任务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开头，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符。

创建成功后，不支持修改。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是 用户的显示名称。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

目标集目标集

群群
是 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平台上已有的，需要创建深度巡检任务的集群。

触发方触发方

式式
否

触发深度巡检任务执行的方式，可选择 手动触发手动触发、自动触发自动触发，默认为 手动触发 。

手动触发手动触发：需要 手动触发任务执行。

自动触发自动触发：设置定时触发规则后，会在规则指定的时间自动触发任务执行。

触发规触发规

则则
否

当 触发方式触发方式 为 自动触发  时，该参数有效。为自动触发任务执行的定时规则，支持输入 Crontab

表达式。详细的设置方法可参考 如何设置定时触发规则？。

提示提示：单击输入框，可展开平台预设的 触发规则模板触发规则模板， 选择适用的模板并简单修改后即可快速设

置触发规则。

执行记执行记

录保留录保留
是

在平台上最多能够保留的该任务的执行记录条数，超出保留条数时，相应执行状态的，执行时间最

早的执行记录将被删除。

执行完成数执行完成数：最多能够保留的执行状态为 完成完成 的执行记录个数，默认为 20 。

执行失败数执行失败数：最多能够保留的执行状态为 失败失败 的执行记录个数，默认为 20 。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成功后，会进入该深度巡检任务的详情页面。触发方式触发方式 为 自动触发  的任务，会在触发规则设
置的时间自动触发任务执行；触发方式触发方式 为 手动触发  的任务，可 手动触发任务执行。



手动触发并执行任务
当已创建的深度巡检任务（包括设置了定时触发规则的任务）的执行记录中，没有处于 巡检中巡检中 状态的执行
记录时，支持手动触发该任务，触发后会立即执行并生成一条新的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巡检巡检 > 深度巡检深度巡检，进入深度巡检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触发任务记录右侧的  > 立即执行立即执行。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立即执行立即执行，即可立即开始执行巡检任务并生成一条新的执行记录。



管理深度巡检任务
深度巡检任务每执行一次，就会生成一条执行记录。通过查看执行记录，可了解巡检结果及具体的故障详
情。

同时，支持手动删除不再需要的执行记录，并可更新、删除已创建的深度巡检任务。

本文概览：

查看故障详情

删除执行记录

更新深度巡检任务

删除深度巡检任务

查看故障详情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深度巡检任务已执行结束，执行记录的执行状态为 完成完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巡检巡检 > 深度巡检深度巡检，进入深度巡检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巡检任务名称巡检任务名称，进入巡检任务详情页面。

4. 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区域，单击执行状态为 完成完成 的待查看记录的 执行执行ID，进入执行记录详情页面。

在基本信息区域，可查看巡检的相关信息：

巡检时间巡检时间：巡检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巡检项总数巡检项总数：巡检项总数，以及正常的巡检项个数和故障的巡检项个数。

在功能巡检结果列表区域，可查看各功能的总体巡检结果、巡检耗时（巡检项巡检时间总
和），以及功能下所有巡检项的状态、故障原因、巡检耗时。

5. 单击状态为 故障故障 的巡检项的 故障原因故障原因 右侧的 ，可在弹出的故障详情对话框中，查看故障的详细
信息。



提示提示：单击对话框右上角的 复制复制 按钮，可复制对话框中信息。

删除执行记录

支持手动删除指定深度巡检任务下，不再需要保留在平台的执行记录。

提示提示：平台会根据创建深度巡检任务时设置的 执行记录保留执行记录保留 参数，自动删除超出参数值的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巡检巡检 > 深度巡检深度巡检，进入深度巡检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执行记录的 巡检任务名称巡检任务名称，进入巡检任务详情页面。

4. 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区域，单击待删除执行记录右侧的  > 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更新深度巡检任务

支持更新已创建深度巡检任务的信息。

提示提示：不支持更新深度巡检任务的 名称名称、目标集群目标集群。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巡检巡检 > 深度巡检深度巡检，进入深度巡检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巡检任务右侧的  > 更新更新，进入更新巡检任务页面。

4. 请参考 创建深度巡检任务 中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参数。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更新成功后，新的配置即可生效。

删除深度巡检任务

支持删除不再需要的深度巡检任务，删除巡检任务，会删除该任务下的所有执行记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运维中心运维中心 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巡检巡检 > 深度巡检深度巡检，进入深度巡检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巡检任务右侧的  >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即可删除该任务及任务下执行记录。



平台健康状态（Alpha）
平台健康状态页面，将为您呈现平台已部署功能的健康状态统计数据。当您的账号拥有平台管理、平台审
计相关权限时，您还可以查看指定功能的详细健康数据，包括：未部署该功能的集群列表、部署了该功能
的集群的健康状态以及该功能关联的集群下的组件的检测数据。能够帮助您快速定位问题，提升平台运维
效率。

前提条件

您已进入已部署的产品视图或平台中心（平台管理、项目管理、运维中心）视图页面。

约束与限制

允许所有能够正常登录平台的用户，查看平台健康状态页面。

仅允许拥有平台管理、审计相关权限的用户，查看功能的详细健康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已部署的产品视图或平台中心视图。

2. 单击顶部导航栏右上角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平台健康状态平台健康状态，打开平台健康状态
页面。

i. 平台上已部署功能的整体健康状态的实时统计数据。



健康功能数：故障数 = 0 的功能总数

故障功能数：故障数 >0 的功能总数

ii. 实时消息、关键提示信息。

iii. 检查健康状态的功能列表。

相关操作

查看功能卡片

功能卡片展示了功能的健康状态信息，如下图所示。

查看功能健康状态详情

单击功能卡片上的健康/故障数值，可在页面右侧展开功能健康状态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用户手册
登录容器平台的控制台，即可通过控制台操作和管理平台中的各种资源。用户手册将为您提供平台各功能
的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南。

用户手册从业务视图和管理视图的角度，按照平台功能层级划分目录结构，您可通过单击文档目录选项查
看具体的功能介绍及操作步骤。



产品简介

功能介绍

产品功能结构如下图所示。

Container Platform 能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IT基础架构，通过平台化的基础设施、敏捷化的应
用交付、自动化运维管理、服务化的IT治理，赋能中小型企业的IT部门，使其同时扮演业务支撑者和业务
驱动者的双重角色。

平台化的基础设施管理

全面集成 Kubernetes 容器编排引擎，在 Kubernetes 业务集群与平台对接后，执行统一管理，并提
供健全的容器网络与容器存储解决方案，形成平台化的基础设施。

高效的容器服务

灵活的应用编排和交付，保证在多场景下交付应用。同时，使用 Docker 容器管理应用，占用空间
小、资源利用率高，且通过 Docker 命令就可实现轻松快捷地部署。



自动化运维管理

分别从用户视角和管理视角，提供以应用为中心的智能运维体验，屏蔽基础运维架构，使用户更专
注于核心业务。

服务化的 IT 治理

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多租户管理场景，实现细粒度权限控制和自助 IT 治理。统一管理和监控不同基础
设施环境上的资源，通过安全审计机制，保障系统安全性。

产品特点

无缝对接 Kubernetes

深度集成 Kubernetes 容器编排引擎，提供标准的 Kubernetes 容器编排服务。平台更好的发挥了
Kubernetes 的产品特性，支持一键部署业务集群和网络；支持容器应用的自动化部署、扩展和管
理；可按需集成存储、监控、日志等解决方案；容器化管理计算组件，让整个平台可以像管理产品
一样管理应用，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

多集群管理

支持接入通过 AKE （Alauda Kubernetes Engine，Kubernetes 安装器）部署的或其他第三方平台
部署的原生 Kubernetes 集群，统一管理不同云端上的 Kubernetes 集群。

统一多集群管理不同基础设施环境中的集群和节点，保障了故障迁移，使企业能快速有效并低成本
的跨区域、跨平台运行集群。

企业级多租户管理

在支持搭建自由用户体系的基础之上，对接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轻量级
目录访问协议）或 OAuth 2.0 协议，纳入企业已有的用户体系，可通过 RBAC 细粒度设置用户权
限。

支持基于多租户的项目管理，项目可共享平台的基础设施资源，并根据项目需求分配资源。 平台的
企业级多租户管理能力，大大简化了为角色相同成员分配相同资源权限的重复工作，利于项目内外
部的资源隔离，也增强了数据的保密性。

功能成熟度说明

平台上的功能，按照成熟度可分为 Alpha 版本、Beta 版本、GA（General Availability）版本。

Beta 版本、GA（General Availability）版本的功能已趋于稳定或正在稳定迭代的过程当中，有专业的团队
提供保障和服务，您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相应的功能。

Alpha 版本的功能，可能存在缺陷或严重 Bug，默认不在生产环境中部署，仅建议用于体验或测试平台功



能时所搭建的环境。

为了方便您区分 Alpha 版本的功能，文档左侧的目录结构中，会以在相应功能模块或具体功能的导航菜单
上标注 Alpha  的方式，提示您哪些是 Alpha 版本的功能。例如：创建子网（Alpha）。

平台功能成熟度的说明及建议使用的范围请参见下表。

版本版本 成熟度说明成熟度说明 建议使用范围建议使用范围

Alpha

可能是有缺陷的，可能包含错误，启用后可能会遇到严

重 Bug。

支持的功能可能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删除。

API、产品场景化封装、交互流程等更改可能会带来兼容

性问题，但是，在后续的版本发布时不会特意声明。

依赖的 Kubernetes 功能如果是 Alpha 版本，相应的平台

功能只能为 Alpha 版本。

私有环境部署时，默认关闭 Alpha 版本功能，如果需

要，部署时可通过配置相关参数开启。

由于存在 Bugs 风险，同时，可能不会做长期的支持，推

荐在短暂的功能体验或测试环境中使用，例如：POC 环

境。

Beta

可能存在缺陷，所有已支持的功能不会被轻易删除。

API 参数、产品设计细节等可能会随版本迭代发生变化。

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将提供迁移到下一个版本的说

明。执行编辑操作时需要谨慎操作，可能需要停用依赖

该功能的应用程序。

默认开启 Beta 版本功能，部署时可通过配置相关参数关

闭。

后续版本中可能存在不兼容的更改，建议仅用于非关键型

业务运行环境。如果有多个可以独立升级的集群，则可以

放宽此限制，在生产环境使用。

GA

功能的稳定版本，将出现在许多后续版本中。

API 参数、产品设计细节等可能会随长期支持版本发生变

化。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将提供迁移到下一个版本的

说明。

适用于所有环境，包括生产环境。



业务视图
业务视图主要面向项目管理员以及一般的开发、测试人员，针对使用者的日常工作区和习惯，提供了权限
和资源隔离后的独立的工作空间以及独有的操作视角。



视图简介

简介

业务视图主要面向项目管理员以及一般的开发、测试人员，针对使用者的日常工作区和习惯，提供了权限
和资源隔离后的独立的工作空间以及独有的操作视角。

在业务视图中，用户可以开发、部署、维护应用；管理配置文件、存储卷、内部路由等项目下资源；并对
应用实施运维监控。

用户成功登录平台后，默认进入业务视图。在业务视图中，用户需要选择一个项目并通过项目下命名空间
列表，进入指定的命名空间才可进行作业生产。若用户非首次登录，则会默认进入上次退出时的项目。

说明说明：名称右侧显示  图标的命名空间为联邦命名空间。

切换项目和命名空间

如下图所示，在业务视图中，用户可通过顶部导航栏的项目切换入口快速切换项目。

通过顶部导航栏中的当前项目的命名空间列表切换入口或左侧导航栏中的命名空间下拉选择框，快速将工
作区间切换至当前项目下的其他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概览
从业务视图进入指定的命名空间后，可通过浏览概览页面，了解命名空间的基本信息和命名空间中资源的
运行情况。

在命名空间概览页面，以图形化界面的形式，分区展示了：

命名空间的资源配额信息；

当前命名空间的告警列表；

当前命名空间的 Kubernetes 事件的列表；

命名空间下的应用、计算组件、容器组的运行情况以及资源的使用情况，异常容器组列表；

命名空间的资源使用率、资源使用量 Top5。

同时，提供了进入资源列表或详情页的入口，方便用户快速查看资源。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

2. 单击待查看 命名空间的名称命名空间的名称。

3.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概览概览，进入命名空间的概览页面。

命名空间概览页面如下图所示。





应用管理
拥有应用管理权限的用户，例如命名空间管理员、开发人员等，可在业务视图管理应用及联邦应用。



自定义应用
自定义应用（Application）是本平台中的自定义 Kubernetes 资源，由一个或多个关联的计算组件构成整体
业务应用，支持通过 UI 编辑模式或 YAML 编排文件创建，运行在开发、测试或生产环境中。

计算组件支持根据不同的部署和使用需求，选择对应的部署模式：Deployment、DaemonSet 和
StatefulSet。计算组件基于 Docker 镜像创建容器实例，并支持管理存储、健康检查、更新策略、网络等配
置。

创建自定义应用后，支持对自定义应用进行一系列的生命周期管理操作，例如：启动、停止、更新和删除
自定义应用。



查看自定义应用列表
查看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应用的列表和关键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应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应用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在应用列表页面，可查看应用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应用的名称。名称旁带有  图标的应用为联邦应用。

状态状态

自定义应用的当前状态。

运行中运行中：所有 Workload 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部分运行部分运行：部分 Workload 运行中，部分 Workload 已停止。

已停止已停止：所有 Workload 均已停止。

处理中处理中：有任意一个 Workload 处于处理中（Pending）状态。

失败失败 ：部署 YAML 文件失败。 

无计算组件无计算组件：自定义应用下没有 Workload。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部署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应用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应用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更新：更新自定义应用的基本信息。

删除删除：删除自定义应用。

注意注意：仅支持对非联邦应用执行快捷操作。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自定义应用
支持通过可视化 UI（表单）的方式配置自定义应用的基本信息、添加并配置应用下的资源，并支持预览
YAML 编排文件的内容。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通过表单方式创建自定义应用的基本流程如下：

1. 选择或输入镜像并配置自定义应用的 基本信息

2. 配置计算组件

3. （可选）添加内部路由

4. （可选）添加入站规则

5. （可选）预览应用

前提条件

当您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平台，且希望使用 DevOps 平台镜像仓库中的镜像创建自定义应用时，
需要提前前往 DevOps 平台为当前项目绑定指定的镜像仓库（DevOps 工具链）。

操作步骤 1 - 配置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自定义应用的项目，并选择要创建自定义应用的命名空
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自定义应用创建自定义应用 按钮。

4. 在弹出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单击选择 方式方式。如下图所示。



说明说明：仅当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产品，且本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的镜像仓库时可以选
择方式。

选择选择：通过单击镜像仓库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并选择或输入
镜像版本来选择要使用的镜像。

输入输入：地址格式为 仓库地址:镜像版本 ，例如 ： index.docker.io/library/ubuntu:latest 。

单击镜像地址输入框下方的镜像地址示例后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示例镜像地址。

5.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进入 创建自定义应用创建自定义应用 页面。

提示提示：使用第三方镜像前，确认是否可以直接拉取。可以通过 docker pull  命令验证。

6. 在创建自定义应用页面，在 应用应用 区域，配置应用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应用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1 个字符。

（非必填）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应用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操作步骤 2 - 配置计算组件

1. 在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区域，配置计算组件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设置计算组件名称，默认前缀为应用名称，默认后缀为第一个容器镜像名称。
名称后缀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符。

2. 在 部署模式部署模式 区域，单击选择一种部署方式：Deployment、DaemonSet 或 StatefulSet。

3. 分别参考相应的文档执行后续 容器组容器组 和 容器容器 配置操作。

Deployment：请参考 创建部署。

DaemonSet：请参考 创建守护进程集。

StatefulSet：请参考 创建有状态副本集。

（可选）操作步骤 3 - 添加内部路由

内部路由即 Kubernetes Service，能够实现计算组件内部发现的功能。

内部路由结合入站规则（Kubernetes Ingress）或负载均衡的端口的转发规则，可将外部访问流量分发到平
台后端服务的 Pod 上，从而提供计算组件内部发现的能力。



注意注意：应用下创建的内部路由名称前缀默认为计算组件的名称，如果计算组件的类型（部署模式）为
StatefulSet 时，建议您不要更改内部路由的默认名称（计算组件的名称），否则，可能会导致无法访问到
计算组件。

1. 在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区域，单击 添加内部路由添加内部路由，可创建一个与当前计算组件关联的内部路由，通过内部路
由实现计算组件的内部发现。

具体操作请参考：创建内部路由。

说明说明：应用下创建的内部路由会自动关联计算组件，无需设置 选择器选择器 信息。

（可选）操作步骤 4 - 添加入站规则

入站规则通过使用 Kubernetes Ingress（入站规则），将集群外部的 HTTP/HTTPS 路由暴露给集群内部的
Kubernetes Service，实现计算组件外部访问权控制的功能。

注意注意：应用下创建入站规则时所用的内部路由必须是当前应用下的资源。但需要保证内部路由已关联了应
用下的计算组件，否则，无法实现应用下计算组件的服务发现和访问。

1. 在 入站规则入站规则 区域，单击 入站规则入站规则，可创建一个与当前计算组件关联的入站规则，通过 Kubernetes
Ingress 实现计算组件的外部访问。

具体操作请参考：创建入站规则。

（可选）操作步骤 5 - 预览

1. 在创建自定义应用过程中，单击 预览预览，进入应用的预览页面。

在应用创建预览页面，支持预览应用的资源列表和 YAML 编排文件；支持继续添加应用下资源。

添加计算组件添加计算组件：单击 添加计算组件添加计算组件，参考上文步骤创建一个新的计算组件。

添加内部路由添加内部路由：单击 添加计算组件添加计算组件 右侧的 ，再单击 添加内部路由添加内部路由，参考上文步骤创建一
个新的内部路由。另外需要在 目标组件目标组件 框中，选择要和内部路由关联的组件，支持选择
无无，暂不与当前应用的组件进行关联。

更新内部路由更新内部路由：单击已添加内部路由右侧的 ，可更新内部路由的所有参数。

添加计算组件时添加内部路由添加计算组件时添加内部路由：单击 添加计算组件添加计算组件 参考上文步骤创建一个新的计算组件并为
计算组件添加内部路由。

添加入站规则添加入站规则：单击 添加计算组件添加计算组件 右侧的 ，再单击 添加入站规则添加入站规则，参考上文创建一条新
的入站规则。



更新入站规则更新入站规则：单击已创建入站规则右侧的 ，可更新入站规则的所有参数。

YAML 添加资源添加资源：单击 添加计算组件添加计算组件 右侧的 ，再单击 YAML 添加资源添加资源，输入 YAML 文
件内容创建自定义应用下资源。

预览资源列表预览资源列表：单击 资源列表资源列表，查看待创建自定义应用中，已配置的计算组件（资源类型为
Deployment、DaemonSet 或 StatefulSet）和 Kubernetes Service（资源类型为内部路
由）。

单击资源右侧的  图标，可更新一个自定义应用相关的 Kubernetes 资源。
单击资源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一个自定义应用相关的 Kubernetes 资源。

预览预览 YAML 编排文件编排文件：单击 YAML，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预览或编辑自定义应用相关
Kubernetes 资源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恢复恢复，回退到上一次的编辑状态。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2. 完成所有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应用创建完成并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在应用详情页面，查看应用的状态信息，当部署成功后，应用的状态变成 运行中运行中。



从 YAML 创建自定义应用
通过导入已有的或编辑新的 YAML 编排文件来创建自定义应用，更具便捷性、灵活性和可维护性。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自定义应用的项目，并选择要创建自定义应用的命名空
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自定义应用创建自定义应用 按钮右侧的箭头，选择 从从 YAML 创建创建。

4. 在从 YAML 创建自定义应用页面，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应用名称，默认为选择的镜像仓库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 和中横线，不支持以中横线结尾，字符数：1 ~ 32 个。

5. （非必填）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应用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默认为选择的镜像仓库名称。如
未输入，默认显示应用名称。

6.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应用的 YAML 编排文件内容，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YAML 样例样例 区域的 写入写入，参考提供的 YAML 样例创建自定义应用。

单击 YAML 样例样例 区域的 查看查看，在 YAML 样例样例 窗口，查看提供的 YAML 样例的具体内容。

7. 单击 创建创建。
在应用详情页面，查看应用的状态信息，当创建成功后，应用的状态会变成 运行中运行中。



使用向导创建自定义应用（Alpha）
支持使用向导快速创建自定义应用。

操作步骤 - 创建自定义应用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自定义应用的项目，并选择要创建自定义应用的命名空
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自定义应用创建自定义应用 按钮右侧的箭头，选择 创建自定义应用向导创建自定义应用向导。

4. 在创建自定义应用页面，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应用的基本信息。

名称名称：应用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 和中横线，不支持以中横线结尾，最多 40 个字符。

（非必填）显示名称显示名称：应用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显示应用名称。

5. 在 组件组件 区域，添加作为应用组件的 服务服务 和 外网访问外网访问。

服务服务：服务是面向业务的 Kubernetes 资源抽象，由内部路由（Service）和计算组件
（Workload）组成，包含容器组（Pod）的逻辑集合、存储模式以及访问它们的策略，是业
务应用的最小单位。参考 添加服务。

外网访问外网访问：通过添加外网访问，可在集群外使用服务提供的能力。推荐使用 ALB 进行服务的
暴露和负载均衡，参考 添加外网访问。

6. 单击 创建创建。

操作步骤 - 添加服务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配置基本信息：配置服务的基本信息。

2. 添加容器：添加至少一个业务容器。

3. 存储挂载：挂载持久卷声明，配置字典，保密字典，主机路径等，提供持久化存储能力。

4. 服务运维：配置服务运维参数。

步骤一 配置基本信息



1.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服务的基本信息。

名称名称：设置计算组件名称。
名称后缀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50
个字符。

部署模式部署模式： 选择一种部署方式：部署部署、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 或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部署部署：部署（Deployment）是 Kubernetes 的一种 Workload 控制器，创建
Deployment 可为无状态应用提供特定的服务。更多请参考 部署

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DaemonSet）是 Kubernetes 的一种 Workload 控制器，创
建 DaemonSet 可为应用提供特定的服务。更多请参考 守护进程集。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是 Kubernetes 的一种 Workload 控制
器，创建 StatefulSet 可为Tapp提供特定的服务。更多请参考 有状态副本集。

容器组数量容器组数量：当部署模式为 部署部署 或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时，期望运行的 Pod 的个数，默认为 1
个，请依据实际的业务请求量设置。

步骤二 添加容器

1. 单击容器卡片，添加一个容器。

2.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容器的基本信息。

镜像地址镜像地址：单击右侧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按钮，弹出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单击选择 方式方式。

说明说明：仅当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产品，且本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的镜像仓库时
可以选择方式。

输入输入：地址格式为 仓库地址:镜像版本 ，例如
： index.docker.io/library/ubuntu:latest 。

单击镜像地址输入框下方的镜像地址示例后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示例镜像地址。

选择选择：通过单击镜像仓库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并选择
或输入镜像版本来选择要使用的镜像。

提示提示：使用第三方镜像前，确认是否可以直接拉取。可以通过 docker pull  命令验证。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容器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符。

容器类型容器类型：包括 容器容器 和 初始化容器初始化容器。



说明说明：容器组启动时，会优先启动初始化容器，初始化容器都运行完成后才会启动普通业务
容器。当容器组内有多个初始化容器时，将按照添加顺序依次启动，且下一个初始化容器启
动前，必须等待上一个初始化容器运行完成。初始化容器运行完成即会释放 CPU、内存资
源。更多初始化容器的信息，请参考 Init Containers。

3. 在 资源设置资源设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容器资源的 限制值限制值（limits），限制容器实例运行过程中，最多可使用的节点计算
资源值。
默认为所在命名空间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的 默认值默认值，重新设置后的该值不能大于命名空间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的
最大值最大值。
说明说明：容器资源的 requests（请求值）大小默认为 limits（限制值），在 YAML 模式下，支
持设置 requests，requests 不可超过当前命名空间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的 最大值最大值，否则，会导致工作
负载创建失败。

资源值的可选单位说明如下：
CPU（必填）：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内存（必填）：Mi（1 MiB = 2^20 bytes）、Gi（1 GiB = 2^30 bytes）,1 Gi = 1024 Mi。
虚拟虚拟 GPU（非必填）：仅当集群下存在 GPU 资源时，该参数有效。虚拟 GPU 的核心
数，100 个虚拟核心等于 1 个 GPU 物理核心。支持输入正整数。
显存显存（非必填）：仅当集群下存在 GPU 资源时，该参数有效。虚拟 GPU 显存，1 个单位的
显存为 256 Mi。支持输入正整数。

4. 在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在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组访问端口映射，配置集群内部服务端口和指
向后端 Pod 的目标端口（targetPort）。

协议协议：选择端口的协议，可选 TCP、UDP、HTTP、HTTPS、HTTP2、gRPC。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在集群内部暴露的服务端口号， 即 Port。

容器端口容器端口：服务端口映射的目标端口号，即 targetPort。该端口号为组件中的 Pod 对
外暴露业务访问的端口号。

端口名称端口名称：输入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 和 容器端口容器端口 后自动生成 端口名称端口名称（name），格式为 <协议

>-<服务端口>-<目标端口> ，例如： tcp-80-80 。

5. 在 更多设置更多设置 区域，选择开启配置更多容器参数。

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区域，支持配置以下参数。

（非必填）启动命令启动命令：在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

（非必填）启动参数启动参数：在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的
参数。



说明说明：如果只添加启动命令，则使用该命令启动容器，参数为空，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无效；如果只添加启动参数，则使用镜像的 Entrypoint 加该参数启动容器，镜像的 CMD 无
效；如果启动命令和启动参数均添加，则使用该命令加该参数启动容器，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无效；如果命令和参数均不添加，则使用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启动容器。

在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区域，支持手动设置环境变量的键和值。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和对应的值。
或单击 添加引用添加引用 按钮，在 键键 栏中，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在 值值 栏中，选择要引用的对象（可
选：配置字典、保密字典、fieldRef、resourcefieldRef），再选择具体要引用的字段，例如：
配置项的 键键 或 fieldRef/resourcefieldRef 的字段，将会引用相应的字段作为环境变量的值。
注意注意：通过环境变量添加相同的引用字段，会覆盖配置文件或镜像的相关配置。

在 引用变量引用变量 区域，通过全量导入配置字典，可将配置文件中的配置项作为环境变量引入容
器。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导入的配置字典。

在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区域，单击 添加存活性健康检查添加存活性健康检查 或 添加可用性健康检查添加可用性健康检查 按钮，在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框
中，配置健康检查参数。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健康检查相关参数说明参考下
表。

存活性健康检查存活性健康检查：检查工作负载是否处于健康状态，如果检测结果为非正常时，会根据健康
检查的配置决定是否重启实例。
可用性健康检查可用性健康检查：检查工作负载是否启动完成并处于正常服务状态，如果检测到容器实例的
健康状态为非正常时，容器状态会被更新。

协议协议

类型类型

配置配置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HTTP

启动启动

时间时间

输入启动工作负载所需要的预估秒数，即启动预估时间内的健康检查失败结果会被忽略，直

到首次健康监测成功。默认数值是 300 。

间隔间隔 输入每次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秒数。范围：1 ~ 120。默认数值是 60 。

超时超时

时长时长

输入等待 HTTP 返回值的超时秒数。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健康监测失败。范围：1 ~ 300。

默认设置是 30 。

正常正常

阈值阈值

输入健康检查成功的最少连续次数。当达到这个正常阈值时，健康检查即通过。默认数值是

0 。

不正不正

常阈常阈

值值

输入健康检查失败的最多次数。当达到输入的最大次数后，工作负载会被重启。当输入 0

的时候，健康检查的失败次数被忽略，容器不会重启。默认数值是 5 。

协议协议 HTTP、HTTPS。

端口端口 输入要监测的容器端口号。

路径路径 输入要监测页面的协议路径。例如： /login.html 。



请求请求

头头
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一个或多个自定义的请求 header 的 name 和 value。

TCP

启动启动

时间时间

输入启动工作负载所需要的预估秒数，即启动预估时间内的健康检查失败结果会被忽略，直

到首次健康检查成功。默认数值是 300 。

间隔间隔 输入每次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秒数。范围：1 ~ 120。默认数值是 60 。

超时超时

时长时长

输入等待检查结果的超时秒数。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健康检查失败。范围：1 ~ 300。默认

设置是 30 。

正常正常

阈值阈值

输入健康检查成功的最少连续次数。当达到这个正常阈值时，健康检查即通过。默认数值是

0 。

不正不正

常阈常阈

值值

输入健康检查失败的最多次数。当达到输入的最大次数后，Pod 会被重启。当输入 0  的

时候，健康检查的失败次数被忽略，容器不会重启。默认数值是 5 。

端口端口 输入要监测的容器端口号。

EXEC

启动启动

时间时间

输入启动工作负载所需要的预估秒数，即启动预估时间内的健康检查失败结果会被忽略，直

到首次健康检查成功。默认数值是 300 。

间隔间隔 输入每次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秒数。范围：1 ~ 120。默认数值是 60 。

超时超时

时长时长

输入等待检查结果的超时秒数。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健康检查失败。范围：1 ~ 300。默认

设置是 30 。

正常正常

阈值阈值

输入健康检查成功的最少连续次数。当达到这个正常阈值时，健康检查即通过。默认数值是

0 。

不正不正

常阈常阈

值值

输入健康检查失败的最多次数。当达到输入的最大次数后，Pod 会被重启。当输入 0  的

时候，健康检查的失败次数被忽略，容器不会重启。默认数值是 5 。

启动启动

命令命令

输入在容器中的监测命令。可以通过 docker exec 命令执行。可以使用绝对路径。如果使用

命令名称或脚本名称，需要执行 docker exec 命令测试程序是否可以正常执行。如果含有双

引号，需要转义。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多个命令。

协议协议

类型类型

配置配置

参数参数
描述描述

在 日志文件日志文件 区域，配置容器日志路径。当集群部署日志服务后，会收集此路径下容器产生的
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日志文件：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在容器中要收集保存的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例
如： /var/log/ ，表示会收集容器内 /var/log/  路径下的所有文本日志。



说明说明：
实现文件日志功能，需要所在集群部署日志服务。
容器存储驱动为 overlay2 时，支持此功能；如果容器存储驱动为 devicemapper，还
需要自行挂载 Emptydir 类型的存储卷（volume）到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
单击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日志文件路径。

排除日志文件排除日志文件：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不需要收集保存的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将
它们排除，例如： /var/log/aaa.log ，表示会收集容器内 /var/log/  路径下除 
aaa.log  之外的所有文本日志。
单击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排除日志文件路径。

6. 单击 添加添加。如需添加更多容器，重复以上步骤。所有容器添加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步骤三 存储挂载

1. 单击存储卷卡片，添加一个挂载到容器的存储卷。

2. 在 添加存储卷添加存储卷 窗口，选择存储类型，包括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配置字典配置字典、保密字典保密字典、主机路径主机路径、空目空目
录录。
存储卷类型参数说明及配置操作请参考下表。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持久卷持久卷

声明声明

选择一个已创建的持久卷声明，用于请求持久卷作为存储资源。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存储卷 名称名称，并单击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上已存在的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后。

2.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注意注意：仅支持选择已绑定持久卷的持久卷声明。如果持久卷声明未绑定持久卷（PV），将会导致创建 Pod

失败。

配置字配置字

典典

将整个配置文件或其中的部分配置项，以存储卷的形式挂载到容器文件系统中。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存储卷的 名称名称，单击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上已创建的配置字典。

使用整个配置文件作为存储路径。并根据配置文件当中的键在该路径下生成存储文件，键为存储文件的名

称，对应的值为存储内容。

2.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说明说明：引用整个配置文件作为存储卷时，更新配置文件后，存储路径下的文件会同步更新 ，并且会覆盖该

路径下的原有文件。 

3.单击 子路径子路径 下拉选择框，选择配置文件中的一个 键键，则支持根据配置字典的某个键自动生成一个子路

径。例如： my.cnf 。 

如果需要使用配置字典的多个键作为挂载存储卷的子路径，可重复上述步骤，添加该配置字典作为存储卷，

并选择不同的键作为子路径。

主机路主机路

径径

将容器数据存储到主机本地文件系统路径。输入主机本地文件系统路径，以 /  开头，例如： 

/volumepath 。



保密字保密字

典典

将整个保密字典文件或其中的部分配置项，以存储卷的形式挂载到容器文件系统中。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存储卷的 名称名称，单击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上已创建的保密字典。

使用整个保密文件作为存储路径。并根据保密文件当中的键在该路径下生成存储文件，键为存储文件的名

称，对应的值为存储内容。

2.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说明说明：引用整个保密文件作为存储卷时，更新保密文件后，存储路径下的文件会同步更新 ，并且会覆盖该

路径下的原有文件。 

3.单击 子路径子路径 下拉选择框，选择保密字典中的一个 键键，则支持根据保密字典的某个键自动生成一个子路

径。例如： my.cnf 。 

如果需要使用保密字典的多个键作为挂载存储卷的子路径，可重复上述步骤，添加该保密字典作为存储卷，

并选择不同的键作为子路径。

空目录空目录

如果设置了容器的存储卷类型为 空目录空目录，Pod 被分配到主机上时，会创建空目录，如果容器运行在主机

上，空目录会一直存在，如果容器被从主机上删除，空目录会被删除，数据丢失。空目录便于运行在同一个

Pod 下的容器共享文件，也支持单个容器短暂性的在磁盘中写入数据。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说明说明：当部署模式为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时，单击存储卷模板卡片，支持添加卷声明模板，对每个 Pod
单独配置 PVC（持久卷声明）。通过卷声明模板可以动态创建存储卷，存储卷的生命周期随 Pod 的
生命周期存在。配置参数说明如下：

名称名称：输入持久卷声明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 和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63 个。必须
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不支持以中横线结尾。

大小大小：输入请求持久卷的大小，支持输入正整数，单位为 Gi。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选择请求持久卷的访问模式。访问模式决定了持久卷的“只读/读写”属性，以及可
以被“一个/多个”节点（Node）挂载。支持选择以下三种模式。

读写读写：即 ReadWriteOnce（RWO），请求的持久卷只能在单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
载。

只读只读：即 ReadOnlyMany（ROX），请求的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只读模式挂
载。

共享共享：即 ReadWriteMany（RWX），请求的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
载。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访问模式与实际的后端存储关系密切，某种类型的后端存储不一定支持所有的访问模
式，不支持的模式不可选。查看不同类型存储支持的访问模式，请参考 Kubernetes 官
方文档。



选择访问模式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关注计划绑定当前持久卷声明的工作负载实例数
量，以及部署控制器类型。

只能选择一种访问模式。

存储类存储类：选择持久卷声明要关联的存储类，平台将根据存储类的参数设置，动态创建合适的
持久卷。

支持选择 使用默认使用默认，持久卷声明将关联由管理员设置的默认存储类。

支持选择 不使用不使用，平台为持久卷声明，匹配绑定由管理员手动静态创建，并且与存储
类无关联的持久卷。

3. 在 存储卷挂载存储卷挂载 区域，选择要挂载存储卷的容器并配置相关参数。

读写方式读写方式：控制存储卷的访问方式。更多信息请参考 Volumes。

挂载路径挂载路径：在容器文件系统中，挂载存储卷的路径。

子路径子路径：已存在的，容器可以用于存储数据的文件的相对路径。
当存储卷类型为 配置字典  或 保密字典  时，支持选择一个配置项的键作为子路径。挂载路径
拼接子路径构成完整的存储卷挂载路径，将指向具体的文件夹或文件名称。

4. 所有参数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5. 如需添加更多存储卷，重复以上步骤。所有存储卷添加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步骤四 服务运维

1. 在 亲和性亲和性 区域，配置当前部署的 Pod 与当前命名空间下其他工作负载的 Pod 之间的亲和（和指定
的工作负载的 Pod 运行在同一主机上）/反亲和（不和指定的工作负载的 Pod 运行在同一主机上）
性，系统将根据亲和性配置，调度新创建的 Pod 到符合条件的主机上运行。
单击 添加亲和性添加亲和性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亲和性添加亲和性对话框中，添加一个 Pod 亲和性或 Pod 反亲和性配
置，支持添加多条配置。
1. 选择 亲和性亲和性 类型，支持选择 Pod 亲和亲和 或 Pod 反亲和反亲和。
2. 选择亲和性方式，支持选择 基本基本 或 高级高级。
3. 当 方式方式 为 基本  时，单击 亲和组件亲和组件 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当前命名空间下已有的工作负载；当 方方
式式 为 高级  时，需要配置以下几个参数，实现更复杂的亲和性调度需求。

类型类型：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 Required 或 Preferred。如果选择 Required，系统只能把当
前创建的组件 Pod 调度到完全符合亲和性配置的节点上；如果选择 Preferred，系统将把当
前创建的组件 Pod 尽量调度到符合亲和性配置的节点上，且需要在 权重权重 框中输入权重
（weight）参数，范围为 1~100，系统在调度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时，将结合亲和性权重与
其它调度需求（例如计算资源需求），后台确定组件 Pod 运行的节点。

主机拓扑域主机拓扑域：输入要与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亲和或反亲和的组件 Pod 所在主机的标签，默认



为 kubernetes.io/hostname 。

匹配标签匹配标签：添加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需要亲和或反亲和的组件 Pod 具有的所有标签，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键、值，即可添加一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亲和性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亲和性配置。
单击已添加的亲和性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更新已添加的亲和性配置。

配置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2. 在 主机选择主机选择 区域，单击下拉选择框，可添加一个或多个计划运行容器组实例的主机的标签，容器组
将被调度到任意符合条件的主机上运行。配置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3. 在 元数据管理元数据管理 区域，添加容器组标签和容器组注解。

容器组标签容器组标签：为容器组添加标签。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容器组添加标签，支持添加多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标签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标签。

容器组注解容器组注解：为容器组添加注解。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容器组添加注解，支持添加多个注解。
单击已添加的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注解。

配置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4. 在 镜像凭据镜像凭据 区域，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中已创建的用于拉取镜像的凭据。配置完成
后，单击 确定确定。

5. 在 优雅停止优雅停止 区域，支持配置以下参数。

等待时间等待时间：从接受到 Pod 删除请求到 Pod 被正式删除之前，允许的最长等待时间，默认为
30 秒。设置该参数以便 Pod 在被停止前先处理完请求，优雅下线应用或通知其他应用。
当设置 为 0 秒时，不管待删除的 Pod 上是否正在处理请求或执行命令，都将被立即强制删
除。

停止前执行停止前执行：删除容器前可在容器上执行的命令，即 PreStop 脚本，将在容器被删除前触发
执行。例如：可在停止容器前执行 echo "stop"  命令，以验证容器删除前，容器日志是否
可正常打印。
注意注意：当为容器组参数 等待时间等待时间 设置的时长小于命令执行完成所需时长时，在命令未执行完
成的情况下，会强制删除容器。

配置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6. 在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区域，支持配置以下参数。



Host 模式模式：通过单击开启或关闭滑块开关（默认为关闭），选择正在创建的部署是否使用
Host 网络模式。
当开关关闭时，默认使用集群的网络模式；
当开关开启后，将使用 Host 网络模式，会直接使用宿主机的 IP 和端口作为 Pod 的访问地
址。

以下可选参数是否显示或可配置由命名空间所在集群的网络模式决定，关联关系和配置说明参见下
表。

网络模网络模

式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Kube-

OVN

带宽带宽

限制限制

通过设置 上行带宽上行带宽 和 下行带宽下行带宽 可限制 Pod 内容器的最大上行/下行网络

速率，支持输入 1~100000  之间的数值，单位为 Mbit/s。默认不限制

带宽，通过限制 Pod 带宽可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上行带宽上行带宽：Pod 内容器上传数据的速率；

下行带宽下行带宽：Pod 内容器下载数据的速率。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Galaxy
浮动浮动

IP

是否开启使用 浮动浮动 IP（Floating IP）的开关。

默认不开启，使用 Overlay（虚拟网络） ；开启时则使用 浮动浮动 IP。

1. 集群部署了 Galaxy

网络组件和 IPAM 组

件。

2.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Galaxy

IP

回收回收

策略策略

浮动浮动 IP 开关开启时，该参数显示且可配置。IP 的回收策略。

随时回收：Pod 重启、跨节点迁移、缩容或删除工作负载时，IP 均会被

回收并可重新分配。

缩容或删除工作负载时回收：Pod 重启或跨节点迁移时 IP 不变，缩容或

删除工作负载时回收 IP。

随时回收：IP 永不被回收，删除工作负载后创建同名工作负载时会被分

配相同的 IP。

集群部署了 Galaxy 网

络组件和 IPAM 组件。

1.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2. 浮动浮动 IP 开关开启。

MacVlan 子网子网 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集群下的 MacVlan 子网。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MacVlan
固定固定

IP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工作负载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

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多个 固定固定 IP。

不设置该参数时，则随机为容器组分配子网内的可用 IP。

注意注意：

- 不支持输入子网的 保留保留 IP。

- 为保证工作负载的容器组都能分配到 IP 后正常启动，请保证您输入的

固定固定 IP 个数大于或等于工作负载的 实例数量 。例如：您设置了实例数

量为 3 ，但仅输入了一个 固定固定 IP 时，则仅有一个实例可正常启动。

- 子网内的 1 个 IP 仅能作为一个工作负载的 固定固定 IP 使用，不可用于多

个工作负载的 固定固定 IP。

1.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2. 已选择有效 子网子网。



Calico
固定固定

IP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工作负载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

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多个 固定固定 IP。

不设置该参数时，则随机为容器组分配子网内的可用 IP。

注意注意：

- 子网内的 1 个 IP 仅能作为一个工作负载的 固定固定 IP 使用，不可用于多

个工作负载的 固定固定 IP，不支持输入已设置为其他工作负载容器组 固定固定

IP 的 IP 地址。

- 为保证工作负载的容器组都能分配到 IP 后正常启动，请保证您输入的

固定固定 IP 个数大于或等于工作负载的 实例数量 。例如：您设置了实例数

量为 3 ，但仅输入了一个 固定固定 IP 时，则仅有一个实例可正常启动。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Kube-

OVN

固定固定

IP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工作负载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

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多个 固定固定 IP。

不设置该参数时，则随机为容器组分配子网内的可用 IP。

注意注意：

- 可以为多个工作负载的容器组设置子网内的同一个 IP 地址为 固定固定 IP，

但同时仅允许一个容器组使用该 IP 地址，不同工作负载的容器组启动时

将会抢占该 IP 地址 。

- 为保证工作负载的容器组都能分配到 IP 后正常启动，请保证您输入的

固定固定 IP 个数大于或等于工作负载的 实例数量 。例如：您设置了实例数

量为 3 ，但仅输入了一个 固定固定 IP 时，则仅有一个实例可正常启动。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网络模网络模

式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配置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7. 在 更新策略更新策略 区域，支持配置以下参数。

最大可超出数最大可超出数：输入滚动更新时的 Pod 数量最大可以超出的值。输入百分比后，Kubernetes
根据当前实例数量进行计算，出现小数时，向上取整。例如：4.1 会向上取整为 5。如不填，
默认为 1。
注意注意：当命名空间所在集群部署了 MacVlan 底层网络时，值只能为 0 或 0%。
最多不可用数最多不可用数：输入滚动更新时的 Pod 数量最多不可用的值。百分比不能超过 100%。输入
百分比后，Kubernetes 根据当前实例数量进行计算，出现小数时，向下取整。例如：4.9 会
向下取整为 4。如不填，默认为 1。
处在非运行状态的 Pod，均计入不可用数。
例如例如：当 Pod 数为 10 时，最大可超出数值填写了 2，最多不可用数值填写了 3，在更新的过
程中，新旧版本的可用 Pod 个数加起来不会超过 10+2 个，新旧版本的可用 Pod 个数加起来
不会小于 10-3 个。

说明说明：最大可超出数值和最多不可用数值不能同时为 0 或 0%。
当填写百分比数值时，如果最大可超出数值向上取整为 0，最多不可用数值向下取整也为 0
时，Kubernetes 会调整最多不可用数值向上取整为 1。

8. 所有服务运维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 添加添加。



操作步骤 - 添加外网访问

为负载均衡器实例添加监听端口，支持 HTTP/HTTPS/TCP 三种协议，通过监听端口检查连接请求。根据
负载均衡器类型和传输协议的不同可以为监听端口配置多组转发策略，根据定义的转发策略将请求流量分
发至后端服务的容器里。

1. 在 选择选择 ALB 框中，选择要添加外网入站规则的 ALB。

2. 在 选择端口选择端口 框中，选择 ALB 中要添加规则的监听端口。

3. 配置以下参数，为监听端口添加入站规则。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输入添加这条规则的描述信息。

内部路由组内部路由组：通过配置内部路由组信息，将端口接收到的流量转发到后端服务。支持添加多
个内部路由的信息。单击 添加内部路由添加内部路由，可添加一个内部路由。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选择要通过规则转发流量的内部路由所在的命名空间，默认为当前命名空
间且不可编辑。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选择要通过规则转发流量的内部路由名称。

端口端口：选择一个内部路由暴露的端口。

权重权重：输入权重的数字。范围：0 ~ 100。输入数字后，平台会根据配置的内部路由数
量，自动匹配百分⽐。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100% 时，匹配这条规则的所有请
求都会被转发到这个内部路由上；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0% 时，这个内部路由
不会承担任何请求。

规则规则：通过配置规则，匹配端口接收的访问流量。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 添加负载均衡器的入站
规则，可由不同类型的规则指标组成。规则指标的分类如下。每个规则指标类型在每个规则
中只能出现一次。规则指标之间是 and 的关系。

提示提示：单击已添加规则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规则。

域名域名：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域名的规则。在域名下方的下拉选择框中，选择分配给
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项目的域名。
当域名为泛域名时，需要在域名下拉选择框左侧的输入框中输入域名前缀。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域名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URL：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URL 的规则。支持 RegEx 和 StartsWith 匹配。



选择 RegEx 后，在框中输入符合正则表达式的 URL。选择 StartsWith 后，在框中输
入 URL 的具体起始内容。URL 长度不能超过 80 个字符，必须以 /  开头。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IP：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IP 的规则。支持 Equal 和 Range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的 IP 地址。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IP 地址范
围。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 IP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Header：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Header 的规则。选择 Header 后，在框中输入
header 的 key。Header 的值支持 Equal、Range 和 RegEx (正则表达式)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 Header 的值。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Header
值的范围。选择 RegEx 后，在框中输入符合正则表达式的 Header 的值。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 Header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Cookie：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Cookie 的规则。选择 Cookie 后，在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Cookie 的值支持 Equal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 Cookie 的值。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 Cookie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URL Param：选择添加 URL 参数的规则。支持 Equal 和 Range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的 URL 参数。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URL 参
数范围。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 URL Param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会话保持会话保持：选择是否开启会话保持，保证来自相同客户端的请求，会被转发至相同的服务端
进行处理。会话保持支持按照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 (ip_hash) 和 Cookie key 匹配。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基于源地址的会话保持，同一 IP 地址的所有访问请求在做负载均衡时都
会被保持到同一服务端上。

Cookie key：在 会话保持属性会话保持属性 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携带指定 Cookie 的用户请
求会被始终分配到同一服务端上。

URL 重写重写：选择是否启用 URL 重写功能。默认不启用。 通过 URL 重写重写 功能，可以将用户
访问的地址重写为平台后端服务的地址。
注意注意：如果启用此功能，该规则必须已配置 URL 的 Startswith 规则指标；并在 重写地址重写地址 框
中输入了具体的重写地址（rewrite-target），且必须以 /  开头。 重写地址会覆盖 URL 的
Startswith 的值。

例如：用户的浏览器访问地址为 https://www.example.com ，URL 规则指标 Startswith 的
值为 /demo ，重写地址为 /test ，则最终用户访问到的地址为 
https://www.example.com/test 。

后端协议后端协议：进入负载均衡的流量转发到集群内特定后端服务（例如：如需转发到后端的
Kubernetes、dex 服务，需要选择 HTTPS 协议）时所用的协议。默认为 HTTP 协议。

重定向重定向：选择是否启用重定向功能，默认不启用。通过配置 HTTP 状态码状态码、重定向地址重定向地址，会
将根据规则匹配到的访问流量，转发到新的地址（重定向地址），而不是内部路由。
注意注意：当启用重定向功能后，内部路由组配置无效。

例如：原有访问地址页面升级或更新时，为避免用户得到一个 404 或 503 错误信息页面，可
通过配置重定向，将已有流量都转发到新的地址。

HTTP 状态码状态码：在跳转重定向地址之前，浏览器呈现给用户的状态码。支持选择 301、
302、307，默认为 301。

重定向地址重定向地址：请根据选择的状态码，输入流量重新转发的地址（redirectURL）。例
如：输入 /index.html  时，流量转发的目的地址为 负载均衡地址/index.html ；输入
https://www.example.com  时，流量转发的目的地址即为输入的地址。

跨域资源共享（跨域资源共享（CORS））：选择是否启用跨域资源共享功能，默认不启用。启用该功能后，
支持浏览器向跨域服务器发出 XMLHttpRequest  请求。

CORS（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跨域资源共享）是一种机制，它使用额外的 HTTP
头来告诉浏览器 ，让运行在一个 origin (domain) 上的 Web 应用被准许访问来自不同源服务
器上的指定的资源。当一个资源从与该资源本身所在的服务器不同的域、协议或端口请求一
个资源时，资源会发起一个跨域 HTTP 请求。

规则优先级规则优先级：设置规则匹配的优先级，从 1-10 共 10 个等级，1 为最高优先级，默认优先级
为 5。当同时满足两条及以上规则时，高优先级规则被选中并应用；如果优先级相同，系统
使用默认匹配规则。

4. 配置完成后，单击 添加添加。



查看应用详情
在应用创建的过程中，以及完成后，支持查看应用详情，以及如下信息：

YAML：应用的 YAML 编排文件；

容器组：应用下计算组件的容器组列表，并支持跳转容器组详情页面；

拓扑：应用下所有资源的可视化拓扑图；

版本快照：通过界面更新应用后自动生成的或手动创建的应用版本快照信息。同时，支持将版本快
照导出为 Chart（模板应用）；

日志：容器实例运行时输入的容器日志；

事件：当前应用相关的所有事件信息；

监控：应用监控数据详情。

告警：应用下所有的计算组件告警列表。

说明说明：仅当应用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服务时，可查看应用的 监控监控 和 告警告警 信息。

操作步骤 - 查看应用详情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的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在详情信息页面，支持查看应用的基本信息（状态、创建时间、显示名称、访问地址等）、组件
（资源类型为 Deployment、DaemonSet 或 StatefulSet）信息、其他资源（Service、Ingress、
HPA 等 ）信息。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计算组件详情查看计算组件详情：单击 计算组件名称计算组件名称，可跳转至计算组件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计算组件详
情。

扩缩容计算组件扩缩容计算组件 Pod 数数：单击 Pods 示例图左右两侧的  、  图标，可快速对部署进行扩
容、缩容。



说明说明：

此功能在计算组件的部署模式为 Deployment 和 StatefulSet 时适用；

条形图上方的数字为 Pods（实例）总数；

条形图色块代表处于不同状态的 Pod 占比。绿色为运行中状态的 Pod 占比；蓝色为处
理中状态的 Pod 占比；红色为失败状态的 Pod 占比；灰色表示无 Pod。光标悬浮在条
形图上，可查看处于不同状态的 Pods 的个数。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单击镜像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镜像版本对话框中，输入或选择 镜镜
像版本像版本 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输入输入：创建计算组件，选择镜像的方式为输入时。需要通过在输入框中输入镜像版本
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

选择选择：仅当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时，可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并选择
镜像版本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同时，支持在下拉选择框中直接输入镜像版本并按
下 Enter 键确认输入信息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

更新容器限制更新容器限制：单击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容器限制对话框中，更新资源
限制的值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

注意注意：仅支持 EXEC 登录已经运行起来的容器。

i. 单击 EXEC，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登录的容器组。
支持选择 全部容器组全部容器组，同时登录所有容器。

ii. 在 EXEC 窗口，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iii.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查看容器日志查看容器日志：单击 日志日志，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查看日志的容器组。会跳转至容器日志页
面。

查看其他资源详情查看其他资源详情：在 其他资源其他资源 区域，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可跳转至资源的详情页面，可查看
资源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 查看 YAML 编排文件

1. 单击 YAML 页签，在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应用当前的编排文件详情。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操作步骤 - 查看容器组

1. 单击 容器组容器组 页签，查看应用下的所有容器组。

支持查看容器组的 名称名称、状态状态（运行中、处理中、失败、未知）、资源限制资源限制、重启次数重启次数（Pod 状态
异常时，重启的次数）、容器组容器组 IP、创建时间创建时间，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容器组详情查看容器组详情：单击待查看详情的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将会跳转容器组详情页面。具体操作请参
考 查看容器组详情。

查看容器的日志查看容器的日志：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查
看日志看日志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将跳转至容器日志页面。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单击待 EXEC 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EXEC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在 EXEC 对话框中，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单击 确认确认 按钮后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通过输入命令行执行指定的操作。

删除容器组删除容器组：单击待删除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在弹
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刷新容器组列表刷新容器组列表：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可刷新容器组列表。

操作步骤 - 查看拓扑

1. 单击 拓扑拓扑 页签，查看应用下所有组件的可视化拓扑图。



提示提示：单击组件卡片，可查看组件的详细信息；通过单击左上角的  按钮，可刷新拓扑；将鼠标
悬停在左上角的 图例图例，可查看图例说明信息，具体说明如下。

图例图例 说明说明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包括部署、守护进程集、有状态副本集、容器组。

非计算组件非计算组件 包括内部路由、配置字典、保密字典、持久卷声明。

引用关系引用关系 通过 backend(serviceName)/secretKeyRef/configMapRef 方式引用，例如容器组引用配置字典。

挂载关系挂载关系 通过 volumeMounts 方式挂载，例如持久卷声明挂载到容器组。

关联关系关联关系 通过标签 label(selector) 方式关联，例如部署与内部路由相关联。

操作步骤 - 查看版本快照

1. 单击 版本快照版本快照 页签，查看通过界面更新应用后自动生成的应用版本快照信息。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版本快照的查看版本快照的 YAML 编排文件编排文件：单击 版本快照名称版本快照名称，可查看应用的版本快照的 YAML（只
读）文件；

回滚至历史版本回滚至历史版本：单击待回滚版本快照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回滚至该回滚至该
版本版本，可回滚应用至相应历史版本。

导出版本快照导出版本快照：单击待导出版本快照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导出导出，可将
相应的版本快照的应用导出为 Chart（应用模板）。
## 后续操作：将应用的版本快照导出为 Chart 后，可在管理视图的模板仓库中，将该 Chart
导入指定的本地（Local）仓库，并通过分配项目为平台上项目分配可通过该 Chart 部署模板
应用的权限。方便在平台上的多个集群下的多个命名空间中快速部署同一个应用。

查看版本快照的变更内容查看版本快照的变更内容：单击版本快照名称左侧的下拉箭头，可查看当前版本快照相比上
一个版本快照，发生变更的资源列表及变更内容。

操作步骤 - 查看日志

1. 单击 日志日志 页签，查看应用容器实例运行时输入的容器日志。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容器组容器组 和 容器容器 下拉选择框，通过选择 容器组容器组 和 容器容器 来过滤日志；

单击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 复选框，支持在查看时自动更新容器日志；

单击 查找查找 按钮，并输入关键字，可查找日志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夜间夜间 按钮，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将会跳转至日志的最后一页，反之，跳转至日志的第一页；单击  将会跳转至日志
的下一页，反之，跳转至日志的上一页。

操作步骤 - 查看事件

1. 单击 事件事件 页签，可查看指定时间范围（可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内，当前应用下的所有
Kubernetes 资源的事件信息。

可根据查询条件过滤、筛选事件，查询条件说明如下：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应用下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类型，例如：Pod、Deployment。

事件原因事件原因：事件发生的原因（reason）。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名称。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名称。



提示提示：

单击查询记录中  可在弹出的 事件详情事件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事件原因左侧的图标颜色表示事件等级。绿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Normal ，可忽略该
事件；橘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Warning ，存在资源异常的情况，需要关注该事件以免
引发故障。

操作步骤 - 查看监控

1.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可查看一段时间内自定义应用的监控数据，请参考 自定义应用监控。 

操作步骤 - 查看告警

1. 单击 告警告警 页签，可查看应用下所有的计算组件告警策略列表。

注意注意：仅当应用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服务时，可查看应用下计算组件的告警策略列表。

告警策略说明及操作参见 告警策略。



管理资源（Alpha）
支持将同一命名空间下已存在且不属于其他应用的资源导入已创建的应用下进行统一管理，例如：

删除应用时删除应用下所有资源；

为应用创建快照时为应用下所有资源创建快照。

可导入应用的资源类型包括：Deployment、DaemonSet、CronJob、Job、Service、Ingress、
PersistentVolumeClaim、ConfigMap、Secret。

说明说明：导入应用下的资源，导入应用下的资源之间不一定具有关联关系。且当资源从应用下移除后，资源
之间的关联关系不变。

例如例如：为应用 A 下的计算组件 W1 创建了内部路由 S1 和 入站规则 I1，当从应用 A 下将 S1 和 I1 移除并
导入到应用 B 下时，外部流量仍能通过 I1、S1 的配置访问到计算组件 W1。

注意注意：当资源类型为 Job 时，仅支持导入通过 YAML 创建的 Job 资源。

前提条件

为应用导入的资源需满足以下条件：

已创建且和应用在同一命名空间下。

不属于其他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的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的详情页面。

4. 单击详情信息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管理资源管理资源。

在弹出的 管理资源管理资源 对话框中，可查看当前应用已关联的资源列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资源名称
和应用关联的资源的名称。

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后，可打开资源的 YAML 编排文件。



资源类型 资源的类型。例如：Deployment、DaemonSet、StatefulSet 等。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同时支持查看应用下资源、移除应用下资源、为应用导入新的资源。

查看应用下资源查看应用下资源：在管理资源对话框中，单击 资源的名称资源的名称 ，查看应用下的资源的 YAML（只
读）编排文件。
单击 移除移除 按钮后，可将资源从该应用下移除。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移除应用下资源移除应用下资源：在管理资源对话框中，单击待移除资源记录右侧的 移除移除 按钮，可将该资源
从应用下移除。
或或：在应用下资源的 YAML（只读）对话框中单击 移除移除 按钮。
说明说明：资源从应用下移除之后，资源之间的引用关系不变。

导入新的资源导入新的资源：为当前应用导入新的可用资源。

说明说明：导入资源时，只能导入当前命名空间下不属于其他应用的资源。

i. 在管理资源对话框中，单击底部的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下拉选择框，选择待导入资源的类型。

ii. 单击右侧的 资源资源 下拉选择框，选择资源的名称。

iii. 单击 导入资源导入资源 按钮，即可将该资源导入当前应用。



开始应用
启动处于已停止、未运行等状态的应用。不支持开始无计算组件的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开始的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该应用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已停止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4. 单击 开始开始 按钮。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停止应用
停止处在运行中、处理中状态的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停止的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该应用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要停止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进入在应用详情页面。

4. 单击 停止停止 按钮。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查看计算组件详情
在应用创建的过程中，以及完成后，都可以查看计算组件详情，例如：容器组、访问地址、事件、监控、
日志、YAML 编排文件、组件配置、容器配置。

说明说明：仅当计算组件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服务时，可查看计算组件的监控和告警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的计算组件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要查看计算组件所属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4. 在详情信息页面，单击待查看 计算组件名称计算组件名称（资源类型为 Deployment、DaemonSet 或
StatefulSet），即可进入计算组件详情页面。

具体操作和说明，请参考：

查看部署详情

查看守护进程集详情

查看有状态副本集详情



更新应用
通过在 UI 编辑模式中更新应用配置，更新应用。不支持更新应用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的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更新应用：

找到要更新的应用名称。单击操作栏中的 ，再单击 更新更新。

单击要更新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在应用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更新更新。

3. 在更新应用页面，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支持更新应用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显
示应用名称。

4. 在 资源列表资源列表 区域，可添加计算组件、内部路由，或使用 YAML 添加其它类型的 Kubernetes 资源，
可查看应用中已配置的计算组件（资源类型为 Deployment、DaemonSet 或 StatefulSet）、
Ingress、Service 等 Kubernetes 资源。
单击 编辑编辑，可更新一个应用相关的 Kubernetes 资源。
单击 删除删除，可移除一个应用相关的 Kubernetes 资源。
相关参数说明，参考 创建自定义应用。

注意注意：

更新内部路由或入站规则时，需要保证内部路由已关联计算组件，否则，集群外部流量无法
通过访问地址访问计算组件。

如果删除了计算组件的入站规则，则计算组件的访问地址为空。
此种情况下，若负载均衡监听的端口的默认内部路由或规则当中所用的内部路由，是当前应
用下计算组件的内部路由，集群外部流量仍可以通过 负载均衡地址/域名+监听端口  的方式访问
到计算组件。

如果仅删除了内部路由（入站规则对内部路由的引用关系不变），则计算组件的访问地址不
变，但是集群外部流量无法通过访问地址访问计算组件。

5. 在 YAML 区域，支持更新应用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6. （非必填）在页面底部 更新更新 按钮左侧的版本注释输入框中，输入版本注释。

说明说明：输入精简（最多可输入 30 字）的应用变更版本注释，可在应用的历史版本列表中查看注释内
容，有助于快速分辨和了解历史版本的变更内容。

7.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应用联邦化（Alpha）
支将联邦命名空间下的普通应用，通过联邦化，升级为联邦应用。联邦化的过程中，会在联邦集群其他的
成员的同名联邦命名空间下创建同名的联邦应用，实现跨集群部署应用。

说明说明：

仅支持将属于联邦命名空间下的普通应用升级为联邦应用。

以当前应用及其包含的资源模版，在联邦成员的其他联邦命名空间下创建联邦应用。

创建过程中，如联邦内其他成员命名空间包含同名应用或应用下的同名资源，将被覆盖。

如果待升级联邦应用的应用下包含 Deployment、Statefulset、Configmap、Secret、Service
资源，创建联邦应用时，也会联邦化创建这些资源；如果还包含其他资源，创建联邦应用时
会自动解除这些资源和应用的所属关系，不会联邦化创建这些资源。

应用联邦化后，需进入控制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进行资源的差异化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的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联邦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联邦化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的详情页面。

4. 单击详情信息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应用联邦化应用联邦化。

5. 在弹出的 应用联邦化应用联邦化 对话框中，可查看待联邦化的资源列表及关键信息。

6. 单击 联邦化联邦化 按钮。 
联邦化成功后，可在应用列表查看联邦应用。也可在控制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的联邦应用列表中查
看联邦应用。



创建版本快照
支持手动为应用创建版本快照，将当前应用的资源、数据等信息保存为一个历史版本，并支持将应用回滚
至该历史版本。

当通过平台界面更新应用后，会自动生成历史版本记录。创建应用版本快照的功能主要针对非界面操作导
致的应用更新的情况，例如：通过调用 API 更新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版本快照的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创建版本快照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4. 在应用详情页面，单击 版本快照版本快照 页签，进入应用的版本快照列表页面。

5. 单击 创建版本快照创建版本快照 按钮，弹出 创建版本快照创建版本快照 对话框。

6. 输入版本快照的 注释注释（最多可输入 30 字） 信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生成一个新的版本快
照。



回滚应用
将当前版本的应用配置回滚至版本快照记录的历史版本，平台最多保留 20 条版本快照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回滚的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回滚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在应用详情页面，单击 历史版本历史版本 页签。

4. 单击 版本号版本号，进入对应版本的详情页，查看 YAML 和更新信息。

5. 单击待回滚版本快照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回滚至该版本回滚至该版本。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回滚回滚 按钮。平台将使用对应的历史版本配置，创建新版本的应用。



EXEC 登录容器
通过 docker exec 命令方式登录进入容器实例内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登录的容器实例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登录的容器实例所属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在应用详情页面，在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区域，找到要登录的容器
实例所在的计算组件。

4. 在计算组件下容器基本信息区域，单击 EXEC，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登录的容器实例所在的容器
组。
支持选择 全部容器组全部容器组，同时登录所有容器实例。

5. 在 EXEC 窗口，在 用户用户 框中，输入登录容器使用的用户账号，支持使用非 root 账号，输入的账号
必须已经存在于容器内。如不填，默认为使用 root 账号。

6. 在 执行命令执行命令 窗口，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7. 单击 确定确定。在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应用分发
将已创建的应用或应用的版本快照导出为应用模板，支持导出为 Chart（应用模板），支持分发到模板仓库
或生成并下载 helm 软件包，以便于业务的规范化分发和管理。

支持以下两种方式：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分发应用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应用管
理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普通应用的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分发分发，分发已创建的应用；

进入普通应用的详情页面的版本快照页签，找到要分发的指定应用版本快照，单击右侧对应的 
图标，再单击 分发分发。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编辑配置文件

3. 分发配置

操作步骤 - 基本信息

1.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应用模板的名称。
以 a-z，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最多 40 个字符。

2. 在 版本版本 框中，输入应用模板的版本号。
格式应为 v<Major>.<Minor>.<Patch> 。默认值为当前应用版本或当前快照版本。

3. （非必填）在 图标图标 区域，上传应用模板的图标。
支持 JPG、PNG、GIF 图片格式，文件大小不超过 500KB。建议尺寸80*60像素。

4. （非必填）在 描述描述 框中，输入应用模板的描述信息。描述信息将在应用目录的应用模板列表中显
示。

5. 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操作步骤 - 编辑配置文件

1. 在 README 框中，编辑模板说明文件 README.md，支持 markdown 格式编辑，将在应用模板的
详情页展示。

2. 在 NOTES 框中，编辑模板帮助文件 NOTES.txt，支持标准文本 plaintext 编辑，部署模板完成后将
在模板应用详情页展示。



3. 编辑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编辑配置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清理清理，清理所有编辑内容。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操作步骤 - 分发配置

1. 在 分发方式分发方式 框中，选择分发应用模板的方式。

模板同步模板同步：以应用模板类型分发到应用目录中。

打包下载打包下载：生成 helm 软件包并提供下载。

2. 在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 框中，若分发方式为 模板同步模板同步，选择当前项目可用的本地仓库；若分发方式为 打包下打包下
载载，不配置此项。

3. 在 预览预览 区域，若分发方式为 模板同步模板同步，预览应用目录中的应用模板卡片；若分发方式为 打包下打包下
载载，查看即将下载的软件包的文件全名。

4. 单击 完成完成。若由于某种原因分发失败，单击 重试重试 按钮，重新执行分发操作。



删除应用
删除不再使用的普通应用和微服务应用。将同时删除所有应用下的关联资源，例如：内部路由。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的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在应用列表页面，找到要删除的应用名称。单击操作栏中的 ，再
单击 删除删除。

3. 在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监控
平台使用 Prometheus 获取自定义应用的监控数据，支持以可视化图表的方式展示近 7 天内的资源监控数
据。

页面上方展示了自定义应用包含的计算组件的统计数据，面板区分别展示了系统预置的监控图表和用户自
定义图表，图表展示了资源的用量趋势和排行统计数据。

其中，系统面板中的图表展示的是基于平台预置的监控指标采集到的数据，包括：CPU 使用率/使用量、内
存使用率/使用量、网络流量流入/流出速率、网络报文量接收/发送速率、GPU 使用率/使用量（自定义应用
使用了 GPU 资源时可见）、显存使用率/使用量（自定义应用使用了 GPU 资源时可见）。

在自定义面板中，您可根据实际的业务需求，添加自定义图表，展示系统内置的监控指标或通过自定义监
控指标采集到的数据。同时，支持管理已添加自定义图表。

文本主要内容包括：

查看自定义应用的监控数据

管理自定义监控图表

提示提示：监控页面的监控数据仅在页面打开时自动刷新一次，如需再次刷新监控数据，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实现：

手动刷新：通过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手动刷新监控数据；

设置自动刷新（默认关闭）：单击  设置自动刷新监控数据的时间间隔。

查看监控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集群已部署了监控组件且组件正常运行。否则，只能查看页面上方自定义应用下计算组件统计数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的自定义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自定义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自定义应用名称自定义应用名称，进入自定义应用详情页面。

4.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在展开的监控页面内查看自定义应用的监控数据。



计算组件统计

支持查看自定义应用下 部署部署、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的总数以及根据状态分别统计的个
数。

当总数和状态对应的个数大于等于 1 时，单击数字可查看对应的计算组件名称列表，进一步
单击 计算组件名称计算组件名称 后，可前往计算组件的监控页面查看计算组件的监控数据。

系统面板/自定义面板

面板区以左侧趋势图和右侧排行统计列表的形式，展示了基于系统预置指标或用户自定义指
标采集到的监控数据

切换 系统面板系统面板 和 自定义面板自定义面板，可分别查看系统预置的监控图表和已添加用户自定义监控图
表。

提示提示：

单击面板右上角的时间范围选择框，可切换查询时间范围。

光标悬浮至图表曲线上时，可查看当前时间点各计算组件的详细数据。当计算组件超
过 15 个时，值从大到小排序，仅显示前 15 条数据；

单击列表右上角的监控数据统计粒度（例如：使用量/使用率、流入/流出）可切换图表
和列表中根据相应粒度统计的数据；单击图例可隐藏/显示图表中图例代表的曲线，且
列表可根据图例（名称）或当前值排序。



系统面板系统面板 监控图表数据说明参见下表。

注意注意：仅当自定义应用使用了 GPU 资源时，GPU 相关监控图表可见。

监控资源监控资源
监控数据监控数据

统计粒度统计粒度
指标说明指标说明



CPU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您可通过使用率判断计算组件容器的限制值配置是否合理，当使用率过高时，表明

容器限制值设置过小，可能会影响计算组件的正常运行。

使用量使用量 为计算组件已使用的资源量。

内存内存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您可通过使用率判断计算组件容器的限制值配置是否合理，当使用率过高时，表明

容器限制值设置过小，可能会影响计算组件的正常运行。

使用量使用量 为计算组件已使用的资源量。

网络流量网络流量 流入/流出 每秒流入/流出计算组件的网络流量。

网络报文网络报文

量量
接收/发送 计算组件每秒接收/发送的网络报文量。

虚拟虚拟/物理物理

GPU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使用量使用量 为计算组件已使用的资源量。

虚拟虚拟/物理物理

GPU 显存显存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使用量使用量 为计算组件已使用的资源量。

监控资源监控资源
监控数据监控数据

统计粒度统计粒度
指标说明指标说明

管理自定义监控图表

在自定义面板中，您可根据实际的业务需求，添加自定义图表展示系统内置的监控指标目标数据或通过自
定义监控指标采集到的数据。

同时，支持对自定义图表执行更新、删除、排序操作。

配置指标采集目标



添加自定义监控图表时，如需使用 自定义指标自定义指标，需要先通过配置指标采集目标，确保 Prometheus 能够发
现自定义指标对应的监控目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需要确保能够发现采集目标的内部路由属于当前应用。如果是单独创建的，不属于应用下资源的内部路
由，请先通过 管理资源 将该资源导入应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面板区域的 自定义面板自定义面板 页签，切换至自定义面板展示页面。

2. 根据自定义面板中是否已有图表，选择子步骤：

当面板中没有图表时，单击提示信息下方的 配置指标采集目标配置指标采集目标 按钮。

当面板中已有图表时，单击面板右上角时间范围选择框右侧的  > 配置指标采集目标配置指标采集目标。

3. 在弹出的 配置指标采集目标配置指标采集目标 对话框中，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指标采集目标记录。

提示提示：

支持添加多条指标采集目标记录。

可查看已添加指标采集目标，且可更新（  ）、删除（ ）已添加指标采集目标。

4. 参考以下说明配置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标签选标签选

择器择器
是

用于筛选应用下内部路由的标签选择器，由 键键、值值 组成。支持输入多组标签，输入的标签将和应

用下所有内部路由的标签进行比对，拥有的标签中包含了全部已输入标签的内部路由方可被选中。

内部路内部路

由由
否 由标签选择器筛选得到的内部路由的名称。不可编辑，只能通过标签选择器筛选。

端口及端口及

路径路径
是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端口、路径配置记录，支持添加多条。

端口及路径是 Pod 中定义的，采集监控指标目标数据的 API 的对外访问方式，通过该访问方

式，Prometheus 才能够采集到计算组件的 Pod 的监控数据。

端口名称端口名称：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已匹配到的内部路由的端口名称（ <protocol>-<Port>-

<targetPort> ）。

监控路径监控路径：输入 Pod 中对外提供的采集监控指标目标数据的 API 的访问路径，默认为 

/metrics 。



采集时采集时

间间隔间间隔
是 监控指标目标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默认为 60 秒，即每隔 60 秒采集一次数据。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6. 单击 关闭关闭 按钮，完成指标采集目标配置。

添加自定义监控图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集群已部署了监控组件且组件运行正常。

添加图表如需使用自定义指标，请先通过 配置指标采集目标 配置获取自定义指标监控数据所需信
息。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面板区域的 自定义面板自定义面板 页签，切换至自定义面板展示页面。

2. 根据自定义面板中是否已有图表，选择子步骤：

当面板中没有图表时，单击提示信息下方的 添加图表添加图表 按钮。

当面板中已有图表时，单击面板右上角时间范围选择框右侧的  > 添加图表添加图表。

3. 在弹出的 添加自定义图表添加自定义图表 对话框中，参考以下说明配置参数。

提示提示：对话框上方显示的监控图表的数值由监控指标决定，会根据您的选择实时变化。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图表图表

标题标题
是 自定义图表的标题，图表添加后，将显示在图表左上角。

帮助帮助

说明说明
否

图表的帮助说明信息，最多可输入 64 个字符。

提示提示：如果输入了该参数，图表添加后，图表标题右侧会显示 ? 。将光标移动至 ?  上时，可

查看帮助说明内容。

指标指标

类型类型
是

监控指标的类型，可选择 内置指标 、 自定义指标 。 

内置指标：图表展示根据平台预置的指标采集的监控数据。

自定义指标：图表展示根据用户自定义指标采集的监控数据，需要用户输入 Prometheus 可以识别

的监控指标查询表达式。

内置指标参数说明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指标名指标名

称称
是 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预置的指标名称。

监控资监控资

源源
是

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需要展示根据指标采集的监控数据的计算组件的名

称。

说明说明：可选计算组件均属于当前应用，不选择时，默认为当前应用下全部计算组件。

自定义指标参数说明



参参

数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指指

标标

名名

称称

是 输入自定义指标的名称，用于标识指标，最多可输入 64 个字符。

表表

达达

式式

是

自定义 Prometheus 监控指标查询表达式，需确保表达式包含的指标参数在当前应用的指标采集范围之内，例

如： up{service="kubelet"} ，表达式的含义为：采集 kubelet 组件监控指标的 API 是否能够正常访问，当曲线值为

1 时，表示 API 能够正常访问；当曲线值为 0 时，表示 API 无法正常访问。

表达式格式规范可参考官方文档 QUERYING PROMETHEUS。

指指

标标

单单

位位

否

先单击左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指标对应的数据类型，可选 时间 、 数据 、 数据比率 、 其他  和 自定义 ，然后在右侧

下拉选择框中，单击选择单位类型对应的预置单位或直接输入单位。

不输入时，图表中不显示单位。

图图

例例

参参

数数

否

输入监控数据的一个标签的 键键，将会将键对应的 值  作为图例标识。输入格式如： {{.键}} 。

提示提示：输入正确的表达式后，将光标移动至对话框上方的监控图表右侧的排行统计列表记录上，可查看数据的所有标签。

如图所示。

例如：通过表达式 up{service="kubelet"}  获取到的监控数据的标签包含 

"__name__":"up","endpoint":"https-

metrics","instance":"192.168.18.2:10250","job":"kubelet","namespace":"kube-

system","node":"192.168.18.2","service":"kubelet"}"  ，如果想使用收集数据的目标端点作为图例标识，

可输入图例参数 {{.instance}} 。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提示提示：最近一次添加的图标显示在列表最下方。

更新自定义监控图表



支持更新已添加自定义监控图表的信息。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面板区域的 自定义面板自定义面板 页签，切换至自定义面板展示页面。

2. 单击待更新图表右上角的  > 更新更新。

3. 在弹出的 更新自定义图表更新自定义图表 对话框中，参考 添加自定义图表参数说明 更新相关参数。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自定义监控图表

支持删除已添加的自定义监控图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面板区域的 自定义面板自定义面板 页签，切换至自定义面板展示页面。

2. 单击待删除图表右上角的  > 删除删除。

3.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调整自定义监控图表显示顺序

支持通过拖拽，快速调整已添加的自定义监控图表的排列顺序。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面板区域的 自定义面板自定义面板 页签，切换至自定义面板展示页面。

2. 将光标移动至待调整顺序图表上方热区，长按鼠标左键并拖拽至目标位置后放开鼠标左键。

提示提示：当光标移动至热区时，热区颜色变深，光标变为  且会显示提示信息。



微服务应用（Alpha）
为了使应用在微服务化后，更易于用户在微服务开发场景下进行治理和运维，支持创建 Service Mesh 框
架、Spring Cloud 框架下的微服务应用，在创建应用的过程中添加微服务。
创建完成后，支持在详情页中发布服务，已发布的服务可以进行服务运维。



创建 Spring Cloud 框架下的微服务应用
创建微服务应用并添加 Spring Cloud 框架下的微服务。

操作步骤 - 创建应用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微服务应用的项目，并选择要创建微服务应用的命名空
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自定义应用创建自定义应用 按钮右侧的箭头，选择 创建微服务应用创建微服务应用。

4. 在创建微服务应用页面，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微服务应用的基本信息。

名称名称：微服务应用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 和中横线，不支持以中横线结尾，字符数：1 ~ 32 个。

（非必填）显示名称显示名称：微服务应用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显示应用名
称。

5. 在 微服务微服务 区域，添加 Spring Cloud 微服务。支持添加多个微服务或不添加微服务。

6. 添加微服务完成后，单击 创建创建。

操作步骤 - 添加 Spring Cloud 微服务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选择治理框架

2. 基本信息配置

3. 服务配置

4. 服务访问配置

5. 资源设置

6. 服务运维配置

步骤一 选择治理框架

1. 在 微服务微服务 区域，单击 添加微服务添加微服务，进入添加微服务向导。



2. 在 选择治理框架选择治理框架 页面，单击 Spring Cloud。

步骤二 基本信息配置

1. 在 填写服务设置填写服务设置 页面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服务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
长度不超过 31 个字符。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

版本版本：选择镜像 tag，确定要使用的镜像。

步骤三 服务配置

1. 在 服务配置服务配置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 启动容器启动容器 参数配置开关。如开启，配置容器启动时的初始化命令
或修改镜像默认值。

（非必填）启动命令启动命令：在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

（非必填）启动参数启动参数：在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的参数。

说明说明：如果只添加启动命令，则使用该命令启动容器，参数为空，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无
效；如果只添加启动参数，则使用镜像的 Entrypoint 加该参数启动容器，镜像的 CMD 无效；如果
启动命令和启动参数均添加，则使用该命令加该参数启动容器，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无效；
如果命令和参数均不添加，则使用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启动容器。

2. 选择是否开启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参数配置开关。如开启，添加容器的环境变量。

手动设置手动设置：手动设置环境变量的键和值。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和对应的值。
或单击 添加引用添加引用 按钮，在 键键 栏中，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在 值值 栏中，选择要引用的对象（可
选：配置字典、保密字典、fieldRef、resourcefieldRef），再选择具体要引用的字段，例如：
配置项的 键键 或 fieldRef/resourcefieldRef 的字段，将会引用相应的字段作为环境变量的值。
注意注意：通过环境变量添加相同的引用字段，会覆盖配置文件或镜像的相关配置。

全量导入全量导入：通过全量导入配置字典，可将配置文件中的配置项作为环境变量引入容器。单击
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导入的配置字典。

3. 在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 区域，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 Spring Cloud 配置文件，单击 写入写入，同时支持以
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步骤四 服务访问配置

1. 在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服务访问暴露的端口，仅支持 TCP 协议，默认为 8080。若配置文件已定义服务
端口（server.port），则自动读取配置文件的端口号填入，需要保持一致。

管理端口管理端口：Spring Boot Actuator 端口，仅支持 TCP 协议，默认为 8081。若配置文件已定义
管理端口（management.port），则自动读取配置文件的端口号填入，需要保持一致。

步骤五 资源设置

1. 在 资源设置资源设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资源需求资源需求：容器资源的 请求值请求值（requests），容器启动时所需的节点计算资源值。限制值
（limits）与请求值相同。

说明说明：资源值的可选单位说明如下：
CPU（必填）：核（core）。支持正数。
内存内存（必填）：Mi。支持正整数。

步骤六 服务运维配置

1. 在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实例数实例数：期望运行的 Pod 个数，默认为 1 个，请依据实际的业务请求量设置。

发布策略发布策略：在 发布方式发布方式 区域，支持选择 滚动发布滚动发布 或 快速发布快速发布。

发布间隔发布间隔：滚动发布的时间间隔。

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滚动发布时，每次更新的实例个数。不能大于实例数。



2.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 添加添加。



创建 Service Mesh 框架下的微服务应用
创建微服务应用并添加 Service Mesh 框架下的微服务。

操作步骤 - 创建自定义应用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微服务应用的项目，并选择要创建微服务应用的命名空
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自定义应用创建自定义应用 按钮右侧的箭头，选择 创建微服务应用创建微服务应用。

4. 在创建微服务应用页面，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微服务应用的基本信息。

名称名称：微服务应用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 和中横线，不支持以中横线结尾，字符数：1 ~ 32 个。

（非必填）显示名称显示名称：微服务应用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显示应用名
称。

5. 在 微服务微服务 区域，添加 Service Mesh 微服务。支持添加多个微服务或不添加微服务。

6. 单击 创建创建。

操作步骤 - 添加 Service Mesh 微服务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选择治理框架

2. 服务基本信息配置

3. 服务配置

4. 服务访问配置

5. 服务资源设置

6. Sidecar 资源设置

7. 服务运维配置

步骤一 选择治理框架



1. 在 微服务微服务 区域，单击 添加微服务添加微服务，进入添加微服务向导。

2. 在 选择治理框架选择治理框架 页面，单击 Service Mesh。

步骤二 基本信息配置

1. 在 填写服务设置填写服务设置 页面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服务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
长度不超过 31 个字符。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

版本版本：选择镜像 tag，确定要使用的镜像。

步骤三 服务配置

1. 在 服务配置服务配置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 启动容器启动容器 参数配置开关。如开启，配置容器启动时的初始化命令
或修改镜像默认值。

（非必填）启动命令启动命令：在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

（非必填）启动参数启动参数：在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的参数。

说明说明：如果只添加启动命令，则使用该命令启动容器，参数为空，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无
效；如果只添加启动参数，则使用镜像的 Entrypoint 加该参数启动容器，镜像的 CMD 无效；如果
启动命令和启动参数均添加，则使用该命令加该参数启动容器，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无效；
如果命令和参数均不添加，则使用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启动容器。

2. 选择是否开启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参数配置开关。如开启，添加容器的环境变量。

手动设置手动设置：手动设置环境变量的键和值。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和对应的值。
或单击 添加引用添加引用 按钮，在 键键 栏中，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在 值值 栏中，选择要引用的对象（可
选：配置字典、保密字典、fieldRef、resourcefieldRef），再选择具体要引用的字段，例如：
配置项的 键键 或 fieldRef/resourcefieldRef 的字段，将会引用相应的字段作为环境变量的值。
注意注意：通过环境变量添加相同的引用字段，会覆盖配置文件或镜像的相关配置。

全量导入全量导入：通过全量导入配置字典，可将配置文件中的配置项作为环境变量引入容器。单击
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导入的配置字典。

步骤四 服务访问配置

1. 在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端口映射端口映射：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服务端口和容器端口的映射记录。
1. 单击 协议协议 下拉选择框，选择端口的协议。
2. 在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 输入框中，输入服务访问暴露的端口。

步骤五 资源设置

1. 在 资源设置资源设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资源需求资源需求：容器资源的 请求值请求值（requests），容器启动时所需的节点计算资源值。限制值
（limits）与请求值相同。

说明说明：资源值的可选单位说明如下：
CPU（必填）：核（core）。支持正数。
内存内存（必填）：Mi。支持正整数。

步骤六 Sidecar 资源设置

1. 在 Sidecar 资源设置资源设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资源需求资源需求：Sidecar 容器资源的 请求值请求值（requests），容器启动时所需的节点计算资源值。限
制值（limits）与请求值相同。

说明说明：资源值的可选单位说明如下：
CPU（必填）：核（core）。支持正数。
内存内存（必填）：Mi。支持正整数。

步骤七 服务运维配置

1. 在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实例数实例数：期望运行的 Pod 个数，默认为 1 个，请依据实际的业务请求量设置。

发布策略发布策略：在 发布方式发布方式 区域，选择 滚动发布滚动发布 或 快速发布快速发布。

发布间隔发布间隔：滚动发布的时间间隔。

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滚动发布时，每次更新的实例个数。不能大于实例数。

2.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 添加添加。



查看微服务应用详情
在微服务应用创建的过程中，以及完成后，支持查看微服务应用详情，以及如下信息：

应用配置：仅支持 Spring Cloud 微服务。查看微服务应用 的 YAML 配置文件，支持更新并发布。

拓扑：微服务应用下所有资源的可视化拓扑图；

版本快照：通过界面更新微服务应用后，自动生成的或手动创建的应用版本快照信息。同时，支持
将版本快照导出为 Chart（模板应用）；

监控：微服务应用监控数据详情。

说明说明：仅当微服务应用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服务时，可查看应用的 监控监控 信息。

操作步骤 - 查看微服务应用详情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微服务应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微服务应用名称微服务应用名称，进入微服务应用详情页面。

4. 在详细信息页面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支持查看应用的基本信息，包括状态、创建时间、显示名称、应
用类型等。

5. 在详细信息页面的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 区域，查看微服务应用中的微服务列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微服务的名称。名称右侧显示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 标记的微服务为已启用了灰度发布的微服务。 

单击名称后进入微服务的详情页面，可查看微服务的详细信息、管理微服务的容器组、运维微服

务、灰度发布微服务。

状态状态

微服务的当前状态。

在线：Pod 实例正常运行。

离线 ：所有 Pod 均已停止。

运行实例数运行实例数/实例实例

总数总数
处于运行中状态的实例数和期望实例总数。

容器镜像容器镜像 计算组件使用的容器镜像。

服务治理服务治理 单击可跳转至服务治理平台。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操作操作 说明说明

发布微发布微

服务服务

在微服务应用中，添加并上线新的微服务。

单击 发布微服务发布微服务，参考 添加 Spring Cloud 微服务 或 添加 Service Mesh 微服务 配置微服务参数。

导入微导入微

服务服务

支持将具有一对一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任何应用的内部路由与部署（Deployment）导入为 Service Mesh 微

服务，并与应用关联。支持导入已在微服务治理平台上添加，且不属于微服务应用的 Service Mesh 微服

务。

单击 导入微服务导入微服务，选择要导入的内部路由及其关联的部署。导入后，将为内部路由与部署自动添加或更新 

app: <内部路由名称>  标签，并重启部署。

服务运服务运

维维
单击已发布的服务右侧对应的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按钮，可以进行相应的服务运维操作，参考 服务运维。

操作步骤 - 查看应用配置

1. 单击 应用配置应用配置 页签，查看微服务应用的 YAML 配置文件列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配置文配置文

件件
应用配置的名称，单击可查看 YAML 配置文件。

配置类配置类

型型
目前仅支持 Spring Cloud。

状态状态 配置文件的发布状态。包括未发布、发布中、已发布和发布异常四种。

所属服所属服

务务
配置文件被挂载的服务名称。

发布时发布时

间间

最近一次发布配置文件的时间。执行例如创建应用、发布微服务、重新发布、修改并发布配置等操作后，发

布时间将改变。

更新时更新时

间间
配置文件的修改时间。

2. 单击配置文件右侧对应的  图标，支持执行发布、更新、删除等配置运维操作。
所有涉及配置发布的操作，一旦发布成功，Spring Cloud 的服务都无需重启，可以动态获取最新的
配置文件内容。

操作步骤 - 查看拓扑

1. 单击 拓扑拓扑 页签，查看微服务应用下所有组件的可视化拓扑图。



提示提示：单击组件卡片，可查看组件的详细信息；通过单击左上角的  按钮，可刷新拓扑；将鼠标
悬停在左上角的 图例图例，可查看图例说明信息，具体说明如下。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包括部署、容器组。

非计算组件非计算组件 包括内部路由、配置字典等资源。

引用关系引用关系 通过 backend(serviceName)/secretKeyRef/configMapRef 方式引用，例如容器组引用配置字典。

挂载关系挂载关系 通过 volumeMounts 方式挂载，例如持久卷声明挂载到容器组。

关联关系关联关系 通过标签 label(selector) 方式关联，例如部署与内部路由相关联。

操作步骤 - 查看版本快照

1. 单击 版本快照版本快照 页签，查看通过界面更新应用后自动生成的应用版本快照信息。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版本快照的查看版本快照的 YAML 编排文件编排文件：单击 版本快照名称版本快照名称，可查看应用的版本快照的 YAML（只
读）文件；

回滚至历史版本回滚至历史版本：单击待回滚版本快照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回滚至该回滚至该
版本版本，可回滚应用至相应历史版本。

导出版本快照导出版本快照：单击待导出版本快照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导出导出，可将
相应的版本快照的应用导出为 Chart（应用模板）。
## 后续操作：将应用的版本快照导出为 Chart 后，可在管理视图的模板仓库中，将该 Chart
导入指定的本地（Local）仓库，并通过分配项目为平台上项目分配可通过该 Chart 部署模板
应用的权限。方便在平台上的多个集群下的多个命名空间中快速部署同一个应用。

查看版本快照的变更内容查看版本快照的变更内容：单击版本快照名称左侧的下拉箭头，可查看当前版本快照相比上
一个版本快照，发生变更的资源列表及变更内容。

手动创建版本快照手动创建版本快照：单击 创建版本快照创建版本快照，在 创建版本快照创建版本快照 窗口中，添加版本注释并单击 创创
建建。

操作步骤 - 查看监控

1.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可查看一段时间内自定义应用的监控数据，请参考 监控。



服务运维
对已发布的服务进行服务运维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微服务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运维的服务所在的 微服务应用名称微服务应用名称，进入微服务应用详情页面。

4. 在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 区域，找到要运维的微服务，支持以下操作。

上线/下线：上线处于 离线离线 状态的微服务，或下线处于 在线在线 状态的微服务。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微服务的镜像版本。

扩缩容：更新微服务的实例总数。

资源设置：支持更新 Spring Cloud 微服务的服务资源；支持更新 Istio 微服务的服务资源及
Sidecar 资源。

发布策略：更新微服务的发布策略。

重新发布：更新服务设置并重新发布微服务。

删除：删除不再需要的微服务。

操作步骤 上线/下线

1. 单击要上线或下线的微服务右侧对应的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 上线上线/下线下线。

2.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确定确定。

操作步骤 更新镜像版本

1. 单击要更新镜像版本的微服务右侧对应的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

2. 在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 窗口中，更新计算组件的镜像版本。不支持更新镜像地址。

3. 单击 确定确定。

操作步骤 扩缩容



1. 单击要扩缩容的微服务右侧对应的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 扩缩容扩缩容。

2. 在 扩缩容扩缩容 窗口中，更新微服务的期望实例总数，请依据实际的业务请求量设置。

3. 单击 确定确定。

操作步骤 资源设置

1. 单击要设置资源的微服务右侧对应的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 资源设置资源设置。

2. 在 资源设置资源设置 窗口中，配置微服务的资源需求值。如果微服务是 Istio 微服务，支持配置 SideCar 资
源值。

资源需求资源需求：容器资源的 请求值请求值（requests），容器启动时所需的节点计算资源值。限制值
（limits）与请求值相同。

说明说明：资源值的可选单位说明如下：
CPU（必填）：核（core）。支持正数。
内存内存（必填）：Mi。支持正整数。

3. 单击 确定确定。

操作步骤 设置发布策略

1. 单击要设置发布策略的微服务右侧对应的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 发布策略发布策略。

2. 在 发布策略发布策略 窗口中，更新微服务采用的发布策略。

发布方式发布方式：支持选择 滚动发布滚动发布 和 快速发布快速发布。

发布间隔发布间隔：滚动发布的时间间隔。

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滚动发布时，每次更新的实例个数。不能大于实例数。

3. 单击 确定确定。

操作步骤 重新发布

1. 单击要重新发布的微服务右侧对应的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 重新发布重新发布。

2. 在重新发布页面，更新服务设置，参考 添加 Spring Cloud 微服务 或 添加 Service Mesh 微服务。

3. 单击 重新发布重新发布。

操作步骤 删除



1. 单击要删除的微服务右侧对应的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 删除删除。

2. 在 确认确认 窗口中，如勾选保留微服务中的计算组件、内部路由等资源，将仅删除微服务 CRD 资源，
但不删除微服务中的关联资源，如Deployment、内部路由、配置字典等；如未勾选，将删除微服务
中的所有关联资源。

3. 单击 删除删除。



运维微服务
结合可视化的日志、监控、告警数据，当微服务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可快速帮助运维人员或开发者定位并
解决问题。

日志：容器实例运行时输入的容器日志；

监控：微服务监控数据详情；

告警：微服务告警列表。

注意注意：仅当微服务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组件时，可查看微服务的 监控监控 和 告警告警 信息。

操作步骤 - 查看日志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的微服务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微服务所属 微服务应用名称微服务应用名称，进入微服务应用详情页面。

4. 单击待查看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面。

5. 单击 日志日志 页签，查看微服务容器实例运行时输入的容器日志。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容器组容器组 和 容器容器 下拉选择框，通过选择 容器组容器组 和 容器容器 来过滤日志；

单击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 复选框，支持在查看时自动更新容器日志；

单击 查找查找 按钮，并输入关键字，可查找日志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夜间夜间 按钮，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将会跳转至日志的最后一页，反之，跳转至日志的第一页；单击  将会跳转至日志
的下一页，反之，跳转至日志的上一页。

操作步骤 - 查看监控

提示提示：监控页面的监控数据仅在页面打开时自动刷新一次，如需再次刷新监控数据，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实现：

手动刷新：通过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手动刷新监控数据；

设置自动刷新（默认关闭）：单击 设置自动刷新监控数据的时间间隔。

1.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可查看一段时间内微服务的监控数据，包括 流量监控流量监控 数据和 资源监控资源监控 数据。单击
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可前往微服务治理平台查看更多监控数据。

流量监控

响应时间：以平均值、TP 50、TP 95、TP 99 的形式显示请求响应时间。支持查看单
独某个值的响应时间。在曲线上移动光标，查看某个时段请求的响应时间。 TP xx 是
指满足百分之 xx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常用于系统性能监控场景。

传入/传出 RPS：即传入和传出请求流量每秒的请求次数，显示传入和传出流量曲线。
支持查看总的传入和传出流量 RPS，或单击选择错误的传入和传出流量 RPS。

资源监控

分别以左侧趋势图和右侧列表的形式，展示计算组件下容器组的 CPU 使用率/使用量、内存
使用率/使用量、网络流量流入/流出速率、网络报文接收/发送速率。

提示提示：

光标悬浮至图表曲线上时，可查看当前时间点各容器组的详细数据。当容器组超过 15
个时，值从大到小排序，仅显示前 15 条数据；

单击列表右上角的监控数据统计粒度（例如：使用量/使用率、流入/流出）可切换图表



和列表中根据相应粒度统计的数据；单击图例可隐藏/显示图表中图例代表的曲线，且
列表可根据图例（名称）或当前值排序。

监控监控

数据数据

监控数据统监控数据统

计粒度计粒度
说明说明

CPU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您可通过使用率判断容器的限制值配置是否合理，当使用率过高时，表明容器限制值

设置过小，可能会影响容器组的正常运行。

使用量使用量 为容器组已使用的资源量。

内存内存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您可通过使用率判断容器的限制值配置是否合理，当使用率过高时，表明容器限制值

设置过小，可能会影响容器组的正常运行。

使用量使用量 为容器组已使用的资源量。

网络网络

流量流量
流入/流出 每秒流入/流出容器组的网络流量。

网络网络

报文报文

量量

接收/发送 容器组每秒接收/发送的网络报文量。

操作步骤 - 查看告警

1. 单击 告警告警 页签，可查看当前微服务的告警策略列表。

注意注意：仅当微服务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组件时，可查看微服务的告警策略列表。

告警策略说明及操作参见 告警策略。



灰度发布
当微服务需要上线新版本代替旧版本时，通过灰度发布功能，可将新版本安全地发布到生产环境中的同
时，获得平滑的、自动化的、可视化的发布体验。

常见的灰度发布类型如下：

金丝雀发布金丝雀发布：将部分流量逐渐引入新版本进行测试，在保证系统整体稳定的情况下，尽早发现新版本在实
际环境上的问题。

蓝绿部署蓝绿部署：将旧版本流量复制到新版本上，在新版本上进行一致性及负载测试，测试通过后可将流量平滑
迁移至新版本。

A/B Testing：根据 HTTP headers 或 cookies 等匹配条件将流量路由至新版本。如果符合该匹配规则，将
忽视权重规则。

目前，自动化灰度发布功能仅支持 金丝雀发布金丝雀发布。

本文概览：

启用金丝雀发布

手动发布灰度版本

手动回滚流量

更新发布规则

停用金丝雀发布

启用金丝雀发布

金丝雀发布结合流量调度策略、流量异常检测策略以及流量回滚策略，方便用户设置执行灰度发布的条
件，在不影响业务运行的情况下自动且平滑地发布新的微服务版本。

已启用金丝雀发布的微服务，在微服务的镜像版本、资源配置、环境变量、启动参数等配置发生更新时，
会按照发布规则逐步调度流量至灰度版本，当调度到灰度版本的流量达到 触发发布流量比例触发发布流量比例 时，即可发布
（自动/手动）灰度版本。

发布灰度版本后，所有流量（100%）都将快速地调度到灰度版本上。同时，灰度版本变更为主版本，且停
用原有的主版本。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微服务应用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灰度发布的微服务所在的 微服务应用名称微服务应用名称，进入微服务应用详情页面。

4. 在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 区域，单击待灰度发布的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面。

5. 单击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 页签，进入灰度发布页面。

提示提示：在该页面，可查看灰度发布的 发布规则发布规则 和 发布记录发布记录。

6. 单击 金丝雀发布金丝雀发布 卡片右侧的 启用启用 按钮。

提示提示：单击卡片中的 发布规则发布规则 可展开金丝雀发布的发布规则详情。

7.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参照以下说明设置发布规则。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流量调度流量调度

策略策略
是

流量增加周期流量增加周期：往灰度版本上增加流量的周期，即隔多长时间增加一次流量。单位为分钟，仅支

持正整数，默认为 1 分钟。

每次流量增加比例每次流量增加比例：每个流量增加周期内，往灰度版本增加的流量比例，主版本会减少相应的流

量比例；单位为 %，填写范围为 1-100 的整数，默认为 10。

触发发布流量比例触发发布流量比例：达到触发 自动自动/手动手动 灰度发布的流量比例值，即调度到灰度版本的流量比例

达到该值时可发布灰度版本；单位为 %，填写范围为 1-100 的整数，默认为 50。

发布策略发布策略：发布灰度版本的策略，可选 自动 、 手动 。选择 自动  时，当调度到灰度版本

的流量比例达到 触发发布流量比例触发发布流量比例 后，自动发布灰度版本；选择 手动  时，当调度到灰度版

本的流量比例达到 触发发布流量比例触发发布流量比例 后，需要 手动发布灰度版本。

流量异常流量异常

检测阈值检测阈值
是

最小请求成功率最小请求成功率：调度周期内流量的请求成功比例下限值；仅支持 1-100 的整数，默认为 95。

最大响应时间最大响应时间：调度周期内请求的平均最大响应时间上限值，单位为 ms，默认为 500ms。

流量回滚流量回滚 是
回滚触发条件回滚触发条件：触发流量全部回滚至主版本的异常次数上限值；仅支持正整数，默认为 10。流

量回滚后，本次灰度发布失败。

在发布过程中，流量将每隔 流量增加周期流量增加周期，按照 每次流量增加比例每次流量增加比例 调度至灰度版本，直至比例达
到 触发发布流量比例触发发布流量比例 将自动或可手动执行灰度发布。同时，通过 流量异常检测阈值流量异常检测阈值 监控每个周期
灰度版本的流量状态。若最近的周期增加的流量的平均请求成功率小于 最小请求成功比例最小请求成功比例，或者平
均响应时间大于 最大响应时间最大响应时间，则异常次数加 1，且暂停下个周期流量的增加。暂停期过后，在下
次调度开始时，再次检查流量是否满足指标配置。若流量异常总次数达到 触发回滚异常次数触发回滚异常次数，则回
滚全部流量至主版本，灰度发布失败。

8. 确认规则设置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启用金丝雀发布。



提示提示：

启用金丝雀发布后，会初始化灰度版本，创建用于灰度发布的相关资源，包括部署、内部路
由等。

初始化完成后，当微服务的镜像版本、资源配置、环境变量、启动参数等配置发生更新时，
会按照发布规则逐步调度流量至灰度版本，当调度到灰度版本的流量达到 触发发布流量比例触发发布流量比例
时，即可发布灰度版本。

手动发布灰度版本

已启用金丝雀发布的微服务，在微服务的镜像版本、资源配置、环境变量、启动参数等配置发生更新时，
会按照发布规则逐步调度流量至灰度版本。当发布规则中 发布策略发布策略 为 手动  且调度到灰度版本的流量达
到 触发发布流量比例触发发布流量比例 时，即可手动发布灰度版本。

发布灰度版本后，灰度版本将接管所有流量（100%）。同时，灰度版本变更为主版本。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2. 单击待手动发布的微服务所在的 微服务应用名称微服务应用名称，进入微服务应用详情页面。

3. 在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 区域，单击待手动发布的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面。

4. 在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 区域，可查看最近一次灰度发布的 发布信息发布信息。

注意注意：仅当灰度发布的发布状态为 待发布待发布 时，可执行手动发布操作。

执行执行 ID：用于唯一标识一条灰度发布记录。单击后进入灰度发布详情页面，可在详情页面查
看灰度发布的基本信息、灰度版本和主版本的流量、灰度版本和主版本的 YAML 文件差异
（对比版本）、发布日志。同时，可手动发布灰度版本、回滚流量。

发布状态发布状态：灰度发布的状态。单击右侧的  可查看详细的发布日志。

5. 单击待发布执行 ID 记录操作栏中的 发布发布 按钮。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发布当前灰度版本。

提示提示：发布灰度版本后，灰度版本变更为主版本，接管所有流量。

手动回滚流量

在执行灰度发布的过程中，在灰度版本未发布之前，可通过手动操作的方式，回滚灰度版本上的全部流量



至主版本。

回滚流量后，灰度发布失败。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2. 单击待回滚流量的微服务所在的 微服务应用名称微服务应用名称，进入微服务应用详情页面。

3. 在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 区域，单击待回滚流量的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面。

4. 单击灰度发布区域发布信息操作栏中的 回滚回滚 按钮。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回滚灰度版本的流量至主版本。

提示提示：回滚后，灰度发布失败。

更新发布规则

支持更新灰度发布规则。规则更新后，在微服务的镜像版本、资源配置、环境变量、启动参数等配置发生
更新时，会按照新的发布规则执行灰度发布。

说明说明：当灰度发布处于 处理中处理中 状态时，不支持更新发布规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2. 单击待更新发布规则的微服务所在的 微服务应用名称微服务应用名称，进入微服务应用详情页面。

3. 在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 区域，单击待更新发布规则的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面。

4. 单击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 页签，进入灰度发布页面。

5. 单击 金丝雀发布金丝雀发布 卡片右侧的 更新更新 按钮。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参考 启用金丝雀发布 更新规则中的策略。

7. 确认规则设置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停用金丝雀发布

停用金丝雀发布后，当微服务的镜像版本、资源配置、环境变量、启动参数等配置更新时，将不再以灰度



发布的方式进行更新。

说明说明：当灰度发布处于 处理中处理中 状态时，不支持停用金丝雀发布。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进入应用列表页面。

2. 单击待停用灰度发布的微服务所在的 微服务应用名称微服务应用名称，进入微服务应用详情页面。

3. 在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 区域，单击待停用灰度发布的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面。

4. 单击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 页签，进入灰度发布页面。

5. 单击 金丝雀发布金丝雀发布 卡片右侧的 停用停用 按钮。

6.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金丝雀发布的状态显示为 灰度环境停用中灰度环境停用中，片刻后会变更为 未启用未启用。



联邦应用（Alpha）
支持在联邦集群的所有成员集群下，跨集群部署和管理相同的应用，实现“两地三中心”容灾备份解决方案。

可在联邦集群的 控制集群控制集群 下的 联邦命名空间联邦命名空间 中创建、管理联邦应用。

创建联邦应用后，会在联邦集群的所有成员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下，创建一个同名的应用以及应用下的其
他联邦资源，例如：部署、配置字典、内部路由、有状态副本集等。

注意注意：仅支持在控制集群下的联邦命名空间中创建、更新联邦应用，而非控制集群下联邦命名空间中的联
邦应用及应用下联邦资源仅支持查看。

说明说明：

支持在联邦应用所在的命名空间的应用或其他资源的列表页、详情页中，查看联邦应用及其他的联

邦资源的列表信息和详情信息。通过  图标可区分联邦资源和非联邦资源。

不支持直接更新联邦资源，可通过更新控制集群下联邦应用的方式更新联邦资源。



查看联邦应用列表
查看控制集群下联邦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联邦应用的列表和关键信息。

前提条件

需要进入控制集群下的联邦命名空间。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控制集群下的联邦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应用应用 > 联邦应用联邦应用，进入联邦应用列表页面。

在联邦应用列表页面，可查看联邦应用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联邦应用的名称。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 联邦应用所属的联邦成员集群名称，即联邦集群的成员集群名称。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联邦应用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联邦应用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联邦应用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联邦应用更新联邦应用：更新联邦应用的基本信息和应用下联邦资源信息。

删除联邦应用删除联邦应用：删除联邦应用。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联邦应用
在联邦集群的控制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中，创建一个新的联邦应用。

前提条件

需要进入控制集群下的联邦命名空间。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控制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应用应用 > 联邦应用联邦应用 ，进入联邦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联邦应用创建联邦应用 按钮，进入创建联邦应用页面，支持通过表单或 YAML 的形式创建联邦应用，
默认以表单的形式创建。

说明说明：单击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YAML 按钮，可根据喜好切换创建方式。
当您选择 YAML 方式创建时，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联邦应用的 YAML 编排文件内容，同
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4. 在 创建联邦应用创建联邦应用 区域，配置联邦应用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输入框中，输入联邦应用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

（非必填）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输入框中，输入联邦应用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5. 在 资源资源 区域，配置联邦应用的联邦资源信息。



单击 添加部署添加部署，可为联邦应用添加一个部署，详细操作请参考 创建部署。

单击 其他其他 下拉选择按钮，可选择添加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配置字典配置字典、保密字典保密字典，具
体操作请参考：

创建有状态副本集

创建内部路由

说明说明：联邦应用下创建的内部路需要选择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以关联联邦应用下已有的部署或有
状态副本集。

创建配置字典

创建保密字典

注意注意：添加其他资源后，会在联邦命名空间中创建同名的联邦资源（例如：配置字
典），但是仅支持查看，不支持单独更新这些资源。如需修改，仅能通过更新控制集
群下命名空间中的联邦应用来更新这些联邦资源。

6. 在 差异化差异化 区域，单击 添加差异化添加差异化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差异化添加差异化 对话框中，为不同的联邦集群成员下
的联邦应用提供差异化能力。

更新联邦应用的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i. 单击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下拉选择框，并选择 应用应用。
ii. 在 差异化差异化 区域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一条配置记录。支持添加多条配置记录，不支持为
同一资源添加多条相同的配置。

iii. 单击 集群集群 下方下拉选择框，选择待更新显示名称的联邦应用所在集群的名称。
iv. 单击 参数参数 下方下拉选择框，选择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v. 在 值值 输入框中，输入待更新的显示名称。

更新联邦应用下的部署或有状态副本集的 实例数实例数、资源限制（资源限制（CPU、内存）、内存）。

i. 单击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下拉选择框，并选择 部署部署/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ii. 单击 资源资源 下拉选择框，选择联邦应用下已有的部署/有状态副本集名称。
iii. 在 差异化差异化 区域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一条配置记录。支持添加多条配置记录，不支持为
同一资源添加多条相同的配置。

iv. 单击 集群集群 下方下拉选择框，选择待更新显示名称的联邦应用所在集群的名称。
v. 单击 参数参数 下方下拉选择框，选择 实例数量实例数量/资源限制资源限制-CPU/资源限制资源限制-内存内存。

vi. 在 值值 输入框中，输入与参数对应的 实例数量（单位：个）实例数量（单位：个）/资源限制资源限制-CPU（单位可（单位可
选：选：m、核）、核）/资源限制资源限制-内存（单位可选：内存（单位可选：Mi、、Gi）） 的值。
注意注意：当 参数参数 为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CPU（单位可选：（单位可选：m、核）、核）/资源限制资源限制-内存（单位可选：内存（单位可选：
Mi、、Gi）） 时，值输入时必须同时输入单位，且输入的值不可超过联邦应用所属命名空
间容器限额的最大值，如图所示。



7. 完成所有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联邦应用创建完成并进入联邦应用详情页面。

联邦应用创建成功后，可在当前命名空间以及所有同名的联邦命名空间的资源列表中查看联邦资
源，例如：应用列表、部署列表、有状态副本集列表、内部路由列表、配置字典列表等。



查看联邦应用详情
支持在联邦集群的控制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中，查看已创建联邦应用的详情，包括联邦应用的基本信息、
联邦成员集群下应用的状态、资源、差异化等。

前提条件

需要进入控制集群下的联邦命名空间。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控制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

2. 单击 应用应用 > 联邦应用联邦应用，进入联邦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要查看的 联邦应用名称联邦应用名称，进入联邦应用详情页面。

4. 在详情信息页面，支持查看应用的显示名称、创建时间，在联邦集群成员集群中的状态、资源以及
差异化能力的信息。



更新联邦应用
通过更新联邦应用，可更新联邦应用的显示名称、联邦资源及差异化。

说明说明：创建或更新联邦应用时创建的联邦资源，例如：应用、部署、有状态副本集、内部路由、配置字典
等，不支持直接在对应的资源列表或详情页单独更新，仅能通过更新联邦应用的方式更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控制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

2. 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联邦应用联邦应用，进入联邦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联邦应用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联邦应用的名称联邦应用的名称，进入联邦应用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联邦应用页面，参照 创建联邦应用 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参数。

5.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联邦应用
删除不再使用的联邦应用。将同时删除联邦集群成员集群下的联邦应用及应用下资源。

说明说明：创建或更新联邦应用时创建的联邦资源，例如：应用、部署、有状态副本集、内部路由、配置字典
等，不支持直接在对应的资源列表或详情页删除，仅能通过删除联邦应用的方式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控制集群的联邦命名空间。

2. 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联邦应用联邦应用，进入联邦应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联邦应用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联邦应用的名称联邦应用的名称，进入联邦应用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管理模版应用
模版应用指基于应用模版（Helm Chart）部署的应用。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模板应用模板应用 页面。

2. 单击应用右侧的  ，并按需完成操作。

更新应用信息，例如模板版本、参数配置：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应用，单击 删除删除。

注意注意：删除应用后，相关资源将同步删除。

如果当前应用有同步创建的自定义应用。还可在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 页面更灵活地更新计算组
件、内部路由、入站规则等配置。自定义应用与模版应用为同一应用主体，操作互不冲突。



管理组件应用
组件应用指基于应用组件（operator backed）部署的应用。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组件应用组件应用 页面。

2. 单击应用右侧的  ，并按需完成操作。

更新参数配置：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应用，单击 删除删除。

注意注意：删除应用后，相关资源将同步删除。

如果当前应用有同步创建的自定义应用。还可在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 页面更灵活地更新计算组
件、内部路由、入站规则等配置。自定义应用与组件应用为同一应用主体，操作互不冲突。



计算组件
平台业务视图的计算组件功能模块为平台上的 WorkLoad（工作负载）提供了功能入口，包括：部署
（Deployment）、守护进程集（DaemonSet）、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定时任务（CronJob）、
任务（Job）、Tapp。您可以通过平台提供的功能入口快速管理平台上的计算资源。

其中，可通过（Deployment）、守护进程集（DaemonSet）、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功能入口管理
平台上应用下的相应计算资源。



部署
部署（Deployment）是 Kubernetes 的一种工作负载控制器（Controllers），您可以通过创建一个
Deployment 来运行一个程序。也可以在应用中创建多个 Deployment 作为应用下的工作负载来为无状态应
用提供特定的服务。

Deployment 为 ReplicaSet（副本控制器） 和 Pod（容器组） 提供了声明式的更新。只需要在
Deployment 中描述了对 Replicas（Pods 数量） 和 Containers（容器）的期望状态，Deployment 控制器
会将 Pod 和 ReplicaSet 的实际状态改变至期望状态。

Deployment 的功能特点如下：的功能特点如下：

可以通过创建一个 Deployment 来启动一个 ReplicaSet。ReplicaSet 会根据设定的副本数创建
Pods，并检查 Pods 的启动状态。

可以通过更新 Deployment 的 PodTemplateSpec 字段来声明 Pods 的新状态。声明 Pods 的新状态
后，会创建一个新的 ReplicaSet，Deployment 会以可控的速率将 Pods 从旧的 ReplicaSet 迁移至
新的 ReplicaSet。同时，ReplicaSet 会更新 Deployment 的版本。

如果当前 Deployment 的状态不稳定，将回滚至更早版本的 Deployment。每次回滚将会更新
Deployment 的版本。

可以通过扩容 Deployment 来满足更高的负载。

可以通过暂停 Deployment 来应用 PodTemplateSpec 的多个修复，然后重新上线。

可以将 Deployment 的状态作为判断上线是否停滞的指标。

可以通过 Deployment 清理不再需要的旧的 ReplicaSet。



查看部署列表
查看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部署的列表和关键信息，包括应用下的部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部署列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部署部署，进入部署列表页面。

在部署列表页面，可查看部署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部署的名称。

状态状态

部署的当前状态。

运行中：Pod 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处理中：有 Pod 未处于运行中状态。

停止 ：所有 Pod 均已停止。 

失败：部署失败。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部署所属应用的名称。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部署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部署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部署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部署更新部署：更新部署的基本信息。

删除部署删除部署：删除部署。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部署
在业务视图中，支持通过表单或 YAML 的方式创建部署（Deployment），默认以表单形式创建。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容器组

3. 配置容器

前提条件

如果您需要为待创建的部署的容器配置引用或挂载存储卷，在创建部署之前，需要先在平台上创建
PVC（持久卷声明）、配置字典或保密字典资源。

如果拉取的镜像需要凭据，需要您先在当前命名空间下创建凭据（保密字典）。

当您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平台，且希望使用 DevOps 平台镜像仓库中的镜像创建部署时，
需要提前前往 DevOps 平台为当前项目绑定指定的镜像仓库（DevOps 工具链）。

操作步骤 1 配置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部署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部署部署，进入部署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部署创建部署 按钮。

4. 在弹出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单击选择 方式方式。

说明说明：仅当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产品，且本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的镜像仓库时可以选
择方式。



输入输入：地址格式为 仓库地址:镜像版本 ，例如 ： index.docker.io/library/ubuntu:latest 。

单击镜像地址输入框下方的镜像地址示例后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示例镜像地址。

选择选择：通过单击镜像仓库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并选择或输入
镜像版本来选择要使用的镜像。

提示提示：使用第三方镜像前，确认是否可以直接拉取。可以通过 docker pull  命令验证。

5.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进入 创建部署创建部署 页面。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进行编辑。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说明说明：单击创建页面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 按钮，即可切换回表单创建形式。

6.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参照以下说明，配置部署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部署的名称，默认为镜像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否 部署的显示名称，支持输入中文字符。

实例实例

数量数量
是 Deployment 期望运行的 Pod 的个数，默认为 1 个，请依据实际的业务请求量设置。



更新更新

策略策略
是

设置滚动更新（rollingUpdate）Deployment 时，Pod 的 最大可超出数最大可超出数 和 最多不可用最多不可用

数数，Deployment 将依据设置的值自动增加或删除 Pod，实现快速滚动更新。

说明说明：如不设置，最大可超出数的默认值为 25%，最多不可用数的默认值为 25%。支持输入实例数

量或百分比。

最大可超出数最大可超出数：输入滚动更新时 Deployment 的 Pod 数量最大可以超出的值。输入百分比

后，Kubernetes 根据当前实例数量进行计算，出现小数时，向上取整。例如：4.1 会向上取整为 5。

如不填，默认为 1。

注意注意：当命名空间所在集群部署了 MacVlan 底层网络时，值只能为 0 或 0%。

最多不可用数最多不可用数：输入滚动更新时 Deployment 的 Pod 数量最多不可用的值。百分比不能超过 100%。

输入百分比后，Kubernetes 根据当前实例数量进行计算，出现小数时，向下取整。例如：4.9 会向下

取整为 4。如不填，默认为 1。

处在非运行状态的 Pod，均计入不可用数。

例如例如：当 Pod 数为 10 时，最大可超出数值填写了 2，最多不可用数值填写了 3，在更新的过程中，

新旧版本的可用 Pod 个数加起来不会超过 10+2 个，新旧版本的可用 Pod 个数加起来不会小于 10-3

个。 

说明说明：最大可超出数值和最多不可用数值不能同时为 0 或 0%。

当填写百分比数值时，如果最大可超出数值向上取整为 0，最多不可用数值向下取整也为 0

时，Kubernetes 会调整最多不可用数值向上取整为 1。

标签标签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 Deployment 添加标签，支持添加多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标签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标签。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操作步骤 2 配置容器组

1. 在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配置容器组（Pod）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存储卷存储卷 否

为容器组挂载存储卷，方便配置容器参数（存储卷挂载）时快速引用存储卷。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存储卷添加存储卷 对话框中，输入存储卷名称，参照 存储卷类型说明 配置相应

的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单击已添加的存储卷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存储卷。

单击已添加的存储卷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更新已添加的存储卷。

镜像凭镜像凭

据据
否

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中已创建的用于拉取镜像的凭据。

说明说明：当创建部署所用的镜像，是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项目已绑定的 DevOps 平台制品仓库中的镜像

时，该参数会默认选中绑定制品仓库时基于 DevOps 凭据在当前项目下所有命名空间中自动生成的

保密字典。



容器组容器组

标签标签
否

为容器组添加标签。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容器组添加标签，支持添加多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标签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标签。

容器组容器组

注解注解
否

为容器组添加注解。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容器组添加注解，支持添加多个注解。

单击已添加的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注解。

主机选主机选

择器择器
否

通过选择主机标签筛选运行容器组的主机，单击下拉选择框，可添加一个或多个计划运行容器组实

例的主机的标签，容器组将被调度到任意符合条件的主机上运行。

亲和性亲和性 否

配置当前部署的 Pod 与当前命名空间下其他计算组件的 Pod 之间的亲和（和指定的计算组件的 Pod

运行在同一主机上）/反亲和（不和指定的计算组件的 Pod 运行在同一主机上）性，系统将根据亲和

性配置，调度新创建的 Pod 到符合条件的主机上运行。

单击 添加亲和性添加亲和性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亲和性添加亲和性对话框中，添加一个 Pod 亲和性或 Pod 反亲和性配

置，支持添加多条配置。

1. 选择 亲和性亲和性 类型，支持选择 Pod 亲和亲和 或 Pod 反亲和反亲和。

2. 选择亲和性方式，支持选择 基本基本 或 高级高级。

3. 当 方式方式 为 基本  时，单击 亲和组件亲和组件 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当前命名空间下已有的计算组件；当

方式方式 为 高级  时，需要配置以下几个参数，实现更复杂的亲和性调度需求：

类型类型：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 Required 或 Preferred。如果选择 Required，系统只能把当前创建

的组件 Pod 调度到完全符合亲和性配置的节点上；如果选择 Preferred，系统将把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尽量调度到符合亲和性配置的节点上，且需要在 权重权重 框中输入权重（weight）参数，范围为

1~100，系统在调度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时，将结合亲和性权重与其它调度需求（例如计算资源需

求），后台确定组件 Pod 运行的节点。

主机拓扑域主机拓扑域：输入要与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亲和或反亲和的组件 Pod 所在主机的标签，默认为 

kubernetes.io/hostname 。

匹配标签匹配标签：添加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需要亲和或反亲和的组件 Pod 具有的所有标签，单击 添加添加 按

钮并输入键、值，即可添加一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亲和性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亲和性配置。

单击已添加的亲和性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更新已添加的亲和性配置。

关闭宽关闭宽

限期限期
否

从接受到 Pod 删除请求到 Pod 被正式删除之前，允许的最长等待时间，默认为 30 秒。设置该参数

以便 Pod 在被停止前先处理完请求，优雅下线应用或通知其他应用。

当设置 为 0 秒时，不管待删除的 Pod 上是否正在处理请求或执行命令，都将被立即强制删除。

Host

模式模式
否

通过单击开启或关闭滑块开关（默认为关闭），选择正在创建的部署是否使用 Host 网络模式。

当开关关闭时，默认使用集群的网络模式；

当开关开启后，将使用 Host 网络模式，会直接使用宿主机的 IP 和端口作为 Pod 的访问地址。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以下可选参数是否显示或可配置由命名空间所在集群的网络模式决定，关联关系和配置说明参见下
表。



网络模网络模

式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Kube-

OVN

带宽带宽

限制限制

通过设置 上行带宽上行带宽 和 下行带宽下行带宽 可限制 Pod 内容器的最大上行/下行网络

速率，支持输入 1~100000  之间的数值，单位为 Mbit/s。默认不限制

带宽，通过限制 Pod 带宽可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上行带宽上行带宽：Pod 内容器上传数据的速率；

下行带宽下行带宽：Pod 内容器下载数据的速率。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Galaxy
浮动浮动

IP

是否开启使用 浮动浮动 IP（Floating IP）的开关。

默认不开启，使用 Overlay（虚拟网络） ；开启时则使用 浮动浮动 IP。

1. 集群部署了 Galaxy

网络组件和 IPAM 组

件。

2.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Galaxy

IP

回收回收

策略策略

浮动浮动 IP 开关开启时，该参数显示且可配置。IP 的回收策略。

随时回收：Pod 重启、跨节点迁移、缩容或删除计算组件时，IP 均会被

回收并可重新分配。

缩容或删除计算组件时回收：Pod 重启或跨节点迁移时 IP 不变，缩容或

删除计算组件时回收 IP。

随时回收：IP 永不被回收，删除计算组件后创建同名计算组件时会被分

配相同的 IP。

集群部署了 Galaxy 网

络组件和 IPAM 组件。

1.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2. 浮动浮动 IP 开关开启。

MacVlan 子网子网 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集群下的 MacVlan 子网。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MacVlan
固定固定

IP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计算组件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

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多个 固定固定 IP。

不设置该参数时，则随机为容器组分配子网内的可用 IP。

注意注意：

- 不支持输入子网的 保留保留 IP。

- 为保证计算组件的容器组都能分配到 IP 后正常启动，请保证您输入的

固定固定 IP 个数大于或等于计算组件的 实例数量 。例如：您设置了实例数

量为 3 ，但仅输入了一个 固定固定 IP 时，则仅有一个实例可正常启动。

- 子网内的 1 个 IP 仅能作为一个计算组件的 固定固定 IP 使用，不可用于多

个计算组件的 固定固定 IP。

1.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2. 已选择有效 子网子网。

Calico
固定固定

IP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计算组件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

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多个 固定固定 IP。

不设置该参数时，则随机为容器组分配子网内的可用 IP。

注意注意：

- 子网内的 1 个 IP 仅能作为一个计算组件的 固定固定 IP 使用，不可用于多

个计算组件的 固定固定 IP，不支持输入已设置为其他计算组件容器组 固定固定

IP 的 IP 地址。

- 为保证计算组件的容器组都能分配到 IP 后正常启动，请保证您输入的

固定固定 IP 个数大于或等于计算组件的 实例数量 。例如：您设置了实例数

量为 3 ，但仅输入了一个 固定固定 IP 时，则仅有一个实例可正常启动。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Kube-

OVN

固定固定

IP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计算组件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

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多个 固定固定 IP。

不设置该参数时，则随机为容器组分配子网内的可用 IP。

注意注意：

- 可以为多个计算组件的容器组设置子网内的同一个 IP 地址为 固定固定 IP，

但同时仅允许一个容器组使用该 IP 地址，不同计算组件的容器组启动时

将会抢占该 IP 地址 。

- 为保证计算组件的容器组都能分配到 IP 后正常启动，请保证您输入的

固定固定 IP 个数大于或等于计算组件的 实例数量 。例如：您设置了实例数

量为 3 ，但仅输入了一个 固定固定 IP 时，则仅有一个实例可正常启动。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网络模网络模

式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3 配置容器

1. 在 容器容器 区域，配置容器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容器的名称，默认为镜像仓库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

符。

镜像地址镜像地址 是
默认显示已选择的镜像。单击右侧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按钮，弹出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可以重新选择镜像，

参考 配置基本信息 。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否

容器资源的 限制值限制值（limits），限制容器实例运行过程中，最多可使用的节点计算资源值。

默认为所在命名空间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的 默认值默认值，重新设置后的该值不能大于命名空间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的 最最

大值大值。

说明说明：容器资源的 requests（请求值）大小默认为 limits（限制值），在 YAML 模式下，支持设

置 requests，requests 不可超过当前命名空间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的 最大值最大值，否则，会导致计算组件创建

失败。

资源值的可选单位说明如下：

CPU（必填）：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内存（必填）：Mi（1 MiB = 2^20 bytes）、Gi（1 GiB = 2^30 bytes）,1 Gi = 1024 Mi。

虚拟虚拟 GPU（非必填）：仅当集群下存在 GPU 资源时，该参数有效。虚拟 GPU 的核心数，100

个虚拟核心等于 1 个 GPU 物理核心。支持输入正整数。

显存显存（非必填）：仅当集群下存在 GPU 资源时，该参数有效。虚拟 GPU 显存，1 个单位的显存

为 256 Mi。支持输入正整数。



启动命启动命

令、参数令、参数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在新增的命令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和参数。

单击已添加命令/参数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命令/参数。

示例示例：

在容器启动时，执行 top -b  命令示例。 

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区域，添加 top  和 -b ，预览 YAML 如图所示；

或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区域，添加 top ，在 参数参数 区域，添加 -b ，预览 YAML 如图所示。

支持在启动命令和参数中引用环境变量。例如：已设置环境变量 MESSAGE:Welcome! ，可在

如下图所示的命令示例中引用环境变量。

更多示例和说明可参考 官方文档。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否

设置容器的环境变量。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和对应的值。

或单击 添加引用添加引用 按钮，在 键键 栏中，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在 值值 栏中，选择要引用的对象（可

选：配置字典、保密字典、fieldRef、resourcefieldRef），再选择具体要引用的字段，例如：配

置项的 键键 或 fieldRef/resourcefieldRef 的字段，将会引用相应的字段作为环境变量的值。

注意注意：通过环境变量添加相同的引用字段，会覆盖配置文件或镜像的相关配置。

配置引用配置引用 否
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完整引用的配置字典。通过引用配置字典，可将配置文件中

的配置项作为环境变量引入容器。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否

单击 添加存活性健康检查添加存活性健康检查 或 添加可用性健康检查添加可用性健康检查 按钮，在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框中，配置健康检查参

数。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健康检查相关参数说明请参考 健康检查参数说明表。

存活性健康检查存活性健康检查：检查计算组件是否处于健康状态，如果检测结果为非正常时，会根据健康检查

的配置决定是否重启实例。

可用性健康检查可用性健康检查：检查计算组件是否启动完成并处于正常服务状态，如果检测到容器实例的健康

状态为非正常时，容器状态会被更新。

存储卷挂存储卷挂

载载
否

配置存储信息，实现容器中数据的持久存储。

有以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方式一：单击 添加存储卷并挂载添加存储卷并挂载 按钮，在 添加存储卷添加存储卷 窗口，选择存储类型，包括 持久卷声持久卷声

明明、配置字典配置字典、保密字典保密字典、主机路径主机路径、空目录空目录。所有参数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存储卷类型参数说明及配置操作请参考 存储卷挂载类型说明表。

说明说明：通过此方式为容器添加存储卷后，会自动为容器组添加该存储卷，可在 容器组容器组 的 存储卷存储卷

区域查看。

方式二方式二：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添加已为容器组添加的存储卷作为容器的存储卷。单击 存储卷名称存储卷名称 下

拉选择框选择要为容器挂载的存储卷。

## 前提条件：已在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为容器组添加了 存储卷 资源，或已通过 方式一方式一 添加了存储

卷。

通用参数说明通用参数说明：

* 挂载路径挂载路径：在容器文件系统中，挂载存储卷的路径。

* 子路径子路径：已存在的，容器可以用于存储数据的文件的相对路径。

当存储卷类型为 配置字典  或 保密字典  时，支持选择一个配置项的键作为子路径。挂载路径

拼接子路径构成完整的存储卷挂载路径，将指向具体的文件夹或文件名称。

* 只读只读：以滑块开关的形式展现，用于控制存储卷的访问方式。开关默认关闭，存储卷的访问方

式为 读写读写；单击开启开关后，存储卷的访问方式为 只读只读。

更多信息请参考 Volumes。

端口端口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主机端口和容器端口的映射记录。

1. 单击 协议协议 下拉选择框，选择端口的协议，可选 TCP、UDP。

2. 在 容器端口容器端口 输入框中，输入容器端口号。容器端口需要与后端的 Pod 中暴露的容器端口一

致。当通过选择镜像方式，选择了 registry 镜像仓库内的镜像时，自动填写镜像内 Dockerfile 暴

露的容器端口。

3. 在 主机端口主机端口 输入框中，输入要映射的主机端口号。

注意注意：当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配置参数 Host模式模式 的开关开启时，主机端口号不允许输入，且和容器端口

号相同。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日志文件日志文件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在容器中要收集保存的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例如： /var/log/ ，

表示会收集容器内 /var/log/  路径下的所有文本日志。

说明说明：

实现文件日志功能，需要所在集群部署日志服务。

容器存储驱动为 overlay2 时，支持此功能；如果容器存储驱动为 devicemapper，还需要自行挂

载 Emptydir 类型的存储卷（volume）到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

单击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日志文件路径。

排除日志排除日志

文件文件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不需要收集保存的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将它们排除，例

如： /var/log/aaa.log ，表示会收集容器内 /var/log/  路径下除 aaa.log  之外的

所有文本日志。

单击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排除日志文件路径。

停止前执停止前执

行行
否

删除容器前可在容器上执行的命令，即 PreStop 脚本，将在容器被删除前触发执行。例如：可在

停止容器前执行 echo "stop"  命令，以验证容器删除前，容器日志是否可正常打印。

注意注意：当为容器组参数 关闭宽限期关闭宽限期 设置的时长小于命令执行完成所需时长时，在命令未执行完成

的情况下，会强制删除容器。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2. （可选）添加容器/初始化容器。

单击容器区域右上角的 添加容器添加容器 或单击 添加容器添加容器 右侧的下拉按钮选择 添加初始化容器添加初始化容器，可为当前
计算组件添加多个容器。

容器组启动时，会优先启动初始化容器，初始化容器都运行完成后才会启动普通业务容器。
当容器组内有多个初始化容器时，将按照添加顺序依次启动，且下一个初始化容器启动前，
必须等待上一个初始化容器运行完成。初始化容器运行完成即会释放 CPU、内存资源。

当容器组下有超过 2 个的容器或至少有 1 个初始化容器时，支持删除容器/初始化容器；当仅
有一个业务容器时，不支持删除该容器。

更多初始化容器的信息，请参考 Init Containers。

3.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部署创建成功后，会自动进入部署的详情页面。

参考信息 

存储卷挂载类型说明表存储卷挂载类型说明表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持久卷持久卷

声明声明

选择一个已创建的持久卷声明，用于请求持久卷作为存储资源。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存储卷 名称名称，并单击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上已存在的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后。

2.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注意注意：仅支持选择已绑定持久卷的持久卷声明。如果持久卷声明未绑定持久卷（PV），将会导致创建 Pod 失败。

配置字配置字

典典

将整个配置文件或其中的部分配置项，以存储卷的形式挂载到容器文件系统中。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存储卷的 名称名称，单击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上已创建的配置字典。

使用整个配置文件作为存储路径。并根据配置文件当中的键在该路径下生成存储文件，键为存储文件的名称，对应

的值为存储内容。

2.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说明说明：引用整个配置文件作为存储卷时，更新配置文件后，存储路径下的文件会同步更新 ，并且会覆盖该路径下的

原有文件。 

3.单击 子路径子路径 下拉选择框，选择配置文件中的一个 键键，则支持根据配置字典的某个键自动生成一个子路径。例

如： my.cnf 。 

如果需要使用配置字典的多个键作为挂载存储卷的子路径，可重复上述步骤，添加该配置字典作为存储卷，并选择

不同的键作为子路径。

主机路主机路

径径

将容器数据存储到主机本地文件系统路径。输入主机本地文件系统路径，以 /  开头，例如： 

/volumepath 。



保密字保密字

典典

将整个保密字典文件或其中的部分配置项，以存储卷的形式挂载到容器文件系统中。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存储卷的 名称名称，单击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上已创建的保密字典。

使用整个保密文件作为存储路径。并根据保密文件当中的键在该路径下生成存储文件，键为存储文件的名称，对应

的值为存储内容。

2.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说明说明：引用整个保密文件作为存储卷时，更新保密文件后，存储路径下的文件会同步更新 ，并且会覆盖该路径下的

原有文件。 

3.单击 子路径子路径 下拉选择框，选择保密字典中的一个 键键，则支持根据保密字典的某个键自动生成一个子路径。例

如： my.cnf 。 

如果需要使用保密字典的多个键作为挂载存储卷的子路径，可重复上述步骤，添加该保密字典作为存储卷，并选择

不同的键作为子路径。

空目录空目录

如果设置了容器的存储卷类型为 空目录空目录，Pod 被分配到主机上时，会创建空目录，如果容器运行在主机上，空目

录会一直存在，如果容器被从主机上删除，空目录会被删除，数据丢失。空目录便于运行在同一个 Pod 下的容器

共享文件，也支持单个容器短暂性的在磁盘中写入数据。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健康检查参数说明表健康检查参数说明表

协议协议

类型类型

配置参配置参

数数
描述描述

HTTP

启动时启动时

间间

输入启动计算组件所需要的预估秒数，即启动预估时间内的健康检查失败结果会被忽略，直到首次健康监

测成功。默认数值是 300 。

间隔间隔 输入每次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秒数。范围：1 ~ 120。默认数值是 60 。

超时时超时时

长长

输入等待 HTTP 返回值的超时秒数。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健康监测失败。范围：1 ~ 300。默认设置是 

30 。

正常阈正常阈

值值
输入健康检查成功的最少连续次数。当达到这个正常阈值时，健康检查即通过。默认数值是 0 。

不正常不正常

阈值阈值

输入健康检查失败的最多次数。当达到输入的最大次数后，计算组件会被重启。当输入 0  的时候，健康

检查的失败次数被忽略，容器不会重启。默认数值是 5 。

协议协议 HTTP、HTTPS。

端口端口 输入要监测的容器端口号。

路径路径 输入要监测页面的协议路径。例如： /login.html 。

请求头请求头 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一个或多个自定义的请求 header 的 name 和 value。

TCP



启动时启动时

间间

输入启动计算组件所需要的预估秒数，即启动预估时间内的健康检查失败结果会被忽略，直到首次健康检

查成功。默认数值是 300 。

间隔间隔 输入每次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秒数。范围：1 ~ 120。默认数值是 60 。

超时时超时时

长长
输入等待检查结果的超时秒数。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健康检查失败。范围：1 ~ 300。默认设置是 30 。

正常阈正常阈

值值
输入健康检查成功的最少连续次数。当达到这个正常阈值时，健康检查即通过。默认数值是 0 。

不正常不正常

阈值阈值

输入健康检查失败的最多次数。当达到输入的最大次数后，Pod 会被重启。当输入 0  的时候，健康检查

的失败次数被忽略，容器不会重启。默认数值是 5 。

端口端口 输入要监测的容器端口号。

EXEC

启动时启动时

间间

输入启动计算组件所需要的预估秒数，即启动预估时间内的健康检查失败结果会被忽略，直到首次健康检

查成功。默认数值是 300 。

间隔间隔 输入每次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秒数。范围：1 ~ 120。默认数值是 60 。

超时时超时时

长长
输入等待检查结果的超时秒数。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健康检查失败。范围：1 ~ 300。默认设置是 30 。

正常阈正常阈

值值
输入健康检查成功的最少连续次数。当达到这个正常阈值时，健康检查即通过。默认数值是 0 。

不正常不正常

阈值阈值

输入健康检查失败的最多次数。当达到输入的最大次数后，Pod 会被重启。当输入 0  的时候，健康检查

的失败次数被忽略，容器不会重启。默认数值是 5 。

启动命启动命

令令

输入在容器中的监测命令。可以通过 docker exec 命令执行。可以使用绝对路径。如果使用命令名称或脚

本名称，需要执行 docker exec 命令测试程序是否可以正常执行。如果含有双引号，需要转义。单击 添添

加加，输入多个命令。

协议协议

类型类型

配置参配置参

数数
描述描述



通过 YAML 创建部署
如果您熟悉 YAML 编排文件的编写方式，也可以通过编辑 YAML 文件快速创建部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部署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部署部署，进入部署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部署创建部署 按钮右侧的 ，选择 YAML 创建创建。

4.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部署的 YAML 编排文件内容，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提示提示：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下方 YAML 样例右侧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样例 YAML。

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 YAML 样例窗口，可预览样例 YAML 的内容。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查看部署详情
查看指定的部署的详细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容器组信息、YAML 编排文件、配置、日志等。

说明说明：仅当部署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服务时，可查看部署的监控和告警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详情部署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部署部署，进入部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部署的 名称名称，进入部署的详情页面。

在基本信息区域，可查看部署的基本信息，例如：名称、显示名称、状态、所属应用、容器
组标签、更新策略、亲和性等。同时，支持以下快捷操作：

查看所属应用详情查看所属应用详情：当前资源属于某个应用时，单击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右侧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将跳
转应用的详情页面，可查看应用的详细信息。

展开 标签标签 ：当部署标签过多时，会隐藏部分标签，单击标签项右侧的  图标，展
开全部标签信息。

编辑 标签标签：单击 标签标签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 更新标签更新标签 对话框中添加新的标签，
删除或更新已有标签。

添加添加：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添加一个新的标签，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

删除删除：单击  删除一个用户自定义标签。

更新更新 ：更新用户自定义标签的 键键 和 值值。

扩缩容实例数量扩缩容实例数量：单击 Pods 示例图左右两侧的  、  图标，可快速对部署进行扩
容、缩容。

在 容器容器 区域，可查看镜像、资源限制、启动命令、参数等信息。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单击镜像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镜像版本对话框中，输入或选
择 镜像版本镜像版本 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输入输入：创建计算组件，选择镜像的方式为输入时。需要通过在输入框中输入镜
像版本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

选择选择：仅当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时，可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
并选择镜像版本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同时，支持在下拉选择框中直接输入
镜像版本并按下 Enter 键确认输入信息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

展开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信息 ：资源限制信息过长时，会隐藏部分内容，右侧的  图标，展
开全部资源限制信息。

更新容器限制更新容器限制：单击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容器限制对话框中，更
新资源限制的值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

注意注意：仅支持 EXEC 登录已经运行起来的容器。

i. 单击 EXEC，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登录的容器组。
支持选择 全部容器组全部容器组，同时登录所有容器。

ii. 在 EXEC 窗口，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iii.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单击 日志日志，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查看日志的容器组。会跳转至容器日志
页面。

在 自动扩缩容自动扩缩容 区域，配置自动扩缩容。

4. 单击 容器组容器组 页签，进入部署的容器组列表页面。

支持查看容器组的 名称名称、状态状态（运行中、处理中、错误）、重启次数重启次数（Pod 状态异常时，重启的次
数）、容器组容器组IP、创建时间创建时间，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容器组详情查看容器组详情：单击待查看的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将跳转容器组详情页面，可 查看容器组详
情。

查看容器的日志查看容器的日志：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查
看日志看日志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将跳转至容器日志页面。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单击待 EXEC 登录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EXEC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在 EXEC 对话框中，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单击 确认确认 按钮后可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销毁重建容器组销毁重建容器组：单击待销毁重建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销销
毁重建毁重建，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刷新容器组列表刷新容器组列表：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可刷新容器组列表。

5. 单击 YAML 页签，进入 YAML（只读）（只读） 页面，可查看部署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6. 单击 配置配置 页签，进入部署的配置页面，可查看部署的环境变量和配置引用信息。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更新环境变量更新环境变量：单击环境变量区域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在弹出的 更新环境变量更新环境变量 对话框中。
可 添加添加 新的环境变量，更新更新 或 删除删除 已有的环境变量。

添加添加：请参考 添加环境变量。
删除删除：单击待删除环境变量记录右侧的  图标。
更新更新：更新已添加的环境变量的 键键 和 值值。 

更新配置引用更新配置引用：单击配置引用区域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在弹出的 更新配置引用更新配置引用 对话框中，
单击配置引用右侧的下拉选择框，单击选择一个或多个配置字典、保密字典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
钮。

7. 单击 日志日志 页签，进入容器组日志页面，可通过选择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以及容器组下具体的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 过
滤、筛选日志数据，查看具体容器的日志。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自动更新日志自动更新日志： 可通过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 复选框控制是否启用日志自动更新功
能。默认为勾选，即启用状态。

查找日志查找日志： 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查找查找，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查询关键字可基于当前日
志查询相关内容。

切换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切换显示模式。

8. 单击 事件事件 页签，可查看指定时间范围（可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内，当前计算组件下的所有
Kubernetes 资源的事件信息。



可根据查询条件过滤、筛选事件，查询条件说明如下：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计算组件下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类型，例如：Pod、ReplicaSet。

事件原因事件原因：事件发生的原因（reason）。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名称。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名称。

提示提示：

单击查询记录中  可在弹出的 事件详情事件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事件原因左侧的图标颜色表示事件等级。绿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Normal ，可忽略该
事件；橘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Warning ，存在资源异常的情况，需要关注该事件以免
引发故障。

9.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可查看一段时间内部署的监控数据，请参考 计算组件监控。

10. 单击 告警告警 页签，可查看部署的告警策略列表。

注意注意：仅当部署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组件时，该页签可见。

部署的告警策略说明及操作参见 告警策略。



更新部署
更新已创建部署的信息，例如：显示名称、实例数量、更新策略、容器相关信息等，不支持更新部署名
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部署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部署部署，进入部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部署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部署的名称部署的名称，进入部署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部署页面，请参考 创建部署 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参数。



开始部署
启动处于停止状态的部署，将会重新为部署创建容器组实例（Pods）。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开始部署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部署部署，进入部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开始部署的 名称名称，进入部署的详情页面。

4. 单击 开始开始 按钮，并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部署的状态变为处理中则部署已经开始启动。



停止部署
停止处于运行中或处理中状态的部署，将会删除部署下的所有容器组实例（Pods）。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停止部署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部署部署，进入部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停止部署的 名称名称，进入部署的详情页面。

4. 单击 停止停止 按钮，并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部署的状态从处理中过度为停止，则部署停止成功。



配置自动扩缩容（Alpha）
对于业务量常有变动的应用，在某个已知或未知的业务变化（例如月末的账务结算高峰）来临前，提前进
行扩容或缩容设置。当满足所设条件后，平台将自动扩缩应用中容器组个数，以满足业务需要。

操作步骤

指标调节说明

指标调节示例

定时调节示例

前提条件

如需使用 定时调节 方式实现自动扩缩容，请先以 Chart 的形式在集群中部署 CronHPA 组件。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选择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部署部署 页面。

2. 单击一个部署（kubernetes Deployment)，进入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面。

3. 下拉至 自动扩缩容自动扩缩容 区域，单击右侧的 添加自动扩所容添加自动扩所容 或 更新更新 按钮。

4. 选择一种自动扩缩容方式，并完成配置。

不设置不设置：关闭自动扩缩容功能。如果已经设置了自动扩缩容，关闭时将同步删除配置信息。

指标调节指标调节：根据指标的实际数值判断是否触发自动扩缩容。一旦超过所设阈值，将触发容器
组自动扩缩容。为避免业务抖动，还可设置步长机制，逐步扩缩容以适应业务量的变化。

定时调节定时调节：根据时间判断是否触发自动扩缩容。届时将触发容器组自动扩缩容。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指标调节说明

计算规则计算规则

平台根据下述规则，自动计算容器组的目标副本数。

单策略目标副本数 = (当前指标取值之和 / 目标阈值)



多策略目标副本数：取各策略计算结果中的最大值

自定义指标自定义指标

对于自定义应用，如果需要监控内置指标以外的其他指标，请先 添加自定义指标 。

约束限制约束限制

10 %波动因子波动因子：对于 CPU 利用率利用率 和 内存利用率内存利用率 指标，仅当实际值在目标阀值上下波动 10% 范围
以外时，才会触发自动扩缩容。

冷却时间冷却时间：扩容后 3 分钟内以及缩容后 5 分钟内，不会再执行扩缩容操作。需等待冷却时间过后，
才会重新轮询指标进行计算。

指标调节示例

1. 假设当前应用中有 3 个容器组，CPU 使用率均为 90%，超出了 目标阈值目标阈值 50 %。

2. 计算所得的目标副本数为 6（90%+90%+90% / 50% = 5.4，取整数 6），超出了设置的 最大实例数最大实例数
。此种情况下，平台最终将只能扩容至 5 个容器组副本，如果指标数值持续居高不下，也许您应改
用其他方式扩容，例如增加命名空间容器限额，或增加硬件资源。

3. 由于配置了 步长步长 机制，平台将先只增加 1 个容器组副本，并在第 15 秒后重新进行计算。假设第 15
秒时业务量骤减，现有的 4 个容器组 CPU 使用率分别降至 10%、20%、 30% 和 40%，则新的目
标副本数应该为 3（30%+30%+40%+40% / 50% = 2.8，取整数 3），根据步长机制，容器组副本
数将减少 1（4*20%=0.8，取整数 1），以此类推。

定时调节示例



1. 表示从每周一的 01:00 点开始，仅保留 1 个实例。

2. 表示从每周二的 02:00 点开始，仅保留 2 个实例。

3. 表示从每周二的 02:00 点开始，仅保留 3 个实例。

说明说明：当多条规则的触发时间相同（示例 2 和示例 3），平台将仅根据排序在前的规则（示例 2）执行自
动扩所容。



删除部署
删除不再使用的部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部署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部署部署，进入部署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部署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部署的名称部署的名称，进入部署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计算组件监控
支持查看平台上的计算组件近 7 天内的资源监控数据，包括计算组件下容器组统计数据以及 CPU、内存等
资源的用量趋势和排行统计数据。

支持查看监控数据的计算组件包括 部署部署、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本文将以部署为例，进行说明。

提示提示：监控页面的监控数据仅在页面打开时自动刷新一次，如需再次刷新监控数据，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实现：

手动刷新：通过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手动刷新监控数据；

设置自动刷新（默认关闭）：单击  设置自动刷新监控数据的时间间隔。

前提条件

集群已部署了监控组件且组件正常运行。否则，只能查看计算组件下容器组统计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的计算组件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部署部署/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进入计算组件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计算组件名称计算组件名称，进入计算组件详情页面。

4.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在展开的监控页面内查看自定义应用的监控数据。

提示提示：通过单击计算组件所属自定义应用监控页面的计算组件统计个数，也可直接进入计算组件监
控页面。

容器组统计

支持查看计算组件下容器组的总数以及根据状态分别统计的个数。

当总数和状态对应的个数大于等于 1 时，单击数字可查看对应的容器组名称列表，进一步单
击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后，可前往容器组的监控页面查看容器组的监控数据。



用量趋势监控及排行统计

分别以左侧趋势图和右侧列表的形式，展示计算组件下容器组的 CPU 使用率/使用量、内存
使用率/使用量、网络流量流入/流出速率、网络报文接收/发送速率。

提示提示：

光标悬浮至图表曲线上时，可查看当前时间点各容器组的详细数据。当容器组超过 15
个时，值从大到小排序，仅显示前 15 条数据；

单击列表右上角的监控数据统计粒度（例如：使用量/使用率、流入/流出）可切换图表
和列表中根据相应粒度统计的数据；单击图例可隐藏/显示图表中图例代表的曲线，且
列表可根据图例（名称）或当前值排序。

监控监控

数据数据

监控数据统监控数据统

计粒度计粒度
说明说明

CPU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您可通过使用率判断容器的限制值配置是否合理，当使用率过高时，表明容器限制值

设置过小，可能会影响容器组的正常运行。

使用量使用量 为容器组已使用的资源量。

内存内存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您可通过使用率判断容器的限制值配置是否合理，当使用率过高时，表明容器限制值

设置过小，可能会影响容器组的正常运行。

使用量使用量 为容器组已使用的资源量。

网络网络

流量流量
流入/流出 每秒流入/流出容器组的网络流量。

网络网络

报文报文

量量

接收/发送 容器组每秒接收/发送的网络报文量。





守护进程集
守护进程集（DaemonSet）是 Kubernetes 的一种计算组件控制器（Controllers），您可以通过平台创建
一个 DaemonSet 来运行一个程序。也可以在应用中创建多个 DaemonSet 作为应用下的计算组件来为应用
提供特定的服务。

DaemonSet 的功能特点如下：的功能特点如下：

能够保证所有或部分符合条件的节点上都能运行 Pod 的副本；

当有节点添加进集群时，DaemonSet 会自动为新增的节点上添加 DaemonSet 中的 Pods 副本；

当节点被从集群中移除时，节点上的 Pods 会被回收；

当 DaemonSet 被删除后，将会删除该 DaemonSet 创建的所有 Pods。

DaemonSet 的典型的使用场景如下：

在集群内的每个节点上运行一个集群存储守护程序，例如：glusterd、ceph。

在集群内的每个节点上运行一个日志收集守护程序，例如：fluentd 或 logstash。

在集群内的每个节点上运行一个节点监控守护程序，例如： Prometheus Node Exporter、Sysdig
Agent、 collectd 、 Dynatrace OneAgent、AppDynamics Agent、Datadog agent、New Relic
agent、Ganglia gmond  或 Instana Agent。



查看守护进程集列表
查看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守护进程集的列表和关键信息，包括应用下的守护进程集。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守护进程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进入守护进程集列表页面。

在守护进程集列表页面，可查看守护进程集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守护进程集的名称。

状态状态

守护进程集的当前状态。

运行中：Pod 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处理中：有 Pod 未处于运行中状态。

停止 ：所有 Pod 均已停止。 

失败：部署失败。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守护进程集所属应用的名称。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守护进程集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守护进程集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守护进程集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守护进程集更新守护进程集：更新部署的基本信息。

删除守护进程集删除守护进程集：删除守护进程集。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守护进程集
在业务视图中，支持通过表单或 YAML 的方式创建守护进程集（DaemonSet），默认以表单形式创建。

说明说明：

守护进程集创建成功后，会为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集群的 可调度且符合主机选择器条件可调度且符合主机选择器条件 的节点（包括
master 节点和 node 节点）上都运行一个 Pod 副本，状态异常的节点、处于不可调度状态的节点以
及设置了 Taint（污点）的节点除外，Pods 数等于可调度节点个数 。

当集群中的节点既是控制节点又是计算节点时，该节点上仅运行一个 Pod 副本。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容器组

3. 配置容器

前提条件

如果您需要为待创建的守护进程集的容器配置引用或挂载存储卷，在创建守护进程集之前，需要先
在平台上创建 PVC（持久卷声明）、配置字典或保密字典资源。

如果拉取的镜像需要凭据，需要您先在当前命名空间下创建凭据（保密字典）。

当您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平台，且希望使用 DevOps 平台镜像仓库中的镜像创建守护进程
集时，需要提前前往 DevOps 平台为当前项目绑定指定的镜像仓库（DevOps 工具链）。

操作步骤 - 配置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守护进程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进入守护进程集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守护进程集创建守护进程集 按钮。

4. 在弹出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单击选择 方式方式。



说明说明：仅当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产品，且本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的镜像仓库时可以选
择方式。

输入输入：地址格式为 仓库地址:镜像版本 ，例如 ： index.docker.io/library/ubuntu:latest 。

单击镜像地址输入框下方的镜像地址示例后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示例镜像地址。

选择选择：通过单击镜像仓库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并选择或输入
镜像版本来选择要使用的镜像。

提示提示：使用第三方镜像前，确认是否可以直接拉取。可以通过 docker pull  命令验证。

5.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进入 创建守护进程集创建守护进程集 页面。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进行编辑。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说明说明：单击创建页面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 按钮，即可切换回表单创建形式。

6.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守护进程集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守护进程集的名称，默认为镜像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否 守护进程集的显示名称，支持输入中文字符。

更新更新

策略策略
是

设置滚动更新（rollingUpdate）DaemonSet 时，Pod 的 最多不可用数最多不可用数，DaemonSet 将依据设置的

值自动增加或删除 Pod，实现快速滚动更新。

说明说明：如不设置，最多不可用数的默认值为 25%。支持输入实例数量或百分比。

最多不可用数最多不可用数：输入滚动更新时 DaemonSet 的 Pod 数量最多不可用的值。百分比不能超过 100%。

输入百分比后，Kubernetes 根据当前实例数量进行计算，出现小数时，向下取整。例如：4.9 会向下

取整为 4。如不填，默认为 1。

处在非运行状态的 Pod，均计入不可用数。

例如例如：当 Pod 数为 10 时，最多不可用数值填写了 3，在更新的过程中，新旧版本的可用 Pod 个数加

起来不会小于 10-3 个。

标签标签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 DaemonSet 添加标签，支持添加多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标签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标签。

操作步骤 - 配置容器组、容器

接下来的配置容器组、容器的操作与 创建部署创建部署 操作步骤相同，请参考 步骤。



通过 YAML 创建守护进程集
如果您熟悉 YAML 编排文件的编写方式，也可以通过编辑 YAML 文件快速创建守护进程集。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守护进程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进入守护进程集页面。

3. 单击 创建守护进程集创建守护进程集 按钮右侧的 ，选择 YAML 创建创建。

4.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守护进程集的 YAML 编排文件内容，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提示提示：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下方 YAML 样例右侧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样例 YAML。

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 YAML 样例窗口，可预览样例 YAML 的内容。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查看守护进程集详情
查看指定的守护进程集的详细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容器组信息、YAML 编排文件、配置、日志等信
息。

说明说明：仅当守护进程集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服务时，可查看守护进程集的监控和告警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详情守护进程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进入守护进程集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守护进程集的 名称名称，进入守护进程集的详情页面。

在基本信息区域，可查看守护进程集的基本信息，例如：名称、显示名称、状态、所属应
用、容器组标签、更新策略等。同时，支持以下快捷操作：

查看所属应用详情查看所属应用详情：当前资源属于某个应用时，单击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右侧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将跳
转应用的详情页面，可查看应用的详细信息。

展开 容器组标签容器组标签 ：当容器组标签过多时，会隐藏部分标签，单击容器组标签项右侧的 

 图标，展开全部标签信息。

编辑 容器组标签容器组标签：单击 容器组标签容器组标签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 更新标签更新标签 对话框中添
加新的标签，删除或更新已有标签。

添加添加：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添加一个新的标签，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

删除删除：单击  删除一个用户自定义标签。

更新更新 ：更新用户自定义标签的 键键 和 值值。

在 容器容器 区域，可查看镜像、资源限制、启动命令、参数等信息。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单击镜像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镜像版本对话框中，输入或选
择 镜像版本镜像版本 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输入输入：创建工作负载，选择镜像的方式为输入时。需要通过在输入框中输入镜
像版本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

选择选择：仅当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时，可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
并选择镜像版本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同时，支持在下拉选择框中直接输入
镜像版本并按下 Enter 键确认输入信息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



展开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信息 ：资源限制信息过长时，会隐藏部分内容，右侧的  图标，展
开全部资源限制信息。

更新容器限制更新容器限制：单击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容器限制对话框中，更
新资源限制的值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

注意注意：仅支持 EXEC 登录已经运行起来的容器。

i. 单击 EXEC，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登录的容器组。
支持选择 全部容器组全部容器组，同时登录所有容器。

ii. 在 EXEC 窗口，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iii.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单击 日志日志，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查看日志的容器组。会跳转至容器日志
页面。

4. 单击 容器组容器组 页签，进入部署的容器组列表页面。

支持查看容器组的 名称名称、状态状态、重启次数重启次数（Pod 状态异常时，重启的次数）、容器组容器组IP、创建时创建时
间间，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容器组详情查看容器组详情：单击待查看的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将跳转容器组详情页面，可 查看容器组详
情。

查看容器的日志查看容器的日志：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查
看日志看日志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将跳转至容器日志页面。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EXEC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在 EXEC 对话框中，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单击 确认确认 按钮后可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销毁重建容器组销毁重建容器组：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销销
毁重建毁重建，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刷新容器组列表刷新容器组列表：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可刷新容器组列表。

5. 单击 YAML 页签，进入 YAML（可读）（可读） 页面，可查看守护进程集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
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6. 单击 配置配置 页签，进入守护进程集的配置页面，可查看守护进程集的环境变量和配置引用信息。同
时，支持以下操作：

更新环境变量更新环境变量：单击环境变量区域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在弹出的 更新环境变量更新环境变量 对话框中。
可 添加添加 新的环境变量，更新更新 或 删除删除 已有的环境变量。

添加添加：请参考 添加环境变量。
删除删除：单击待删除环境变量记录右侧的  图标。
更新更新：更新已添加的环境变量的 键键 和 值值。 

更新配置引用更新配置引用：单击配置引用区域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在弹出的 更新配置引用更新配置引用 对话框中，
单击配置引用右侧的下拉选择框，单击选择一个或多个配置字典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7. 单击 日志日志 页签，进入容器组日志页面，可通过选择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以及容器组下具体的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 过
滤、筛选日志数据，查看具体容器的日志。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自动更新日志自动更新日志： 可通过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 复选框控制是否启用日志自动更新功
能。默认为勾选，即启用状态。

查找日志查找日志： 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查找查找，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查询关键字可基于当前日
志查询相关内容。

切换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切换显示模式。

8. 单击 事件事件 页签，可查看指定时间范围（可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内，当前计算组件下的所有
Kubernetes 资源的事件信息。

可根据查询条件过滤、筛选事件，查询条件说明如下：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计算组件下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类型，例如：Pod、ReplicaSet。

事件原因事件原因：事件发生的原因（reason）。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名称。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名称。

提示提示：



单击查询记录中  可在弹出的 事件详情事件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事件原因左侧的图标颜色表示事件等级。绿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Normal ，可忽略该
事件；橘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Warning ，存在资源异常的情况，需要关注该事件以免
引发故障。

9.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可查看一段时间内守护进程集的监控数据，请参考 计算组件监控。

10. 单击 告警告警 页签，可查看守护进程集的告警策略列表。

注意注意：仅当守护进程集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组件时，该页签可见。

守护进程集的告警策略说明及操作参见 告警策略。



更新守护进程集
更新已创建守护进程集的信息，例如：显示名称、实例数量、更新策略、容器相关信息等，不支持更新守
护进程集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守护进程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进入守护进程集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守护进程集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守护进程集的名称守护进程集的名称，进入守护进程集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守护进程集页面，参照 创建守护进程集 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参数。



删除守护进程集
删除不再使用的守护进程集。

说明说明：删除守护进程集后，由该守护进程集创建的 Pods 将被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守护进程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进入守护进程集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守护进程集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守护进程集的名称守护进程集的名称，进入守护进程集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有状态副本集
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是 Kubernetes 的一种控制器（Controllers），您可以通过平台创建一个
StatefulSet 来运行一个程序。也可以在应用中创建多个 StatefulSet 作为应用下的计算组件来为应用提供特
定的服务。

StatefulSet 可用于管理Tapp（Stateful Application）。

通常 Pod 实例具备主从关系、主备关系的应用叫做Tapp，例如： MySQL、MongoDB 等。这类应用下的
部分实例会在本地磁盘中保存一份数据，这类 Pods 一旦被删除，即便被重建也会导致数据丢失或数据和
Pod 之间的对应关系丢失，从而导致应用运行失败。

和 Deployment 相比，Deployment 下的所有 Pods 都是一样的，Pods 之间没有顺序，会被随机的调度到
符合条件的主机上。需要时，创建新的 Pod；不需要时，随意删除任意的 Pod，可能导致重要数据丢失。
而 Kubernetes 在 Deployment 的基础上扩展出的 StatefulSet，在 Pod 被重新创建时，能够恢复 Pod 的状
态，满足Tapp的实际使用场景。

StatefulSet 的功能特点如下的功能特点如下：

StatefulSet 所管理的 Pods 拥有固定的网络标识（hostname）和 [0，N) 范围内的唯一的数字序
号。Pod 有一定的启动、停止、删除、滚动更新顺序和网络一致性，即便是重新创建的 Pod 也会按
照原来的顺序启动、停止、删除、滚动更新，同时，网络标识和重新创建前一样，能够为新创建的
Pod 恢复原有状态，确保新 Pod 能够被正常访问到。

StatefulSet 所管理的 Pods 拥有持久化存储。即便 Pod 被删除，StatefulSet 为它分配的 PVC（持
久卷声明）、PV（持久卷）会被保留下来，当 Pod 被创新创建后，Kubernetes 会为它找到之前挂
载的 PVC，并为它挂载 PVC 对应的 Volume，从而可以获取到 Pod 被删除之前保存在 Volume 中
的数据。



查看有状态副本集列表
查看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有状态副本集的列表和关键信息，包括应用下的有状态副本集。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有状态副本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进入有状态副本集列表页面。

在有状态副本集列表页面，可查看有状态副本集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有状态副本集的名称。

状态状态

有状态副本集的当前状态。

运行中：Pod 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处理中：有 Pod 未处于运行中状态。

停止 ：所有 Pod 均已停止。 

失败：部署失败。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有状态副本集所属应用的名称。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有状态副本集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有状态副本集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有状态副本集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有状态副本集更新有状态副本集：更新部署的基本信息。

删除有状态副本集删除有状态副本集：删除有状态副本集。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有状态副本集
在业务视图中，支持通过表单或 YAML 的方式创建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默认以表单形式创建。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容器组

3. 配置容器

前提条件

如果您需要为待创建的有状态副本集的容器配置引用或挂载存储卷，在创建有状态副本集之前，需
要先在平台上创建 PVC（持久卷声明）、配置字典或保密字典资源。

如果拉取的镜像需要凭据，需要您先在当前命名空间下创建凭据（保密字典）。

当您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平台，且希望使用 DevOps 平台镜像仓库中的镜像创建有状态副
本集时，需要提前前往 DevOps 平台为当前项目绑定指定的镜像仓库（DevOps 工具链）。

操作步骤 1 - 配置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有状态副本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进入有状态副本集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有状态副本集创建有状态副本集 按钮。

4. 在弹出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单击选择 方式方式。

说明说明：仅当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产品，且本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的镜像仓库时可以选
择方式。



输入输入：地址格式为 仓库地址:镜像版本 ，例如 ： index.docker.io/library/ubuntu:latest 。

单击镜像地址输入框下方的镜像地址示例后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示例镜像地址。

选择选择：通过单击镜像仓库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并选择或输入
镜像版本来选择要使用的镜像。

提示提示：使用第三方镜像前，确认是否可以直接拉取。可以通过 docker pull  命令验证。

5.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进入 创建有状态副本集创建有状态副本集 页面。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进行编辑。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说明说明：单击创建页面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 按钮，即可切换回表单创建形式。

6.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参照以下说明，配置有状态副本集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有状态副本集的名称，默认为镜像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否 有状态副本集的显示名称，支持输入中文字符。

实例数实例数

量量
是 StatefulSet 期望运行的 Pod 的个数，默认为 1 个，请依据实际的业务请求量设置。



更新策更新策

略略
是

输入 partition  的值用于控制滚动更新时仅更新部分 Pods。

partition 的取值大于实例数量时无效，默认为 0 。

例如：Pod 实例数量为 5（Pod 序号为连续的 0、1、2、3、4），设置 partition 为 3 后，当更新了

StatefulSet 的 spec.template  后，将滚动更新 StatefulSet，且仅更新序号为 3 和 4 的 Pod，

其他 Pod 不允许滚动更新。即便序号为 0、1、2 的 Pods 删除后重建，也只能依据更新前的

spec.template  重新创建。

说明说明：StatefulSet 还支持 Ondelete  更新策略，仅能通过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YAML 进入 YAML

编排文件设置。设置 StatefulSet 的 .spec.updateStrategy.type  为 OnDelete ，如下图

所示。

 

注意注意：设置 StatefulSet 的更新策略为 Ondelete  后，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 进入表单创建页面

时，更新策略显示为 OnDelete  且不可编辑。

标签标签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 StatefulSet 添加标签，支持添加多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标签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标签。

卷声明卷声明

模板模板
否

当使用有状态副本集部署分布式系统、块存储的Tapp时，需要通过卷声明模板，对每个 Pod 单独配

置 PVC（持久卷声明）。通过卷声明模板可以动态创建存储卷，存储卷的生命周期随容器组的生命

周期存在。为有状态副本集添加卷声明模板，方便配置容器参数（存储卷挂载）时快速引用卷声明

模板。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卷声明模板添加卷声明模板 对话框中，参照 创建持久卷声明 配置相应的参数后，单

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单击已添加的卷声明模板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卷声明模板。

单击已添加的卷声明模板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更新已添加的卷声明模板。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操作步骤 2 - 配置容器组

1. 在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配置容器组（Pod）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存储卷存储卷 否

为容器组挂载存储卷，方便配置容器参数（存储卷挂载）时快速引用存储卷。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存储卷添加存储卷 对话框中，输入存储卷名称，参照 存储卷类型说明 配置相应

的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单击已添加的存储卷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存储卷。

单击已添加的存储卷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更新已添加的存储卷。



镜像凭镜像凭

据据
否

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中已创建的用于拉取镜像的凭据。

说明说明：当创建部署所用的镜像，是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项目已绑定的 DevOps 平台制品仓库中的镜像

时，该参数会默认选中绑定制品仓库时基于 DevOps 凭据在当前项目下所有命名空间中自动生成的

保密字典。

容器组容器组

标签标签
否

为容器组添加标签。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容器组添加标签，支持添加多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标签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标签。

容器组容器组

注解注解
否

为容器组添加注解。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容器组添加注解，支持添加多个注解。

单击已添加的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注解。

主机选主机选

择器择器
否

通过选择主机标签筛选运行容器组的主机，单击下拉选择框，可添加一个或多个计划运行容器组实

例的主机的标签，容器组将被调度到任意符合条件的主机上运行。

亲和性亲和性 否

配置当前部署的 Pod 与当前命名空间下其他计算组件的 Pod 之间的亲和（和指定的计算组件的 Pod

运行在同一主机上）/反亲和（不和指定的计算组件的 Pod 运行在同一主机上）性，系统将根据亲和

性配置，调度新创建的 Pod 到符合条件的主机上运行。

单击 添加亲和性添加亲和性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亲和性添加亲和性对话框中，添加一个 Pod 亲和性或 Pod 反亲和性配

置，支持添加多条配置。

1. 选择 亲和性亲和性 类型，支持选择 Pod 亲和亲和 或 Pod 反亲和反亲和。

2. 选择亲和性方式，支持选择 基本基本 或 高级高级。

3. 当 方式方式 为 基本  时，单击 亲和组件亲和组件 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当前命名空间下已有的计算组件；当

方式方式 为 高级  时，需要配置以下几个参数，实现更复杂的亲和性调度需求：

类型类型：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 Required 或 Preferred。如果选择 Required，系统只能把当前创建

的组件 Pod 调度到完全符合亲和性配置的节点上；如果选择 Preferred，系统将把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尽量调度到符合亲和性配置的节点上，且需要在 权重权重 框中输入权重（weight）参数，范围为

1~100，系统在调度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时，将结合亲和性权重与其它调度需求（例如计算资源需

求），后台确定组件 Pod 运行的节点。

主机拓扑域主机拓扑域：输入要与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亲和或反亲和的组件 Pod 所在主机的标签，默认为 

kubernetes.io/hostname 。

匹配标签匹配标签：添加当前创建的组件 Pod 需要亲和或反亲和的组件 Pod 具有的所有标签，单击 添加添加 按

钮并输入键、值，即可添加一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亲和性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亲和性配置。

单击已添加的亲和性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更新已添加的亲和性配置。

关闭宽关闭宽

限期限期
否

从接受到 Pod 删除请求到 Pod 被正式删除之前，允许的最长等待时间，默认为 30 秒。设置该参数

以便 Pod 在被停止前先处理完请求，优雅下线应用或通知其他应用。

当设置 为 0 秒时，不管待删除的 Pod 上是否正在处理请求或执行命令，都将被立即强制删除。

Host

模式模式
否

通过单击开启或关闭滑块开关（默认为关闭），选择正在创建的部署是否使用 Host 网络模式。

当开关关闭时，默认使用集群的网络模式；

当开关开启后，将使用 Host 网络模式，会直接使用宿主机的 IP 和端口作为 Pod 的访问地址。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以下可选参数是否显示或可配置由命名空间所在集群的网络模式决定，关联关系和配置说明参见下
表。

网络模网络模

式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Kube-

OVN

带宽带宽

限制限制

通过设置 上行带宽上行带宽 和 下行带宽下行带宽 可限制 Pod 内容器的最大上行/下行网络

速率，支持输入 1~100000  之间的数值，单位为 Mbit/s。默认不限制

带宽，通过限制 Pod 带宽可合理利用网络资源。

上行带宽上行带宽：Pod 内容器上传数据的速率；

下行带宽下行带宽：Pod 内容器下载数据的速率。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Galaxy
浮动浮动

IP

是否开启使用 浮动浮动 IP（Floating IP）的开关。

默认不开启，使用 Overlay（虚拟网络） ；开启时则使用 浮动浮动 IP。

1. 集群部署了 Galaxy

网络组件和 IPAM 组

件。

2.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Galaxy

IP

回收回收

策略策略

浮动浮动 IP 开关开启时，该参数显示且可配置。IP 的回收策略。

随时回收：Pod 重启、跨节点迁移、缩容或删除计算组件时，IP 均会被

回收并可重新分配。

缩容或删除计算组件时回收：Pod 重启或跨节点迁移时 IP 不变，缩容或

删除计算组件时回收 IP。

随时回收：IP 永不被回收，删除计算组件后创建同名计算组件时会被分

配相同的 IP。

集群部署了 Galaxy 网

络组件和 IPAM 组件。

1.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2. 浮动浮动 IP 开关开启。

MacVlan 子网子网 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集群下的 MacVlan 子网。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MacVlan
固定固定

IP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计算组件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

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多个 固定固定 IP。

不设置该参数时，则随机为容器组分配子网内的可用 IP。

注意注意：

- 不支持输入子网的 保留保留 IP。

- 为保证计算组件的容器组都能分配到 IP 后正常启动，请保证您输入的

固定固定 IP 个数大于或等于计算组件的 实例数量 。例如：您设置了实例数

量为 3 ，但仅输入了一个 固定固定 IP 时，则仅有一个实例可正常启动。

- 子网内的 1 个 IP 仅能作为一个计算组件的 固定固定 IP 使用，不可用于多

个计算组件的 固定固定 IP。

1.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2. 已选择有效 子网子网。

Calico
固定固定

IP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计算组件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

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多个 固定固定 IP。

不设置该参数时，则随机为容器组分配子网内的可用 IP。

注意注意：

- 子网内的 1 个 IP 仅能作为一个计算组件的 固定固定 IP 使用，不可用于多

个计算组件的 固定固定 IP，不支持输入已设置为其他计算组件容器组 固定固定

IP 的 IP 地址。

- 为保证计算组件的容器组都能分配到 IP 后正常启动，请保证您输入的

固定固定 IP 个数大于或等于计算组件的 实例数量 。例如：您设置了实例数

量为 3 ，但仅输入了一个 固定固定 IP 时，则仅有一个实例可正常启动。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Kube-

OVN

固定固定

IP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工作负载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

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多个 固定固定 IP。

不设置该参数时，则随机为容器组分配子网内的可用 IP。

注意注意：

- 可以为多个工作负载的容器组设置子网内的同一个 IP 地址为 固定固定 IP，

但同时仅允许一个容器组使用该 IP 地址，不同工作负载的容器组启动时

将会抢占该 IP 地址 。

- 为保证工作负载的容器组都能分配到 IP 后正常启动，请保证您输入的

固定固定 IP 个数大于或等于工作负载的 实例数量 。例如：您设置了实例数

量为 3 ，但仅输入了一个 固定固定 IP 时，则仅有一个实例可正常启动。

Host 模式模式 关闭。

网络模网络模

式式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3 - 配置容器

1. 在 容器容器 区域，配置容器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容器的名称，默认为镜像仓库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

符。

镜像地址镜像地址 是
默认显示已选择的镜像。单击右侧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按钮，弹出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可以重新选择镜像，

参考 配置基本信息 。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否

容器资源的 限制值限制值（limits），限制容器实例运行过程中，最多可使用的节点计算资源值。

默认为所在命名空间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的 默认值默认值，重新设置后的该值不能大于命名空间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的 最最

大值大值。

说明说明：容器资源的 requests（请求值）大小默认为 limits（限制值），在 YAML 模式下，支持设

置 requests，requests 不可超过当前命名空间 容器限额容器限额 的 最大值最大值，否则，会导致工作负载创建

失败。

资源值的可选单位说明如下：

CPU（必填）：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内存（必填）：Mi（1 MiB = 2^20 bytes）、Gi（1 GiB = 2^30 bytes）,1 Gi = 1024 Mi。

虚拟虚拟 GPU（非必填）：仅当集群下存在 GPU 资源时，该参数有效。虚拟 GPU 的核心数，100

个虚拟核心等于 1 个 GPU 物理核心。支持输入正整数。

显存显存（非必填）：仅当集群下存在 GPU 资源时，该参数有效。虚拟 GPU 显存，1 个单位的显存

为 256 Mi。支持输入正整数。



启动命启动命

令、参数令、参数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在新增的命令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和参数。

单击已添加命令/参数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命令/参数。

示例示例：

在容器启动时，执行 top -b  命令示例。 

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区域，添加 top  和 -b ，预览 YAML 如图所示；

或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区域，添加 top ，在 参数参数 区域，添加 -b ，预览 YAML 如图所示。

支持在启动命令和参数中引用环境变量。例如：已设置环境变量 MESSAGE:Welcome! ，可在

如下图所示的命令示例中引用环境变量。

更多示例和说明可参考 官方文档。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否

设置容器的环境变量。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和对应的值。

或单击 添加引用添加引用 按钮，在 键键 栏中，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在 值值 栏中，选择要引用的对象（可

选：配置字典、保密字典、fieldRef、resourcefieldRef），再选择具体要引用的字段，例如：配

置项的 键键 或 fieldRef/resourcefieldRef 的字段，将会引用相应的字段作为环境变量的值。

注意注意：通过环境变量添加相同的引用字段，会覆盖配置文件或镜像的相关配置。

配置引用配置引用 否
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完整引用的配置字典。通过引用配置字典，可将配置文件中

的配置项作为环境变量引入容器。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否

单击 添加存活性健康检查添加存活性健康检查 或 添加可用性健康检查添加可用性健康检查 按钮，在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框中，配置健康检查参

数。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健康检查相关参数说明请参考 健康检查参数说明表。

存活性健康检查存活性健康检查：检查工作负载是否处于健康状态，如果检测结果为非正常时，会根据健康检查

的配置决定是否重启实例。

可用性健康检查可用性健康检查：检查工作负载是否启动完成并处于正常服务状态，如果检测到容器实例的健康

状态为非正常时，容器状态会被更新。

存储卷挂存储卷挂

载载
否

配置存储信息，实现容器中数据的持久存储。

有以下三种方式：

方式一方式一：单击 添加卷声明模板并挂载添加卷声明模板并挂载 按钮，在 添加卷声明模板添加卷声明模板 窗口，配置模板参数。所有参数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参数说明及配置操作请参考 创建持久卷声明。

说明说明：通过此方式为容器添加存储卷后，会自动为有状态副本集添加卷声明模板，可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的 卷声明模板卷声明模板 区域查看。

方式二方式二：单击 添加存储卷并挂载添加存储卷并挂载 按钮，在 添加存储卷添加存储卷 窗口，选择存储类型，包括 持久卷声持久卷声

明明、配置字典配置字典、保密字典保密字典、主机路径主机路径、空目录空目录。所有参数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存储卷类型参数说明及配置操作请参考 存储卷挂载类型说明表。

说明说明：通过此方式为容器添加存储卷后，会自动为容器组添加该存储卷，可在 容器组容器组 的 存储卷存储卷

区域查看。

方式三方式三：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将已添加的存储卷，或已添加的卷声明模板，添加挂载到容器。单击

存储卷名称存储卷名称 下拉选择框选择要为容器挂载的存储卷。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已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为容器组添加了 卷声明模板 资源，或已通过 方式一方式一 添加了卷

声明模板；已在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为容器组添加了 存储卷 资源，或已通过 方式二方式二 添加了存储卷。

通用参数说明通用参数说明：

挂载路径挂载路径：在容器文件系统中，挂载存储卷的路径。

子路径子路径：已存在的，容器可以用于存储数据的文件的相对路径。

当存储卷类型为 配置字典  或 保密字典  时，支持选择一个配置项的键作为子路径。挂载路径

拼接子路径构成完整的存储卷挂载路径，将指向具体的文件夹或文件名称。

只读只读：以滑块开关的形式展现，用于控制存储卷的访问方式。开关默认关闭，存储卷的访问方式

为 读写读写；单击开启开关后，存储卷的访问方式为 只读只读。

更多信息请参考 Volumes。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端口端口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主机端口和容器端口的映射记录。

1. 单击 协议协议 下拉选择框，选择端口的协议，可选 TCP、UDP。

2. 在 容器端口容器端口 输入框中，输入容器端口号。容器端口需要与后端的 Pod 中暴露的容器端口一

致。当通过选择镜像方式，选择了 registry 镜像仓库内的镜像时，自动填写镜像内 Dockerfile 暴

露的容器端口。

3. 在 主机端口主机端口 输入框中，输入要映射的主机端口号。

注意注意：当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配置参数 Host模式模式 的开关开启时，主机端口号不允许输入，且和容器端口

号相同。

日志文件日志文件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在容器中要收集保存的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例如： /var/log/ ，

表示会收集容器内 /var/log/  路径下的所有文本日志。

说明说明：

实现文件日志功能，需要所在集群部署日志服务。

容器存储驱动为 overlay2 时，支持此功能；如果容器存储驱动为 devicemapper，还需要自行挂

载 Emptydir 类型的存储卷（volume）到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

单击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日志文件路径。

排除日志排除日志

文件文件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不需要收集保存的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将它们排除，例

如： /var/log/aaa.log ，表示会收集容器内 /var/log/  路径下除 aaa.log  之外的

所有文本日志。

单击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排除日志文件路径。

停止前执停止前执

行行
否

删除容器前可在容器上执行的命令，即 PreStop 脚本，将在容器被删除前触发执行。例如：可在

停止容器前执行 echo "stop"  命令，以验证容器删除前，容器日志是否可正常打印。

注意注意：当为容器组参数 关闭宽限期关闭宽限期 设置的时长小于命令执行完成所需时长时，在命令未执行完成

的情况下，会强制删除容器。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2. （可选）添加容器/初始化容器。

单击容器区域右上角的 添加容器添加容器 或单击 添加容器添加容器 右侧的下拉按钮选择 添加初始化容器添加初始化容器，可为当前
工作负载添加多个容器。

容器组启动时，会优先启动初始化容器，初始化容器都运行完成后才会启动普通业务容器。
当容器组内有多个初始化容器时，将按照添加顺序依次启动，且下一个初始化容器启动前，
必须等待上一个初始化容器运行完成。初始化容器运行完成即会释放 CPU、内存资源。

当容器组下有超过 2 个的容器或至少有 1 个初始化容器时，支持删除容器/初始化容器；当仅
有一个业务容器时，不支持删除该容器。

更多初始化容器的信息，请参考 Init Containers。

3.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部署创建成功后，会自动进入部署的详情页面。



参考信息 

存储卷挂载类型说明表存储卷挂载类型说明表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持久卷持久卷

声明声明

选择一个已创建的持久卷声明，用于请求持久卷作为存储资源。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存储卷 名称名称，并单击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上已存在的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后。

2.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注意注意：仅支持选择已绑定持久卷的持久卷声明。如果持久卷声明未绑定持久卷（PV），将会导致创建 Pod 失败。

配置字配置字

典典

将整个配置文件或其中的部分配置项，以存储卷的形式挂载到容器文件系统中。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存储卷的 名称名称，单击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上已创建的配置字典。

使用整个配置文件作为存储路径。并根据配置文件当中的键在该路径下生成存储文件，键为存储文件的名称，对应

的值为存储内容。

2.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说明说明：引用整个配置文件作为存储卷时，更新配置文件后，存储路径下的文件会同步更新 ，并且会覆盖该路径下的

原有文件。 

3.单击 子路径子路径 下拉选择框，选择配置文件中的一个 键键，则支持根据配置字典的某个键自动生成一个子路径。例

如： my.cnf 。 

如果需要使用配置字典的多个键作为挂载存储卷的子路径，可重复上述步骤，添加该配置字典作为存储卷，并选择

不同的键作为子路径。

主机路主机路

径径

将容器数据存储到主机本地文件系统路径。输入主机本地文件系统路径，以 /  开头，例如： 

/volumepath 。



保密字保密字

典典

将整个保密字典文件或其中的部分配置项，以存储卷的形式挂载到容器文件系统中。

具体操作如下：

1.输入存储卷的 名称名称，单击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平台上已创建的保密字典。

使用整个保密文件作为存储路径。并根据保密文件当中的键在该路径下生成存储文件，键为存储文件的名称，对应

的值为存储内容。

2.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说明说明：引用整个保密文件作为存储卷时，更新保密文件后，存储路径下的文件会同步更新 ，并且会覆盖该路径下的

原有文件。 

3.单击 子路径子路径 下拉选择框，选择保密字典中的一个 键键，则支持根据保密字典的某个键自动生成一个子路径。例

如： my.cnf 。 

如果需要使用保密字典的多个键作为挂载存储卷的子路径，可重复上述步骤，添加该保密字典作为存储卷，并选择

不同的键作为子路径。

空目录空目录

如果设置了容器的存储卷类型为 空目录空目录，Pod 被分配到主机上时，会创建空目录，如果容器运行在主机上，空目

录会一直存在，如果容器被从主机上删除，空目录会被删除，数据丢失。空目录便于运行在同一个 Pod 下的容器

共享文件，也支持单个容器短暂性的在磁盘中写入数据。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健康检查参数说明表健康检查参数说明表

协议协议

类型类型

配置参配置参

数数
描述描述

HTTP

启动时启动时

间间

输入启动工作负载所需要的预估秒数，即启动预估时间内的健康检查失败结果会被忽略，直到首次健康监

测成功。默认数值是 300 。

间隔间隔 输入每次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秒数。范围：1 ~ 120。默认数值是 60 。

超时时超时时

长长

输入等待 HTTP 返回值的超时秒数。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健康监测失败。范围：1 ~ 300。默认设置是 

30 。

正常阈正常阈

值值
输入健康检查成功的最少连续次数。当达到这个正常阈值时，健康检查即通过。默认数值是 0 。

不正常不正常

阈值阈值

输入健康检查失败的最多次数。当达到输入的最大次数后，工作负载会被重启。当输入 0  的时候，健康

检查的失败次数被忽略，容器不会重启。默认数值是 5 。

协议协议 HTTP、HTTPS。

端口端口 输入要监测的容器端口号。

路径路径 输入要监测页面的协议路径。例如： /login.html 。

请求头请求头 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一个或多个自定义的请求 header 的 name 和 value。

TCP



启动时启动时

间间

输入启动工作负载所需要的预估秒数，即启动预估时间内的健康检查失败结果会被忽略，直到首次健康检

查成功。默认数值是 300 。

间隔间隔 输入每次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秒数。范围：1 ~ 120。默认数值是 60 。

超时时超时时

长长
输入等待检查结果的超时秒数。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健康检查失败。范围：1 ~ 300。默认设置是 30 。

正常阈正常阈

值值
输入健康检查成功的最少连续次数。当达到这个正常阈值时，健康检查即通过。默认数值是 0 。

不正常不正常

阈值阈值

输入健康检查失败的最多次数。当达到输入的最大次数后，Pod 会被重启。当输入 0  的时候，健康检查

的失败次数被忽略，容器不会重启。默认数值是 5 。

端口端口 输入要监测的容器端口号。

EXEC

启动时启动时

间间

输入启动工作负载所需要的预估秒数，即启动预估时间内的健康检查失败结果会被忽略，直到首次健康检

查成功。默认数值是 300 。

间隔间隔 输入每次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秒数。范围：1 ~ 120。默认数值是 60 。

超时时超时时

长长
输入等待检查结果的超时秒数。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健康检查失败。范围：1 ~ 300。默认设置是 30 。

正常阈正常阈

值值
输入健康检查成功的最少连续次数。当达到这个正常阈值时，健康检查即通过。默认数值是 0 。

不正常不正常

阈值阈值

输入健康检查失败的最多次数。当达到输入的最大次数后，Pod 会被重启。当输入 0  的时候，健康检查

的失败次数被忽略，容器不会重启。默认数值是 5 。

启动命启动命

令令

输入在容器中的监测命令。可以通过 docker exec 命令执行。可以使用绝对路径。如果使用命令名称或脚

本名称，需要执行 docker exec 命令测试程序是否可以正常执行。如果含有双引号，需要转义。单击 添添

加加，输入多个命令。

协议协议

类型类型

配置参配置参

数数
描述描述



通过 YAML 创建有状态副本集
如果您熟悉 YAML 编排文件的编写方式，也可以通过编辑 YAML 文件快速创建有状态副本集。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有状态副本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进入有状态副本集页面。

3. 单击 创建有状态副本集创建有状态副本集 按钮右侧的 ，选择 YAML 创建创建。

4.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有状态副本集的 YAML 编排文件内容，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提示提示：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下方 YAML 样例右侧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样例 YAML。

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 YAML 样例窗口，可预览样例 YAML 的内容。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查看有状态副本集详情
查看指定的有状态副本集的详细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容器组信息、YAML 编排文件、配置、日志。

说明说明：仅当有状态副本集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服务时，可查看有状态副本集的监控和告警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详情有状态副本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进入有状态副本集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有状态副本集的 名称名称，进入有状态副本集的详情页面。

在基本信息区域，可查看有状态副本集的基本信息，例如：名称、显示名称、状态、所属应
用、容器组标签、更新策略、卷声明模板等。同时，支持以下快捷操作：

查看所属应用详情查看所属应用详情：当前资源属于某个应用时，单击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右侧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将跳
转应用的详情页面，可查看应用的详细信息。

展开 标签标签 ：当容器组标签过多时，会隐藏部分标签，单击容器组标签项右侧的 
图标，展开全部标签信息。

编辑 标签标签：单击 标签标签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 更新标签更新标签 对话框中添加新的标签，
删除或更新已有标签。

添加添加：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添加一个新的标签，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

删除删除：单击  删除一个用户自定义标签。

更新更新 ：更新用户自定义标签的 键键 和 值值。

扩缩容实例数量扩缩容实例数量：单击 Pods 示例图左右两侧的  、  图标，可快速对部署进行扩
容、缩容。

在 容器容器 区域，可查看镜像、资源限制、启动命令、参数、已挂载存储卷等信息。同时，支持
以下操作：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单击镜像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镜像版本对话框中，输入或选
择 镜像版本镜像版本 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输入输入：创建计算组件，选择镜像的方式为输入时。需要通过在输入框中输入镜
像版本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

选择选择：仅当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时，可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
并选择镜像版本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同时，支持在下拉选择框中直接输入
镜像版本并按下 Enter 键确认输入信息的方式，更新镜像版本。

展开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信息 ：资源限制信息过长时，会隐藏部分内容，右侧的  图标，展
开全部资源限制信息。

更新容器限制更新容器限制：单击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容器限制对话框中，更
新资源限制的值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

注意注意：仅支持 EXEC 登录已经运行起来的容器。

i. 单击 EXEC，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登录的容器组。
支持选择 全部容器组全部容器组，同时登录所有容器。

ii. 在 EXEC 窗口，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iii.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单击 日志日志，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查看日志的容器组。会跳转至容器日志
页面。

4. 单击 容器组容器组 页签，进入部署的容器组列表页面。

支持查看容器组的 名称名称、状态状态、重启次数重启次数（Pod 状态异常时，重启的次数）、容器组容器组IP、创建时创建时
间间，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容器组详情查看容器组详情：单击待查看的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将跳转容器组详情页面，可 查看容器组详
情。

查看容器的日志查看容器的日志：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查
看日志看日志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将跳转至容器日志页面。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EXEC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在 EXEC 对话框中，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单击 确认确认 按钮后可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销毁重建容器组销毁重建容器组：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销销
毁重建毁重建，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刷新容器组列表刷新容器组列表：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可刷新容器组列表。

5. 单击 YAML 页签，进入 YAML（可读）（可读） 页面，可查看有状态副本集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
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6. 单击 配置配置 页签，进入有状态副本集的配置页面，可查看有状态副本集的环境变量和配置引用信息。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更新环境变量更新环境变量：单击环境变量区域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在弹出的 更新环境变量更新环境变量 对话框中。
可 添加添加 新的环境变量，更新更新 或 删除删除 已有的环境变量。

添加添加：请参考 添加环境变量。

删除删除：单击待删除环境变量记录右侧的  图标。

更新更新：更新已添加的环境变量的 键键 和 值值。

更新配置引用更新配置引用：单击配置引用区域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在弹出的 更新配置引用更新配置引用 对话框中，
单击配置引用右侧的下拉选择框，单击选择一个或多个配置字典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7. 单击 日志日志 页签，进入容器组日志页面，可通过选择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以及容器组下具体的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 过
滤、筛选日志数据，查看具体容器的日志。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自动更新日志自动更新日志： 可通过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 复选框控制是否启用日志自动更新功
能。默认为勾选，即启用状态。

查找日志查找日志： 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查找查找，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查询关键字可基于当前日
志查询相关内容。

切换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切换显示模式。

8. 单击 事件事件 页签，可查看指定时间范围（可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内，当前计算组件下的所有
Kubernetes 资源的事件信息。

可根据查询条件过滤、筛选事件，查询条件说明如下：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计算组件下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类型，例如：Pod、ReplicaSet。

事件原因事件原因：事件发生的原因（reason）。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名称。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名称。

提示提示：

单击查询记录中  可在弹出的 事件详情事件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事件原因左侧的图标颜色表示事件等级。绿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Normal ，可忽略该
事件；橘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Warning ，存在资源异常的情况，需要关注该事件以免
引发故障。

9.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可查看一段时间内有状态副本集的监控数据，请参考 计算组件监控。

10. 单击 告警告警 页签，可查看有状态副本集的告警策略列表。

注意注意：仅当有状态副本集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组件时，该页签可见。

有状态副本集的告警策略说明及操作参见 告警策略。



更新有状态副本集
更新已创建有状态副本集的信息，例如：显示名称、实例数量、更新策略、容器相关信息等，不支持更新
有状态副本集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有状态副本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进入有状态副本集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有状态副本集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有状态副本集的名称有状态副本集的名称，进入有状态副本集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有状态副本集页面，参照 创建有状态副本集 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参数。



开始有状态副本集
启动处于停止状态的有状态副本集，将会重新为有状态副本集创建容器组实例（Pods）。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开始有状态副本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进入有状态副本集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开始有状态副本集的 名称名称，进入有状态副本集的详情页面。

4. 单击 开始开始 按钮，并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有状态副本集的状态变为处理中则有状态副本集已经开始启动。



停止有状态副本集
停止处于运行中或处理中状态的有状态副本集，将会删除有状态副本集下的所有容器组实例（Pods）。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停止有状态副本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进入有状态副本集列表页面。

3. 击待停止有状态副本集的 名称名称，进入有状态副本集的详情页面。

4. 单击 停止停止 按钮，并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有状态副本集的状态从处理中过度为停止，则有状态副本集停止成功。



删除有状态副本集
删除不再使用的有状态副本集。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有状态副本集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进入有状态副本集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有状态副本集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的 有状态副本集名称有状态副本集名称，进入有状态副本集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定时任务
定时任务（CronJob）是 Kubernetes 的一种工作负载控制器（Controllers），您可以通过平台创建一个
CronJob 来定期或重复运行一个非持续性的程序。例如：定时备份、定时清理、定时发送邮件等。

平台中的定时任务除支持定时触发方式外，还支持手动触发方式，您可以在创建定时任务时，选择需要的
执行方式。

定时触发定时触发：您需要使用定时 Crontab 命令语法，定义任务触发执行的时间点，或如何周期性地运
行。

手动触发手动触发：选择该执行方式的任务，既不会定时执行，也不会在创建任务后立即执行。您需要在每
次决定执行任务的时间点，手动触发任务执行。



创建定时任务
在业务视图中，创建定时任务（Cronjob），并根据使用需要，选择任务执行方式、任务作业类型。

支持通过填写可视化 UI 表单的方式，或自定义 YAML 编排文件的方式，创建定时任务。

前提条件

如果您需要为待创建的定时任务的容器配置引用或挂载存储卷，在创建定时任务之前，需要先在平
台上创建 PVC（持久卷声明）、配置字典或保密字典资源。

如果拉取的镜像需要，需要您先在当前命名空间下创建凭据（保密字典）。

当您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平台，且希望使用 DevOps 平台镜像仓库中的镜像创建定时任务
时，需要提前前往 DevOps 平台为当前项目绑定指定的镜像仓库（DevOps 工具链）。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定时任务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定时任务定时任务，进入定时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定时任务创建定时任务。

4. 在弹出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单击选择 方式方式。

说明说明：仅当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产品，且本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的镜像仓库时可以选
择方式。

输入输入：地址格式为 仓库地址:镜像版本 ，例如 ： index.docker.io/library/ubuntu:latest 。

单击镜像地址输入框下方的镜像地址示例后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示例镜像地址。

选择选择：通过单击镜像仓库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并选择或输入
镜像版本来选择要使用的镜像。



提示提示：使用第三方镜像前，确认是否可以直接拉取。可以通过 docker pull  命令验证。

5.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进入 创建部署创建部署 页面。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进行编辑。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说明说明：单击创建页面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 按钮，即可切换回表单创建形式。

6.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定时任务的基本信息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定时任务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

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否 定时任务的显示名称，支持输入中文字符。

7. 在 定时配置定时配置 区域，设置任务的触发执行方式等相关参数。首先在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 区域，选择 定时触发定时触发 或
手动触发手动触发。

如果选择了 手动触发手动触发，您需要在每次决定执行任务的时间点，手动触发任务执行。

如果选择了 定时触发定时触发，需要配置以下定时参数：

在 触发规则触发规则 区域，需要输入使用定时 Crontab 命令语法定义的任务触发执行的时间
点。例如： 0 18 * * * 。设置完成后，可以在输入框下方查看下次触发任务的时
间。



注意注意：此处输入的时间必须是 UTC 时间，时间转换规则和输入格式请参考：如何设置
定时任务的定时触发规则？。定义任务触发执行的时间点。设置完成后，可以查看下
次触发任务的时间。

在 定时并发策略定时并发策略 区域，选择当前一个任务未执行完时，触发了下一次任务的并发处理
策略。

无论选择了何种触发执行方式，需要在 最多保留任务历史数量最多保留任务历史数量 区域，设置最多要保留的 成成
功任务历史功任务历史 个数和 失败任务历史失败任务历史 个数，默认均为 20 个。一旦相应状态的任务历史总个数超
过了 最多保留任务历史数量最多保留任务历史数量 设置的值，系统将自动删除最早的任务历史。

8. 在 任务配置任务配置 区域，设置任务执行的相关参数。首先选择 任务作业类型任务作业类型，包括 单次作业单次作业、并行作业并行作业
和 固定次数作业固定次数作业。

说明说明：任务的作业是通过容器组实际完成的，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的 任务作业类任务作业类
型型，相应创建一个或多个容器组执行任务。一个容器组从创建到完成业务（Succeeded or
failed），即为一次作业过程；一个作业的容器组达到 Succeeded 状态，计算一次作业成
功；一个作业的容器组达到 Failed 状态，计算一次作业失败。

单次作业单次作业：任务每次触发执行时，一次执行单个作业。

并行作业并行作业：任务每次触发执行时，可并行执行多个作业。

固定次数作业固定次数作业：任务每次触发执行时，可并行执行多个作业，并且需要固定次数的成功作
业。

9. 在 任务配置任务配置 区域，根据选择的任务作业类型，继续设置任务执行的相关参数。

失败重试次数失败重试次数：即 backofflimit，无论选择何种任务作业类型，均需配置此项。执行作业的容
器组达到 Failed 状态的次数，如果超过了设置的作业失败重试次数，任务被判定为失败。

最大并行次数最大并行次数：即 parallelisms，当任务作业类型为支持并行执行多个作业的 并行作业并行作业 和 固固
定次数作业定次数作业 时，需要配置此项，设置最多可并行执行多少个作业（运行的容器组）。

计划成功次数计划成功次数：即 completions，仅当任务作业类型为 固定次数作业固定次数作业 时，需要配置此项，设
置需要几次成功作业（达到 Succeeded 状态的容器组）。

任务超时时间任务超时时间：即 ActiveDeadlineSeconds，整个任务的超时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后，无论
任务状态如何，任务判定为失败。

10. 在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配置容器组（Pod）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存储卷存储卷 否

为容器组挂载存储卷，方便配置容器参数（存储卷挂载）时快速引用存储卷。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在弹出的 添加存储卷添加存储卷 对话框中，输入存储卷名称，参照 存储卷类型说明 配置相应

的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单击已添加的存储卷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存储卷。

单击已添加的存储卷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更新已添加的存储卷。

镜像凭镜像凭

据据
否

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中已创建的用于拉取镜像的凭据。

说明说明：当创建部署所用的镜像，是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项目已绑定的 DevOps 平台制品仓库中的镜像

时，该参数会默认选中绑定制品仓库时基于 DevOps 凭据在当前项目下所有命名空间中自动生成的

保密字典。

容器组容器组

注解注解
否

为容器组添加注解。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容器组添加注解，支持添加多个注解。

单击已添加的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注解。

关闭宽关闭宽

限期限期
否

从接受到 Pod 删除请求到 Pod 被正式删除之前，允许的最长等待时间，默认为 30 秒。设置该参数

以便 Pod 在被停止前先处理完请求，优雅下线应用或通知其他应用。

当设置 为 0 秒时，不管待删除的 Pod 上是否正在处理请求或执行命令，都将被立即强制删除。

带宽限带宽限

制制
否

仅当集群的网络模式为 Kube-OVN 时，该参数有效。

通过设置 上行带宽上行带宽 和 下行带宽下行带宽 可限制 Pod 内容器的最大上行/下行网络速率，支持输入 

1~100000  之间的数值，单位为 Mbit/s。默认不限制带宽，通过限制 Pod 带宽可合理利用网络资

源。

上行带宽上行带宽：Pod 内容器上传数据的速率；

下行带宽下行带宽：Pod 内容器下载数据的速率。

固定固定

IP
否

仅当集群的网络模式为 MacVlan、Calico、Kube-OVN 时，该参数有效。

已选子网内固定分配给当前计算组件的容器组的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后按回车键确认，支持输入

多个 固定固定 IP。

11. 在 容器容器 区域，配置容器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容器的名称，默认为镜像仓库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

符。

镜像地址镜像地址 是
默认显示已选择的镜像。单击右侧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按钮，弹出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可以重新选择镜像，

参考 配置基本信息 。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否

容器资源的 限制值限制值，限制容器实例运行过程中，最多可使用的节点计算资源值。

默认为所在命名空间的 默认值默认值，重新设置后的该值不能大于命名空间容器限额的 最大值最大值。支持选

择不同单位。

CPU（必填）：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内存（必填）：Mi（1 MiB = 2^20 bytes）、Gi（1 GiB = 2^30 bytes）,1 Gi = 1024 Mi。

虚拟虚拟 GPU（非必填）：仅当集群下存在 GPU 资源时，该参数有效。虚拟 GPU 的核心数，100

个虚拟核心等于 1 个 GPU 物理核心。支持输入正整数。

显存显存（非必填）：仅当集群下存在 GPU 资源时，该参数有效。虚拟 GPU 显存，1 个单位的显存

为 256 Mi。支持输入正整数。

启动命启动命

令、参数令、参数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在新增的命令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和参数。

单击已添加命令/参数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命令/参数。

示例示例：

在容器启动时，执行 top -b  命令示例。 

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区域，添加 top  和 -b ，预览 YAML 如图所示；

或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区域，添加 top ，在 参数参数 区域，添加 -b ，预览 YAML 如图所示。

支持在启动命令和参数中引用环境变量。例如：已设置环境变量 MESSAGE:Welcome! ，可在

如下图所示的命令示例中引用环境变量。

更多示例和说明可参考官方文档。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否

设置容器的环境变量。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和对应的值。

或单击 添加引用添加引用 按钮，在 键键 栏中，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在 值值 栏中，选择要引用的对象（可

选：配置字典、保密字典、fieldRef、resourcefieldRef），再选择具体要引用的字段，例如：配

置项的 键键 或 fieldRef/resourcefieldRef 的字段，将会引用相应的字段作为环境变量的值。

注意注意：通过环境变量添加相同的引用字段，会覆盖配置文件或镜像的相关配置。

配置引用配置引用 否
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完整引用的配置字典。通过引用配置字典，可将配置文件中

的配置项作为环境变量引入容器。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否

单击 添加存活性健康检查添加存活性健康检查 或 添加可用性健康检查添加可用性健康检查 按钮，在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框中，配置健康检查参

数。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健康检查相关参数说明请参考 健康检查参数说明表。

存活性健康检查存活性健康检查：检查计算组件是否处于健康状态，如果检测结果为非正常时，会根据健康检查

的配置决定是否重启实例。

可用性健康检查可用性健康检查：检查计算组件是否启动完成并处于正常服务状态，如果检测到容器实例的健康

状态为非正常时，容器状态会被更新。

存储卷挂存储卷挂

载载
否

配置存储信息，实现容器中数据的持久存储。

有以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方式一：单击 添加存储卷并挂载添加存储卷并挂载 按钮，在 添加存储卷添加存储卷 窗口，选择存储类型，包括 持久卷声持久卷声

明明、配置字典配置字典、保密字典保密字典、主机路径主机路径、空目录空目录。所有参数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存储卷类型参数说明及配置操作请参考 存储卷挂载类型说明表。

说明说明：通过此方式为容器添加存储卷后，会自动为容器组添加该存储卷，可在 容器组容器组 的 存储卷存储卷

区域查看。

方式二方式二：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添加已为容器组添加的存储卷作为容器的存储卷。单击 存储卷名称存储卷名称 下

拉选择框选择要为容器挂载的存储卷。

## 前提条件：已在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为容器组添加了 存储卷 资源，或已通过 方式一方式一 添加了存储

卷。

通用参数说明通用参数说明：

* 挂载路径挂载路径：在容器文件系统中，挂载存储卷的路径。

* 子路径子路径：已存在的，容器可以用于存储数据的文件的相对路径。

当存储卷类型为 配置字典  或 保密字典  时，支持选择一个配置项的键作为子路径。挂载路径

拼接子路径构成完整的存储卷挂载路径，将指向具体的文件夹或文件名称。

* 只读只读：以滑块开关的形式展现，用于控制存储卷的访问方式。开关默认关闭，存储卷的访问方

式为 读写读写；单击开启开关后，存储卷的访问方式为 只读只读。

更多信息请参考 Volumes。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端口端口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主机端口和容器端口的映射记录。

1. 单击 协议协议 下拉选择框，选择端口的协议，可选 TCP、UDP。

2. 在 容器端口容器端口 输入框中，输入容器端口号。容器端口需要与后端的 Pod 中暴露的容器端口一致

当通过选择镜像方式，选择了 registry 镜像仓库内的镜像时，自动填写镜像内 Dockerfile 暴露的

容器端口。

3. 在 主机端口主机端口 输入框中，输入要映射的主机端口号。

注意注意：当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配置参数 Host 模式模式 的开关开启时，主机端口号不允许输入，且和容器端

口号相同。

日志文件日志文件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在容器中要收集保存的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例如： /var/log/ ，

表示会收集容器内 /var/log/  路径下的所有文本日志。

说明说明：

实现文件日志功能，需要所在集群部署日志服务。

容器存储驱动为 overlay2 时，支持此功能；如果容器存储驱动为 devicemapper，还需要自行挂

载 Emptydir 类型的存储卷（volume）到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

单击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日志文件路径。

排除日志排除日志

文件文件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不需要收集保存的日志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将它们排除，例

如： /var/log/aaa.log ，表示会收集容器内 /var/log/  路径下除 aaa.log  之外的

所有文本日志。

单击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排除日志文件路径。

停止前执停止前执

行行
否

删除容器前可在容器上执行的命令，即 PreStop 脚本，将在容器被删除前触发执行。例如：可在

停止容器前执行 echo "stop"  命令，以验证容器删除前，容器日志是否可正常打印。

注意注意：当为容器组参数 关闭宽限期关闭宽限期 设置的时长小于命令执行完成所需时长时，在命令未执行完成

的情况下，会强制删除容器。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提示提示：

单击容器区域右上角的 添加容器添加容器 或单击 添加容器添加容器 右侧的下拉按钮选择 添加初始化容器添加初始化容器，可
为当前计算组件添加多个容器。容器组启动时，会优先启动初始化容器，当有多个初始化容
器时将按照添加顺序依次启动。

当容器组下有超过 2 个的容器或至少有 1 个初始化容器时，支持删除容器/初始化容器；当仅
有一个容器时，不支持删除该容器。

12.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定时任务创建成功后，会自动进入定时任务的详情页面



查看定时任务详情
查看指定的定时任务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的定时任务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定时任务定时任务，进入定时任务列表页面。

3. 在定时任务列表页面，单击待查看详情的 定时任务名称定时任务名称，进入定时任务详情页。

或或：在定时任务列表页面，单击待查看详情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看查看。

4. 在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页签下，可查看定时任务的基本信息、任务配置信息和容器相关信息。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和 任务配置信息任务配置信息 的参数说明可参考 创建定时任务。
同时，支持 查看所属应用详情查看所属应用详情：当前资源属于某个应用时，单击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右侧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将跳转应用的详情页面，可查看应用的详细信息。

在 容器容器 区域，可查看、修改镜像地址、容器大小，以及查看启动命令和参数。

单击镜像右侧  图标，在弹出的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 对话框中，可修改镜像版本。

单击容器大小右侧  图标，在弹出的 更新容器大小更新容器大小 对话框中，可更新容器的 CPU
和内存大小。

5. 单击 任务任务 页签，可查看当前任务的任务执行记录列表。

可查看任务的执行状态、创建时间。在操作栏，可查看任务的详情、查看日志或删除任务。具体操
作可参考任务相关操作。

6. 单击 YAML 页签，在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定时任务的编排文件详情，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7. 单击 配置配置 页签，可查看和设置容器的环境变量和配置引用。

在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区域，设置容器的环境变量。
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和对应的值；或单击 添加引用添加引用，在 键键 栏中，输入环境变量的
键；在 值值 栏中，选择要引用的配置字典或保密字典，再选择要引用配置项的键，引用配置项
的值作为这个环境变量的值。

注意注意：通过环境变量添加相同的 key，会覆盖配置文件或镜像的相关配置。

在 配置引用配置引用 框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完整引用的配置字典。

8. 单击 事件事件 页签，可查看指定时间范围内定时任务相关的事件信息。



更新定时任务
更新定时任务的信息，可更新定时任务的显示名称、定时配置、任务配置、镜像地址、容器大小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的定时任务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定时任务定时任务，进入定时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定时任务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定时任务的名称定时任务的名称，进入定时任务详情页。

ii. 单击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定时任务页面，参考 创建定时任务，更新定时任务的显示名称、定时配置、任务配置以及容
器镜像、大小信息。



立即执行定时任务
立即执行指定的定时任务。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立即执行的定时任务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定时任务定时任务，进入定时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立即执行的定时任务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立即执行立即执行。

或或：

i. 单击待查看详情的 定时任务名称定时任务名称，进入定时任务详情页。

ii. 单击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立即执行立即执行。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可在任务详情页面查看任务状态。

执行中：任务正在执行。

成功：任务执行成功。

失败：任务执行失败。



删除定时任务
删除不再需要的定时任务。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的定时任务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定时任务定时任务，进入定时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定时任务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定时任务的名称定时任务的名称，进入定时任务详情页。

ii. 单击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任务
定时任务每执行一次，会创建一个任务（Job），您可查看任务的相关信息，掌握任务的执行情况。



查看任务详情
定时任务每执行一次，就会生成一条任务。 可查看任务的详情信息，例如：任务状态、任务配置、容器
组、YAML、环境变量、日志、事件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详情的任务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任务任务，进入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管理的任务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看查看。

或或：

i. 单击待查看详情的 定时任务名称定时任务名称，进入定时任务详情页。

ii. 单击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查看查看。

4. 在任务详情信息页面，可查看任务执行状态、任务所属任务、创建时间、任务作业、任务配置容器
等信息。

其他操作：其他操作：

在容器区域，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可跳转至日志页签，查看容器运行的日志信息。

5. 单击 容器组容器组 页签，可查看执行任务的容器组列表信息。

支持查看容器组的 名称名称、状态状态（运行中、处理中、完成、失败、未知）、重启次数重启次数（Pod 状态异常
时，重启的次数）、容器组容器组IP、创建时间创建时间，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容器组详情查看容器组详情：单击待查看的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将跳转容器组详情页面，可 查看容器组详
情。

查看容器的日志查看容器的日志：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查
看日志看日志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将跳转至容器日志页面。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EXEC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在 EXEC 对话框中，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单击 确认确认 按钮后可开启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删除容器组删除容器组：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刷新容器组列表刷新容器组列表：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可刷新容器组列表。

6. 单击 YAML 页签，在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任务的编排文件详情，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7. 单击 配置配置 页签，查看容器实例运行时使用的所有环境变量键值对。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环境变量的键值对，或引用的配置字典或保密字典中的值的信息。

配置引用配置引用：引用的完整的配置文件（配置字典或保密字典）信息。

8. 单击 日志日志 页签，查看应用容器实例运行时输入的容器日志。

支持通过下拉选择框选择 容器组容器组 和 容器容器 来过滤日志。

支持在查看时，选择自动更新容器日志。

说明说明：如果容器组记录被删除，相关的日志也会被删除。

9. 单击 事件事件 页签，可查看指定时间范围（可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内，当前计算组件下的所有
Kubernetes 资源的事件信息。

可根据查询条件过滤、筛选事件，查询条件说明如下：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计算组件下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类型，例如：Pod、ReplicaSet。

事件原因事件原因：事件发生的原因（reason）。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名称。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名称。

提示提示：

单击查询记录中  可在弹出的 事件详情事件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事件原因左侧的图标颜色表示事件等级。绿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Normal ，可忽略该
事件；橘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Warning ，存在资源异常的情况，需要关注该事件以免
引发故障。



查看任务日志
通过查看任务的日志，可协助分析任务执行失败的原因。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日志的任务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任务任务，打开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管理的任务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可跳转至任务详情页的日
志页签。

或或：

i. 单击待查看详情的 定时任务名称定时任务名称，进入定时任务详情页。

ii. 单击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

4. 查看容器组运行的日志信息，通过选择容器组名称和容器名称可对日志信息进行过滤。



删除任务
删除不再查看的任务。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的任务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任务任务，打开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管理的任务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查看详情的 定时任务名称定时任务名称，进入定时任务详情页。

ii. 单击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Tapp（Alpha）
Tapp 是利用 Kubernetes CRD 的功能实现的扩展 API，一种自定义类型的 WorkLoad（计算组件）。

Tapp 可运行有状态、无状态应用，所属容器组实例具有可以标识的 ID，不同的容器组实例支持使用不同
的配置，实现同时运行多版本。

相较 Deployment 和 StatefulSet，Tapp 的功能特点如下：

功能特点功能特点 Deployment StatefulSet Tapp

Pod 唯一性 无 每个 Pod 有唯一标识 每个 Pod 有唯一标识

Pod 存储独占 仅支持单个容器 支持 支持

存储随 Pod 迁移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自动扩缩容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批量升级容器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Pod 严格按顺序更新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自动迁移问题节点 Pod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Pod 多版本管理 同时只有一个版本 可保持两个版本 可保持多个版本

Pod 原地灰度升级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IP 随 Pod 迁移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您可在平台上创建、更新、删除 Tapp 或预览 Tapp 的信息。



查看 Tapp 列表
查看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 Tapp 的列表和关键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 Tapp 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Tapp，进入 Tapp 列表页面。

在 Tapp 列表页面，可查看 Tapp 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Tapp 的名称。

状态状态 Tapp 的当前状态。以 Tapp 的 status.appStatus  值为准。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Tapp 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 Tapp 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 Tapp 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更新 Tapp：更新 Tapp 的基本信息。

删除删除 Tapp：删除 Tapp。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 Tapp
在业务视图中，支持通过表单或 YAML 的方式创建 Tapp，默认以表单形式创建。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容器组。

3. 配置容器。

前提条件

如果您需要为待创建的 Tapp 的容器配置引用或挂载存储卷，在创建 Tapp 之前，需要先在平台上创
建 PVC（持久卷声明）、配置字典或保密字典资源。

如果拉取的镜像需要凭据，需要您先在当前命名空间下创建凭据（保密字典）。

当您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平台，且希望使用 DevOps 平台镜像仓库中的镜像创建 Tapp
时，需要提前前往 DevOps 平台为当前项目绑定指定的镜像仓库（DevOps 工具链）。

操作步骤 - 配置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 Tapp 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Tapp，进入 Tapp 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创建 Tapp 按钮。

4. 在弹出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单击选择 方式方式。

说明说明：仅当同时订阅了本公司的 DevOps 产品，且本平台对接了 DevOps 平台的镜像仓库时可以选
择方式。



输入输入：地址格式为 仓库地址:镜像版本 ，例如 ： index.docker.io/library/ubuntu:latest 。

单击镜像地址输入框下方的镜像地址示例后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示例镜像地址。

选择选择：通过单击镜像仓库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 DevOps 平台中的镜像仓库，并选择或输入
镜像版本来选择要使用的镜像。

提示提示：使用第三方镜像前，确认是否可以直接拉取。可以通过 docker pull  命令验证。

5.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进入 创建创建 Tapp 页面。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进行编辑。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说明说明：单击创建页面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 按钮，即可切换回表单创建形式。

6.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参照以下说明，配置 Tapp 的基本信息参数。
说明说明：默认仅显示基本参数，单击 更多更多 按钮后，将展开更多可选参数，单击 收起收起 按钮，会再次隐
藏可选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Tapp 的名称，默认为镜像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否 Tapp 的显示名称，支持输入中文字符。

实例数实例数

量量
是 Tapp 期望运行的 Pod 的个数，默认为 1 个，请依据实际的业务请求量设置。



节点异节点异

常策略常策略
是

迁移：节点发生异常时，Pod 会迁移到新的节点上运行。

不迁移：节点发生异常时，Pod 不会迁移。

更新策更新策

略略
是

设置滚动更新（rollingUpdate）Tapp 时，Pod 的 最多不可用数最多不可用数，Tapp 将依据设置的值自动增加

或删除 Pod，实现快速滚动更新。

最多不可用数最多不可用数：输入滚动更新时 Tapp 的 Pod 数量最多不可用的值。百分比不能超过 100%。输入

百分比后，Kubernetes 根据当前实例数量进行计算，出现小数时，向下取整。例如：4.9 会向下取

整为 4。如不填，默认为 1。

处在非运行状态的 Pod，均计入不可用数。

例如例如：当 Pod 数为 10 时，最多不可用数值填写了 1，在更新的过程中，新旧版本的可用 Pod 个

数加起来不会小于 10-1 个。

标签标签 否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 Tapp 添加标签，支持添加多个标签。

单击已添加的标签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标签。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操作步骤 - 配置容器组、容器

接下来的配置容器组、容器的操作与 创建部署创建部署 操作步骤相同，请参考 步骤。

说明说明：需要配置的参数说明信息相同，参数项以界面实际呈现的为准。



通过 YAML 创建 Tapp
如果您熟悉 YAML 编排文件的编写方式，通过导入或编写 YAML 文件，快速创建一个 Tapp。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 Tapp 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Tapp，打开 Tapp 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创建 Tapp 按钮右侧的 ，选择 YAML 创建创建。

4.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 Tapp 的 YAML 编排文件内容，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提示提示：

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下方 YAML 样例右侧的  图标，可快速输入样例 YAML。

单击  图标，在弹出的 YAML 样例窗口，可预览样例 YAML 的内容。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查看 Tapp 详情
查看指定的 Tapp 的详细信息，包括：基本信息、容器信息、自动扩缩容、容器组信息、YAML 编排文
件、配置、日志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详情 Tapp 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Tapp，进入 Tapp 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Tapp 的 名称名称，进入 Tapp 的详情页面。

在基本信息区域，可查看 Tapp 的基本信息，例如：名称、状态、容器组标签、更新策略、
节点异常策略等。同时，支持以下快捷操作：

展开 容器组标签容器组标签 ：当容器组标签过多时，会隐藏部分标签，单击容器组标签项右侧的 

 图标，展开全部标签信息。

编辑 容器组标签容器组标签：单击 容器组标签容器组标签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 更新标签更新标签 对话框中添
加新的标签，删除或更新已有标签。

添加添加：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添加一个新的标签，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

删除删除：单击  删除一个用户自定义标签。

更新更新 ：更新用户自定义标签的 键键 和 值值。

扩缩容实例数量扩缩容实例数量：单击 Pods 示例图左右两侧的  、  图标，可快速对 Tapp 进行
扩容、缩容。

在 容器容器 区域，可查看镜像、资源限制、启动命令、参数等信息。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单击镜像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镜像版本对话框中，输入 镜镜
像版本像版本 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展开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信息 ：资源限制信息过长时，会隐藏部分内容，右侧的  图标，展
开全部资源限制信息。

更新容器限制更新容器限制：单击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 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容器限制对话框中，更



新资源限制的值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

注意注意：仅支持 EXEC 登录已经运行起来的容器。

i. 单击 EXEC，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登录的容器组。
支持选择 全部容器组全部容器组，同时登录所有容器。

ii. 在 EXEC 窗口，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iii.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单击 日志日志，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查看日志的容器组。会跳转至容器日志
页面。

在 自动扩缩容自动扩缩容 区域，配置自动扩缩容。

4. 单击 容器组容器组 页签，进入 Tapp 的容器组列表页面。

支持查看容器组的 名称名称、镜像镜像（格式： 容器名称：镜像名称：镜像版本号 ）、状态状态（运行中、处理中、
失败、未知）、重启次数重启次数（Pod 状态异常时，重启的次数）、容器组容器组IP、创建时间创建时间，同时，支持以
下操作：

查看容器组的查看容器组的 YAML 文件文件：单击待查看 YAML 文件的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查
看容器组的 YAML（只读）（只读） 文件内容。同时，可对 YAML 文件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查看容器的日志查看容器的日志：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查
看日志看日志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将跳转至容器日志页面。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EXEC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在 EXEC 对话框中，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单击 确认确认 按钮后可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执行命令行操作。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通过为不同的容器组的容器设置不同的镜像或镜像版本，能够实现外部流量访问
Tapp 时访问不同的产品特性，在保证整体系统稳定的同时，及时发现、调整问题，实现产品

特性的平滑过渡。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灰灰
度发布度发布，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容器镜像地址右侧的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按钮，选择待更新的镜像及镜
像版本。
说明说明：设置容器组的灰度发布后，外部流量访问容器组时是随机的。

销毁后重建容器组销毁后重建容器组：单击待销毁重建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销毁重建销毁重建，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说明说明：重建后的容器组的网络标识和销毁重建前的一致，能够保证容器组重新创建后被正常
访问。

删除容器组删除容器组：单击待查看日志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说明说明：删除后，不会自动重建容器组。

刷新容器组列表刷新容器组列表：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可刷新容器组列表。

5. 单击 YAML 页签，进入 YAML（可读）（可读） 页面，可查看 Tapp 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
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6. 单击 配置配置 页签，进入 Tapp 的配置页面，可查看 Tapp 的环境变量和配置引用信息。同时，支持以
下操作：

更新环境变量更新环境变量：单击环境变量区域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在弹出的 更新环境变量更新环境变量 对话框中。
可 添加添加 新的环境变量，更新更新 或 删除删除 已有的环境变量。

添加添加：请参考 添加环境变量。
删除删除：单击待删除环境变量记录右侧的  图标。
更新更新：更新已添加的环境变量的 键键 和 值值。 

更新配置引用更新配置引用：单击配置引用区域右上角的 更新更新 按钮，在弹出的 更新配置引用更新配置引用 对话框中，
单击配置引用右侧的下拉选择框，单击选择一个或多个配置字典、保密字典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
钮。



7. 单击 日志日志 页签，进入容器组日志页面，可通过选择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 以及容器组下具体的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 过
滤、筛选日志数据，查看具体容器的日志。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自动更新日志自动更新日志： 可通过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 复选框控制是否启用日志自动更新功
能。默认为勾选，即开启状态。

查找日志查找日志： 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查找查找，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查询关键字可基于当前日
志查询相关内容。

切换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切换显示模式。



更新 Tapp
更新已创建的 Tapp 的信息，例如：显示名称、实例数量、更新策略、容器相关信息等，不支持更新 Tapp
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 Tapp 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Tapp，进入 Tapp 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 Tapp 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更新看 Tapp 的名称的名称，进入 Tapp 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 Tapp 页面，参照 创建 Tapp 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参数。



启动 Tapp
启动处于停止状态的 Tapp，将会重新为 Tapp 创建容器组实例（Pods）。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启动 Tapp 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Tapp，进入 Tapp 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开始 Tapp 的名称的名称，进入 Tapp 的详情页面。

4. 单击 开始开始 按钮，并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Tapp 的状态变为处理中则 Tapp 已经开始启动。



停止 Tapp
停止处于运行中或处理中状态的 Tapp，将会删除 Tapp 下的所有容器组实例（Pods）。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停止 Tapp 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Tapp，进入 Tapp 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停止 Tapp 的名称的名称，进入 Tapp 的详情页面。

4. 单击 停止停止 按钮，并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Tapp 的状态从处理中过度为已停止，则 Tapp 停止成功。



配置自动扩缩容
对于业务量并非一层不变的应用，在某个已知或未知的业务变化（例如月末的账务结算高峰）来临前，提
前进行扩容或缩容设置。当满足所设条件后，平台将自动扩缩应用中容器组的副本数，以满足业务需要。

操作步骤

指标调节说明

指标调节示例

定时调节示例

前提条件

如需设置 定时调节 自动扩缩容，请先以 Chart 的形式在集群中部署 CronHPA 组件。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选择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Tapp 页面。

2. 单击一个部署（kubernetes Deployment)，进入“详细信息”页面。

3. 下拉至 自动扩缩容自动扩缩容 区域，单击右侧的 添加自动扩所容添加自动扩所容 或 更新更新 按钮。

4. 选择一种自动扩缩容方式，并完成配置。

不设置不设置：关闭自动扩缩容功能。如果已经设置了自动扩缩容，关闭时将同步删除配置信息。

指标调节指标调节：根据指标的实际数值判断是否触发自动扩缩容。一旦超过所设阈值，将触发容器
组自动扩缩容。

定时调节定时调节：根据时间判断是否触发自动扩缩容。届时将触发容器组自动扩缩容。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指标调节说明

计算规则计算规则

平台根据下述规则，自动计算容器组的目标副本数。

单策略目标副本数 = (当前指标之和 / 目标阈值)



多策略目标副本数：取各策略计算结果中的最大值

约束限制约束限制

10 %波动因子波动因子：对于 CPU 利用率利用率 和 内存利用率内存利用率 指标，仅当实际值在目标阀值上下波动 10% 范围
以外时，才会触发自动扩缩容。

冷却时间冷却时间：扩容后 3 分钟内以及缩容后 5 分钟内，不会再执行扩缩容操作。需等待冷却时间过后，
才会重新轮询指标进行计算。

指标调节示例

1. 假设当前应用中有 3 个容器组，CPU 使用率均为 90%，超出了 目标阈值目标阈值 50 %。

2. 计算所得的目标副本数为 6（90%+90%+90% / 50% = 5.4，取整数 6），超出了设置的 最大实例数最大实例数
。此种情况下，平台最终将只能扩容至 5 个容器组副本，如果指标数值持续居高不下，也许您应改
用其他方式扩容，例如增加硬件资源。

定时调节示例

1. 表示从每周一的 01:00 点开始，仅保留 1 个实例。

2. 表示从每周二的 02:00 点开始，仅保留 2 个实例。



3. 表示从每周二的 02:00 点开始，仅保留 3 个实例。

说明说明：当多条规则的触发时间相同（示例 2 和示例 3），平台将仅根据排序在前的规则（示例 2）执行自
动扩所容。



删除 Tapp
删除不再使用的 Tapp。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 Tapp 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Tapp，进入 Tapp 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 Tapp 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Tapp 的名称的名称，进入 Tapp 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容器组
容器组即 Kubernetes Pod，是在 Kubernetes 中可以创建和管理的最小计算单元。平台上计算组件的运行
依赖于 Pod，通过容器组功能入口，可统一管理同一命名空间下的所有容器组。

当前命名空间下的部署、守护进程集、有状态副本集、任务、Tapp 下的容器组均可以通过该功能入口进行
统一管理：

支持查看所有容器组的列表及容器组的状态等关键信息；

支持查看容器组的详细信息、YAML、配置、事件、日志、监控数据；

支持 EXEC 登录运行中的容器；

支持删除容器组。



查看容器组列表
查看当前命名空间下的容器组列表及容器组关键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容器组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容器组容器组，进入容器组列表页面。

在容器组列表页面，可查看容器组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容器组的名称。

状态状态 容器组的当前状态。

资源资源

限制限制

容器组内容器有效的资源（CPU 、内存 ）限制值（limits）。

规则及算法如下规则及算法如下：

- 当容器组内仅包含 业务容器业务容器（containers）时，CPU/内存内存 对应的值为容器组内所有容器的 CPU/内存内存 限制

值的总和。例如例如：容器组内包括两个容器，CPU/内存内存 的限制值分别为 100m/100Mi、50m/200Mi，则容器组

的 CPU/内存内存 限制值为 150m/300Mi；

- 当容器组内既有 初始化容器初始化容器（initContainers）又有 业务容器业务容器（containers）时，容器组的 CPU/内存内存 限制

值分别为以下两个值中的 最大值最大值：

* 所有初始化容器中 CPU/内存内存 限制值的最大值；

* 所有业务容器的 CPU/内存内存 限制值的总和。

例如例如：容器组内包含两个初始化容器，CPU/内存内存 的限制值分别为 100m/200Mi、200m/100Mi，则初始化容

器的 CPU/内存内存 最大限制值为 200m/200Mi。同时，容器组内还包含两个业务容器，CPU/内存内存 的限制值分别

为 100m/100Mi、50m/200Mi，则业务容器的 CPU/内存内存 限制值总和为 150m/300Mi。

综合得出容器组的 CPU/内存内存 限制值为 200m/300Mi。

重启重启

次数次数
容器组状态异常时，重启的次数。

容器容器

组组 IP
容器组的 IP 地址。

节点节点

名称名称
容器组所在节点的名称。

创建创建

时间时间 容器组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快捷

操作操作

单击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容器组执行以下操作：

查看容器日志查看容器日志：单击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查看日志的容器，会跳转至容器日志页面。

EXEC 登录容器登录容器：单击 EXEC，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登录的容器。

删除容器组删除容器组：删除容器组。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查看容器组详情
查看指定容器组的详细信息、YAML、配置、日志、事件、监控数据等信息。

说明说明：仅当容器组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服务时，可查看容器组的监控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容器组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容器组容器组，进入容器组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进入容器组的详情页面。

在基本信息区域，可查看容器组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状态、资源限制、来源、容器组标
签、容器组注解、主机选择器等。同时，支持以下快捷操作：

查看来源详情查看来源详情：当前资源属于某个计算组件时，单击 来源来源 右侧的 计算组件名称计算组件名称 将跳
转计算组件的详情页面，可查看计算组件的详细信息。

查看查看 Service Account YAML 文件文件：单击 Service Account 右侧的 Service
Account 名称名称 可查看 Service Account 的 YAML 文件。
说明说明：仅当当前登录用户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平台审计人员角色时，Service
Account 字段可见，且可查看 Service Account 的 YAML 文件。
Service Account 是 Pod 里的进程和服务访问 Kubernetes APIServer 的一个账号，为
进程和服务提供了一种身份标识。

展开凭据展开凭据 ：当容器组凭据过多时，会隐藏部分凭据，光标悬浮在 凭据凭据 右侧的  图
标上时，展开全部凭据信息。

展开存储卷展开存储卷/亲和性信息亲和性信息 ：单击 存储卷存储卷/亲和性亲和性 可展开容器组的存储卷/亲和性的详细信
息。

在 状态分析状态分析 区域，可查看容器组的状态信息。

类型类型：容器组状态的类型。

状态状态：容器组状态转换的状态。True：表明状态转换成功；False：表明状态转换失
败。

原因原因：状态转换失败时，可查看状态转换失败的原因。

最后更新时间最后更新时间：状态转换时间。



在 容器容器 区域，可查看容器的镜像、资源限制、状态等信息。同时，支持查看容器日志、
EXEC 登录容器。

4. 单击 YAML 页签，进入 YAML（只读）（只读） 页面，可查看容器组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
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5. 单击 配置配置 页签，进入容器组的配置页面，可查看容器组的环境变量和配置引用信息。

6. 单击 日志日志 页签，进入容器日志页面，可通过选择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 过滤、筛选日志数据，查看具体容器的
日志。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自动更新日志自动更新日志： 可通过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 复选框控制是否开启日志自动更新功
能。默认为勾选，即开启状态。

查找日志查找日志： 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查找查找，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查询关键字可基于当前日
志查询相关内容。

切换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切换显示模式。

7. 单击 事件事件 页签，可查看指定时间范围（可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内，当前 Pod 的所有事件信
息。

可根据查询条件过滤、筛选事件，查询条件说明如下：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仅支持选择 Pod。

事件原因事件原因：事件发生的原因（reason）。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发生事件的 Kubernetes 资源的名称。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名称。

提示提示：

单击查询记录中  可在弹出的 事件详情事件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事件的详细信息。

事件原因左侧的图标颜色表示事件等级。绿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Normal ，可忽略该



事件；橘色图标表示该事件的等级为 Warning ，存在资源异常的情况，需要关注该事件以免
引发故障。

8.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可查看一段时间内容器组的监控数据，请参考 容器组监控。



查看容器日志
查看容器组下指定容器的日志。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容器组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容器组容器组，进入容器组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看日志查看日志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会跳转至
容器组详情页面的 日志日志 页签页面。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容器组的名称容器组的名称，进入容器组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容器区域右上角的 日志日志 按钮。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自动更新日志自动更新日志： 可通过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自动更新自动更新 复选框控制是否开启日志自动更新功
能。默认为勾选，即开启状态。

查找日志查找日志： 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查找查找，在弹出的输入框中，输入查询关键字可基于当前日
志查询相关内容。

切换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单击日志页面右上角的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切换显示模式。



EXEC 登录容器
EXEC 登录容器组下指定的容器，在容器中执行一些操作。

注意注意：仅支持登录正在运行中的容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登录容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容器组容器组，进入容器组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EXEC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

或或：

i. 单击 容器组的名称容器组的名称，进入容器组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EXEC > 容器名称容器名称。

或或：

i. 单击 容器组的名称容器组的名称，进入容器组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容器区域右上角的 EXEC 按钮。

4. 在弹出的 EXEC 对话框中，输入 EXEC 登录时的用户（默认为 root）和执行命令（默认为 
/bin/sh ）。

5.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打开 Web 控制台窗口，通过执行命令行进行操作。



Debug 调试容器
Debug 功能提供了系统、网络及磁盘等相关工具，可用于调试运行中的容器。

实现原理

使用场景

操作步骤

实现原理

Debug 功能通过临时容器（Ephemeral Container）实现。临时容器也是一种容器，与业务容器共享相关资
源。往容器组中添加临时容器（例如 容器 A-debug ），并在临时容器内使用调试工具进行调试，调试结果
将直接应用到业务容器中（例如 容器 A ）。

注意注意：

您无法通过直接更新容器组配置的方式来添加临时容器，请务必通过 Debug 功能启用临时容器。

Debug 功能启用的临时容器没有资源或调度保证，且不会自动重启。除了用于调试外，请避免在其
中运行业务应用。

如果容器组所在节点的资源即将耗尽，请谨慎使用 Debug 功能，否则可能导致容器组被驱逐。



使用场景

尽管使用 EXEC 功能也可以登录容器并进行调试，但出于镜像精简考虑，许多容器镜像中并未包含所需的
调试工具，例如 bash、net-tools 等。相比之下，预置了调试工具的 Debug 功能，更适用于下述场景。

故障排查：若业务容器出现故障，除了查看事件和日志，还需要在容器中进行更详细地故障排查和
处理。

配置调优：若当前业务方案存在缺陷，希望在容器中对业务组件进行配置调优，以形成新的配置方
案帮助业务更好地运行。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容器组容器组 页面。

2. 找到容器组，单击  > Debug。

3. 选择要调试的容器。

4. （可选）若界面提示 需要初始化需要初始化，单击 初始化初始化。

说明说明：初始化 Debug 功能后，只要容器组未重建，您便可直接进入临时容器（例如 容器 A-debug
）进行调试。

5. 等待调试窗口就绪后，开始调试。

提示提示：单击右上角 命令查询命令查询 可查看常用工具及其使用方法。

6. 操作完毕，关闭调试窗口。



删除容器组
删除不再使用的容器组。

容器组删除后，可能会影响计算组件的运行，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容器组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容器组容器组，进入容器组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容器组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容器组的名称容器组的名称，进入容器组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容器组监控
支持查看平台上的容器组近 7 天内的资源监控数据，包括 CPU、内存等资源的用量趋势和排行统计数据。

提示提示：监控页面的监控数据仅在页面打开时自动刷新一次，如需再次刷新监控数据，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实现：

手动刷新：通过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手动刷新监控数据；

设置自动刷新（默认关闭）：单击  设置自动刷新监控数据的时间间隔。

前提条件

集群已部署了监控组件且组件正常运行。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的容器组所在的项目，并选择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容器组容器组，进入容器组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的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进入计算组件详情页面。

4.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在展开的监控页面内查看自定义应用的监控数据。

提示提示：通过单击容器组所属计算组件监控页面的容器组统计个数，也可直接进入容器组监控页面。

在容器组监控页面，以左侧趋势图和右侧列表的形式，展示了容器组中容器的 CPU 使用率/使用
量、内存使用率/使用量，以及容器组的网络流量流入/流出速率、网络报文接收/发送速率。

提示提示：

光标悬浮至图表曲线上时，可查看当前时间点各容器的详细数据。当容器超过 15 个时，值从
大到小排序，仅显示前 15 条数据；

单击列表右上角的监控数据统计粒度（使用量/使用率）可切换图表和列表中根据相应粒度统
计的数据；单击图例可隐藏/显示图表中图例代表的曲线，且列表可根据图例（名称）或当前
值排序。

监控监控

数据数据

监控数据统监控数据统

计粒度计粒度
说明说明



CPU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您可通过使用率判断容器的限制值配置是否合理，当使用率过高时，表明容器限制值

设置过小，可能会影响容器组的正常运行。

使用量使用量 为容器组已使用的资源量。

内存内存
使用率/使

用量

使用率使用率 = 使用值/限制值（limits）

您可通过使用率判断容器的限制值配置是否合理，当使用率过高时，表明容器限制值

设置过小，可能会影响容器组的正常运行。

使用量使用量 为容器组已使用的资源量。

网络网络

流量流量
流入/流出 每秒流入/流出容器组的网络流量。

网络网络

报文报文

量量

接收/发送 容器组每秒接收/发送的网络报文量。

监控监控

数据数据

监控数据统监控数据统

计粒度计粒度
说明说明





虚拟机
基于开源组件 Kubevirt 实现的虚拟机（VMI，VirtualMachineInstance）方案，提供了在容器平台中管理传
统虚拟机工作负载的能力。



概述

背景

对于使用基于虚拟机架构的企业而言，如果要向基于 Kubernetes 和容器架构转型，不可避免要进行应用改
造。可受限于业务持续在线，或开发习惯一时难以改变等原因，企业往往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脱离虚拟化
架构。

因此，一个可以在同一个平台，统一配置、管理和控制容器资源与虚拟机资源的解决方案就显得尤为重
要。

容器化的虚拟机方案

本平台基于开源组件 Kubevirt 实现的虚拟机（VMI，VirtualMachineInstance）方案，可更容易、更快速地
创建容器化的虚拟机，并运行虚拟化应用。

快速转型快速转型

无需重写应用或修改镜像。仅需将原有应用打包成 qcow2 或 raw 格式的虚拟机镜像，并在平台中使用该镜
像创建虚拟机，便能将应用部署到容器平台。

保持行为习惯保持行为习惯

可使用与传统虚拟机类似的处理方式管理容器化的虚拟机，而无需关注底层容器化实现，包括虚拟机生命
周期管理、磁盘及网络，以及快照管理等。

虚拟化与容器化共存虚拟化与容器化共存

在统一平台中，支持纳管虚拟化业务，同时也能实现基于 Kubernetes 的容器调度与管理。



可在继续使用虚拟机负载的基础上，逐步完成容器化应用改造。

不影响需与虚拟化应用交互的容器化新应用的开发。

约束限制

必须基于物理机集群实现，且集群中需部署 Kubevirt 组件，并开启虚拟化。



创建虚拟机
以容器镜像为模板创建虚拟机（VirtualMachineInstance），以将虚拟机调度到安装了 Kubevirt 组件且开启
虚拟化的物理机节点上。

前提条件

请与管理员确认以下事项：

目标集群为自建集群，且已部署 Kubevirt 组件。

目标节点需为物理机节点，并开启虚拟化。

平台中已 添加虚拟机镜像。

操作步骤

说明说明：下述内容以表单方式创建虚拟机为例，您也可切换至 YAML 方式完成操作。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单击 创建虚拟机创建虚拟机。

3. 设置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提示提示：请谨慎填写虚拟机名称，创建成功后将无法修改。

4. 设置 规格规格。

机型机型 vCPU （核）资源限额（核）资源限额 内存（内存（Gi）资源限额）资源限额 说明说明

小型小型 1 2 适合入门体验，例如搭建个人网站。

中型中型 2 4 适合基础使用，例如一般数据处理。

大型大型 4 8 适合对吞吐和并发要求较高的应用，例如数据仓库。

自定义自定义 自定义 自定义 专业配置，根据业务需要自定义。

5. 在 镜像镜像 区域，选择操作系统及对应镜像。

6. 设置 存储存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系统盘系统盘 系统默认创建一个 rootfs 根磁盘，即系统盘，用于存放操作系统和数据。

数据盘数据盘 按需添加，用于持久化存储数据。

存储类存储类 如果当前项目中无可用存储类，请联系管理员进行添加。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7. 设置 网络网络。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IP 地地

址址

- 默认采用动态获取方式（DHCP），启动虚拟机时为其分配 IP，停止虚拟机后释放 IP。

- 若绑定固定 IP，即使重启，虚拟机也始终适用此 IP 地址。如果当前项目中无可用 IP，请先适当释放 IP。

桥接桥接 虚拟机与容器组使用相同 IP地址，并通过此 IP 地址与外部通信。

NAT
虚拟机被分配有内部 IP地址，但会经转换成容器组 IP 地址与外部通信。开放端口开放端口 表示虚拟机的暴露端口，

例如默认的 SSH 服务 22 端口。

远程远程

登录登录
开启后，可通过默认的 22 端口远程登录虚拟机。

8. 在 初始配置初始配置 区域，进行虚拟机登录相关配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密码密码

使用操作系统用户及密码进行登录验证，后续仍可更新为密码及密钥方式。

- root 用户仅为初始帐号，虚拟机创建成功后，您也可在虚拟机中创建其他操作系统用户用于登录。

- 平台会加密存储您的 root 用户密码，您将无法再次看见其明文密码，请自行妥善保管。

密钥密钥

始终使用 SSH 密钥进行登录验证。此方式无需校验密码。

- 您可使用平台中已有密钥，也可当即创建新密钥，相关密钥均可在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查得。

- 仅拥有私钥的人员可通过 SSH 方式访问虚拟机。如需多人共同维护虚拟机，可关联多个密钥，并将私钥分

配给不同的使用人员。一旦发生密钥泄露，可及时取消关联该密钥以减少损失。

- SSH 密钥的公钥以保密字典的形式存储于平台中，平台不会存储您的私钥，请自行妥善保管。 

- 请查阅操作系统相关文档获取 root 用户密码。

立即立即

启动启动
开启此项，创建完毕后会立即启动虚拟机，否则将仅创建虚拟机。

9.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等待虚拟机由 创建中创建中 变为 运行中运行中 状态。



启动 / 停止虚拟机
启动或停止虚拟机。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找到目标虚拟机，单击 。

3. 根据需要完成操作。

启动虚拟机：单击 启动启动。

停止虚拟机：单击 停止停止。

重启虚拟机：单击 重启重启。

4. 根据界面提示完成操作。当虚拟机变为如下状态时，操作成功。

操作操作 状态状态

启动虚拟机 运行中

停止虚拟机 已停止

重启虚拟机 运行中



控制台登录虚拟机
使用 web 控制台（VNC）登录虚拟机，作为应急操作手段。

前提条件

该功能适用于项目用户、项目管理员、平台管理员以及其他拥有业务视图资源管理权限的角色。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登录虚拟机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进入虚拟机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登录虚拟机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VNC 登录登录。

4. 自动打开控制台窗口，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说明说明：

支持发送常用键盘命令。

支持复制和粘贴命令和参数。



配置 IP
使用动态获取方式（DHCP）为虚拟机分配 IP，或为虚拟机绑定固定 IP。新的 IP 将在重启虚拟机后生
效。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找到目标虚拟机，单击右侧的  > 配置配置 IP。

3. 配置 IP 地址地址。

填写一个可用 IP：绑定固定 IP，即使重启，虚拟机也始终适用此 IP 地址。

选项留空：使用动态获取（DHCP）方式获取 IP，启动虚拟机时为其分配 IP，停止虚拟机后
释放 IP。

4. 选择是否 立即重启立即重启。新的 IP 在重启虚拟机后才能生效，开启将自动重启虚拟机，否则需要手动重
启。

5. 单击 配置配置。



管理数据盘
数据盘可用于满足业务的数据持久化需求。

添加数据盘

删除数据盘

添加数据盘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单击虚拟机的名称，进入“详细信息”页面。

3. 在 磁盘磁盘 区域，单击 创建磁盘创建磁盘。

4. 在磁盘列表下方，单击 添加添加，配置磁盘信息。

磁盘名磁盘名：数据盘的名称。

存储类存储类：选择一个已分配给当前项目的存储类。

大小大小：最小值为 1 Gi，最大值为 1024 Gi。

5. （可选）开启 立即重启立即重启 以使配置生效，否则需手动重启。

6. 单击 创建创建。

删除数据盘

注意注意：删除操作不可撤销，且删除后磁盘上所有数据将被清理。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单击虚拟机的名称，进入“详细信息”页面。

3. 在 磁盘磁盘 区域，找到数据盘，选择  > 删除删除。

4. 在 删除磁盘删除磁盘 弹框中，正确输入磁盘名，单击 删除删除。



使用快照
虚拟机快照中保存了虚拟机当下的状态，一旦发生意外故障，可用于将虚拟机恢复到该时间点的状态。

前提条件

创建快照

回滚快照

删除快照

前提条件

虚拟机快照基于卷快照实现，请确保至少有一个磁盘绑定了支持卷快照功能的存储类，例如
CephFS 内置存储。

仅支持虚拟机离线快照，创建快照或回滚快照前，请先 停止虚拟机。

创建快照

虚拟机快照中包含的内容：虚拟机设置、支持卷快照的磁盘状况。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找到目标虚拟机，单击  > 创建快照创建快照。

3. 填写快照描述。描述可帮助您记录虚拟机的当前状态，例如 初始安装 、 应用升级前 。

4. 单击 创建创建。快照耗时与网络状况和业务量有关，请耐心等待。

5. 检查快照状态。

当快照变为 就绪  状态时，说明创建成功。

如果快照长时间处于 未就绪  状态，请单击  查看原因并解决问题，随后重新创建快照。

回滚快照

将虚拟机设置、支持卷快照的磁盘回滚到创建快照时的状态。例如，在创建快照后添加的磁盘将被移除；
更改的磁盘数据将被恢复。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单击虚拟机的名称，并进入“快照”页签。

3. 找到 就绪  的目标快照，单击  > 回滚回滚。

4. 阅读提示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 回滚回滚。

注意注意：无法中止或撤销回滚操作，请谨慎进行。

5. 单击快照名称，在“快照回滚记录”中查看是否已完成回滚。回滚耗时与网络状况和业务量有关，请耐
心等待。

说明说明

如果回滚失败，虚拟机状态将保持不变。您可正常启动虚拟机，或重新尝试回滚快照。

如果在回滚过程中启动虚拟机，虚拟机将恢复停止前的状态，且在再次停止虚拟机时，继续回滚至
创建快照时的状态。

为避免操作冲突，请确保已完成最近一条回滚记录，再对该虚拟机执行其他操作。

删除快照

删除不再需要的虚拟机快照，释放磁盘资源。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单击虚拟机的名称，进入“快照”页签。

3. 找到目标快照，单击  > 删除删除。

4. 阅读提示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 删除删除。



更新 CPU 和内存规格
根据负载的增减，手动更新虚拟机的 CPU 和 内存规格，以应对业务量变化。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找到目标虚拟机，单击  > 更新规格更新规格。

机型机型 vCPU （核）资源限额（核）资源限额 内存（内存（Gi）资源限额）资源限额 说明说明

小型小型 1 2 适合入门体验，例如搭建个人网站。

中型中型 2 4 适合基础使用，例如一般数据处理。

大型大型 4 8 适合对吞吐和并发要求较高的应用，例如数据仓库。

自定义自定义 自定义 自定义 专业配置，根据业务需要自定义。

虚拟机的内存内存规格需小于所在命名空间的容器限额，如需使用更高规格，请联系项目管理员扩增容
器限额。

3. 选择是否 立即重启立即重启。新的规格在重启虚拟机后才能生效，开启将自动重启虚拟机，否则需要手动重
启。

4. 单击 更新更新。



管理虚拟机
包括配置虚拟机标签、NAT 网络配置，或删除虚拟机等操作。

配置标签

更新 NAT 网络配置

重置密码

重装系统

删除虚拟机

配置标签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单击虚拟机的名称，进入“详细信息”页面。

3.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单击 标签标签 右侧的  图标。

4. 根据需要完成操作。

添加标签：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添加一个新的标签，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

删除标签：单击  删除一个用户自定义标签。

更新标签：更新用户自定义标签的 键键 和 值值。

更新 NAT 网络配置

使用 NAT 网络模式时，平台默认开放 SSH 服务的 22 端口，您可根据需要开放其他端口。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单击虚拟机的名称，进入“详细信息”页面。

3.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单击 开放端口开放端口 右侧的  图标。

4. 输入端口号，单击回车键确认。



5. （可选）开启 立即重启立即重启 以使配置生效，否则需手动重启。

6. 单击 更新更新。

重置密码

重置 root 用户密码。当使用密码方式登录虚拟机时，此也为虚拟机的登录密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找到虚拟机，选择  > 重置密码重置密码。

3. 设置密码。

4. 单击 重置重置。

注意注意：请妥善保管您的密码。为确保环境安全，平台会加密存储您的密码，您将无法再次看到明文
密码。

重装系统

强烈建议在重装系统前做好数据备份，以免数据丢失造成损失。

注意注意：此操作将清除虚拟机系统盘系统盘内的所有数据，以及所有快照快照，且不可逆，请谨慎进行！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找到虚拟机，选择  > 重装系统重装系统。

3. 在 重装系统重装系统 窗口，配置以下参数。

提供方式提供方式：目前支持公共镜像。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默认使用当前操作系统镜像进行重装。如果需要重装新的操作系统，首先选择虚
拟机镜像的操作系统，再选择属于该操作系统的虚拟机镜像。

4. 单击 重装重装。

删除虚拟机



删除不再使用的虚拟机。虚拟机被删除后，其业务资源也将被释放。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虚拟机虚拟机 页面。

2. 找到虚拟机，选择  > 删除删除。

说明说明：如果虚拟机处于 运行中运行中 状态，请先停止虚拟机。

3.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输入虚拟机的名称，单击 删除删除。



配置
平台全面对接 Kubernetes，支持通过配置字典（ConfigMap）保存配置数据，通过保密字典保存用户需要
保密的敏感信息或配置数据。

当创建自定义应用时，通过环境变量可将完整的配置字典、单独的配置项、完整的保密字典引入容器中，
即保证了容器化应用的可移植性，又保障了用户敏感数据的安全。



配置字典
平台全面对接 Kubernetes，支持通过配置字典（ConfigMap），用键值对保存配置数据，可以保存单个属
性，也可以保存配置文件。使用配置，实现对容器化应用的配置管理，使配置与镜像内容分离，保持容器
化应用的可移植性。

支持通过环境变量、配置引用的方式，引用整个配置字典或其中的部分配置项。

Pod 只能使用同一个命名空间内的配置字典。



查看配置字典列表
查看当前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配置字典列表。

当命名空间为联邦命名空间时，则列表中会包括通过联邦应用同步创建的联邦资源（名称旁边带有  图
标）。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在配置字典列表页面，可查看配置字典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配置字典的名称。

名称旁边带有  图标时，表明该配置字典为属于某个联邦应用的联邦配置字典。

创建创建

时间时间
配置字典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快捷

操作操作

单击配置字典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配置字典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配置字典更新配置字典：更新配置字典的基本信息。

删除配置字典删除配置字典：删除配置字典。

注意注意：属于联邦应用的配置字典仅支持查看，不支持更新或删除。如需修改联邦资源，仅能通过更新控制集

群下命名空间中的联邦应用来更新这些联邦资源。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配置字典
通过填写可视化 UI 表单，或自定义 YAML 编排文件创建配置字典，进行配置管理。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创建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配置创建配置 按钮，进入创建配置字典页面，默认使用 表单表单 形式创建。

说明说明：单击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YAML 按钮，可根据喜好切换创建方式。
当您选择 YAML 方式创建时，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配置字典的 YAML 编排文件内容，同
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4.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配置字典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3 个字符。

5. 在 配置项配置项 区域，添加键值对形式的配置项。支持添加多个配置项。
单击 ，可添加一个 key:value  键值对作为配置项，输入自定义的键和值。
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导入的纯文本文件，导入文件后，将文件名作为
键，文件内容作为值，填写在一个配置项里。

单击 ，可移除一个已添加的配置项。

6. 在 二进制配置项二进制配置项 区域，支持导入不大于 1M 的二进制文件作为配置项。支持导入多个二进制文件。
单击 ，可选择导入一个文件，导入文件后，将文件名作为配置项的键。注意注意：在创建配置字
典后，无法修改导入的文件。

单击 ，可移除一个已添加的配置项。



7. 完成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成功后，自动跳转到配置字典详情页面，查看配置字典详情。



查看配置字典详情
创建配置字典后，查看已创建的配置字典信息和配置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查看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配置字典名称配置字典名称，进入配置字典详情页面。

在详情信息页面，可查看配置字典的基本信息和已添加的配置项的键和值。
同时，当前资源属于某个应用时，单击基本信息区域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右侧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将跳转应用的详情
页面，可查看应用的详细信息。

4. 单击 YAML 页签，在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配置字典当前的编排文件详情，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5. 单击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页签，查看引用了配置字典的计算组件列表信息。
仅当配置字典被计算组件当做环境变量、存储卷、配置引用引用后，可查看配置字典的计算组件信
息。

其他操作其他操作：

单击计算组件名称前的箭头，可查看计算组件下的容器。单击右侧的 加载配置加载配置 按钮，可实现
配置的热更新。详细内容可参考 配置热更新。

支持在更新配置字典后，用户 EXEC 登录到容器，根据业务使用自定义命令，热更新容器中
的相关配置，实现不重启容器以及配置即时生效。



更新配置字典
更新已创建配置字典的配置项。不支持更新配置字典的名称。

注意注意：不支持更新属于某个联邦应用的联邦配置字典。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配置字典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配置字典的名称配置字典的名称，进入配置字典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配置字典页面，支持更新配置字典的配置项。请参考 创建配置字典 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参
数。

说明说明：不支持更新导入二进制配置项中的文件，仅支持更新键。

5. 完成更新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更新成功后，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配置字典，或其中的更新配置项的计算组件，需要重建
Pod 后，才能更新其中的配置。



添加配置项
为已创建的配置字典，添加一个或多个配置项。

注意注意：不支持为联邦配置字典添加配置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查看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配置字典名称配置字典名称，进入配置字典详情页面。

4. 单击配置项区域右上角的 添加配置项添加配置项 按钮。

5. 在弹出 添加配置项添加配置项 对话框中，输入自定义的 键键 和 值值。

6.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添加成功后，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配置项的计算组件，需要重建 Pod 后，才会使用新添加的
配置项。



添加二进制配置项
为已创建的配置字典，添加一个或多个二进制配置项。

注意注意：不支持为联邦配置字典添加二进制配置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查看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配置字典名称配置字典名称，进入配置字典详情页面。

4. 单击配置项区域右上角的 添加配置项添加配置项 右侧的箭头，再单击 添加二进制配置项添加二进制配置项。

5. 在弹出 添加二进制配置项添加二进制配置项 对话框中，单击 ，可选择导入一个文件，导入文件后，将文件名
作为配置项的键。
注意注意：在创建配置字典后，无法修改导入的文件。

单击 ，可移除一个已添加的配置项。

6.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更新配置项
更新已添加配置项的值。

注意注意：不支持更新联邦配置字典的配置项。不支持更新二进制配置项的值，即导入文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查看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配置字典名称配置字典名称，进入配置字典详情页面。

4. 在 配置项配置项 区域，单击待更新配置项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对话框中更新配置项的值。

5. 编辑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更新成功后，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配置字典，或引用了该配置项的计算组件，需要重建 Pod
后，才能更新该配置项。



删除配置项
删除已添加的配置项。

注意注意：不支持删除联邦配置字典的配置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查看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配置字典名称配置字典名称，进入配置字典详情页面。

4. 在 配置项配置项 区域，单击待删除配置项右侧的  图标。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删除成功后，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配置字典，或引用了该配置项的计算组件，发生重建 Pod
后，可能因找不到引用的配置项，影响 Pod 的正常创建。



配置热更新
支持在更新配置字典后，用户 EXEC 登录到容器，使用 root 账号，根据业务使用自定义命令，热更新容器
中的相关配置，实现不重启容器以及配置即时生效。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已更新配置项的 配置字典名称配置字典名称，进入配置字典详情页面，单击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页签，找到需要热更
新的计算组件，并展开其容器列表。

4. 单击要热更新的容器对应的 加载配置加载配置 按钮，弹出 加载配置加载配置 对话框。

5. 在 执行命令执行命令 框中，输入 EXEC 登录时要执行的命令，默认为 /bin/sh 。

6.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在打开的 Web 控制台中根据提示执行操作。



删除配置字典
删除已创建的配置字典。

注意注意：不支持删除联邦配置字典。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配置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进入配置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配置字典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配置字典的名称配置字典的名称，进入配置字典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删除成功后，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配置字典的计算组件，或其中部分配置项的计算组件，发
生重建 Pod 后，可能因找不到引用的配置项，影响 Pod 的正常创建。



保密字典
若需要在 Kubernetes 集群中储存需要保密的敏感信息或配置，例如：用户密码、OAuth 令牌、SSH 私
钥、访问镜像仓库的认证信息等，建议优先使用保密字典（Kubernetes Secret）储存。保密字典具有以下
特点：

相比于使用明文文本的配置字典（Kubernetes ConfigMap），保密字典的安全性更好（使用
Base64 编码格式存储敏感信息），且具有控制敏感信息使用，减少信息暴露风险的能力。

相比于将敏感信息储存于 Pod 定义文件或容器镜像中，使用保密字典更加安全、灵活，便于控制修
改。

支持创建的保密字典类型

平台支持通过 UI 编辑模式创建的保密字典类型如下所述。

Opaque：一般类型的保密字典，可用于存储密码、密钥等信息，以 Map 键值对存储数据。

TLS：用于存储 TLS 协议证书和私钥认证信息。例如：HTTPS 证书凭据。

SSH 认证认证：即 ssh-auth，用于存储通过 SSH 协议传输数据的认证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密码密码：即 basic-auth，用于存储用户名和密码认证信息。

镜像服务镜像服务：即 dockerconfigjson，用于存储私有镜像仓库（Docker Registry）的 JSON 鉴权串。

使用保密字典的方式

使用 UI 编辑模式创建自定义应用的计算组件时，在 配置引用配置引用 框中，选择要引用到容器实例的保密字典，
将保密字典的所有配置项作为容器实例的环境变量。

使用 UI 编辑模式创建自定义应用的计算组件时，在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 区域，将保密字典中的配置项，引用为容器
实例的环境变量。

注意注意：计算组件的容器组实例仅能引用同一命名空间下的保密字典。

使用 YAML 创建自定义应用时，可参考 Kubernetes 官方文档，使用保密字典（适用于熟悉 Kubernetes 且
可以熟练使用 YAML 的用户）。



查看保密字典列表
查看当前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保密字典列表。

当命名空间为联邦命名空间时，则列表中会包括通过联邦应用同步创建的联邦资源（名称旁边带有  图
标）。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保密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进入保密字典列表页面。

在保密字典列表页面，可查看保密字典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保密字典的名称。

名称旁边带有  图标时，表明该保密字典为属于某个联邦应用的联邦保密字典。

类型类型 保密字典的类型。

创建创建

时间时间
保密字典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快捷

操作操作

单击保密字典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保密字典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保密字典更新保密字典：更新保密字典的基本信息。

删除保密字典删除保密字典：删除保密字典。

注意注意：属于联邦应用的保密字典仅支持查看，不支持更新或删除。如需修改联邦资源，仅能通过更新控制集

群下命名空间中的联邦应用来更新这些联邦资源。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保密字典
在业务视图中，根据使用需要创建保密字典（Secret），选择适合的保密字典类型并配置参数。

支持通过填写可视化 UI 表单的方式，或自定义 YAML 编排文件的方式，创建保密字典。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保密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进入保密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保密字典创建保密字典 按钮，进入创建保密字典页面。默认使用 表单表单 形式配置保密字典的基本信息。

说明说明：单击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YAML 按钮，可根据喜好切换创建方式。
当您选择 YAML 方式创建时，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保密字典的 YAML 编排文件内容，同
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4.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保密字典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3 个字符。

5. 在 类型类型 区域，选择保密字典的类型，并配置要存储的数据。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在 UI 编辑模式中，输入原始数据后，敏感数据将自动经过 Base64 编码格式转换，储存
在保密字典中，转换后的数据可在 YAML 中预览。

Opaque：需要在 数据数据 区域，添加键、值对形式的配置项。支持添加多个配置项。

单击 ，可添加一个 key:value  键值对作为配置项，输入自定义的键和值。



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导入的纯文本文件，导入文件后，将
文件名作为键，文件内容作为值，填写在一个配置项里。

单击 ，可移除一个已添加的配置项。

TLS：需要配置待存储的证书（公钥）和私钥数据。

在 证书证书 框中，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证书（不支持导入二进制
文件）。导入后，证书（tls.crt）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在 私钥私钥 框中，输入证书对应的私钥（tls.key）。

SSH 认证认证：需要在 SSH 私钥私钥 框中，输入用于 SSH 登录认证的私钥。

用户名用户名/密码密码：需要分别在 用户名用户名（username） 和 密码密码 （password）框中输入相应的认证
信息。

数据库连接数据库连接：需要配置对接的数据库类型，以及保密信息。

数据库类型数据库类型：支持选择 TDSQL、MySQL、PostgreSQL、MongoDB 或 其他其他。

host：数据库的地址。

port：数据库的端口。

username：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名。

password：登录数据库的用户密码。

（非必填）connection url：用于数据库连接的 URL，根据上方的配置自动生成到下
方的提示中，单击 ，可快速输入。

镜像服务镜像服务：需要配置镜像服务的认证信息。

地址地址：输入要访问的私有镜像仓库的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输入有权限访问镜像仓库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输入正确的密码。单击右侧的  可显示密码，单击  可隐藏密码。

邮箱邮箱：输入用户的邮箱信息。

6. 完成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完成后，自动跳转到保密字典详情页面，可查看保密字典的基本信息和存储的数据。



后续操作

在同一命名空间中，创建自定义应用的计算组件时，可以引用已创建的保密字典。



查看保密字典详情
在保密字典详情页，查看保密字典的基本信息和存储的原始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保密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进入保密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保密字典名称保密字典名称，进入保密字典详情页面。可查看保密字典的基本信息、配置信息。

在 配置信息配置信息 区域，单击隐藏配置项对应的  图标，可展开已添加的配置项的值的内容；单击隐藏
配置项对应的  图标，隐藏值的内容。

4. 单击 YAML 页签，在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保密字典当前的编排文件详情，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5. 单击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页签，查看引用了保密字典的计算组件列表信息。
仅当保密字典被计算组件当做环境变量、存储卷、配置引用引用后，可查看保密字典的计算组件信
息。



更新保密字典
更新已创建保密字典的存储数据。

注意注意：

不支持更新属于某个联邦应用的联邦保密字典。

不支持更新保密字典的名称、类型。

建议不要更新平台自动生成的保密字典，例如：类型为 service-account-token 且包含命名空间资源
的认证信息的保密字典，kube-system、alauda-system 等系统命名空间中的保密字典。更新这些保
密字典可能导致平台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保密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进入保密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保密字典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保密字典的名称保密字典的名称，进入保密字典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保密字典页面，支持更新保密字典的存储数据。请参考 创建保密字典 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
参数。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如果更新了存储数据的值，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保密字典，或这个数据的计算组件，
需要重建 Pod 后，才能更新其中的认证信息。

如果更新了存储数据的键，或删除了某个数据键值对，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保密字
典，或相关数据的计算组件，发生重建 Pod 后，可能因找不到引用的数据，影响 Pod 的正常
创建。



添加配置项
为已创建的保密字典，添加一个或多个配置项。

注意注意：不支持为联邦保密字典添加配置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查看保密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进入保密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保密字典名称保密字典名称，进入保密字典详情页面。

4. 单击配置项区域右上角的 添加配置项添加配置项 按钮。

5. 在弹出 添加配置项添加配置项 对话框中，输入自定义的 键键 和 值值。

6.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添加成功后，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配置项的计算组件，需要重建 Pod 后，才会使用新添加的
配置项。



更新配置项
更新已添加配置项的值。

注意注意：不支持更新联邦保密字典的配置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查看保密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进入保密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保密字典名称保密字典名称，进入保密字典详情页面。

4. 在 配置项配置项 区域，单击待更新配置项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更新对话框中更新配置项的值。

5. 编辑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更新成功后，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保密字典，或引用了该配置项的计算组件，需要重建 Pod
后，才能更新该配置项。



删除配置项
删除已添加的配置项。

注意注意：不支持删除联邦保密字典的配置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查看保密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进入保密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保密字典名称保密字典名称，进入保密字典详情页面。

4. 在 配置项配置项 区域，单击待更新配置项右侧的  图标。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删除成功后，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保密字典，或引用了该配置项的计算组件，发生重建 Pod
后，可能因找不到引用的配置项，影响 Pod 的正常创建。



删除保密字典
删除不再使用的保密字典。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建议不要删除平台自动生成的保密字典，例如：类型为 service-account-token 且包含命名空间资源
的认证信息的保密字典，kube-system、alauda-system 等系统命名空间中的保密字典。删除这些保
密字典将导致平台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不支持删除满足以下条件的 数据库连接数据库连接 类型保密字典。

TDSQL 中间件产品自动生成的保密字典。

通过特定标签（label）与 TDSQL 中间件产品关联的保密字典。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保密字典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进入保密字典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保密字典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保密字典的名称保密字典的名称，进入保密字典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删除保密字典。

后续操作

删除保密字典后，对于用环境变量引用了这个保密字典，或其中某个数据键值对的计算组件，发生重建
Pod 后，可能因找不到引用的数据，影响 Pod 的正常创建。



网络
在业务视图中，您可以通过管理内部路由定义一组 Pod 的逻辑集合和访问策略。而通过设置入站规则可以
为内部路由提供集群外部访问的 URL、负载均衡、SSL 终止、HTTP/HTTPS 路由。



内部路由
内部路由即 Kubernetes Service，能够实现计算组件内部发现的功能。

Kubernetes Service 定义了一组 Pod 的逻辑集合，支持设定计算组件在集群内部的访问策略，相当于集群
内部的微服务。Kubernetes Service 有一个固定 IP 地址，为其它计算组件或访问者提供位于集群内部的统
一访问入口。

通常情况下，Kubernetes Service 使用标签选择器（Label Selector），根据设定的访问策略，将内部流量
转发到具有相同标签的（label）各个 Pod，同时，Service 可以给这些 Pod 做负载均衡。

更多内容，请参见 Kubernetes service。

在平台上的使用场景

在 创建入站规则（Kubernetes Ingress） 或为负载均衡的 HTTP/HTTPS 端口 添加规则 时，需要提前在平
台上创建相应的内部路由。

内部路由结合入站规则（Kubernetes Ingress）或负载均衡的端口的转发规则，可将外部访问流量分发到平
台后端服务的 Pod 上，从而提供计算组件内部发现的能力。



查看内部路由列表
查看当前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内部路由列表及内部路由的基本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内部路由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进入内部路由列表页面。

在内部路由列表页面，可查看内部路由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内部路由的名称。

名称旁边带有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 标签的内部路由，是结合 Service Mesh 平台为应用创建灰度发布后自动在容器平台

生成的用于灰度发布的内部路由。该类内部路由仅支持查看，不支持更新或删除。

虚拟虚拟

IP 开启 虚拟虚拟 IP 开关时会分配给内部路由一个集群内部的 IP 地址，仅用于集群内部的服务发现。

端口端口

内部路由的端口信息。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集群内部服务访问地址。由虚拟 IP 和服务端口组成。虚拟 IP 为开启 虚拟虚拟 IP 开关时，分配给内

部路由一个集群内部的 IP 地址，仅用于集群内部的服务发现；服务端口（Port）为内部路由在集群内部暴露

的服务端口号。

协议协议：内部路由服务端口的协议。

容器端口容器端口：服务端口映射的目标端口号，即 targetPort。该端口号为组件中的 Pod 对外暴露业务访问的端口

号。

主机端口主机端口：当内部路由开启 外网访问外网访问（NodePort）时，由系统自动分配的主机端口。

创建创建

时间时间
内部路由在平台上的创建时间。



快捷快捷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内部路由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内部路由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内部路由更新内部路由：更新内部路由的信息。

删除内部路由删除内部路由：删除内部路由。

注意注意：带有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 标签的内部路由，不支持更新或删除操作。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提示提示：

可通过在列表右上方搜索框输入内部路由的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内部路由
通过填写可视化 UI 表单，或自定义 YAML 编排文件，创建内部路由（Kubernetes Service）。

创建内部路由时通过选择器关联已有计算组件，可实现计算组件的服务发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内部路由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进入内部路由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内部路由创建内部路由 按钮，进入创建内部路由页面，默认使用 表单表单 形式创建内部路由。参照说明配
置以下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内部路由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

虚拟虚拟 IP

开关
是

是否开启 虚拟虚拟 IP（ClusterIP）开关，默认为开启。

当开关开启时，将为内部路由分配一个集群内部的 IP 地址（ClusterIP），仅用于集群内部的服务

发现。

当开关关闭时，可创建 Headless Service（无头服务），主要供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使

用。

外网访外网访

问问 开关
是

是否开启 外网访问外网访问（NodePort）开关，仅当 虚拟虚拟 IP 开关开启时，该开关可开启，默认为关闭。

当开关开启时，将在各个计算节点主机上开放一个固定端口（NodePort），通过该端口对外暴露

内部路由，集群外部可通过 <NodeIP>:<NodePort>  访问该 Service。同时分配一个集群内部

IP 地址，提供内部服务发现。

目标组目标组

件件
是 选择关联目标组件的方式。选择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或 标签选择器标签选择器。

计算组计算组

件类型件类型
是

当 目标组件目标组件 选择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时，选择要关联的计算组件的类型，包括 部署部署、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有状态有状态

副本集副本集 和 Tapp。

计算组计算组

件名称件名称
是 当 目标组件目标组件 选择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时，选择一个要关联的计算组件名称。



端口端口 是

配置内部路由的访问策略，至少配置一条。

协议协议：选择内部路由的协议，支持 TCP、UDP、HTTP、HTTPS、HTTP2、gRPC。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内部路由在集群内部暴露的服务端口号， 即 Port。

容器端口容器端口：服务端口映射的目标端口号，即 targetPort。该端口号为组件中的 Pod 对外暴露业务访

问的端口号。

端口名称端口名称：输入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 和 容器端口容器端口 后自动生成 端口名称端口名称（name），格式为 <协议>-<服务

端口>-<目标端口> ，例如： tcp-80-80 。 

提示提示：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访问策略，为 Kubernetes Service 配置集群内部服务端口和指向后端

Pod 的目标端口（targetPort）。

单击 ，可移除一条访问策略。

选择器选择器 否

当 目标组件目标组件 选择 标签选择器标签选择器 时，通过为内部路由添加选择器，可将内部路由关联到计算组件。

设置选择器后内部路由访问 Pod 时可通过选择器对 Pod 进行过滤。

单击 ，在弹出的 选择目标资源选择目标资源 对话框中，选择已有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后单

击 导入导入 按钮，从已有计算资源导入选择器。

单击  ，在新增的键值对输入框中，输入标签选择器的 键键 和 值值。

单击 ，可移除一条选择器。

会话保会话保

持持 开关
否

是否开启会话保持，保证来自相同客户端的请求，会被转发至相同的服务端进行处理，默认为

None（不会话保持）。

开启时，支持基于源 IP 地址（ClientIP）的会话保持，同一 IP 地址的所有访问请求在做负载均衡

时都会被保持到同一服务端上。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4. 在创建页面，单击 YAML，可从表单形式切换到 YAML 形式，查看 YAML 或直接用 YAML 创建内
部路由（适用于对 YAML 使用熟练的用户），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选择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恢复恢复，回退到上一次的编辑状态。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显示更新显示更新，更新的 YAML 内容会以不同颜色显示。

5. 完成编辑内容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查看内部路由详情
查看已创建内部路由的详情信息、容器组信息和 YAML 编排文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内部路由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进入内部路由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内部路由名称内部路由名称，进入内部路由详情页面。

提示提示：可通过在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输入内部路由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4. 在详情信息页面，可查看内部路由的基本信息、配置信息、端口信息和选择器信息。同时，支持以
下操作：

更新标签更新标签/注解注解：单击标签/注解项右侧的  图标，在弹出的 更新标签更新标签 对话框中，可添加、删
除、更新标签/注解。

查看所属应用详情查看所属应用详情：当前资源属于某个应用时，单击 来源来源 右侧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将跳转应用的详
情页面，可查看应用的详细信息。

5. 在详情信息页面，在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可查看所有 Pod 实例并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可删除容器组。

单击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EXEC，可选择登录相应的容器实例。

单击 容器组名称容器组名称，跳转到容器组详情页。

6. 单击 YAML 页签，进入 查看查看 YAML 窗口。在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内部路由的 YAML 编排文
件，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更新内部路由
更新已创建内部路由关联的应用组件和访问策略。不支持更新内部路由的名称。

不支持更新带有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 标签的内部路由。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内部路由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进入内部路由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内部路由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内部路由的名称内部路由的名称，进入内部路由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内部路由页面，支持更新内部路由关联的计算组件和访问策略。参考 创建内部路由。

5. 完成更新内容后，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内部路由
删除不再使用的内部路由。

不支持删除带有 灰度发布灰度发布 标签的内部路由。

注意注意：内部路由删除后，将导致关联该内部路由的入站规则不可用，最终导致无法实现计算组件的服务发
现和访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内部路由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进入内部路由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内部路由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内部路由的名称内部路由的名称，进入内部路由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入站规则
入站规则通过使用 Kubernetes Ingress（入站规则），将集群外部的 HTTP/HTTPS 路由暴露给集群内部的
Kubernetes Service，实现计算组件外部访问权控制的功能。

注意注意：对于 HTTP 协议，Ingress 仅支持将 80 端口作为对外端口。对于 HTTPS 协议，Ingress 仅支持将
443 端口作为对外端口。平台的负载均衡会自动添加 80 和 443 监听端口。

要使用 Ingress，集群中必须部署 Ingress Controller（访问控制器），它负责监听 Ingress 和 Service 的变
化。新创建 ingress 后，Ingress Controller 中会自动生成一条和 Ingress 匹配的转发规则。当 Ingress
Controller 接收到请求时，它会匹配入站规则中的转发规则，并分发流量至指定的 Service（内部路由），
如下图所示。

如果集群中创建了 ALB，ALB（Alauda LoadBalancer）可以作为集群的访问控制器。

说明说明：如果集群中未部署访问控制器，在业务视图中也支持创建入站规则，但是无法根据入站规则转发流
量。



创建入站规则
通过创建 Kubernetes Ingress，可以实现从集群外部访问计算组件的 Pod。

入站规则创建成功后，会在 Ingress Controller 中自动生成一条与之匹配的转发规则。当 Ingress Controller
接收到请求时，它会匹配入站规则中的转发规则，并分发流量至指定的 Service（内部路由）。

注意注意：在同一命名空间下创建多个入站规则时，不同的入站规则中不允许存在 域名域名、访问协议访问协议、路径路径 均相
同的规则（即重复的访问地址）。

前提条件

当前命名空间下已有可用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如果域名需要通过 HTTPS 协议进行访问时，需要提前将 HTTPS 证书凭据以保密字典（TLS 类
型）的形式保存在当前命名空间下。

当前命名空间所在的项目已分配域名，创建入站规则时有可用域名。

说明说明：域名资源需要在管理视图的 网络网络 > 域名域名 功能模块中创建和分配。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要创建入站规则的项目。

2. 在左导航栏顶部，选择要创建入站规则的命名空间。

3. 单击 网络网络 > 入站规则入站规则 > 创建入站规则创建入站规则。在创建入站规则页面，默认使用 表单表单 形式创建入站规则。

4.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Kubernetes Ingress 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 和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63 个。必须以小写
英文字母开头，不支持以中横线结尾。

5. 在 规则规则 区域，配置详细的域名入站规则。单击 添加规则添加规则，可为更多的域名添加访问权限规则。

域名域名：选择一个平台中已存在的域名。
如果选择了泛域名，需要在泛域名前的输入框中手动输入域名前缀。

协议协议：选择域名使用的协议，支持 HTTP 或 HTTPS。

证书证书：当协议为 HTTPS 时，默认为域名绑定证书，支持选择其它分配到当前项目的证书。

在 规则规则 区域，配置上方域名对应的具体入站规则。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路径的入站规则；单击 ，可移除一条路径入站规则。



在 路径路径 框中，输入域名下的访问路径，例如： /testpath ，必须以 /  开头。如果
不需要配置具体路径而不配置该项，默认为 / 。

在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框中，选择一个用于转发流量至计算组件的 Pod 的内部路由。

在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 框中，选择一个内部路由的指定端口。

6. 在创建页面，单击 YAML，可从表单形式切换到 YAML 形式，查看 YAML 或直接用 YAML 创建入
站规则（适用于对 YAML 使用熟练的用户），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选择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恢复恢复，回退到上一次的编辑状态。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显示更新显示更新，更新的 YAML 内容会以不同颜色显示。

7. 完成编辑内容后，单击 创建创建。
创建后，自动跳转到入站规则详情页面。



查看入站规则详情
查看已创建入站规则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入站规则所在的项目。

2. 在左导航栏顶部，选择入站规则所在的命名空间。

3. 单击 网络网络 > 入站规则入站规则，进入入站规则列表页面。

4. 在入站规则列表页面，单击待查看的 入站规则名称入站规则名称，进入入站规则的详情页面。

或或：单击待查看的入站规则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查看查看。

提示提示：在入站规则列表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中支持输入入站规则名称进行搜索。

1. 在入站规则详情页面，单击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页签，查看入站规则的信息。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查看入站规则的基本信息。
同时，支持：

查看所属应用详情查看所属应用详情：当前资源属于某个应用时，单击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右侧的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将跳转应用
的详情页面，可查看应用的详细信息。

在 规则规则 区域，查看入站规则的入站规则列表。

地址地址：地址=域名+访问路径，例如： test.com/testpath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地址映射的内部路由。

端口端口：内部路由的指定端口。

在 HTTPS 证书证书 区域，查看与入站规则设置的域名相关联的 HTTPS 证书信息。
如果域名需要通过 HTTPS 认证访问，应将 HTTPS 证书保存到 Kubernetes Secret（保密字
典）中，并在创建入站规则时，与入站规则关联。

2. 单击 YAML 页签，在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 Kubernetes Ingress 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
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3. 单击 事件事件 页签，在 事件事件 页面，查看与当前入站规则相关的所有事件信息。



更新入站规则
更新已创建的入站规则。不支持更新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入站规则所在的项目。

2. 在左导航栏顶部，选择入站规则所在的命名空间。

3. 单击 网络网络 > 入站规则入站规则，在入站规则列表页面，找到要更新的入站规则，支持根据名称进行搜索。单

击 操作操作 栏下的 ，再单击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入站规则页面，支持更新除名称外的其它入站规则参数。参考 创建入站规则。

5. 完成更新内容后，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入站规则
删除已创建的入站规则，将同时删除访问控制器上创建的负载均衡转发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入站规则所在的项目。

2. 在左导航栏顶部，选择入站规则所在的命名空间。

3. 单击 网络网络 > 入站规则入站规则，在入站规则列表页面，找到要删除的入站规则，支持根据名称进行搜索。

4. 单击 操作操作 栏下的 ，再单击 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器（Load Balancer）是将集群中的流量分发到容器实例的服务。通过负载均衡功能，自动分配计
算组件的访问流量，转发给计算组件的容器实例。负载均衡可以提高计算组件的容错能力，扩展计算组件
的对外服务能力，提高应用的可用性。

在用户视图，您可以为负载均衡器实例添加监听端口，支持 HTTP/HTTPS/TCP 三种协议。同时，可以为
监听端口灵活配置多组转发策略，将请求流量分发至后端计算组件的容器里，提高应用的可用性。

当负载均衡已添加的监听端口被部署负载均衡的主机上正在运行的应用或程序占用时，将会导致负载均衡
故障。

为方便运维人员排查故障，当监听端口和已占用端口重复时，则在负载均衡列表及侦听器列表中，使用图
标标识负载均衡和端口，当光标悬浮在图标上时，显示端口被占用的提示信息。

负载均衡列表

侦听器列表



查看负载均衡器列表
查看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项目下负载均衡器的列表及基本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项目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可查看负载均衡器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负载均衡的名称。

当名称旁边出现  图标时，表明该负载均衡有监听端口和部署负载均衡的主机上已被程序占用的端口冲突

的情况，进入详情页面可查看冲突端口信息。

地址地址 负载均衡器的访问地址。

创建创建

时间时间
负载均衡器的创建时间。

提示提示：可通过列表页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负载均衡器的名称，对负载均衡器进行模糊搜索。



查看负载均衡器详情
查看集群下负载均衡器的详情。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3.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单击待查看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详情页面可查看负载均衡器的基本信息和侦听器列表信息。

基本信息包含：名称、创建时间、地址、更新时间；

侦听器列表信息包含：端口、协议、默认内部路由、规则。

说明说明：当侦听器名称旁边出现  图标时，表明该侦听器的监听端口和部署负载均衡的主机
上已被程序占用的端口冲突。光标悬浮在该图标上时，可查看端口占用提示信息。



添加 HTTPS 监听端口
在负载均衡器实例中添加 HTTPS 监听端口，用来接收请求。同时，通过为监听端口配置多组转发规则，
支持根据规则将请求流量分发至后端服务的容器里。

注意注意：如果负载均衡器的资源分配方式为 端口端口，当前项目下可添加的端口范围，由管理员在管理视图中统
一管理并分配。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3.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单击待添加端口看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负载均衡详情页面，单击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 按钮。

5. 在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 窗口，设置监听端口信息。

在 端口端口 框中，输入要添加的监听端口号。范围：1 ~ 65535。不可添加主机已使用的端口
号。

注意注意：

HTTPS 协议的默认端口为 443。

同一个 HTTPS 监听端口可以添加多个规则，每个规则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内部路由
（Kubernetes Service）。不同内部路由之间通过规则进行匹配。

在 协议协议 下拉选择框中，选择 HTTPS。

注意注意：不支持创建 协议协议 和 端口端口 号都相同的监听端口。

在 默认证书默认证书 区域，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已分配到当前项目的证书作为默认证书。

在 内部路由组内部路由组 区域，配置监听端口的默认内部路由组。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内部路
由配置，支持添加多条内部路由配置。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内部路由所在的命名空间，默认为当前命名空间且不可编辑。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内部路由的名称。



端口端口：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内部路由暴露的端口。

权重权重：输入权重的数字。范围：1 ~ 100。输入数字后，平台会根据配置的内部路由数
量，自动匹配百分⽐。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100% 时，所有请求都会被转发到
这个内部路由上；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0% 时，这个内部路由不会承担任何请
求。

单击已添加内部路由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内部路由。

说明说明：当访问请求与所有设置的规则都不匹配时，负载均衡器会把访问流量转发到默认内部
路由。

会话保持会话保持：选择当流量转发到默认内部路由组时，是否开启会话保持，保证来自相同客户端
的请求，会被转发至相同的服务端进行处理。默认为 不会话保持不会话保持。会话保持支持按照 源地址源地址
哈希哈希 (ip_hash) 和 Cookie key 匹配。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基于源地址的会话保持，同一 IP 地址的所有访问请求在做负载均衡时都会被保
持到同一服务端上。

Cookie key：在 会话保持属性会话保持属性 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携带指定 Cookie 的用户请求会被
始终分配到同一服务端上。

6. 单击规则区域底部的 添加规则添加规则，添加监听端口的一条入站规则，支持添加多条规则。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输入添加这条规则的描述信息。

证书证书：可通过滑块开关控制是否使用证书，若使用证书，则需要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
个当前命名空间下已配置了证书信息的类型为 TLS 的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内部路由组内部路由组：支持添加多个内部路由的信息。单击 添加内部路由添加内部路由，可添加一个内部路由。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选择要通过规则转发流量的内部路由所在的命名空间，默认为当前命名空
间且不可编辑。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选择要通过规则转发流量的内部路由名称。

端口端口：选择一个内部路由暴露的端口。

权重权重：输入权重的数字。范围：1 ~ 100。输入数字后，平台会根据配置的内部路由数
量，自动匹配百分⽐。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100% 时，匹配这条规则的所有请
求都会被转发到这个内部路由上；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0% 时，这个内部路由
不会承担任何请求。

规则规则：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 添加负载均衡器的入站规则，可由不同类型的规则指标组成。规则
指标的分类如下。每个规则指标类型在每个规则中只能出现一次。规则指标之间是 and 的关
系。



单击已添加规则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规则。

域名域名：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域名的规则。在域名下方的下拉选择框中，选择分配给
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项目的域名。
当域名为泛域名时，需要在域名下拉选择框左侧的输入框中输入域名前缀。

单击 添加域名添加域名，添加更多域名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URL：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URL 的规则。支持 RegEx 和 StartsWith 匹配。

选择 RegEx 后，在框中输入符合正则表达式的 URL。选择 StartsWith 后，在框中输
入 URL 的具体起始内容。URL 长度不能超过 80 个字符，必须以 /  开头。

单击 添加添加URL，添加更多 URL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IP：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IP 的规则。支持 Equal 和 Range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的 IP 地址。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IP 地址范
围。

单击 添加添加IP，添加更多 IP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Header：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Header 的规则。选择 Header 后，在框中输入
header 的 key。Header 的值支持 Equal、Range 和 RegEx (正则表达式)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 Header 的值。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Header
值的范围。选择 RegEx 后，在框中输入符合正则表达式的 Header 的值。

单击 添加添加Header，添加更多 Header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Cookie：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Cookie 的规则。选择 Cookie 后，在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Cookie 的值支持 Equal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 Cookie 的值。

单击 添加添加Cookie，添加更多 Cookie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URL Param：选择添加 URL 参数的规则。支持 Equal 和 Range 匹配。

选择 URL Param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的 URL 参数。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URL 参数范围。

单击 添加添加URL Param，添加更多 URL Param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会话保持会话保持：选择是否开启会话保持，保证来自相同客户端的请求，会被转发至相同的服务端
进行处理。会话保持支持按照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 (ip_hash) 和 Cookie key 匹配。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基于源地址的会话保持，同一 IP 地址的所有访问请求在做负载均衡时都
会被保持到同一服务端上。

Cookie key：在 会话保持属性会话保持属性 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携带指定 Cookie 的用户请
求会被始终分配到同一服务端上。

URL 重写重写：选择是否启用 URL 重写功能。默认为关闭。
如果启用此功能，该规则必须已配置 URL 的 Startswith 规则指标；并在 重写地址重写地址 框中输入
具体的重写地址（rewrite-target），必须以 /  开头。
例如：在已设置匹配域名为 bar.example.com  的规则中，设置匹配的 URL 路径为 / ；如
开启 URL 重写重写 功能，并设置重写地址为 /test ，那么访问 bar.example.com  时，URL
将被重写为 bar.example.com/test 。

7. 继续单击 添加规则添加规则，可添加更多入站规则。当多个规则同时存在时，可以单击 上移上移 或 下移下移 来调整
规则的优先级顺序，也可以单击 ，删除某条规则。

8. 编辑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在端口详情页面，优先级高的规则排列在最上面。



添加 HTTP 监听端口
在负载均衡器实例中添加 HTTP 监听端口用来接收请求。同时，通过为监听端口配置多组转发规则，支持
根据规则将请求流量分发至后端服务的容器里。

注意注意：如果负载均衡器的资源分配方式为 端口端口，当前项目下可添加的端口范围，由管理员在管理视图中统
一管理并分配。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3.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单击待添加端口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负载均衡详情页面，单击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 按钮。

5. 在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 窗口，设置监听端口信息。

在 端口端口 框中，输入要添加的监听端口号。范围：1 ~ 65535。不可添加主机已使用的端口
号。

注意注意：

HTTP 协议的默认端口为 80。

同一个 HTTP 监听端口可以添加多个规则，每个规则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内部路由
（Kubernetes Service）。不同内部路由之间通过规则进行匹配。

在 协议协议 下拉选择框中，选择 HTTP。

注意注意：不支持创建 协议协议 和 端口端口 号都相同的监听端口。

在 内部路由组内部路由组 区域，配置监听端口的默认内部路由组。单击 添加添加，可添加一条内部路由配
置，支持添加多条内部路由配置。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内部路由所在的命名空间，默认为当前命名空间且不可编辑。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内部路由的名称。

端口端口：选择一个内部路由暴露的端口。



权重权重：输入权重的数字。范围：1 ~ 100。输入数字后，平台会根据配置的内部路由数
量，自动匹配百分⽐。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100% 时，所有请求都会被转发到
这个内部路由上；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0% 时，这个内部路由不会承担任何请
求。

说明说明：当访问请求与所有设置的规则都不匹配时，负载均衡器会把访问流量转发到默认内部
路由组。

会话保持会话保持：选择当流量转发到默认内部路由组时，是否开启会话保持，保证来自相同客户端
的请求，会被转发至相同的服务端进行处理。默认为 不会话保持不会话保持。会话保持支持按照 源地址源地址
哈希哈希 (ip_hash) 和 Cookie key 匹配。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基于源地址的会话保持，同一 IP 地址的所有访问请求在做负载均衡时都
会被保持到同一服务端上。

Cookie key：在 会话保持属性会话保持属性 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携带指定 Cookie 的用户请
求会被始终分配到同一服务端上。

6. 单击规则区域底部的 添加规则添加规则，添加监听端口的一条入站规则，支持添加多条规则。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输入添加这条规则的描述信息。

7. 内部路由组内部路由组：支持添加多个内部路由的信息。单击 添加内部路由添加内部路由，可添加一个内部路由。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选择要通过规则转发流量的内部路由所在的命名空间，默认为当前命名空间且不
可编辑。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选择要通过规则转发流量的内部路由名称。
端口端口：选择一个内部路由暴露的端口。
权重权重：输入权重的数字。范围：1 ~ 100。输入数字后，平台会根据配置的内部路由数
量，自动匹配百分⽐。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100% 时，匹配这条规则的所有请
求都会被转发到这个内部路由上；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0% 时，这个内部路由
不会承担任何请求。

规则规则：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 添加负载均衡器的入站规则，可由不同类型的规则指标组成。规则
指标的分类如下。每个规则指标类型在每个规则中只能出现一次。规则指标之间是 and 的关
系。

单击已添加规则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规则。

域名域名：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域名的规则。在域名下方的下拉选择框中，选择分配给当前命
名空间所在项目的域名。
当域名为泛域名时，需要在域名下拉选择框左侧的输入框中输入域名前缀。

单击 添加域名添加域名，添加更多域名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URL：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URL 的规则。支持 RegEx 和 StartsWith 匹配。

选择 RegEx 后，在框中输入符合正则表达式的 URL。选择 StartsWith 后，在框中输入 URL
的具体起始内容。URL 长度不能超过 80 个字符，必须以 /  开头。

单击 添加添加URL，添加更多 URL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IP：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IP 的规则。支持 Equal 和 Range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的 IP 地址。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IP 地址范围。

单击 添加添加IP，添加更多 IP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Header：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Header 的规则。选择 Header 后，在框中输入 header 的
key。Header 的值支持 Equal、Range 和 RegEx (正则表达式)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 Header 的值。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Header 值的范
围。选择 RegEx 后，在框中输入符合正则表达式的 Header 的值。

单击 添加添加Header，添加更多 Header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Cookie：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Cookie 的规则。选择 Cookie 后，在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Cookie 的值支持 Equal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 Cookie 的值。

单击 添加添加Cookie，添加更多 Cookie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URL Param：选择添加 URL 参数的规则。支持 Equal 和 Range 匹配。

选择 URL Param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的 URL 参数。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URL 参数
范围。

单击 添加添加URL Param，添加更多 URL Param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会话保持会话保持：选择是否开启会话保持，保证来自相同客户端的请求，会被转发至相同的服务端进行处
理。会话保持支持按照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 (ip_hash) 和 Cookie key 匹配。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基于源地址的会话保持，同一 IP 地址的所有访问请求在做负载均衡时都会被保
持到同一服务端上。

Cookie key：在 会话保持属性会话保持属性 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携带指定 Cookie 的用户请求会被
始终分配到同一服务端上。

URL 重写重写：选择是否启用 URL 重写功能。默认为关闭。
如果启用此功能，该规则必须已配置 URL 的 Startswith 规则指标；并在 重写地址重写地址 框中输入具体的
重写地址（rewrite-target），必须以 /  开头。
例如：在已设置匹配域名为 bar.example.com  的规则中，设置匹配的 URL 路径为 / ；如开启
URL 重写重写 功能，并设置重写地址为 /test ，那么访问 bar.example.com  时，URL 将被重写为 
bar.example.com/test 。

1. 继续单击 添加规则添加规则，可添加更多入站规则。当多个规则同时存在时，可以单击 上移上移 或 下移下移 来调整
规则的优先级顺序，也可以单击 删除删除 ，删除某条规则。

2. 编辑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在端口详情页面，优先级高的规则排列在最上面。



添加 TCP 监听端口
在负载均衡器实例中添加 TCP 监听端口，用来接收请求。同时，通过为监听端口配置流量转发的默认内部
路由组，最终将流量转发至后端服务的容器里。

注意注意：如果负载均衡器的资源分配方式为 端口端口，当前项目下可添加的端口范围，由管理员在管理视图中统
一管理并分配。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3.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单击待添加端口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负载均衡详情页面，单击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

5. 在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 窗口，设置监听端口信息：

在 端口端口 框中，输入要添加的监听端口号。范围：1 ~ 65535。不可添加主机已使用的端口
号。

在 协议协议 框中，选择 TCP。

注意注意：不支持创建 协议协议 和 端口端口 号都相同的监听端口。

在 内部路由组内部路由组 区域，配置监听端口的默认内部路由组。单击 添加添加，可添加一条内部路由配
置。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选择内部路由所在的命名空间。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选择内部路由名称。

端口端口：选择一个内部路由暴露的端口。

权重权重：输入权重的数字。范围：1 ~ 100。输入数字后，平台会根据配置的内部路由数量，自
动匹配百分⽐。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100% 时，所有流量都会被转发到这个内部路由
上；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0% 时，这个内部路由不会承担任何流量。

会话保持会话保持：选择当流量转发到默认内部路由组时，是否开启会话保持，保证来自相同客户端
的流量，会被转发至相同的服务端进行处理。默认为 不会话保持不会话保持。支持选择按照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



(ip_hash) 匹配。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基于源地址的会话保持，同一 IP 地址的所有访问连接在做负载均衡时都会被保
持到相同的服务端上。

6. 编辑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更新默认内部路由
为 HTTPS、HTTP、TCP 协议的监听端口更新默认内部路由。

当监听端口的流量到达负载均衡器时，负载均衡器会先匹配监听端口的规则指标（TCP 端口除外），根据
规则指标转发流量到相应的内部路由，当所有设置的规则都不匹配时，负载均衡器会把流量转发到默认内
部路由。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3.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单击待更新默认内部路由端口所属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侦听器信息栏，单击待更新默认内部路由的监听端口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
选择 更新默认内部路由更新默认内部路由。

或或：在侦听器信息栏，单击待更新默认内部路由的 监听端口名称监听端口名称，进入监听端口详情页面，单击 基基
本信息本信息 栏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默认内部路由更新默认内部路由。

5. 在弹出的 更新默认内部路由更新默认内部路由 对话框的 内部路由组内部路由组 区域，参考添加监听端口中的描述，添加新的或
修改/删除已有的内部路由信息，并设置会话保持方式及相关信息。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更新默认证书
为 HTTPS 协议的监听端口更新默认证书。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3.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单击待更新默认证书端口所属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侦听器信息栏，单击待更新默认证书的 HTTPS 监听端口名称，进入监听端口详情页面。

5. 单击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栏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默认证书更新默认证书。

6. 在弹出的 更新默认证书更新默认证书 对话框中，单击默认证书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证书。

7.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查看端口详情
查看负载均衡监听端口的详情。

仅当负载均衡所在集群已部署了监控服务，且监听端口的协议为 http 或 https 时，支持查看端口流入/流出
流量、请求与响应的监控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添加规则端口所属 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负载均衡详情页面。

4. 在侦听器信息栏，单击待添加规则的 监听端口名称监听端口名称（HTTPS、HTTP 协议），进入监听端口详情页
面。

在详情页面，可查看端口的基本信息（名称、协议、默认内部路由）以及已添加的规则列表。

5.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可查看端口的流入/流出流量、请求与响应的监控数据。

说明说明：仅当负载均衡所在集群已部署了监控服务，且监听端口的协议为 http 或 https 时，支持查看
端口流入/流出流量、请求与响应的监控数据。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时间轴间隔时间轴间隔 统计时间粒度统计时间粒度

过去过去 15 分钟分钟 2 分钟 30 秒

过去过去 1 小时小时（默认） 5 分钟 1 分钟

过去过去 1 天天 3 小时 30 分钟

过去过去 7 天天 1 天 4 小时

过去过去 30 天天 2 天 12 小时

支持选择流量单位，可选择 bps、Kbps、Mbps（默认）、Gbps。

根据统计时间粒度划分的时间节点的 统计数据值 = 统计时间粒度内数据总量/统计时间粒度 。
其中，流量的值会根据实际设定的单位换算为精确值；请求与响应的值若带有小数位时，会
四舍五入忽略小数值，单位为 个/秒 。

例如：某个统计时间节点的统计时间粒度为 4 小时、4 小时内 5xx 状态码请求与响应的总量
为 10003 个，该时间节点的 5xx 状态码的统计值 = 10003 / 4*60*60，四舍五入后的统计值为
7 个/秒。





添加规则
为 HTTPS、HTTP 协议的监听端口添加转发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添加规则端口所属 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负载均衡详情页面。

4. 在侦听器信息栏，单击待添加规则的 监听端口名称监听端口名称（HTTPS、HTTP 协议），进入监听端口详情页
面。

5. 在端口详情页的 规则规则 区域，单击 添加规则添加规则 按钮。

6. 在 添加规则添加规则 页面，参考以下说明为监听端口添加一条入站规则。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输入添加这条规则的描述信息。

内部路由组内部路由组：通过配置内部路由组信息，将端口接收到的流量转发到后端服务。支持添加多
个内部路由的信息。单击 添加内部路由添加内部路由，可添加一个内部路由。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选择要通过规则转发流量的内部路由所在的命名空间，默认为当前命名空
间且不可编辑。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选择要通过规则转发流量的内部路由名称。

端口端口：选择一个内部路由暴露的端口。

权重权重：输入权重的数字。范围：0 ~ 100。输入数字后，平台会根据配置的内部路由数
量，自动匹配百分⽐。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100% 时，匹配这条规则的所有请
求都会被转发到这个内部路由上；当一个内部路由的百分比为 0% 时，这个内部路由
不会承担任何请求。

规则规则：通过配置规则，匹配端口接收的访问流量。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 添加负载均衡器的入站
规则，可由不同类型的规则指标组成。规则指标的分类如下。每个规则指标类型在每个规则
中只能出现一次。规则指标之间是 and 的关系。

提示提示：单击已添加规则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规则。

域名域名：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域名的规则。在域名下方的下拉选择框中，选择分配给
当前命名空间所在项目的域名。



当域名为泛域名时，需要在域名下拉选择框左侧的输入框中输入域名前缀。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域名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URL：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URL 的规则。支持 RegEx 和 StartsWith 匹配。

选择 RegEx 后，在框中输入符合正则表达式的 URL。选择 StartsWith 后，在框中输
入 URL 的具体起始内容。URL 长度不能超过 80 个字符，必须以 /  开头。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IP：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IP 的规则。支持 Equal 和 Range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的 IP 地址。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IP 地址范
围。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 IP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Header：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Header 的规则。选择 Header 后，在框中输入
header 的 key。Header 的值支持 Equal、Range 和 RegEx (正则表达式)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 Header 的值。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Header
值的范围。选择 RegEx 后，在框中输入符合正则表达式的 Header 的值。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 Header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Cookie：在 规则规则 框中，选择添加 Cookie 的规则。选择 Cookie 后，在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Cookie 的值支持 Equal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 Cookie 的值。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 Cookie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URL Param：选择添加 URL 参数的规则。支持 Equal 和 Range 匹配。

选择 Equal 后，在框中输入具体的 URL 参数。选择 Range 后，在框中输入 URL 参
数范围。



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更多 URL Param 信息。

单击 添加规则指标添加规则指标，添加更多类型的规则指标。

会话保持会话保持：选择是否开启会话保持，保证来自相同客户端的请求，会被转发至相同的服务端
进行处理。会话保持支持按照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 (ip_hash) 和 Cookie key 匹配。

源地址哈希源地址哈希：基于源地址的会话保持，同一 IP 地址的所有访问请求在做负载均衡时都
会被保持到同一服务端上。

Cookie key：在 会话保持属性会话保持属性 框中输入 Cookie 的 key。携带指定 Cookie 的用户请
求会被始终分配到同一服务端上。

URL 重写重写：选择是否启用 URL 重写功能。默认不启用。 通过 URL 重写重写 功能，可以将用户
访问的地址重写为平台后端服务的地址。
注意注意：如果启用此功能，该规则必须已配置 URL 的 Startswith 规则指标；并在 重写地址重写地址 框
中输入了具体的重写地址（rewrite-target），且必须以 /  开头。 重写地址会覆盖 URL 的
Startswith 的值。

例如：用户的浏览器访问地址为 https://www.example.com ，URL 规则指标 Startswith 的
值为 /demo ，重写地址为 /test ，则最终用户访问到的地址为 
https://www.example.com/test 。

后端协议后端协议：进入负载均衡的流量转发到集群内特定后端服务（例如：如需转发到后端的
Kubernetes、dex 服务，需要选择 HTTPS 协议）时所用的协议。默认为 HTTP 协议。

重定向重定向：选择是否启用重定向功能，默认不启用。通过配置 HTTP 状态码状态码、重定向地址重定向地址，会
将根据规则匹配到的访问流量，转发到新的地址（重定向地址），而不是内部路由。
注意注意：当启用重定向功能后，内部路由组配置无效。

例如：原有访问地址页面升级或更新时，为避免用户得到一个 404 或 503 错误信息页面，可
通过配置重定向，将已有流量都转发到新的地址。

HTTP 状态码状态码：在跳转重定向地址之前，浏览器呈现给用户的状态码。支持选择 301、
302、307，默认为 301。

重定向地址重定向地址：请根据选择的状态码，输入流量重新转发的地址（redirectURL）。例
如：输入 /index.html  时，流量转发的目的地址为 负载均衡地址/index.html ；输入
https://www.example.com  时，流量转发的目的地址即为输入的地址。

跨域资源共享（跨域资源共享（CORS））：选择是否启用跨域资源共享功能，默认不启用。启用该功能后，
支持浏览器向跨域服务器发出 XMLHttpRequest  请求。

CORS（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跨域资源共享）是一种机制，它使用额外的 HTTP
头来告诉浏览器 ，让运行在一个 origin (domain) 上的 Web 应用被准许访问来自不同源服务
器上的指定的资源。当一个资源从与该资源本身所在的服务器不同的域、协议或端口请求一



个资源时，资源会发起一个跨域 HTTP 请求。

规则优先级规则优先级：设置规则匹配的优先级，从 1-10 共 10 个等级，1 为最高优先级，默认优先级
为 5。当同时满足两条及以上规则时，高优先级规则被选中并应用；如果优先级相同，系统
使用默认匹配规则。

7.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添加成功后，返回端口的详情页面。



更新规则
更新 HTTPS、HTTP 协议监听端口的转发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3.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单击更新内部路由端口所属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侦听器信息栏，单击待更新规则的监听端口（HTTPS、HTTP 协议）名称，进入监听端口详情页
面。

5. 在端口详情页，找到要更新的规则，单击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规则更新规则。

6. 在 更新规则更新规则 页面，更新规则信息。参考 添加规则。

7. 编辑完成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更新规则。



删除规则
删除 HTTPS、HTTP 协议监听端口的转发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3.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单击更新内部路由端口所属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侦听器信息栏，单击待删除规则的监听端口（HTTPS、HTTP 协议）名称，进入监听端口详情页
面。

5. 在端口详情页，找到要更新的规则，单击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规则删除规则。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删除监听端口
删除负载均衡器的监听端口。

注意注意：如果负载均衡器的资源分配方式为 端口端口，端口由管理员在管理视图中，统一添加、管理并分配到项
目，在业务视图中没有删除监听端口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进入负载均衡器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项目。

3. 在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列表页面，单击待删除端口所属负载均衡器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4. 在侦听器信息栏，单击待删除监听端口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监听端口名称，进入监听端口详情页面。

ii. 单击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栏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端口删除端口。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网络策略（Alpha）
网络策略（NetworkPolicy）是依赖网络插件实现的，从属于命名空间（Namespace）的 Kubernetes 资
源。出于安全、限制网络流量的目的，通过 Pod 选择器（podSelector）和网络流量进（ingress）出
（egress） Pod 的规则，实现网络隔离并减少攻击面。

当访问 Pod 时，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才能访问成功。

Pod 没有被任何网络策略选中，未被任何网络策略选中的 Pod 的访问将不受限制。

访问来自 Pod 所在的主机。

访问条件满足网络策略里 ingress 字段下定义的某条规则。

更多内容，请参考 Kubernetes NetworkPolicy。



查看网络策略列表
查看当前命名空间下已创建的网络策略列表及基本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操作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策略网络策略，进入网络策略列表页面。

在 网络策略网络策略 列表页面，可查看网络策略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网络策略的名称。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网络策略的创建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网络策略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网络策略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更新：更新网络策略；

删除删除：删除网络策略。

注意注意：不支持更新或删除集群网络策略。

提示提示：可通过列表页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网络策略的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提示提示：单击 网络策略名称网络策略名称，会弹出网络策略的 YAML（只读）（只读）对话框，可查看网络策略的 YAML 编
排文件内容。同时，可进行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创建网络策略
创建网络策略（Kubernetes Ingress），通过 Pod 选择器（podSelector）和网络流量进（ingress）出
（egress） Pod 的规则，实现网络隔离并减少攻击面。

基于常见的使用场景，平台提供了 12 个网络策略模板，通过选择模板并修改 podSelector、ingress、
egress 相关参数即可快速创建网络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并进入要创建网络策略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策略网络策略，进入网络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网络策略创建网络策略 按钮。

4. 在弹出的选择网络策略模板对话框中，单击选则模板。

说明说明：基于常见的使用场景，平台提供了 12 个默认的网络策略模板供您选择。

5.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进入 YAML（读写）（读写） 页面。

在 YAML（读写）（读写） 页面，您可以基于模板已有的参数，参照 Kubernetes 官方说明 或 配置示例说明
配置 metadata.name 、podSelector、ingress、egress 等参数。

同时，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选择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恢复恢复，回退到上一次的编辑状态。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6.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配置示例配置示例

以下以 某些某些 namespace 的某些的某些 pod 可访问指定可访问指定 pod 模板参数为例进行说明。

示例中的网络策略规则为：允许标签中含有 env: production  的命名空间下，标签中含有 app: mail

的 Pod，访问标签中含有 role: db  的所有 Pod。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项项

描述描述

apiVersion string 是 Kubernetes API 的版本号。

kind string 是 资源对象的类型。网络策略的类型为 NetworkPolicy 。

metadata object 是 元数据。

metadata.name string 是 网络策略的名称。创建时可修改。

spec object 是 详细信息。

spec.policyTypes array 否

策略类型。

Ingress：入口规则，允许流量匹配 from  和 ports  部分；

Egress：出口规则，允许流量匹配 to  和 ports  部分。

spec.ingress/egress array 否 Ingress 或 Egress 规则的可匹配的部分的信息。

ingress.from array 否 流量来源的信息。

apiVersion: networking.k8s.io/v1

kind: NetworkPolicy

metadata:

  name: allow-some-other-namespace

spec:

  podSelector:

    matchLabels:

      role: db

  ingress:

    - from:

        - namespaceSelector:

            matchLabels:

              env: production

          pod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mail



egress.to array 否 流量外出的信息。

from.namespaceSelector object 否

集群命名空间标签选择器。通过集群的范围标签选择命名空间，将会匹

配通过该标签选择器选择的所有命名空间中的所有 Pods。

如果该值为空，表示匹配所有命名空间。

to.ipBlock object 否
IPBlock 描述了一个特殊的 CIDR （例如：“192.168.1.1 .1/24”），它

可以被 NetworkPolicySpec 的 podSelector 匹配。

ipBlock.cidr string 否 CIDR 是一个代表 IP 块的字符串，例如：“192.168.1.1/24”。

namespaceSelector.matchLabels object 否 匹配标签键值对信息。格式如： "键": "值" 。

from.podSelector object 否

Pod 标签选择器。通过标签选择匹配通过该标签选择器选择的所有

Pods。

如果该值为空，表示匹配所有 Pods。

podSelector.matchLabels object 否 匹配标签键值对信息。格式如： "键": "值" 。

ingress.ports array 否 端口的列表信息。

ports.protocol string 否 协议。

ports.port integer 否 端口号。

名称名称 类型类型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项项

描述描述



更新网络策略
支持更新已有网络策略的信息。不支持更新集群网络策略，且不支持更新网络策略的名称
（metadata.name）。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并进入要创建网络策略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策略网络策略，进入网络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网络策略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 YAML（读写）（读写） 页面，参考 创建网络策略 更新参数信息。

5.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网络策略
支持删除不再使用的网络策略。不支持删除集群网络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并进入要创建网络策略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2. 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策略网络策略，进入网络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网络策略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存储
平台的普通用户可以在业务视图中，为需要持久化数据存储的有状态计算组件，配置管理相应的持久卷声
明（PersistentVolumeClaim，PVC），用于“声明”请求平台中由管理员配置的存储资源，而无需过多关心
底层的实际存储资源类型、架构等。

持久卷声明与持久卷

持久卷声明是封装了存储资源请求配置的 Kubernetes 资源，是命名空间中的资源。持久卷声明会根据请求
参数配置（访问模式，存储大小等），自动匹配集群中合适的持久卷（PersistentVolume，PV）。

创建计算组件时，可选择关联已创建的持久卷声明，挂载与其绑定的持久卷，实现数据持久存储。

持久卷是由管理员在平台管理视图中定义的存储资源，是集群相关资源，其直接与实际后端存储卷对接。
持久卷由普通用户通过持久卷声明绑定并使用。

动态持久卷与静态持久卷

普通用户可以通过持久卷声明请求到两类持久卷，即动态（dynamic）持久卷与静态（static）持久卷。普
通用户在创建持久卷声明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参数配置。

动态持久卷动态持久卷：基于存储类（storageclass）实现。存储类是由管理员创建的，定义“描述”存储资源类别的
Kubernetes 资源，是集群相关资源。创建持久卷声明时，可选择关联集群中存在的存储类，或选择使用管
理员配置的默认存储类，平台根据持久卷声明和存储类的参数配置，动态创建适合的持久卷，与持久卷声
明匹配绑定。

静态持久卷静态持久卷：是由管理员手动静态创建的存储卷。创建持久卷声明时，选择不使用存储类，平台根据持久
卷声明的参数配置，在集群中已创建的静态持久卷之中，匹配合适的持久卷，与持久卷声明绑定。



创建持久卷声明
在业务视图中，创建持久卷声明（PersistentVolumeClaim，PVC），并根据使用需要设置请求持久卷
（PersistentVolume，PV）的参数。

支持通过填写可视化 UI 表单的方式，或自定义 YAML 编排文件的方式，创建持久卷声明。

前提条件

您已切换至业务视图，并已进入要创建持久卷声明的项目和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中剩余的 存储存储 配额，足够满足本次创建操作所请求的存储大小。

操作步骤

1.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存储存储 >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再单击 创建持久卷声明创建持久卷声明。

2. 在创建持久卷声明页面，默认使用 表单表单 形式创建持久卷声明。配置持久卷声明参数。

名称名称：输入持久卷声明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 和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63 个。必须
以小写英文字母开头，不支持以中横线结尾。

创建方式创建方式：选择请求持久卷的方式。

动态生成动态生成：基于存储类动态生成持久卷并匹配绑定。

静态匹配静态匹配：基于配置参数与已有持久卷匹配绑定。

类型类型：包括 文件存储文件存储 与 块存储块存储。文件存储文件存储 也称为文件级存储或基于文件的存储，具有丰富
多样的功能，几乎可以存储任何内容。它非常适合用来存储一系列复杂文件，并且有助于用
户快速查找；块存储块存储 是一种高效可靠的数据存储方式，且易于使用和管理，适用于要执行大
型事务或部署了大型数据库的业务应用。

存储类存储类：当创建方式为 动态生成动态生成 时，选择持久卷声明要关联的存储类，平台将根据存储类的
参数设置，动态创建合适的持久卷。

大小大小：输入请求持久卷的大小，支持输入正整数，单位为 Gi。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选择请求持久卷的访问模式。访问模式决定了持久卷的“只读/读写”属性，以及可
以被“一个/多个”节点（Node）挂载。支持选择以下三种模式。

读写读写：即 ReadWriteOnce（RWO），请求的持久卷只能在单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
载。



只读只读：即 ReadOnlyMany（ROX），请求的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只读模式挂
载。

共享共享：即 ReadWriteMany（RWX），请求的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
载。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访问模式与实际的后端存储关系密切，某种类型的后端存储不一定支持所有的访问模
式，不支持的模式不可选。查看不同类型存储支持的访问模式，请参考 Kubernetes 官
方文档。

选择访问模式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关注计划绑定当前持久卷声明的计算组件实例数
量，以及部署控制器类型。
例如：创建多实例的部署（Deployment）时，由于所有实例使用同一个持久卷声明，
不建议选择只能在单个节点上挂载的 读写读写（ReadWriteOnce）访问模式。

只能选择一种访问模式。

3. 单击 高级高级，配置持久卷声明的高级参数。支持配置当前创建持久卷声明的标签（labels）、注解
（annotations）和选择器（selector）。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通过配置持久卷声明的选择器，可添加特定匹配条件。在 选择器选择器 区域，配置持久卷声明用于
定向匹配持久卷的标签（matchlabels），持久卷必须具有这些标签，方可与持久卷声明匹配
成功。
一般情况下，管理员为持久卷添加标签，是用于标记存储的特殊属性，例如：存储磁盘类
型、存储所在地域等。普通用户可通过配置持久卷声明的选择器，去定向匹配那些满足特殊
存储要求的持久卷。 

4. 单击创建持久卷声明页面右上角的 YAML，可从表单模式切换到 YAML 模式，查看 YAML 或直接用
YAML 创建持久卷声明（适用于熟悉 Kubernetes 且可以熟练使用 YAML 的用户）。同时支持以下
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选择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恢复恢复，回退到上一次的编辑状态。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显示更新显示更新，更新的 YAML 内容会以不同颜色显示。

5. 单击 创建创建。
创建完成后，自动跳转到持久卷声明列表。创建的持久卷声明处于 匹配中匹配中 状态，开始匹配持久卷。

后续操作

在后续创建需要持久化数据存储的应用、计算组件时，支持绑定已创建的持久卷声明，请求符合要求的持
久卷。



查看持久卷声明详情
查看持久卷声明列表和详情页，获取持久卷声明的大小、状态、关联持久卷等信息。

前提条件

您已切换至业务视图，已进入持久卷声明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操作步骤

1.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存储存储 >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查看属于当前命名空间的持久卷声明列表。

2. 找到要查看详情的持久卷声明，单击 持久卷声明名称持久卷声明名称，进入持久卷声明详情页。

3. 在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页签中，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查看以下持久卷声明的基本信息。

名称名称：持久卷声明的名称。

大小大小：持久卷声明请求的持久卷大小。

状态状态：持久卷声明的当前使用状态，包括匹配中、绑定和匹配失败三种。

匹配中匹配中：表示正在匹配持久卷。

绑定绑定：表示已匹配绑定适合的持久卷。

匹配失败匹配失败：表示匹配持久卷失败。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持久卷声明请求持久卷的访问模式。

读写读写：即 ReadWriteOnce（RWO），请求的持久卷只能在单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
载。

只读只读：即 ReadOnlyMany（ROX），请求的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只读模式挂
载。

共享共享：即 ReadWriteMany（RWX），请求的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
载。

关联持久卷关联持久卷：显示与持久卷声明匹配绑定的持久卷。

存储类存储类：显示与持久卷声明关联的存储类。若未使用存储类，则不显示。

在 容器组容器组 区域，查看与持久卷声明关联的计算组件中，挂载了持久卷的容器组（Pod）。



类型类型：部署控制器的类型（例如 Deployment、StatefulSet 等）。

4. 单击 YAML 页签，在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持久卷声明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5. 单击 事件事件 页签，在 事件事件 页面，查看与当前持久卷声明相关的所有事件信息。



使用卷快照
卷快照指持久卷的快照，是持久卷在特定时间点的副本。通过卷快照，您可将持久卷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或用来配置新的持久卷。例如使用卷快照对应用数据进行备份并按需还原，保障业务应用数据的可靠性。

前提条件

创建卷快照

回滚卷快照

使用卷快照创建持久卷声明

删除卷快照

前提条件

持久卷声明为动态生成。

已安装支持快照的 CSI 驱动程序，即持久卷声明中绑定了 CephRBD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 或 CephFS 内置存内置存
储储 类型的存储类。

请与运维人员确认：持久卷所在集群中已安装快照组件 snapshot-controller 。

创建卷快照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存储存储 >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页面。

2. 找到持久卷声明，单击  > 创建卷快照创建卷快照。

3. 填写快照描述。描述可帮助您记录持久卷的当前状态，例如 *应用升级前*。

4. 单击 创建创建。快照耗时与网络状况和数据量有关，请耐心等待。

当快照变为 可用  状态时，说明创建成功。

回滚卷快照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存储存储 >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页面。

2. 单击持久卷声明的名称，并选择卷快照卷快照 页签。

3. 找到卷快照，单击  > 回滚回滚。



4. 阅读提示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 回滚回滚。

使用卷快照创建持久卷声明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存储存储 >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页面。

2. 单击持久卷声明的名称，并选择卷快照卷快照 页签。

3. 找到卷快照，单击  > 创建持久卷声明创建持久卷声明。

4. 填写持久卷声明相关参数。

5. 单击 确认确认。

删除卷快照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存储存储 >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页面。

2. 单击持久卷声明的名称，并选择卷快照卷快照 页签。

3. 找到卷快照，单击  > 删除删除。

4. 阅读提示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 删除删除。



删除持久卷声明
当工作负载不再需要使用存储资源时，可删除关联的持久卷声明。建议在基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谨慎操
作。

前提条件

您已切换至业务视图，已进入持久卷声明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要删除的持久卷声明未与其它资源关联。

操作步骤

1.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存储存储 >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在持久卷声明列表页面，找到要删除的持久卷声明，支持根
据持久卷声明名称进行搜索。

2. 单击 持久卷声明名称持久卷声明名称，进入持久卷声明详情页，单击 操作操作 > 删除删除。

3. 在 删除持久卷声明删除持久卷声明 窗口，单击 确定确定。

注意注意：

如果选择的命名空间属于联邦集群，需要在 删除持久卷声明删除持久卷声明 窗口，选择所有要删除持久卷声明的集
群成员。单击 确定确定 后，平台在被选中集群成员的命名空间中，删除名称相同的持久卷声明。

后续操作

删除持久卷声明后，绑定的持久卷被释放，平台根据设置的持久卷回收策略，回收持久卷，可能会删除数
据。



数据服务（Alpha）
数据服务（Data Service）基于云原生开源 Kubernetes Operator 打造，是集一键部署、便捷管理、可视化
运维于一体的生产级数据服务集合。

各组件支持使用的存储类各组件支持使用的存储类

组件组件 TopoLVM local-path Ceph NFS

MySQL 支持 支持 - -

Redis 支持 - 支持 支持



MySQL
基于开源 MySQL 专业打造的高性能数据存储服务。



实例管理
配置 MySQL 实例，以使用高性能数据存储服务。

创建 MySQL 实例

更新 MySQL 实例

删除 MySQL 实例

创建 MySQL 实例

通过创建 MySQL 实例，可创建 MySQL 集群。

说明说明：为便于区分，请勿在当前集群中创建同名的 MySQL 集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单击 创建创建 MySQL 实例实例。

3. 按要求填写参数。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可用于补充提示实例的使用场景或用途，配置效果如下图所示。

MySQL 规格规格

针对不同的数据量级，下表为实验室环境中测得的 MySQL 性能表现（ CPU 和内存使用率均处于合
理范围内）。您可在此参考基础上，根据业务情况合理配置。

MySQL 规格规格 性能表现性能表现 数据量数据量

1 核 2G QPS 1700，TPS 100 1-4 张表，每张表 4000 万行。

4 核 8G QPS 6500，TPS 1300 10-15 张表，每张表 4000 万行。



8 核 16G QPS 11000，TPS 2200 20-25 张表，每张表 4000 万行。

MySQL 规格规格 性能表现性能表现 数据量数据量

存储类存储类

支持的存储类。

为获取更优的性能表现，建议您使用 TopoLVM 存储类。

如果下拉列表中无可用存储类，请联系管理员添加。

4. 确认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待实例状态变为 运行中运行中 时，实例创建成功。

5. 访问实例，并检查实例连接状态。

更新 MySQL 实例

您可更新 除了除了 实例名称、数据库版本、存储类以及存储配额以外的其他配置。

1. 进入平台的业务视图，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2. 找到目标实例，单击  > 更新更新。

3. 按要求填写参数。

4. 确认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更新耗时与实际配置有关，请耐心等待。待实例状态变为 运行中运行中 时，实例更新成功。

删除 MySQL 实例

删除 MySQL 实例，以释放实例所占的 CPU、内存等资源。删除实例时，将默认保留已有数据。

1. 进入平台的业务视图，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2. 找到目标实例，单击  > 删除删除。

3. 阅读提示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说明说明：如需删除数据，请勾选提示框。



访问实例
使用 MySQL 实例的连接信息及帐号信息来访问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获取帐号信息

访问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根据业务需要，获取一类连接信息即可。

类型一：服务访问 IP 地址

Kubernetes 为 MySQL 实例的内部路由分配了固定的 IP 地址，作为从 集群内集群内 访问实例的统一入口。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单击实例。

3. 单击内部路由的名称。

4. 在内部路由的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中，记录其中的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IP。

类型二：DNS 名称

内部路由的名称即其 DNS 名称，在 集群内集群内 通过此 DNS 名称可解析到对应的 IP 地址。无法查询到 IP 地
址时，您可通过 DNS 访问 MySQL 实例。

类型三：负载均衡器 IP 地址

负载均衡器 IP 用于从集群外集群外访问实例，可在平台业务视图的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中查得。



请保证已为负载均衡器 添加 TCP 监听端口，端口号推荐使用 3306 ，并选择对应名称的内部路由。

获取帐号信息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root 用户密码：在实例的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签中查看。

非 root 用户与密码：在实例的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 页签中查看。

访问实例

建议您使用 标准 MySQL 客户端 访问 MySQL 实例。

从集群内通过 IP 地址访问：执行 mysql -h{服务访问 IP} -u{用户名} -p{密码}  命令。

从集群内通过 DNS 访问：执行 mysql -h{内部路由名称}.{命名空间名称}.svc.cluster.local -u{用户

名} -p{密码}  命令。

从集群外访问：执行 mysql -h{负载均衡器 IP} -u{用户名} -p{密码}  命令。

访问结果示例如下：

[root@ ~]# mysql -h10.108.99.126 -uroot -p123456

Welcome to the MariaDB monitor.  Commands end with ; or \g.

Your MySQL connection id is 348

Server version: 5.7.30 (ProxySQL)

 

Copyright (c) 2000, 2018, Oracle, MariaDB Corporation Ab and others.

 

Type 'help;' or '\h' for help. Type '\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MySQL [(none)]> show databases;

+--------------------+

| Database           |

+--------------------+

| information_schema |

| mysql              |

| performance_schema |

| sys                |

+--------------------+

4 rows in set (0.01 sec)

 

MySQL [(none)]>



管理用户
除了默认的 root 用户外，建议您根据使用需要，为数据库开发人员对应分配数据库用户。

使用平台创建用户

新增保密字典（非平台创建的用户）

更新用户密码或权限

前提条件

确保实例为 运行中运行中 状态。

使用平台创建用户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进入实例的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 页签，单击 创建用户创建用户。

3. 设置用户信息。

注意注意：用户名一旦创建将无法修改，请谨慎填写。

4. （可选）指定用户权限。

5. 单击 创建创建。

自动生成的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是供 Kubernetes 资源使用的用户身份认证凭据。对于使用 MySQL 的应用，
可在容器组中通过保密字典的方式引用 MySQL 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注意：保密字典将自动同步用户信息，请勿修改其中配置。



新增保密字典（非平台创建的用户）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是供 Kubernetes 资源使用的用户身份认证凭据。对于使用 MySQL 的应用，可在容器组中通过
保密字典的方式引用 MySQL 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通过非平台方式创建了数据库用户，请为其创建对应的保密字典。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进入实例的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 页签。

3. 单击用户名称。

4. 单击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处的 。

5. 填入创建用户时设置的密码，单击 添加添加。

后续保密字典将自动同步用户信息，请勿修改其中配置。

更新用户密码或权限

更新用户的密码或权限。

非 root 用户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进入实例的 用户管理用户管理 页签。

3. 更新用户。

密码：单击用户记录中的  > 更新密码更新密码。
用户权限：单击用户名称，在用户详情中，单击 更新权限更新权限。

4. 修改配置，并单击 更新更新。

root 用户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进入实例的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签。

3. 单击 操作操作 > 更新更新。



4. 修改密码，并单击 更新更新。



备份与恢复
为防止数据丢失，建议您及时进行备份。一旦出现数据库异常，可恢复已备份数据。

前提：存储声明

立即备份（全量）

手动备份（全量）

恢复

前提：存储声明

进行备份前，请根据数据量声明存储。

持久卷声明（Kubernetes PersistentVolumeClaim）：持久卷声明封装了存储资源请求配置，会根
据请求参数配置（访问模式，存储大小等），自动匹配集群中合适的持久卷。您可在平台的 存储存储 页
面 配置持久卷声明。

S3（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S3 是亚马逊提供的一种对象存储服务。如果您需要将数
据备份至自有的 S3 存储桶中，除应预留足够的存储空间外，还需确保集群节点与 S3 终端节点
（Endpoint）间网络互通。

立即备份（全量）

立即备份正在运行中的 MySQL 实例。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单击实例名称，并确保实例为 运行中运行中 状态。

3. 进入 备份恢复备份恢复 > 数据备份数据备份 页签，单击 创建数据备份创建数据备份。



4. 设置参数，并单击 创建创建。

备份结果如下。备份耗时与数据量及网络状况有关，请耐心等待。

自动备份（全量）

指定备份时间，到期后平台将自动备份 MySQL 实例，且将周期性执行备份。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进入 备份恢复备份恢复 > 自动备份设置自动备份设置 页签，单击 。

3. 设置参数，并单击 更新更新。

备份结果如下。

说明说明：

自动备份名称中的时间戳为UTC时间（同Controller Manager），本例中表示此备份于北京时
间 2021 年 02 月 02 日 18:00 开始执行。

如果已到自动备份时间，可实例未处于 运行中  状态，平台将等待实例就绪后开始备份。

恢复



将备份数据恢复至目标实例。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确保目标实例为 运行中运行中 状态。

3. 进入源实例的 备份恢复备份恢复 > 数据备份数据备份 页签，单击  > 恢复恢复。

4. 选择目标实例，单击 恢复恢复。

注意注意：目标实例中数据将被覆盖。

请耐心等待，直至目标实例为 恢复成功恢复成功 状态。



查找日志
从容器层面了解实例运行过程中的日志，例如 MySQL 错误日志。妥善使用日志能帮助您快速定位问题，
处理故障和异常。

注意注意： 为节省磁盘空间，平台默认保留 7 天（最多 30 天）的日志记录。实际保留时长可在运维中心的 日日
志志 > 策略管理策略管理 中设置。如需长久保存，请及时导出日志。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选择实例。

3. 在 日志日志 页签中，设置查找条件。

查找特定容器组即 MySQL 副本的日志：在 容器组容器组 处，选择一个容器组，并单击 搜索搜索。

查找特定时间段内的日志：在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处，选择一个时段。

4. 稍等片刻，并查看结果。

5. （可选）单击 ，导出日志。



查询分析
通过分析 SQL 查询活动，精准定位影响数据库运行效率的 SQL 语句，或持续监控查询活动并进行语句调
整及优化。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2. 选择实例。

3. 在 查询分析查询分析 页签中，设置查找条件。

查找特定时间段内执行的语句：在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处，选择一个时段。

查找特定语句：在 按按 SQL 语句搜索语句搜索 处，输入语句关键字，单击 。

4. 稍等片刻，并查看结果。



常见问题
以下将为您说明使用 Mysql 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遇到 MySQL 集群崩溃，如何处理？

问题原因问题原因

若发生断电、磁盘空间不足、导致集群节点全部重启，请耐心等待 MySQL 自动修复。如果长时间无法修
复，请尝试手动修复方案。

修复方案修复方案

1. 调试准备。

i.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MySQL 页面。

ii. 找到目标实例，单击  > 更新更新。

iii. 在 YAML 视图中，修改如下配置。

注意注意：修改前，请记录原始取值和镜像，以备还原。

将 pxc.autoRecovery 的值设置为 false  。

将 updateStrategy 的值设置为 OnDelete  。

在 pxc 镜像后增加 -debug  参数，以使用调试镜像。

示例如下：

2. 逐一设置所有 pxc 容器组（Kubernetes Pods）。

apiVersion: pxc.percona.com/v1-7-0

kind: PerconaXtraDBCluster

metadata:

  name: mysql-cluster

spec:

  forceUnsafeBootstrap: false

  updateStrategy: OnDelete

  pxc:

    image: {registry}/3rdparty/percona/percona-xtradb-cluster:5.7.30-31.43-debug



i. 在业务视图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容器组容器组 页面，删除容器组，并等待自动重启。

ii. 重启成功后，在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确保 pxc 容器为 debug 镜像，否则需要重新执行调试准备。

iii. 执行 touch /var/lib/mysql/sst_in_progress  命令。

iv. 执行 cat /var/lib/mysql/grastate.dat  命令。

结果示例如下：

3. 登录步骤 2 中 seqno  取值最大的容器组，依次执行以下命令。 例如上例中的 cluster1-pxc-2。

注意注意：

执行完成后，请不要关闭操作窗口。
如果mysqld执行有错误输出，请先解决错误再继续下一步。
如果所有 seqno  的取值都一致，请对 {实例名称}-pxc-0 执行操作。

如果未使用 root 启动 MySQL，请删除 --user=root  参数。

###############cluster1-pxc-0##############

# GALERA saved state

version: 2.1

uuid:    7e037079-6517-11ea-a558-8e77af893c93

seqno:   18

safe_to_bootstrap: 0

###############cluster1-pxc-1##############

# GALERA saved state

version: 2.1

uuid:    7e037079-6517-11ea-a558-8e77af893c93

seqno:   18

safe_to_bootstrap: 0

###############cluster1-pxc-2##############

# GALERA saved state

version: 2.1

uuid:    7e037079-6517-11ea-a558-8e77af893c93

seqno:   19

safe_to_bootstrap: 0

mysqld --wsrep_recover --user=root

sed -i 's/safe_to_bootstrap: 0/safe_to_bootstrap: 1/g' 

/var/lib/mysql/grastate.dat

sed -i 's/wsrep_cluster_address=.*/wsrep_cluster_address=gcomm:\/\//g' 

/etc/mysql/node.cnf

mysqld --user=root      



4. 逐一删除每个容器组中的 /var/lib/mysql/version_info  文件。

5. 参考步骤 1，还原 pxc 镜像，且将 updateStrategy 取值改回 SmartUpdate 。

6. 逐一重启步骤 2 中非非 seqno  取值最大的容器组。

说明说明：如果所有 seqno  的取值都一致，请对 除了除了 {实例名称}-pxc-0 以外的容器组执行操作。

7. 等待 MySQL 集群恢复正常，参考步骤 1，将 pxc.autoRecovery 取值改回 true 。



Redis
基于社区版打造的一款高可用、可伸缩的数据缓存服务，并提供了哨兵模式与集群模式两种解决方案。



实例管理
配置 Redis 实例，以使用高可用、可伸缩的数据缓存服务。

创建 Redis 实例

更新 Redis 实例

删除 Redis 实例

创建 Redis 实例

通过创建 Redis 实例，可创建哨兵模式或集群模式的 Redis 集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Redis 页面。

2. 单击 创建创建 Redis 实例实例。

3. 选择一个架构类型。

4. 按要求填写参数。

密码密码

为保证环境安全，建议您及时设置密码。若不设置密码，需使用空密码访问实例。

存储类存储类

支持的存储类

如果下拉列表中无可用存储类，请联系管理员添加。

5. 确认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待实例状态变为 运行中运行中 时，实例创建成功。

6. 访问实例，并检查实例连接状态。

更新 Redis 实例

您可更新实例规格、节点个数等配置。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Redis 页面。



2. 找到目标实例，单击  > 更新更新。

3. 按要求填写参数。

4. 确认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更新耗时与实际配置有关，请耐心等待。待实例状态变为 运行中运行中 时，实例更新成功。

删除 Redis 实例

删除 Redis 实例，以释放实例所占的 CPU、内存等资源。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Redis 页面。

2. 找到目标实例，单击  > 删除删除。

3. 阅读提示信息，确认无误后，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说明说明：如果开启了数据持久化且希望同时删除数据，请勾选提示框。



访问实例
使用 Redis 实例的连接信息及帐号信息来访问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获取帐号信息

访问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平台为 Redis 实例的内部路由分配了固定的 IP 地址，作为从 集群内集群内 访问实例的统一入口。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Redis 页面。

2. 单击实例名称。

3. 单击内部路由的名称。

4. 在内部路由的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中，记录下述用于服务访问的 IP 地址。

集群模式：Redis 服务的 IP 地址:6379
哨兵模式：哨兵服务的 IP 地址:26379

获取帐号信息

说明说明：如果您从未设置密码，则可无密码访问实例，无需获取帐号信息。为保证环境安全，建议您及时设
置密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Redis 页面。

2. 单击实例名称。

3. 单击保密字典的名称。

4. 在保密字典的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中，获取 password  配置项的值，即实例访问密码。

访问实例



推荐使用 go-redis 或 Jedis 客户端，或前往 Redis 官网 查看更多信息。

从集群内访问从集群内访问 Redis（集群模式）（集群模式）

下述示例中，需将 192.168.0.10 替换为 Redis 服务的 IP 地址（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6379 端口对应的端口对应的 IP 地址地址）或 内内
部路由的名称部路由的名称。

go-redis 示例

jedis 示例

从集群内访问从集群内访问 Redis（哨兵模式）（哨兵模式）

下述示例中，需将 192.168.0.20 替换为哨兵服务的 IP 地址（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26379 端口对应的端口对应的 IP 地址地址）或 内内
部路由的名称部路由的名称。

注意注意：MasterName 对应主节点的名称，请保持默认值 mymaster 。

go-redis 示例

jedis 示例

import "github.com/go-redis/redis/v8"

     

rdb := redis.NewClusterClient(&redis.ClusterOptions{

    Addrs: []string{"192.168.0.10:6379"},

})

rdb.Ping(ctx)

Set<HostAndPort> jedisClusterNodes = new HashSet<HostAndPort>();

jedisClusterNodes.add(new HostAndPort("192.168.0.10", 6379));

JedisCluster jc = new JedisCluster(jedisClusterNodes);

jc.set("foo", "bar");

String value = jc.get("foo");

import "github.com/go-redis/redis/v8"

     

rdb := redis.NewFailoverClient(&redis.FailoverOptions{

    MasterName:    "mymaster",

    SentinelAddrs: []string{"192.168.0.20:26379"},

})



/**

 * Jedis

 */

@Bean

public RedisConnectionFactory jedisConnectionFactory() {

  RedisSentinelConfiguration sentinelConfig = new RedisSentinelConfiguration()

  .master("mymaster")

  .sentinel("192.168.0.20", 26379);

  return new JedisConnectionFactory(sentinelConfig);

}



连接调试
从集群内使用 redis-cli 连接 Redis，以进行简单调试。

获取连接信息

获取帐号信息

从集群内使用 redis-cli 连接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平台为 Redis 实例的内部路由分配了固定的 IP 地址，作为从 集群内集群内 访问实例的统一入口。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Redis 页面。

2. 单击实例名称。

3. 单击内部路由的名称。

4. 在内部路由的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中，记录下述用于服务访问的 IP 地址。

集群模式：Redis 服务的 IP 地址:6379
哨兵模式：哨兵服务的 IP 地址:26379

获取帐号信息

说明说明：如果您从未设置密码，则可无密码访问实例，无需获取帐号信息。为保证环境安全，建议您及时设
置密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Redis 页面。

2. 单击实例名称。

3. 单击保密字典的名称。

4. 在保密字典的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中，获取 password  配置项的值，即实例访问密码。

从集群内使用 redis-cli 连接实例



集群模式集群模式

示例如下：

哨兵模式哨兵模式

1. 连接哨兵服务，以获取主节点 IP 地址。

得到类似如下回显，其中 address 对应的为主节点 IP 地址。

2. 连接主节点。

示例如下：

redis-cli -h {内部路由的 IP} -p 6379 -a {保密字典中的 password} -c

# redis-cli -h 192.168.0.10 -p 6379 -a password -c

Warning: Using a password with '-a' or '-u' option on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may not be 

safe.

192.168.0.10:6379> set a 1

-> Redirected to slot [15495] located at 192.168.0.10:6379

OK

192.168.0.10:6379> get a

"1"

192.168.0.10:6379>

redis-cli -h {内部路由的 IP} -p 26379 -a {保密字典中的 password} info sentinel

# Sentinel

sentinel_masters:1

sentinel_tilt:0

sentinel_running_scripts:0

sentinel_scripts_queue_length:0

sentinel_simulate_failure_flags:0

master0:name=mymaster,status=ok,address=192.168.0.20:6379,slaves=1,sentinels=3  

redis-cli -h {主节点的 IP} -p 6379 -a {保密字典中的 password}



# redis-cli -h 192.168.0.20 -p 6379 -a password

Warning: Using a password with '-a' or '-u' option on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may 

not be safe.

192.168.0.20:6379> set a 1

OK

192.168.0.20:6379> get a

"1"

192.168.0.20:6379>

    



修改密码
为确保 Redis 环境安全，请务必设置密码，并妥善保管您的密码。若发现有泄漏风险，请及时修改密码。

注意注意：修改密码过程中，随着 Redis 重启，会出现业务闪断，丢失几分钟监控数据等现象。建议您避开业
务敏感时期进行操作。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数据服务数据服务 > Redis 页面。

2. 点击实例名称。

3. 单击  > 更新更新。

4. 开启 设置密码设置密码 开关，并输入密码。

5. 单击 更新更新。

6. 等待实例变为 运行中运行中 状态后，使用新密码进行 连接调试。



应用目录
应用目录中包含您可以部署到项目的应用程序组件、中间件或用户分发的应用模板。您可以使用应用目录
中支持的服务（如应用模板或应用组件）部署应用程序和服务。应用目录还支持手动添加和管理应用模板
版本。



管理应用模版
模版应用的更新依赖于应用模版（Helm Chart）的更新，若某些模版无法通过平台升级、公共仓库或自建
私有仓库等方式自动更新，您可将其手动添加至 Local 类型的模版仓库，以供部署该版本的应用。

添加模板至 Local 仓库

删除特定版本的模版

前提条件

与管理员获取可供操作的 Local 类型模版仓库名称。

添加模板至 Local 仓库

1. 获取应用模板，并将模板保存到本地。

2.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应用目录应用目录 页面。

3. 选择 应用模版应用模版 页签。

4. 选择仓库，单击 添加模版添加模版。

5. 单击 上传模版上传模版，并将本地模版上传至仓库。

6. 单击 确定确定。模板上传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请耐心等待。

待模版为 已就绪  状态时，说明模板上传成功。

7. 若上传失败，请根据下述提示排查。

文件格式不合法：上传的压缩包中的文件存在问题，例如内容缺失，格式不正确等。

文件大小超过 10M。

删除特定版本的模版

若某版本的模版已不再适用，可删除该模版。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应用目录应用目录 页面。



2. 在 应用模版应用模版 页签中，单击模板。

3. 在模板详情页的右上角，单击 管理版本管理版本。

4. 找到不再适用的模版，单击 删除删除。

删除版本后，对应的应用将无法更新。



创建模板应用
基于应用模版（Helm Chart），您可以快速部署一个模板应用。

使用特点

前提条件

部署应用

使用特点

相比自定义应用，模板应用的特点如下：

基于已有的应用模板创建，创建过程更为简单、快捷。

关联的资源都会在模板中定义，创建模板应用时同步创建。

在同一个命名空间下，基于同一个模板，仅能部署一个应用。

前提条件

如果界面提示 无应用模版无应用模版，或您未找到所需模版，请联系管理员在模板仓库中添加模板。

若您使用的是 Local 类型的模板仓库，您也可自行 添加模板至 Local 仓库。

部署应用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应用目录应用目录 页面。

2. 选择 应用模版应用模版 页签。

3. 找到所需组件，单击 部署部署。

4. 填写相关参数，例如 resources.requests 、 resources.limits  ，以及与业务强相关的参数。

5. 判断是否 同步创建自定义应用同步创建自定义应用。

否：仅创建模板应用，需在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模板应用模板应用 页面进行管理。

是：除了模板应用外，还会在当前命名空间同步创建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与模板应用为
同一应用主体，操作互不冲突，且在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 页面可更灵活地更新计算组件、
内部路由、入站规则等配置。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部署部署。平台将跳转至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模板应用模板应用 页面。

部署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若操作失败，请根据界面提示信息完成操作。



创建组件应用
基于应用组件（operator backed），您可以快速部署一个组件应用。

前提条件

如果界面提示 无应用组件无应用组件，或您未找到所需组件，请联系管理员在 Operator Hub 中部署对应 Operator。

部署应用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应用目录应用目录 页面。

2. 选择 应用组件应用组件 页签。

3. 找到所需组件，单击 部署实例部署实例。

4. 填写相关参数，例如 resources.requests 、 resources.limits  ，以及与业务强相关的参数。

5. 判断是否 同步创建自定义应用同步创建自定义应用。

否：仅创建组件应用，需在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组件应用组件应用 页面进行管理。

是：除了组件应用外，还会在当前命名空间同步创建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与组件应用为
同一应用主体，操作互不冲突，且在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 页面可更灵活地更新计算组件、
内部路由、入站规则等配置。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部署部署。

部署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若操作失败，请根据界面提示信息完成操作。

7. 部署成功后，按需完成操作。

查看已部署的应用：单击 查看详情查看详情，平台将跳转至 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组件应用组件应用 页面。

继续部署：单击 返回应用组件返回应用组件



内置镜像仓库管理（Alpha）
容器平台提供一个轻量级的内置镜像仓库，供所有项目使用，维护人员在业务视图创建自定义应用时，可
以选择内置镜像仓库中的镜像。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镜像列表

后台上传、更新镜像

删除镜像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查看镜像列表查看镜像列表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命名空间。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进入镜像列表页面。在 镜像地址镜像地址 栏中，展示镜像的路径。

3. 单击 镜像地址镜像地址，进入镜像版本列表页面。

在镜像版本列表页面，可查看镜像版本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版本版本 镜像版本号。

拉取命令行拉取命令行 单击  图标可复制拉取镜像的命令行。

摘要摘要 镜像的 digest，唯一标识，只显示最前面8位，鼠标悬浮可看到完整的 digest。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此版本镜像上传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单击镜像版本右侧对应的  图标，选择对镜像版本执行以下操作：

删除删除：删除镜像版本。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后台上传、更新镜像后台上传、更新镜像



1. 进入业务视图，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进入镜像列表页面。

2. 在页面上方提示框中获取镜像仓库地址，在后台使用 docker push  命令，上传和更新镜像，示例
如下图。

3. 通过后台命令行上传、更新镜像后，单击 镜像地址镜像地址，进入镜像版本列表页，单击  ，同步列表，
数据获取可能会有延迟。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删除镜像版本删除镜像版本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命名空间。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进入镜像列表页面。

3. 单击要删除镜像版本的 镜像地址镜像地址，进入镜像版本列表页面。

4. 单击待删除镜像版本右侧对应的  图标，单击 删除删除。

5.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查看应用日志
支持通过日志查询条件筛选当前命名空间中的应用在指定时间范围内（选择或自定义）的日志，并通过柱
状图以及标准输出展示日志查询结果。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导出日志数据

设置显示字段

查看日志上下文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业务视图，并进入待查看日志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日志日志，进入日志查询分析页面。

提示提示：平台默认显示过去 30 分钟内的所有应用日志，以柱状图的形式呈现，并按照集群名称、主机
名称、应用名称、容器实例、日志输出源等过滤条件类别以不同的颜色显示了详情。单击某个过滤
条件类别，即可添加这个类别为查询条件。

3. 在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框中，下拉选择过去的某个时段，也可以选择 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日期和具体时间。
确定了时间范围后，日志的柱状图和详情显示了选定时间段的日志。最多支持查看过去 7 天的日
志。



4. 单击 应用应用 下拉选择框，并选择要查询日志的应用名称，默认为全部应用。

5. 单击 查询条件查询条件 下拉选择框，支持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标签或直接输入关键字，过滤、筛选特定资源或
特定日志内容的日志。

支持输入 nodename:<value> 、 path:<value> 、 containerid:<value> 、 podname:<value>  标
签过滤日志。并支持输入关键字（ search:keyword ）作为查询条件。

说明说明：

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标签，不同资源类型的查询条件之间是 and 关系，同资源类型之间的多
个条件之间是 or 的关系。例如：查询条件为 
podname:pod1 、 podname:pod2 、 nodename:a1 、 search:Keyword ，搜索结果为 a1 主机
上 Pod 名称为 pod1、pod2 的日志，且仅查询含有 Keyword 的日志。

仅关键字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搜索。

6. 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

提示提示：

柱状图显示了当前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日志总条数和不同时间节点的日志条数。单击柱状图的某个柱
体，查看这个柱状图和下一个柱状图之间的时间范围内的日志。

如果日志条数很多，在右下角的页数框中，输入页数，跳转到对应页数的日志。

单击柱状图右上角的 刷新刷新 按钮，可刷新柱状图和日志数据。

其他操作

导出日志数据导出日志数据

页面最多展示 10000 条日志数据，当查询得到的日志条数过多时，可通过导出日志功能，查看完整的日志
信息。

支持将日志查询结果通过浏览器导出至本地，导出结果为 .txt  或 .csv  格式的压缩文件，压缩格式为 
.zip 。

说明说明：导出的日志压缩文件中，会包含一个 readme.txt  文件，该文件中包含了导出时间、操作人、日志
查询条件、导出字段、导出格式等信息。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柱状图右上角的 导出导出 按钮，在弹出的导出日志对话框中配置以下参数。



字段字段：日志的显示字段，可通过单击字段名称右侧的复选框，选择在导出的日志文件中显示
哪些字段信息。

说明说明：日志类型不同，则可选的显示字段不同，请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格式格式：日志文件的导出格式，支持选择 txt  或 csv 。

2.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导出导出 按钮。
浏览器会直接下载导出文件至本地。

设置显示字段设置显示字段

为了便于分析日志内容，获取关键信息，支持设置日志内容的显示字段。例如：集群、命名空间、主机名
称、容器组、路径等字段。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日志内容区域右上角的  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选择或取消选择显示字段即可。

查看日志上下文查看日志上下文



支持查看某条日志数据的上下文。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日志内容区域右上角的  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会展示当前日志打印时间前、后各 5 条日
志，便于运维人员更详细的了解资源产生当前日志的原因。
进一步单击上下文记录上、下的 加载更多加载更多 按钮，可查询更多的上下文信息。

同时，支持设置日志上下文的显示字段或导出日志上下文。请参考 设置显示字段 和 导出日志数
据，导出日志上下文时无需选择 范围范围，单击 导出导出 按钮后会通过浏览器将日志上下文文件直接下载
至本地。



审计（Alpha）
平台审计功能为您提供了所有用户以及系统安全相关的时序操作记录，在应用等资源出现问题时，可协助
分析具体原因，快速解决问题。

通过审计，具有访问命名空间权限的用户，能够清晰地了解命名空间内发生的变更。

前提条件

您的账号已具有以下任意一个角色定义的权限：

平台管理员

平台审计人员

命名空间所在项目的项目管理员

命名空间管理员

命名空间开发人员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后，切换至业务视图，并进入待查看审计的命名空间。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审计审计，进入审计中心。

3. 单击页签，切换审计范围，可选 用户操作用户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操作。

用户操作用户操作：可查询登录平台的用户操作记录。

系统操作系统操作：可查询系统操作记录，操作人以 system： 开头。

4. 参照以下查询条件说明，配置筛选审计事件的查询条件。



查询条件查询条件 说明说明

操作人操作人 执行操作的账号的用户名或系统账号名称，默认为 全部 。

操作操作 执行的操作的类型，可选：创建、更新、删除、管理、回滚、停止等 ，默认为 全部 。

集群集群 被操作资源所属集群 ，默认为 全部 。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被操作资源的类型，默认为 全部 。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被操作资源的名称。可按资源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5. 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查看操作审计列表。

提示提示：

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选择框，可设置查询审计的时间范围。 默认为 近 30 分钟 ，支持选择预
置的时间范围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单击  可刷新搜索结果。

单击  可将搜索结果导出为 .csv  文件。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操作人操作人 执行操作的账号的用户名或系统账号名称。

操作操作 执行的操作的类型，例如：创建、更新、删除、管理、回滚、停止等。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类类

型型
被操作的资源的名称及类型。



客户端客户端 IP 执行操作的用户登录平台所用的客户端的 IP 地址。

操作结果操作结果
操作的执行结果，通过 API 返回码判断。API 返回码为 2xx 时，操作成功；返回码为其他时，则操作

失败。

操作时间操作时间 操作人执行操作的时间。

详情详情

单击审计记录右侧的 详情详情 按钮，可在弹出的 审计详情审计详情 对话框中 JSON（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审计记录的

详细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告警
具有命名空间相关操作权限的用户（例如：命名空间管理员）可通过告警管理工作负载的告警策略。



告警策略
当应用及计算（Deployment、DaemonSet、StatefulSet）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组件时，可为当前命名空间
下的工作负载创建告警策略并管理告警策略。

支持在业务视图中，为工作负载创建指标告警、自定义告警、日志告警、事件告警。

注意注意：如需创建日志告警、事件告警还需要集群已部署 ElasticSearch 组件。

同时，如果在平台的管理视图创建了基于工作负载告警指标的告警模板，可在业务视图中通过模板快速为
工作负载创建告警策略。



查看告警策略列表
查看当前命名空间下工作负载的告警策略列表。

前提条件

查看告警策略列表的命名空间所属集群已部署监控组件。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告警策略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在告警列表页面，可查看以下信息。

在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 列表页面，可查看告警策略的以下信息。

提示提示 1：支持通过设置列表上方的过滤条件过滤告警策略。过滤条件包括：

告警状态告警状态：根据告警策略的告警状态过滤，默认为 全部 。

静默状态静默状态：根据告警策略的静默状态过滤，默认为 全部 。

创建人创建人：根据告警策略的创建人用户名过滤，默认为 全部 。

名称名称：支持根据输入的告警策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提示提示 2：

告警列表以及指定的告警的规则列表均优先按照告警状态（告警 > 处理中 > 正常）排序，相
同状态的告警策略或规则则按照名称排序。

列表中默认显示告警策略的名称、关联资源、告警状态、操作字段。

支持设置列表显示字段，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通过单击选中/
取消选中字段名称，即可设置在节点列表中展示的字段信息。如下图所示。



注意注意：

名称、关联资源、告警状态、操作字段不支持隐藏。

该设置仅当用户停留在当前页面时生效，重新登录或刷新页面后，恢复默认设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上下行分别显示告警策略的名称和显示名称。

名称旁带有  图标的告警策略的静默状态为 静默中静默中，即当前时间在静默时间范围内；

名称旁带有  图标的告警策略的静默状态为 等待中等待中，即当前时间小于静默开始时间。

提示提示：将光标移动至静默图标上时，可查看告警静默的信息、创建人信息。

关联关联

资源资源
创建告警策略的资源的类型和名称。

告警告警

状态状态

告警策略包含的告警规则的状态。

告警规则的状态包括：

正常正常：未触发告警。

告警告警：已触发告警并发送。

处理中处理中：已达告警阈值，即将触发告警的中间状态。

说明说明：状态占比条上方的数据为 正常告警规则数 / 总告警规则数 （不包括已禁用规则数），将光标移动

到占比条上时，可查看告警策略包含的所有告警规则、告警类型、等级和状态。

通知通知

策略策略
告警策略采用的通知策略，策略数量过多时，隐藏部分名称。光标移动至  图标上时，可展开全部。

创建创建

时间时间
告警策略的创建时间。

快捷快捷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告警策略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告警策略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更新：更新告警策略的配置；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为告警策略设置静默；

删除删除：删除告警策略。



创建告警策略
创建针对应用下的工作负载（Deployment、DaemonSet、StatefulSet）的指标、日志、事件告警，并管理
相关的告警规则。

为工作负载创建告警策略的基本流程如下：

1. 配置基本信息

2. 配置告警规则

3. 配置策略

前提条件

如需根据监控指标创建告警策略，需要保证当前命名空间所属集群已部署监控组件。

如需根据日志、事件查询结果创建告警策略，需要保证当前命名空间所属集群已部署 Elasticsearch
组件。

操作步骤 1 配置基本信息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告警策略的资源所在的项目以及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告警策略创建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创建页面。

4.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告警策略的基本信息。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输入告警策略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是 输入告警策略的显示名称，不超过 64 个字符。

描述描述 否 输入告警策略的描述信息。

资源对资源对

象象
是

在 资源对象资源对象 区域，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下拉选择框选择具体的工作负载。

说明说明：在工作负载详情页面的告警页签下创建告警策略时，该参数默认为当前工作负载的名称，

不支持修改。



操作步骤 2 配置告警规则

注意注意：至少需要为告警策略添加一条告警规则。

1. 在 告警规则告警规则 区域，单击 添加告警规则添加告警规则，弹出 添加告警规则添加告警规则 对话框。

说明说明：对话框的上方显示的监控图表数值由监控指标和聚合时间决定，会根据您的选择实时变化。

2. 选择告警类型。

指标告警指标告警：根据平台预设的监控指标创建的告警。

自定义告警自定义告警：根据用户自定义监控指标创建的告警。

日志告警日志告警：根据组件的日志查询结果创建的告警。

事件告警事件告警：根据当前组件的所有事件的 Reason（组件转换到当前状态的原因）创建的告警，
例如：BackOff、Pulling、Failed 等。

注意注意：仅当集群已部署 ElasticSearch 组件时，支持创建日志告警、事件告警。

3. 参照以下说明分别配置不同类型的告警规则。

配置指标告警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指标指标

名称名称
是

通过单击 指标指标 项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平台预设的监控指标。

提示提示：将光标移动至监控指标选项上时，可查看该指标说明信息。



聚合聚合

方式方式
是

单击选择监控指标数据的 聚合方式聚合方式，支持选择 原始值原始值 或 聚合值聚合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小

值）。

原始值原始值：采集监控指标的原始数据；

聚合值聚合值：采集一段时间的监控指标后，根据某种规则进行处理后得到的数据，根据处理后的数

据判断是否达到告警阈值，可选 平均值平均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小值最小值。需要配置 聚合时间聚合时间，选择要采集

监控指标数据的持续时间。可选择持续 30 秒、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5 分钟、10 分钟、

30 分钟。

例如：聚合方式聚合方式 选择 平均值平均值，聚合时间聚合时间 选择 5 分钟分钟，那么将根据 5 分钟内的监控指标数据平

均值，判断是否达到告警阈值。

触发触发

条件条件
是

在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 区域，通过单击左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比较运算符；在中间的输入框中输入告警阈

值；单击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持续时间。通过监控指标的实时值和告警阈值的比较运算结果，

以及实时值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持续时间，判断是否告警。

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可选择 >、>=、==、<=、<、!=（不等于）。

告警阈值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仅接受数字，可保留 4 位小数，整数部分最多 17 位。

持续时间持续时间：指标数据实时值持续保持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时长等于持续时间时，触发告警。

告警告警

等级等级
是

选择告警等级，用于标识告警的严重程度。

支持选择 灾难告警灾难告警、严重告警严重告警、警告告警警告告警、提示告警提示告警，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灾难告警灾难告警 > 严严

重告警重告警 > 警告告警警告告警 > 提示告警提示告警。

高级高级 否

单击 高级高级，展开 标签标签（labels）、注解注解（annotations）配置项。

在 标签标签/注解注解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 键键 和 值值。支持添加多条标签和注解。

单击已添加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该记录。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配置自定义告警

参参

数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表表

达达

式式

是

在 表达式表达式 输入框中，需要按照您的特定监控场景，自行添加专属的指标规则，满足监控告警方面的高级需求。需要手动输

入 Prometheus 可以识别的监控指标算法和指标，例

如：”rate(node_network_receive_bytes{instance=“$server”,device!~“lo”}[5m])“。

指指

标标

名名

称称

是 输入自定义告警规则的名称。



指指

标标

单单

位位

否 在 单位单位 框中，选择下拉列表框中的监控指标单位，或手动输入自定义单位。

图图

例例

参参

数数

否

输入监控数据的一个标签的 键键，将会将键对应的 值  作为图例标识。输入格式如： {{.键}} 。

提示提示：输入正确的表达式后，将光标移动至对话框上方的监控图表右侧的排行统计列表记录上，可查看数据的所有标签。

如图所示。

例如：通过表达式 up{service="kubelet"}  获取到的监控数据的标签包含 

"__name__":"up","endpoint":"https-

metrics","instance":"192.168.18.2:10250","job":"kubelet","namespace":"kube-

system","node":"192.168.18.2","service":"kubelet"}"  ，如果想使用收集数据的目标端点作为图例标识，

可输入图例参数 {{.instance}} 。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触触

发发

条条

件件

是

在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 区域，通过单击左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比较运算符；在中间的输入框中输入告警阈值；单击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

持续时间。通过监控指标的实时值和告警阈值的比较运算结果，以及实时值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持续时间，判断是否告警。

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可选择 >、>=、==、<=、<、!=（不等于）。

告警阈值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仅接受数字，可保留 4 位小数，整数部分最多 17 位。

持续时间持续时间：指标数据实时值持续保持在告警阈值范围内的时长等于持续时间时，触发告警。

告告

警警

等等

级级

是

选择告警等级，用于标识告警的严重程度。

支持选择 灾难告警灾难告警、严重告警严重告警、警告告警警告告警、提示告警提示告警，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灾难告警灾难告警 > 严重告警严重告警 > 警告告警警告告警 > 

警警。

参参

数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高高

级级
是

单击 高级高级，展开 指标描述指标描述、标签标签（labels）、注解注解（annotations）配置项。

在 指标描述指标描述 输入框中，输入指标的描述信息，不超过 100 字符。

在 标签标签/注解注解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 键键 和 值值。支持添加多条标签和注解。

单击已添加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该记录。

参参

数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配置日志告警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时间时间

范围范围
是

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选择框，选择日志查询的时间范围。可选择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5 分

钟、10 分钟、30 分钟。

例如：时间范围选择为 5 分钟，告警创建成功之后，任意的 5 分钟内，查询到的满足条件的日

志条数达到告警阈值则触发告警。

日志日志

内容内容
否

在 日志内容日志内容 输入框中，输入日志内容查询字段，按回车键确定。

支持输入多个字段，查询时，多个字段之间是 and  的关系，即日志内容中同时包含所有字

段的日志记录才符合查询条件。

触发触发

条件条件
是

在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 区域，通过单击 日志条数日志条数 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比较运算符；在输入框中输入告警

阈值。通过查询结果的实时值和告警阈值的比较运算结果，判断是否告警。

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可选择 >、>=、==、<=、<、!=（不等于）。

告警阈值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仅接受正整数和 0。

告警告警

等级等级
是

选择告警等级，用于标识告警的严重程度。

支持选择 灾难告警灾难告警、严重告警严重告警、警告告警警告告警、提示告警提示告警，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灾难告警灾难告警 > 严严

重告警重告警 > 警告告警警告告警 > 提示告警提示告警。

高级高级 是

单击 高级高级，展开 标签标签（labels）、注解注解（annotations）配置项。

在 标签标签/注解注解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 键键 和 值值。支持添加多条标签和注解。

单击已添加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该记录。

配置事件告警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时间时间

范围范围
是

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选择框，选择事件查询的时间范围。可选择 1 分钟、2 分钟、3 分钟、5 分

钟、10 分钟、30 分钟。

例如：时间范围选择为 5 分钟，告警创建成功之后，任意的 5 分钟内，查询到的满足条件的事

件条数达到告警阈值则触发告警。

事件事件

原因原因
否

在 事件原因事件原因 输入框中，输入事件原因查询字段，按回车键确定。

支持输入多个字段，查询时，多个字段之间是 or  的关系，即事件原因中包含任意字段的事

件记录都符合查询条件。

触发触发

条件条件
是

在 触发条件触发条件 区域，通过单击 事件条数事件条数 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比较运算符；在输入框中输入告警

阈值。通过查询结果的实时值和告警阈值的比较运算结果，判断是否告警。

比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可选择 >、>=、==、<=、<、!=（不等于）。

告警阈值告警阈值：告警阈值仅接受正整数和 0。

告警告警

等级等级
是

选择告警等级，用于标识告警的严重程度。

支持选择 灾难告警灾难告警、严重告警严重告警、警告告警警告告警、提示告警提示告警，按照严重程度排序为：灾难告警灾难告警 > 严严

重告警重告警 > 警告告警警告告警 > 提示告警提示告警。

高级高级 是

单击 高级高级，展开 标签标签（labels）、注解注解（annotations）配置项。

在 标签标签/注解注解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输入 键键 和 值值。支持添加多条标签和注解。

单击已添加标签或注解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该记录。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4.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告警规则。

提示提示：

参照以上操作，支持为告警添加多条告警规则。

单击已添加告警规则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编辑已添加告警规则。

单击已添加告警规则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告警规则。

操作步骤 3 配置策略

在 策略配置策略配置 区域，支持设置触发告警后的自动化操作，例如：自动发送告警通知。

1. 单击 通知策略通知策略 下拉选择框，通过单击选择一个或多个平台中已存在的通知策略。

2. 选择 告警发送间隔告警发送间隔，配置告警从触发到恢复正常期间，发送告警消息的间隔时间。

全局全局：选择使用平台的全局默认配置。

自定义自定义：选择 自定义自定义 后，支持通过单击告警等级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相应等级告警发送



告警消息的时间间隔。
说明说明：当选择 不重复不重复 时，仅在告警触发时、告警恢复正常时，各发送一条告警消息。

3.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告警策略创建成功后进入告警策略详情页面，可查看告警策略的详细信息。



使用模板创建告警策略
使用通过平台运维中心已创建的告警模板，快速为工作负载创建告警策略。

前提条件

平台运维中心已创建了针对工作负载的告警模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创建告警策略的资源所在的项目以及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在告警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创建告警策略创建告警策略 按钮右侧的  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模板创建模板创建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

4. 在弹出的 模板创建告警策略模板创建告警策略 对话框中，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输入告警策略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是 输入告警策略的显示名称，不超过 64 个字符。

模板名模板名

称称
否

单击 模板名称模板名称 下拉选择框，选择要使用的告警模板。

说明说明：在展开的区域中，可查看告警模板中设置的告警规则、通知策略、告警发送间隔等信

息。

资源类资源类

型型
是

在 资源对象资源对象 区域：

1. 单击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下拉选择框选择工作负载所在的命名空间；

2. 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下拉选择框选择具体的工作负载。

5.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查看告警策略详情
查看已创建的工作负载告警策略的详情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告警策略的资源所在的项目以及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或或：在应用/工作负载详情页单击告警页签，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告警策略名称告警策略名称，进入告警策略详情页面。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可查看告警策略的基本信息。

单击基本信息区域的 关联资源名称关联资源名称 后，可跳转资源的详情页面。

在 告警规则告警规则 区域，可查看告警策略包含的告警规则的列表信息及规则详情信息。

单击规则记录左侧的 ，可展开规则的监控信息图表。单击监控图表右上角的时间范
围下拉框，可选择预设的或自定义的监控信息查询时间范围。

单击规则右侧的  图标，可在弹出的 规则详情规则详情 对话框中查看规则的详细信息。在该

对话框中，支持单击 表达式表达式 右侧的  图标，快速复制表达式。

单击某条规则右侧的 禁用禁用/启用启用 开关，可控制是否禁用/启用该规则。
说明说明：规则被禁用后，规则当中定义的触发告警的条件将不会生效，规则的状态变为 
- ，且该规则不计入告警策略规则总数；规则被重新启用后，则规则包含的触发告警
的条件将重新生效。

在 策略配置策略配置 区域，可查看告警触发后的自动化操作策略。

4. 单击 告警历史告警历史 页签，进入当前策略的告警历史列表页面，可查看告警历史信息。



设置静默
支持静默工作负载的告警策略。

通过为指定的告警策略设置静默，可控制告警策略在设置的静默时间范围内触发告警时不向通知发送人发
送告警通知消息。支持设置永久静默和自定义时间静默。

例如：当平台升级或维护时，会有很多资源状态异常，相关的告警被触发后，运维人员在升级或维护完成
之前会频繁地收到告警通知。通过为告警策略设置静默，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说明说明：当设置的自定义时间静默的结束时间到期后，静默设置会被自动清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静默的告警策略的资源所在的项目以及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或或：在应用/工作负载详情页单击告警页签，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或或：

i.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的名称，进入告警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4. 在弹出的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对话框中，单击选择 静默类型静默类型。

永久静默永久静默：静默设置后，直到告警策略被删除前，告警均处于静默状态。

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时间： 静默时间静默时间 下拉框，在展开的时间选择框中设置静默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说明说明：告警会从静默时间的开始时间进入静默状态。当告警策略在静默结束时间后仍处于告
警状态或触发告警时，则会恢复告警通知。且静默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最小间隔为 5 分
钟。

5. 设置完成后，单击 设置设置 按钮。

后续操作

更新静默时间范围



1.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或或：

i.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的名称，进入告警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2. 在弹出的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对话框中，单击选择 静默类型静默类型。

永久静默永久静默：静默设置后，直到告警策略被删除前，告警均处于静默状态。

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时间： 静默时间静默时间 下拉框，在展开的时间选择框中设置静默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提示提示：静默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最小间隔为 5 分钟。

3. 设置完成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静默设置

说明说明：当设置的静默结束时间到期后，静默设置会自动消除。

1.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或或：

i. 单击待设置静默告警策略的名称，进入告警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2. 在弹出的 设置静默设置静默 对话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3. 在弹出的提示对话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即可删除静默配置。

删除后，告警静默配置失效。触发告警后，会正常向用户发送告警通知。



更新告警策略
更新工作负载的告警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更新告警策略的资源所在的项目以及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或或：在应用/工作负载详情页单击告警页签，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告警策略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在告警策略列表页面，单击待更新 告警策略名称告警策略名称，进入告警策略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告警策略页面，参考 创建告警策略 更新告警策略的描述、告警规则、策略配置等信息。



删除告警策略
删除工作负载的告警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删除告警策略的资源所在的项目以及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或或：在应用/工作负载详情页单击告警页签，进入告警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告警策略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在告警策略列表页面，单击待删除 告警策略名称告警策略名称，进入告警策略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删除告警策略。



告警历史
为方便运维人员、命名空间管理员分析近期监控告警状况，进行历史问题追溯，平台支持查看一段时间内
的告警历史记录，支持查看的范围为当前命名空间，支持查看的历史信息包括发生时间、告警规则、故障
资源、通知方式、状态、通知对象等。

前提条件

用户具有告警历史的相关权限。

告警历史的保留时间等同于事件的保留时间，不可更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待查看告警历史的命名空间。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告警告警 > 告警历史告警历史，进入告警历史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支持通过设置列表上方的过滤条件后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过滤告警历史。过滤条件包括：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选择要查询告警历史的时间范围。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选择要查看告警历史的资源类型。支持选择 部署部署、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类
型的工作负载。

告警策略告警策略：选择要查看告警历史的告警策略。

关联资源关联资源：输入要查看告警历史的工作负载名称，如不输入，表示查看指定命名空间的所有
工作负载。



列表字段说明参见下表。

参参

数数
说明说明

关关

联联

资资

源源

告警策略关联的资源的类型和名称。

支持按资源名称排序；单击 关联资源名称关联资源名称，可进入对应资源的详情页面。

集集

群群
展示资源所在集群。

命命

名名

空空

间间

展示资源所在命名空间。

告告

警警

策策

略略

产生告警历史的告警策略，单击 告警策略名称告警策略名称，可进入对应的告警策略详情页面。

告告

警警

规规

则则

触发告警的告警规则，单击 ，查看完整的告警规则信息，以及指定时间范围内的监控图表。

等等

级级
告警的等级，支持按等级严重程度排序。

起起

止止

时时

间间

告警发生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说明说明：

支持按照开始时间排序，默认按照开始时间倒序排序。

当告警未结束时，结束时间为 -，如果告警发生在指定时间范围之前，开始时间为告警实际发生时间。



发发

送送

次次

数数

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告警的触发次数。单击 告警发送次数告警发送次数，弹出告警发送次数窗口。

参参

数数
说明说明



管理视图
管理视图主要面向平台管理员，从平台管理员的角度出发，提供了方便管理网络、存储、安全、模板仓库
的视图。



视图简介

简介

管理视图主要面向平台管理员，从平台管理员的角度出发，提供了方便管理网络、存储、安全、模板仓库
的视图。

在您查看或者操作平台上属于集群的资源（例如：负载均衡、子网、持久卷）之前，需要先切换至具体的
集群。集群的快速切换入口及操作说明如下图所示。



网络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平台管理员可通过平台管理集群的网络资源，例如：负载均衡、域名、子网。



域名
设置用于从外部访问计算组件的域名地址。

平台上创建的域名需要和集群的负载均衡地址做解析之后，才可通过域名访问集群下的计算组件。因此，
需要您确保在平台上添加的域名已成功注册并通过域名解析将域名指向了集群的负载均衡地址。

平台管理员通过域名管理功能，可统一管理用于本平台的企业网络域名资源，并通过将域名绑定到项目，
实现项目间域名资源的分配和管理。

注意注意：平台上创建的域名需要和集群的负载均衡地址做解析之后，才可通过域名访问集群下的计算组件。
因此，需要您确保在平台上添加的域名已成功注册并通过域名解析将域名指向了集群的负载均衡地址。

平台上创建并分配成功的域名，可用于业务视图的以下几个功能模块中：

创建入站规则

创建自定义应用 - 添加入站规则

为负载均衡添加监听端口



查看域名列表
查看平台上已创建的域名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域名域名，进入域名列表页面。

在域名的列表页面，可查看域名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域名域名 域名。

类型类型 域名的类型。泛域名泛域名 或 全域名全域名。

分配集群分配集群 分配了域名使用权限的集群。

分配项目分配项目 分配了域名使用权限的集群关联项目。

证书证书 域名绑定的证书。鼠标悬浮，可查看证书的基本颁发信息：颁发给颁发给和有效期有效期。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域名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域名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域名执行以下操作：

删除删除：删除域名。

更新更新：更新域名。

提示提示：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域名
在平台中添加域名资源，并将域名分配给集群下的所有项目或其中一个项目下的资源使用。在创建域名
时，支持创建一个绑定证书。

注意注意：平台上创建的域名需要和集群的负载均衡地址做解析之后，才可通过域名访问集群下的计算组件。
因此，需要您确保在平台上添加的域名已成功注册并通过域名解析将域名指向了集群的负载均衡地址。

平台上创建并分配成功的域名，可用于业务视图的以下几个功能模块中：

创建入站规则创建入站规则：网络网络 > 入站规则入站规则 >创建入站规则创建入站规则

创建自定义应用创建自定义应用：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自定义应用自定义应用 > 创建自定义应用创建自定义应用 > 添加入站规则添加入站规则

为负载均衡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详情负载均衡详情 >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

当域名绑定证书后，应用开发人员在配置负载均衡、入站规则时，只需选择域名，就能够用域名自带的证
书支持 https。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域名域名，进入域名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域名创建域名 按钮，弹出 创建域名创建域名 对话框。

4. 在 类型类型 区域，选择要添加的域名类型。

域名域名：添加一个完整的域名，形如 developer.test.cn 。

泛域名泛域名：添加一个带通配符（*）的泛域名，形如 *.test.cn ，包括 test.cn  这个域名下
的所有子域名。

5. 在 域名域名 框中，根据域名类型输入域名。

不支持输入重复的域名。如果域名类型为 域名域名，应输入一个完整的域名；如果域名类型为 泛域名泛域名，
输入域名后缀。

6. 在 分配集群分配集群 框中，选择要分配的集群或不分配。如果分配了集群，在 分配项目分配项目 框中，选择一个要
分配的集群关联项目，支持选择分配给所有项目。

仅分配集群关联项目下的命名空间中的资源可使用该域名。



7. 在 证书证书 区域，选择是否打开证书开关，默认为关闭。打开证书开关后，支持导入一个证书的公钥和
私钥，创建域名绑定证书。证书分配的项目和绑定域名相同。

公钥公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证书公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件）。导
入后，证书公钥（tls.crt）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私钥私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私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件）。导入
后，私钥（tls.key）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说明说明：

绑定证书应满足证书格式正确，在有效期内且对域名签名等条件。

创建绑定证书后，绑定证书的名称格式为：域名 - 随机字符。

创建绑定证书后，在证书列表中可查看域名绑定的证书，但只支持在域名详情页进行绑定证
书的更新、删除。

创建绑定证书后，支持更新证书内容，不支持替换其它证书。

8.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后续操作

域名注册域名注册：已创建的域名未注册时，请注册域名。

域名解析域名解析：域名未指向平台集群的负载均衡地址时，需要做域名解析。



查看域名详情
查看域名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单击 网络网络 > 域名域名，进入域名列表页面。

3. 在域名列表中，单击要查看详情的 域名名称域名名称。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查看域名的类型和分配信息。参考 创建域名。

5. 如果存在域名绑定证书，在 证书证书 区域，查看证书基本颁发信息。参考 创建域名。



更新域名
修改域名和项目的绑定关系，或修改域名绑定证书。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单击 网络网络 > 域名域名，进入域名列表页面。

3. 在域名列表中找到要配置绑定项目的域名资源，单击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 更新域名更新域名 窗口，修改域名和项目的绑定关系，或修改域名绑定证书。参考 创建域名。

说明说明：如果证书开关由关闭变为打开，则同步创建新证书；如果证书开关由打开变为关闭，则同步
删除域名绑定证书。

5.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域名
删除不再使用的域名资源。如果存在域名绑定证书，证书将同步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单击 网络网络 > 域名域名，进入域名列表页面。

3. 在域名列表中找到要配置绑定项目的域名资源，单击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证书
业务对外部提供 https 访问时，用户需要在业务视图配置入站规则或负载均衡，需要给通过 https 协议访问
的域名或地址配置证书。

在管理视图，支持平台管理员导入 TLS 证书并分配给指定项目。拥有相应项目权限的用户在业务视图中，
使用入站规则、负载均衡功能时，可以使用平台管理员导入并分配的证书。后续在证书到期等场景下，平
台管理员可以统一更新证书。



查看证书列表
查看平台上已导入的证书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证书证书，进入证书列表页面。

在证书的列表页面，可查看证书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创建的 TLS 证书的名称，支持按名称模糊搜索。

分配项目分配项目 此证书可以被哪些项目使用。对于域名绑定证书，证书分配的项目和绑定域名相同。

颁发给颁发给 证书机构将此证书颁发给哪个域名使用。

有效期有效期 证书有效期的开始时间和终止时间。

域名域名 当证书为域名绑定证书时，显示证书绑定的域名。

提示提示：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证书
在平台中导入证书，并将证书分配给指定项目。

平台上创建并分配成功的证书，可用于业务视图的以下几个功能模块中：

创建入站规则创建入站规则：网络网络 > 入站规则入站规则 >创建入站规则创建入站规则

为负载均衡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详情负载均衡详情 >添加监听端口添加监听端口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证书证书，进入证书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证书创建证书 按钮，弹出 创建证书创建证书 对话框。

4. 在 创建证书创建证书 对话框，配置以下参数。

名称名称：输入证书的名称。
说明说明：以 a-z，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证书创建成功后不可更新。

（非必填）显示名称显示名称：输入证书资源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分配项目分配项目：选择将证书分配给哪些项目。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将证书分配给当前集群关联的所有项目使用；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单击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 下拉选择框，单击项目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
项目，将证书分配给指定的项目使用；
提示提示：在下拉框中输入项目名称可对项目进行模糊搜索。

不分配不分配：暂不分配项目。证书创建完成后，可通过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 操作，更新已创建证书的
分配项目。

公钥公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证书公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件）。导
入后，证书公钥（tls.crt）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私钥私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私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件）。导入
后，私钥（tls.key）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5. 单击 创建创建。



更新证书
更新已创建的证书，不包括域名绑定证书。不支持更新证书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证书证书，进入证书列表页面。

3. 在证书列表中找到要更新的证书资源，单击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 更新证书更新证书 窗口，更新证书的配置。请参考 创建证书。

5. 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证书
删除不再使用的证书，不包括域名绑定证书。删除证书会影响使用此证书的域名，可能导致访问域名失
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单击 网络网络 > 证书证书，进入证书列表页面。

3. 在证书列表中找到要删除的证书资源，单击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



负载均衡
平台管理员可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查看指定集群下的负载均衡列表、负载均衡的详细信，同时，支持将负
载均衡分配给项目，或删除不再使用的负载均衡。



概述
平台部署时，可以选择为业务集群部署负载均衡。同时，支持平台管理员通过界面创建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Load Balancer）是将集群中的流量分发到容器实例的服务。通过负载均衡功能，自动分配计算
组件的访问流量，转发给计算组件的容器实例。负载均衡可以提高计算组件的容错能力，扩展计算组件的
对外服务能力，提高应用的可用性。

平台管理员可以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通过将负载均衡分配给项目，控制仅具有相应权限的用户可以使用
该负载均衡。

当负载均衡已添加的监听端口被部署负载均衡的主机上正在运行的应用或程序占用时，将会导致负载均衡
故障。

为方便运维人员排查故障，当监听端口和已占用端口重复时，则在负载均衡列表及侦听器列表中，使用图
标标识负载均衡和端口，当光标悬浮在图标上时显示端口被占用的提示信息。

负载均衡列表



侦听器列表



创建负载均衡器
平台管理员可以为平台上的任意集群创建单点或高可用的负载均衡器，并统一管理和分配负载均衡器资
源。

本节相关概念说明请参见下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公网负载均公网负载均

衡器衡器
能够分发来自公网的请求，适用于公网环境。

内网负载均内网负载均

衡器衡器
仅能够分发来自内部网络的请求，适用于内网环境。

VIP
虚拟 IP 地址。当负载均衡器为高可用时，为多台部署负载均衡器的主机虚拟出的 IP 地址，可通过该 IP 地址

访问负载均衡器。

前提条件

请根据负载均衡器的面向范围（公网、内网），提前确定部署负载均衡器的机器的访问地址，IP 地
址（公网 IP、内网 IP、VIP）或域名。

如果要使用域名作为外部流量访问负载均衡器的地址，需要提前申请好域名，并且在部署负载均衡
器的主机上，配置 /etc/hosts  文件，保证该域名能够被正常解析。如需帮助，请联系平台的运维
工程师获得支持。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页面。

2. 单击 创建负载均衡器创建负载均衡器。

3. 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规格规格 请根据业务需求合理设置规格。您也可阅读相关 最佳实践，获取参考依据。

类型类型

单点单点：负载均衡器的容器组部署在单一节点上，若发生机器故障后，可能会导致负载均衡不可用的风险。

高可用高可用：多个负载均衡的容器组部署在对应个数的节点上，通常为 3。满足大业务量负载均衡需求的同

时，具备应急容灾能力。



地址地址

负载均衡的访问地址，即负载均衡实例的服务地址。负载均衡创建成功后，即可通过该地址访问负载均

衡。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可以是域名或 IP 地址（内网 IP、外网 IP、VIP）。

提示提示：

- 如果仅需要该负载均衡分发来自 内网内网 的请求，填写部署负载均衡的主机的内网 IP/VIP 地址即可；

- 如果需要该负载均衡分发来自公网的请求，可以填写能够被公网访问的部署负载均衡的主机的外网

IP/VIP 地址，或已解析的域名。

副本数副本数
负载均衡器的容器组个数，等于部署负载均衡的主机个数。

提示提示：为保证负载均衡的高可用，建议副本数不小于 3。

主机标签主机标签

通过标签筛选主机，用于部署负载均衡器。为了避免负载均衡器异常，建议符合要求的主机个数不小于负

载均衡器的容器组 副本数副本数。

提示提示：键相同的标签，仅可选中其中一个（选中多个时，将不会有符合条件的主机）。

资源分配资源分配

方式方式

- 实例实例：负载均衡器实例可监听的 1-65535 范围内的任意端口，都可供项目使用。

- 端口端口：仅指定范围内的端口可分配给项目使用。当端口资源有限时，此方式可满足更细粒度的资源管

控。

注意注意：仅支持在创建负载均衡器时配置，后期无法修改。

分配项目分配项目

当 资源分配方式资源分配方式 为 实例实例 时，将负载均衡器分配给当前集群关联的全部项目或指定的项目，在被分配的项

目中，所有命名空间下的 Pod 都可以接收到由该负载均衡分发的请求。

当 资源分配方式资源分配方式 为 端口端口 时，不配置此项。

-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将负载均衡器分配给当前集群关联的所有项目使用；

-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单击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 下拉选择框，单击项目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将负载均衡

器分配给指定的项目使用；

提示提示：在下拉框中输入项目名称可对项目进行模糊搜索。

- 不分配不分配：暂不分配项目。负载均衡器创建完成后，可通过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 操作，更新已创建负载均衡器的分配

项目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创建过程需要一定时间，请您耐心等待。



管理负载均衡器
包括为负载均衡器分配项目，及删除负载均衡器等操作。

分配项目

删除负载均衡器

为负载均衡器分配项目

重新分配可使用负载均衡器的项目，项目中所有命名空间下的容器组可以接收到由该负载均衡分发的请
求。

前提前提：负载均衡器的资源分配方式需为 实例实例，表示对负载均衡器实例进行分配。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页面。

2. 找到负载均衡器，单击右侧的  >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

3. 配置 分配项目分配项目 参数。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当前集群中，所有项目均可使用该负载均衡器。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当前集群中，仅指定项目可使用该负载均衡器。

不分配不分配：暂不分配项目，任何项目中都暂时无法使用该该负载均衡器。

4. 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负载均衡器

注意注意：删除负载均衡器后，相关的端口和规则也将被删除且不可恢复。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页面。

2. 找到负载均衡器，单击右侧的  > 删除负载均衡器删除负载均衡器。

3. 输入负载均衡器名称，单击 删除删除。



负载均衡器扩缩容
一旦负载均衡器的规格无法匹配集群承载应用量，可能会增加负载均衡器的平均响应时长，导致业务请求
响应逐步下降。为解决此问题，平台提供了动态扩充或缩减负载均衡器 CPU 及 内存的方案。

操作步骤

注意注意：负载均衡动态扩缩将导致业务中断 3 至 5 分钟，请选择合适时间操作！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页面。

2. 找到负载均衡器，单击右侧的  > 更新规格更新规格。

3. 按需更新 CPU 和内存配置。

请根据业务需求合理设置规格。您也可阅读相关 最佳实践，获取参考依据。

4. 单击 更新更新。



日志与监控
结合可视化的日志及监控数据，当负载均衡器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可快速定位并解决问题。

查看日志

负载均衡器的日志包含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页面。

2. 单击负载均衡器名称。

3. 在 日志日志 页签中，从容器维度，查看负载均衡器运行时的日志。

监控指标

注意注意：仅当负载均衡器所在集群部署了监控服务时可使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页面。

2. 单击负载均衡器名称。

3. 在 监控监控 页签中，从节点维度，查看负载均衡器的指标趋势信息。

使用率使用率：当前节点的负载均衡器对 CPU、内存的实时使用情况。

吞吐量吞吐量：负载均衡器实例整体的流入及流出流量。



集群网络策略（Alpha）
集群网络策略（ClusterNetworkPolicy）是一种依赖网络插件实现的 Kubernetes CRD 资源。是关于集群中
Pod 间及 Pod 与其他网络端点间，所允许的网络通信的规范。

当访问 Pod 时，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才能访问成功。

Pod 没有被任何网络策略选中，未被任何网络策略选中的 Pod 的访问将不受限制。

访问来自 Pod 所在的主机。

访问条件满足网络策略里 ingress 字段下定义的某条规则。

更多内容，请参考 Kubernetes NetworkPolicy。



查看集群网络策略
查看指定集群下已配置的集群级别的网络策略。

集群网络策略（ClusterNetworkPolicy）是一种依赖网络插件实现的 Kubernetes CRD 资源。是关于集群中
Pod 间及 Pod 与其他网络端点间，所允许的网络通信的规范。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单击 网络网络 > 集群网络策略集群网络策略，进入网络策略页面。

在集群网络策略页面，可查看集群网络策略的配置信息。配置项说明信息，请参见下表。

配置项配置项 说明说明

项目间全项目间全

隔离隔离

是否开启项目间全隔离开关。开启后，当前集群上所有项目之间实现网络隔离，也不允许其他资源访问集

群内任意项目（例如：外部 IP、负载均衡）。不影响项目对集群外资源的访问。

系统服务系统服务

访问访问

仅当 项目间全隔离项目间全隔离 开关开启时该参数有效。

允许系统服务访问的目标项目。

单项目访单项目访

问问

仅当 项目间全隔离项目间全隔离 开关开启时该参数有效。

允许源项目单向访问的目标项目的配置信息列表。

IP 段访段访

问问

仅当 项目间全隔离项目间全隔离 开关开启时该参数有效。

允许特定的 IP 或网段单向访问的目标项目的配置信息列表。



配置集群网络策略
当前集群未配置集群网络策略配时，平台管理员可快速为集群配置集群网络策略。

通过为指定的集群配置网络策略，可制定关于 Pod 间及 Pod 与其他网络端点间，所允许的网络通信的规
范。

集群网络策略配置后，会将配置同步到集群下的命名空间，可在业务视图的网络策略功能模块查看集群网
络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单击 网络网络 > 集群网络策略集群网络策略，进入网络策略页面。

3. 单击 立即配置立即配置 按钮，进入 配置网络策略配置网络策略 页面。

在配置网络策略页面，请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网络策略相关参数。

提示提示：配置过程中，支持在下拉选择框中输入资源名称（例如：项目名称）对资源进行模糊搜索。

配置项配置项 说明说明

项目间全项目间全

隔离隔离

是否开启项目间全隔离开关，默认开启，单击后可关闭。开启后，当前集群上所有项目之间实现网络隔

离，也不允许其他资源访问集群内任意项目（例如：外部 IP、负载均衡）。不影响项目对集群外资源的访

问。

系统服务系统服务

访问访问

仅当 项目间全隔离项目间全隔离 开关开启时该参数有效。

配置允许系统服务访问的目标项目。

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项目或全部项目。

单项目访单项目访

问问

仅当 项目间全隔离项目间全隔离 开关开启时该参数有效。

配置允许单向访问的 源项目源项目 和 目标项目目标项目。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配置记录，支持添加多条记录。

单击 源项目源项目 下拉选择框，选择要访问目标项目的一个项目或全部项目；单击 目标项目目标项目 下拉选择框选择一

个被访问的目标项目。

IP 段访段访

问问

仅当 项目间全隔离项目间全隔离 开关开启时该参数有效。

配置允许单向访问的特定的 IP/网段网段 和 目标项目目标项目。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配置记录，支持添加多条记录。

在 源源 IP 段段 输入框中输入要访问目标项目的 IP 或 CIDR 网段；单击 目标项目目标项目 下拉选择框选择一个被访问

的目标项目。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配置配置 按钮，完成配置操作。



更新集群网络策略
支持更新已配置集群网络策略的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单击 网络网络 > 集群网络策略集群网络策略，进入网络策略页面。

3.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参考 配置集群网络策略 更新配置项。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即可更新集群网络策略。



删除集群网络策略
支持删除已配置的集群网络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单击 网络网络 > 集群网络策略集群网络策略，进入网络策略页面。

3.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里，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删除集群网络策略。



子网（Alpha）
支持为使用 Kube-OVN、Calico 容器网络模式的集群划分并管理子网资源，实施网段隔离。当集群的网络
模式为其它模式时，不支持创建子网。



查看子网列表
查看当前集群下已有子网列表。

前提条件

当前集群的网络模式为 Kube-OVN、Calico、MacVlan 中的一种。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查看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在子网的列表页面，可查看子网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子网的名称。

网段网段 子网的网段地址，为 CIDR 格式。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子网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子网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子网执行以下操作：

删除子网删除子网：删除子网，不可删除默认子网。

说明说明：默认子网为 Kube-OVN、Calico 网络模式集群创建时，设置的子网，不可删除。

集群下未绑定其他子网的 Pod 创建时将会被分配该子网网段内的 IP 地址。

提示提示：可通过在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输入子网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Calico 子网
当集群的网络模式为 Calico 时，支持创建并管理子网。



创建 Calico 子网
在网络模式为 Calico 的集群下创建子网，实现集群下资源更细粒度的网络隔离。

子网创建成功后，可以将子网分配给一个或多个命名空间，一个命名空间也可以绑定多个子网，命名空间
中的 Pod 启动时可使用任意子网网段内的 IP 地址。

前提条件

当前集群的网络模式为 Calico。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创建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子网创建子网 按钮。

4. 在弹出 创建子网创建子网 对话框中，参照以下参数说明配置子网。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输入子网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网段网段

子网的网段地址，为 CIDR 格式，例如： 192.168.0.0/16 。

注意注意：同一集群下创建的不同子网不能设置相同的网段，不同子网网段内的 IP 不可重复。

说明说明：因后期对子网调整扩容会对 IP 资源统一管理造成影响，在初始子网规划时，应尽可能进行长期容

量规划。

cidr 和 BlockSize 的对应关系请参考本节 参考内容 部分。

IPIP 模式模式

通过为 Calico 子网配置 IPIP 模式，可实现跨网段通信。支持选择以下三种 IPIP 模式，默认为 Cross

Subnet。

Cross Subnet：当宿主机处于不同子网时，才启用 IPIP 隧道，宿主机处于相同子网时，仅通过路由转

发直连。

Never：仅通过路由转发直连。

Always：总是启用 IPIP 隧道。

外出流量外出流量

NAT

选择是否开启外出流量 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网络地址转换），默认为开启。

主要用于设置子网内 Pod 访问外网时，向外网暴露的访问地址。

开启外出流量 NAT 后，将会使用主机 IP 作为当前子网内 Pods 的访问地址；不开启时，将会直接将子

网内的 Pod IP 暴露给外网。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创建成功后，进入子网的详情页面。



参考内容

CIDR 和 blockSize 的动态匹配关系参见下表。

CIDR blockSize 大小大小 主机个数主机个数 单个单个 IP 池大小池大小

前缀<=16 26 1024+ 64

16<前缀<=19 27 256~1024 32

前缀=20 28 256 16

前缀=21 29 256 8

前缀=22 30 256 4

前缀=23 30 128 4

前缀=24 30 64 4

前缀=25 30 32 4

前缀=26 31 32 2

前缀=27 31 16 2

前缀=28 31 8 2

前缀=29 31 4 2

前缀=30 31 2 2

前缀=31 31 1 2

说明说明：不支持前缀超过 31 的子网配置。



更新命名空间
支持将已创建的子网分配给一个或多个命名空间，但是一个命名空间仅能拥有一个子网。

为子网分配命名空间，或更新当前子网已分配的命名空间。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更新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 子网的名称子网的名称，进入子网详情页面。

4. 单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命名空间更新命名空间。

5. 在弹出 更新命名空间更新命名空间 对话框中，单击命名空间右侧的下拉选择框，可单击选择一个或多个命名空
间。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命名空间更新成功后，可在子网详情页的命名空间区域查看分配了该子网的命名空间。



Kube-OVN 子网
当集群的网络模式为 Kube-OVN 时，支持创建并管理子网。



创建 Kube-OVN 子网
在网络模式为 Kube-OVN 的集群下创建子网，实现集群下资源更细粒度的网络隔离。

子网创建成功后，可以将子网分配给一个或多个命名空间，命名空间中的 Pod 启动时可使用该子网网段内
的 IP 地址。

前提条件

当前集群的网络模式为 Kube-OVN。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创建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子网创建子网 按钮。

4. 在弹出 创建子网创建子网 对话框中，参照以下参数说明配置子网。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 输入子网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网段

子网的网段地址，为 CIDR 格式，例如： 192.168.0.0/16 。

注意注意：同一集群下创建的不同子网不能设置相同的网段，不同子网网段内的 IP 不可重复。

说明说明：因后期对子网调整扩容会对 IP 资源统一管理造成影响，在初始子网规划时，应尽可能进行长期容

量规划。

保留 IP

子网内特殊的将不被自动分配的 IP。输入 IP 或连续的 IP 段按回车键确定，例如： 192.168.0.1  或 

192.168.0.1..192.168.0.5 。

说明说明：保留 IP 可以作为 固定固定 IP 分配给子网绑定的命名空间下具体的计算组件使用，使用时请注意不要

和其他特定 IP 冲突。

网关类型

选择子网的网关类型，用于控制流量的出网方式。

分布式分布式：集群内每台主机都可以作为当前主机上 Pod 的出网节点，做到出网的分布式。

集中式集中式：一个 Namespace 下的 Pod 访问外网的流量将会被路由到一个特定的节点上，使用一个集中式

的主机作为出网节点，方便外部审计和防火墙控制。

子网隔离
选择是否开启子网隔离，默认为关闭。

开启子网隔离后，当前子网内 Pod 和集群下的其他子网内的 Pod 不可互相通信。



外出流量

NAT

选择是否开启外出流量 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网络地址转换），默认为开启。

主要用于设置子网内 Pod 访问外网时，向外网暴露的访问地址。

开启外出流量 NAT 后，将会使用主机 IP 作为当前子网内 Pods 的访问地址；不开启时，将会直接将子网

内的 Pod IP 暴露给外网，此时，推荐使用集中式网关。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创建成功后，可在子网列表查看已创建的子网。



更新 Kube-OVN 子网的网关
更新 Kube-OVN 类型子网的网关类型，并可更新 外出流量外出流量 NAT 开关的状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更新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 子网的名称子网的名称，进入子网详情页面。

4. 单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网关更新网关。

5. 在弹出 更新网关更新网关 对话框中，参照以下参数说明配置子网的网关类型和 外出流量外出流量 NAT。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网关类型

选择子网的网关类型，用于控制流量的出网方式。

分布式分布式：集群内每台主机都可以作为当前主机上 Pod 的出网节点，做到出网的分布式。

集中式集中式：一个 Namespace 下的 Pod 使用一个集中式的主机作为出网节点。

外出流量 NAT
选择是否通过单击开启外出流量 NAT 开关，默认为开启。

开启外出流量 NAT 开关后，当前子网内 Pod 可访问外网，和平台上其他集群下的 Pod 互相通信。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更新命名空间
支持将已创建的子网分配给一个或多个命名空间，但是一个命名空间仅能拥有一个子网。

为子网分配命名空间，或更新当前子网已分配的命名空间。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更新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 子网的名称子网的名称，进入子网详情页面。

4. 单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命名空间更新命名空间。

5. 在弹出 更新命名空间更新命名空间 对话框中，单击命名空间右侧的下拉选择框，可单击选择一个或多个命名空
间。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命名空间更新成功后，可在子网详情页的命名空间区域查看分配了该子网的命名空间。



更新 Kube-OVN 子网白名单
支持为开启了 子网隔离子网隔离 开关的 Kube-OVN 子网，添加或更新白名单。添加了白名单后，只有白名单中的
IP 可以访问该子网下的 Pod。

当子网的 子网隔离子网隔离 开关为关闭状态时，可通过更新白名单功能入口进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更新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 子网的名称子网的名称，进入子网详情页面。

4. 单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白名单更新白名单。

5. 在弹出 更新白名单更新白名单 对话框中，设置子网的白名单。

当子网的 子网隔离子网隔离 开关为关闭状态时，需要先通过单击开关开启子网隔离。并在白名单输入
框中，输入 CIDR 格式的白名单后按回车键确定，支持输入多个白名单，例如：
192.168.2.1/12 。
说明说明：如果输入的内容为 IP 地址（例如： 192.168.2.1 ），按回车键确定时会自动补全为
CIDR（例如： 192.168.2.1/32 ）。

当子网的 子网隔离子网隔离 开关为开启状态时，在白名单输入框中，输入 CIDR 格式的白名单后按回
车键确定，支持输入多个白名单。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白名单更新成功后，可在子网详情页的白名单区域查看该子网的白名单。



扩容 Kube-OVN 子网
当子网预留的 IP 段达到使用上限或即将枯竭，在不影响现有业务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通过扩容原子网段的
方式进行扩容。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扩容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 子网的名称子网的名称，进入子网详情页面。

4. 单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扩容子网扩容子网。

5. 在弹出 扩容子网扩容子网 对话框中，在 网段网段 框中，设置子网扩容后的网段，扩容后的网段必须包含原子
网。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查看子网详情
查看已创建子网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查看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 子网的名称子网的名称，进入子网详情页面。

在子网的详情信息页面，可查看子网的基本信息、已用 IP 数、可用 IP 数、保留 IP、已分配的命名
空间等信息。

4. 单击 已用已用 IP 页签， 进入子网已用 IP 列表页面。

在已用 IP 列表页面，可查看已用 IP 的地址、节点名称、容器组名称。



删除子网
删除不再使用的子网。正在运行的 Pod 在子网删除后，会继续运行并且 IP 不变，但是 Pod 无法被访问，
子网删除之前属于同一子网的 Pod 之间也无法进行通信。Pod 重建后，会使用新的子网或默认子网内的
IP。

注意注意：不支持删除默认子网。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删除子网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子网子网，进入子网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子网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子网的名称子网的名称，进入子网详情页面。 

2.单击详情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后续操作

当子网在被删除之前有 IP 被 Pod 使用，删除子网后，Pod 将无法被访问，互相之间也无法访问，请重建
Pod。



网络检测（Alpha）
支持通过创建检测任务，可实现对集群内 Pod 与 Pod、Pod 与主机、域名解析以及集群外访问地址的网络
的健康状况检测。

检测任务由一组探测项组成，检测时会从集群中各节点上同时用主机网络和容器网络的 Agent 对探测项中
的目的地址以特定协议进行探测。



查看检测任务列表
查看当前集群下已有检测任务的列表及基本信息。

前提条件

网络检测功能为 Alpha 功能，开启功能开关后可见。请确认平台已启用网络检测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查看检测任务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检测网络检测，进入检测任务列表页面。

在检测任务的列表页面，可查看检测任务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检测任务的名称。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

检测任务的执行方式。

手动触发手动触发：需要在每次决定执行任务的时间点，手动触发任务执行；

定时触发定时触发：根据 执行周期执行周期，自动触发任务执行。

下次触发时间下次触发时间 当检测任务的执行方式为 定时触发定时触发 时，根据 执行周期执行周期 计算出的下次触发任务执行的时间。

最近执行时间最近执行时间 检测任务最近一次触发任务执行的时间。

最近执行状态最近执行状态

检测任务最近一次执行的状态。

成功：任务执行完成；

执行中：任务正在执行过程中；

失败：任务执行失败。光标悬浮在  图标上时，可查看执行失败的原因。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检测任务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检测任务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检测任务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检测任务更新检测任务：更新检测任务的配置信息；

立即执行检测任务立即执行检测任务：立即执行指定的检测任务。当检测任务处于 执行中执行中 状态时，不支持该操作；

删除检测任务删除检测任务：删除不再需要的检测任务。

提示提示：

可通过在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单击搜索框右侧的  按钮，可刷新列表。



创建检测任务
为指定的集群创建一个新的网络检测任务。

前提条件

网络检测功能为 Alpha 功能，开启功能开关后可见。请确认平台已启用网络检测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创建检测任务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检测网络检测，进入检测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检测任务创建检测任务 按钮，进入 创建检测任务创建检测任务 页面。

4. 参照以下参数说明配置检测任务。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检测任务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

超过 63 个字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否 检测任务的显示名称。

执行方执行方

式式
是

选择检测任务的执行方式，默认为 定时触发定时触发。

手动触发手动触发：需要在每次决定执行任务的时间点，手动触发任务执行；

定时触发定时触发：根据 执行周期执行周期，自动触发任务执行。

执行周执行周

期期
否

仅当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 为 定时触发定时触发 时，该参数有效。需要输入使用定时 Crontab 命令语法定义的任务触

发执行的时间点。例如： 0 18 * * * 。设置完成后，可以在输入框下方查看下次触发任务的时

间。

注意注意：此处输入的时间必须是 UTC 时间，时间转换规则和输入格式请参考：如何设置定时任务的

定时触发规则？。

内置检内置检

查查
否

平台预置的网络检查项，支持选择其中一项或多项。配置该参数后，会根据选择项检查当前集群内

的网络健康状况。可选：Pod 与 Pod 联通性检测、Pod 与 主机联通性检测、集群内域名解析。

保留任保留任

务历史务历史
是

在平台上最多可保留的该任务执行成功/失败的任务的个数，默认都为 20 个。一旦相应状态的任务

总个数超过了 保留任务历史保留任务历史 中设置的个数，系统将自动删除最早的任务。

成功任务历史成功任务历史：在平台上保留的该任务执行状态为 成功成功 的任务的个数；

失败任务历史失败任务历史：在平台上可保留的该任务执行状态为 失败失败 的任务的个数。



探测项探测项 否

用户自定义的探测项，通过自定义协议、目的地址，可实现集群和目的地址之间网络健康状况的探

测。

通过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多个探测项；单击探测项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探测项。

单击 类型类型 下拉选择框，选择协议的类型，并在 目的地址目的地址 输入框中，输入协议类型对应的目的地

址。协议类型对应的目的地址的输入格式如下：

ICMP： IP 地址 ，例如： 192.168.0.0 ；

TCP： IP 地址:端口号 ，例如： 192.168.0.0:8080 ； 

DNS： 域名 ，例如： example.com ； 

HTTP：输入 http://  或 https://  开头的 URL，例

如： http://www.example.com/test 。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检测任务创建成功后，会进入检测任务的详情页面。



查看检测任务详情
查看已创建检测任务的详细信息。

前提条件

网络检测功能为 Alpha 功能，开启功能开关后可见。请确认平台已启用网络检测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查看检测任务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检测网络检测，进入检测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检测任务名称检测任务名称，进入检测任务详情页面。

在详情页面，可查看任务的基本信息和探测项。

4. 单击 任务任务 页签，进入任务列表页面。

在任务列表页面，可查看任务的名称、执行状态、执行时间、完成时间。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查看任务详细信息查看任务详细信息：单击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进入任务详情页面，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可查看任务的基
本信息；在 详细结果详细结果 区域，可查看检查项的详细信息，包括：源 IP、源节点、源网络模式、
类型（协议类型）、目的地址、结果（检测结果）。

提示提示：

可通过单击列表右上角的 类型类型 下拉选择框，选择协议类型后，根据协议类型过滤查询
结果。

可通过勾选 类型类型 下拉选择框右侧的 仅显示失败结果仅显示失败结果 复选框，过滤检测结果为失败的
查询结果。

查看任务的查看任务的 YAML 文件文件：单击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进入任务详情页面后单击 YAML 页签，进入
YAML（只读）（只读） 页面，可查看任务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更新检测任务
更新已创建检测任务的配置信息。不支持更新名称。

前提条件

网络检测功能为 Alpha 功能，开启功能开关后可见。请确认平台已启用网络检测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更新检测任务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检测网络检测，进入检测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检测任务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检测任务的名称检测任务的名称，进入检测任务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检测任务页面，参照 创建检测任务 的参数说明，更新相关参数。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即可更新检测任务。



立即执行检测任务
立即执行已创建的检测任务，包括手动触发和定时触发的任务。

注意注意：不支持立即执行处于 执行中执行中 状态的检测任务。

前提条件

网络检测功能为 Alpha 功能，开启功能开关后可见。请确认平台已启用网络检测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执行检测任务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检测网络检测，进入检测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执行检测任务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立即执行立即执行。

或或：

i. 单击待执行 检测任务的名称检测任务的名称，进入检测任务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立即执行立即执行。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立即触发该检测任务执行。



删除检测任务
删除不再需要的检测任务。

检测任务删除后，也会一并删除该检测任务的任务。

前提条件

网络检测功能为 Alpha 功能，开启功能开关后可见。请确认平台已启用网络检测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删除检测任务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网络网络 > 网络检测网络检测，进入检测任务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检测任务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 检测任务的名称检测任务的名称，进入检测任务的详情页面。

ii.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页面弹出提示“检测任务删除成功”。



存储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平台管理员可通过平台管理集群的存储资源，包括：持久卷、存储类。



持久卷
持久卷（PersistentVolume，PV）是表示与集群中后端存储卷映射关系的 Kubernetes API 资源。是集群
中的资源，由管理员统一配置创建，负责将实际的存储资源抽象化，成为集群的存储基础设施。

持久卷拥有独立于 Pod 的生命周期，可实现 Pod 数据的持久化存储。

持久卷由管理员在管理视图中进行管理配置，可手动创建静态（static）持久卷，或基于存储类生成动态持
久卷；普通用户若需要为应用获取存储资源，可在业务视图中通过持久卷声明
（PersistentVolumeClaim，PVC）请求，匹配绑定适合的持久卷。

动态持久卷与静态持久卷

平台支持管理员管理两类持久卷，即动态（dynamic）持久卷与静态（static）持久卷。

动态持久卷动态持久卷：基于存储类（storageclass）实现。存储类是由管理员创建的，定义“描述”存储资源类别的
Kubernetes 资源，是一种集群相关资源。普通用户创建了关联存储类的持久卷声明后，平台将根据持久卷
声明和存储类的参数配置，动态创建适合的持久卷，与持久卷声明绑定，从而实现存储资源的动态分配。

静态持久卷静态持久卷：是管理员在管理视图的持久卷页面，通过手动方式创建的持久卷。普通用户创建了不使用存
储类的持久卷声明后，平台将根据持久卷声明的参数配置，匹配绑定适合的静态持久卷。

持久卷与后端存储

Kubernetes 支持不同的持久卷类型，映射不同类型的后端存储。



静态持久卷静态持久卷：平台目前支持创建 HostPath、NFS、CephFS 类型的静态持久卷。

HostPath：以节点主机上的文件目录（不支持 local storage）为后端存储，例如： /etc/kubernetes 。一
般仅适用于单计算节点集群下的测试场景。

NFS：即网络文件系统（Network File System），是较常见的持久卷后端存储。用户和程序可以像访问本
地文件一样访问远端系统上的文件。

CephFS：是一种为优秀的性能、可靠性和可扩展性而设计的统一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它使用 Ceph 存
储集群来存储数据，可以将文件系统方便地挂载到本地使用。

动态持久卷动态持久卷：平台支持管理员通过 YAML 编排文件创建存储类，定义集群中存储资源的类型，对接不同类
型的后端存储。参考存储类相关内容。

持久卷的生命周期

创建（创建（provision））：管理员手动创建静态持久卷，创建完成后，持久卷进入 可用可用 状态；或平台根据关联
了存储类的持久卷声明，动态创建适合的持久卷。

绑定（绑定（bound））：静态持久卷被持久卷声明匹配绑定后，进入 已绑定已绑定 状态；动态持久卷是匹配持久卷声明
的请求而动态创建的，创建成功后即进入 绑定 状态。

使用（使用（use））：普通用户将持久卷声明与计算组件的容器实例相关联，使用持久卷映射的后端存储资源。

释放（释放（release））：普通用户删除持久卷声明后，持久卷被释放。

回收（回收（reclaim））：持久卷被释放后，根据持久卷或存储类的回收策略参数，对持久卷执行回收操作。



创建持久卷
管理员在管理视图中，手工创建静态持久卷。

支持通过填写可视化 UI 表单的方式，或自定义 YAML 编排文件的方式，创建持久卷。

支持创建 HostPath、CephFS、NFS 类型的持久卷。

前提条件

您已切换至管理视图，切换至要创建持久卷的集群。

确认要创建持久卷的容量大小，并确保后端存储当前有提供相应存储容量的能力。

如果要创建 NFS 类型的持久卷，应获取 NFS 服务的访问地址，以及文件系统路径信息。

操作步骤

1.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持久卷持久卷，进入创建持久卷页面。

提示提示：可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集群。

2. 单击 创建持久卷创建持久卷 按钮，在创建持久卷页面，默认使用 表单表单 形式创建持久卷声明。

3.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持久卷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不超过 63 个字符。

4. 在 大小大小 框中，输入持久卷的大小，支持输入正整数，单位为 Gi。

5. 在 类型类型 区域，参照以下说明，选择持久卷类型，并设置相应的参数。

HostPath：将容器所在宿主机的文件目录挂载到容器的指定路径中（即对应 Kubernetes 的
HostPath），使容器可以使用宿主机的文件系统实现持久化存储。如果主机异常，则可能无
法访问 HostPath。

路径路径：输入作为后端存储卷的节点主机文件目录的路径。例如： /etc/kubernetes 。

CephFS：使用 Ceph 文件系统实现持久化存储。

监视节点监视节点：输入 Ceph 集群中 Monitor 节点的地址。
支持输入多组，每输入一组按回车键确定。格式如： ip:port ，例
如： 10.196.168.2:8080 。

根路径根路径：CephFS 类型的持久卷在 Monitor 节点中的挂载路径（claimRoot）。默认为 



/kubernetes ，通常与 Ceph 集群提供的路径白名单匹配，不建议修改。

认证认证：访问 Ceph 集群时是否需要进行认证。若开启开关，则需要输入以下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访问 Ceph 集群的用户名；
凭据命名空间凭据命名空间：保存访问 Ceph 集群的秘钥信息的凭据（需要提前在平台上保存为保
密字典）所在的命名空间；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保密字典的名称。

NFS 类型：使用 NFS 文件系统实现持久化存储。

服务地址服务地址：输入 NFS 服务器的访问地址。例如： 192.168.2.11 。

路径路径：输入 NFS 文件系统在服务器节点中的挂载路径。例如： /nfs/data 。

6. 在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区域，选择持久卷的访问模式。访问模式决定了持久卷的 只读只读/读写读写 属性，以及是否可
以被一个/多个节点（Node）挂载。支持选择以下三种模式。

读写读写：即 ReadWriteOnce（RWO），请求的持久卷只能在单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载。

只读只读：即 ReadOnlyMany（ROX），请求的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只读模式挂载。

共享共享：即 ReadWriteMany（RWX），请求的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载。

注意注意：

对于 HostPath 类型的持久卷，在一般情况下，仅支持 读写读写 访问模式。

对于 NFS 类型的持久卷，其 只读只读/读写读写 属性，可能受后端存储的相关参数设置影响，建议相
关参数设置与选择的访问模式保持一致。

只能选择一种访问模式。

7. 在 回收策略回收策略 区域，选择持久卷被释放（release）后的回收策略。

保留保留：即 Retain，持久卷被释放后进入 待回收待回收 状态。该策略保留持久卷和存储数据，后续需
要手工处理存储数据，以及手工删除持久卷。

删除删除：即 Delete，将自动删除持久卷，以及后端存储卷资源。

回收回收：即 Recycle，持久卷被释放后，自动对后端存储卷或文件目录执行基本擦除操作（相
当于执行 rm -rf /thevolume/*  命令），擦除完成后持久卷恢复 可用可用 状态，可供其它持久
卷声明匹配绑定。

注意注意：



NFS 类型和 HostPath 类型的持久卷不支持 删除删除 策略；CephFS 类型不支持 保留保留 策略。

只有 NFS 类型和 HostPath 类型的持久卷支持 回收回收 策略。

8. 单击 高级高级，配置持久卷的高级参数。支持配置当前创建持久卷的标签（labels）、注解
（annotations）。

9. 单击创建持久卷页面右上角的 YAML，可从表单模式切换到 YAML 模式，查看 YAML 或直接用
YAML 创建持久卷（适用于熟悉 Kubernetes 且可以熟练使用 YAML 的用户）。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入导入，选择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空清空，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恢复恢复，回退到上一次的编辑状态。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显示更新显示更新，更新的 YAML 内容会以不同颜色显示。

10. 完成所有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静态持久卷成功后，如果未被持久卷声明匹配绑定，将进入 可用可用 状态；被持久卷声明匹配绑定
后，进入 绑定绑定 状态。



查看持久卷详情
查看持久卷的详细信息，包括手动创建的静态持久卷，和基于存储类创建的动态持久卷。

前提条件

您已切换至管理视图，切换至要查看的持久卷所在的集群。

操作步骤

1.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持久卷持久卷，进入持久卷列表页面。

2. 在持久卷列表找到要查看的持久卷，单击 持久卷名称持久卷名称，进入持久卷详情页面。

3. 单击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页签，查看持久卷的基本信息。

名称名称：持久卷的名称。

大小大小：持久卷的容量大小

状态状态：持久卷的运行状态，包括：可用、绑定、待回收和回收失败四种。

可用可用：表示持久卷未与持久卷声明（PersistentVolumeClaim，PVC）绑定。

绑定绑定：表示持久卷已与持久卷声明绑定。

待回收待回收：当回收策略为保留时，如果持久卷不再与持久卷声明绑定，持久卷的状态变
为待回收。

回收错误回收错误：表示回收持久卷时发生错误而回收失败。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持久卷的访问模式（accessMode）。

读写读写：即 ReadWriteOnce（RWO），持久卷只能在单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载。

只读只读：即 ReadOnlyMany（ROX），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只读模式挂载。

共享共享：即 ReadWriteMany（RWX），持久卷可以在多个节点上以读写模式挂载。

关联持久卷声明关联持久卷声明：与持久卷绑定的持久卷声明的名称。

回收策略回收策略：当持久卷被释放（release）后，持久卷的回收策略。



保留保留：即 Retain，持久卷被释放后进入 待回收待回收 状态。该策略保留持久卷和存储数据，
后续需要手工处理存储数据，以及手工删除持久卷。

删除删除：即 Delete，将自动删除持久卷，以及后端存储卷资源。

回收回收：即 Recycle，持久卷被释放后，自动对后端存储卷或文件目录执行基本擦除操作
（相当于执行 rm -rf /thevolume/*  命令），擦除完成后持久卷恢复 可用可用 状态，可
供其它持久卷声明匹配绑定。

存储类存储类：动态创建的持久卷所使用的存储类。

4. 单击 YAML 页签，在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持久卷声明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操
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更新持久卷
更新持久卷的信息。不支持更新名称、大小、类型、服务地址和路径。

前提条件

您已进入管理视图，切换至要更新的持久卷所在的集群。

持久卷未处于 待回收待回收 或 回收失败回收失败 状态。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更新处于 绑定绑定 状态的持久卷参数后，可能会造成持久卷和持久卷声明仍绑定，但部分参数不一致的
情况。

建议不要更新平台默认添加的标签和注解。

操作步骤

1.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持久卷持久卷，进入持久卷列表页面。

2. 在持久卷列表找到要更新的持久卷，单击待更新持久卷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
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持久卷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ii. 单击详情信息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3. 在更新持久卷页面，更新持久卷参数，参考 创建持久卷。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持久卷
删除不再使用的持久卷，例如：回收策略为保留时，被释放后处于 待回收待回收 状态的持久卷。

注意注意：不支持删除状态为 已绑定已绑定 的持久卷。

前提条件

您已切换至管理视图，切换至待删除的持久卷所在的集群。

操作步骤

1.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持久卷持久卷，进入持久卷列表页面。

2. 在持久卷列表找到要更新的持久卷，单击待删除持久卷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
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持久卷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ii. 单击详情信息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3.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删除持久卷。



存储类
存储类（StorageClass）是一种用于描述 Kubernetes 集群可用的 存储资源类别存储资源类别 的 Kubernetes 资源，是
集群相关资源。管理员可以根据想要提供的服务质量级别以及备份、安全或其他策略配置存储类，应用于
不同业务场景。



概述

基本概念

存储类（StorageClass）是一种用于描述 Kubernetes 集群可用的 存存储储资资源源类类别别 的 Kubernetes 资源，是
集群相关资源。管理员可以根据想要提供的服务质量级别以及备份、安全或其他策略配置存储类，应用于
不同业务场景。

也可将存储类看作创建持久卷（PersistantVolume，PV）的模板。当开发、测试人员在业务视图 创建持久
卷声明（PersistantVolumeClaim，PVC）请求存储资源持久卷时，选择了管理员已设置的存储类。持久卷
声明创建成功后，Kubernetes 会调用存储插件的 API 根据持久卷声明和存储类的配置，自动、动态地创建
符合持久卷声明请求的持久卷，从而节省创建存储资源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同时，通过存储类，可为集群中的持久卷对接不同类型的后端存储。将存储类设置为默认，分配给集群下
所有项目或指定的一个项目后，方便普通用户选择关联。

平台能力

平台支持通过表单或 YAML 编排文件的方式创建存储类，封装不同存储资源类型的存储类。并支持通过将
存储类分配至全部项目或指定的某个项目，为项目分配存储类的使用权限。

YAML 编排文件的方式，适用于熟悉 Kubernetes 且可以熟练使用 YAML 的管理员用户。

目前，平台支持对接的存储资源类型包括：CephFS 内内置置存存储储、CephRBD 内内置置存存
储储、CephFS、NFS（Network File System）。

名词解释



名词名词 说明说明

卷插件卷插件
即 Provisioner，向卷供应商提供了创建卷时需要的数据卷信息及相关参数。如果当前集群已部署此卷插件可直接使

用并创建存储类，否则需部署卷插件后才能创建存储卷。

卷插件卷插件

状态状态

卷插件的状态。

未部署未部署：未部署卷插件，不支持选择相应的存储资源类型继续创建存储类；

部署中部署中：卷插件正在部署；

部署失败部署失败：卷插件部署失败，需要联系平台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卷插件部署成功。



创建 CephFS 内置存储 存储类
通过内置存储配置向导，仅能创建一个存储类，支持在存储类管理页面，创建并管理更多 CephFS 内置存
储类型的存储类，更方便地进行内置存储的接入管理。

前提条件

已通过内置存储配置向导，在集群中创建了 Ceph 存储集群和存储池。参考 配置内置存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创建存储类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进入存储类列表页面。

3. 在 选择创建类型选择创建类型 对话框中，单击 CephFS 内置存储类型右侧的 选择选择 按钮，进入 创建创建 CephFS 内内
置存储置存储 存储类存储类 页面。
说明说明：若 选择选择 按钮不可点击，单击 进入配置进入配置，跳转到内置存储配置向导，创建 Ceph 存储集群和
存储池，参考 配置内置存储。

4.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存储类相关参数。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编排文件编排文件 区域进行编辑。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存储类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否 存储类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存储存储

集群集群
是 当前集群下的内置 Ceph 存储集群，默认选择不能更改。

存储存储

池池
是 当前集群下的内置 Ceph 存储池，默认选择不能更改。

分配分配

项目项目
是

为项目分配该存储类的使用权限，仅分配了的项目下的命名空间创建建持久卷声明时可使用该存储

类。

-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将存储类的使用权限分配给当前集群关联的所有项目；

-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单击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 下拉选择框，单击项目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将存

储类的使用权限分配给指定的项目；

- 不分配不分配：暂不分配项目。存储类创建完成后，可通过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 操作更新已创建存储类的分配项目

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5. 确认配置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成功后，即可进入存储类的详情页面。

后续操作

普通用户在业务视图中创建持久卷声明时，可以选择关联已创建的存储类。

根据实际情况，可将已创建的存储类设置为默认存储类。



创建 CephRBD 内置存储 存储类
通过内置存储配置向导，仅能创建一个存储类，支持在存储类管理页面，创建并管理更多 CephRBD 内置
存储类型的存储类，更方便地进行内置存储的接入管理。

前提条件

已通过内置存储配置向导，在集群中创建了 Ceph 存储集群和存储池。参考 配置内置存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创建存储类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进入存储类列表页面。

3. 在 选择创建类型选择创建类型 对话框中，单击 CephRBD 内置存储类型右侧的 选择选择 按钮，进入 创建创建 CephRBD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 存储类存储类 页面。
说明说明：若 选择选择 按钮不可点击，单击 进入配置进入配置，跳转到内置存储配置向导，创建 Ceph 存储集群和
存储池，参考 配置内置存储。

4.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存储类相关参数。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编排文件编排文件 区域进行编辑。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存储类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否 存储类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存储存储

集群集群
是 当前集群下的内置 Ceph 存储集群，默认选择不能更改。

存储存储

池池
是 当前集群下的内置 Ceph 存储池，默认选择不能更改。

文件文件

系统系统
是 块存储的文件系统配置，默认仅支持 Ext4。

分配分配

项目项目
是

为项目分配该存储类的使用权限，仅分配了的项目下的命名空间创建建持久卷声明时可使用该存储

类。

-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将存储类的使用权限分配给当前集群关联的所有项目；

-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单击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 下拉选择框，单击项目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将存

储类的使用权限分配给指定的项目；

- 不分配不分配：暂不分配项目。存储类创建完成后，可通过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 操作更新已创建存储类的分配项目

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5. 确认配置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成功后，即可进入存储类的详情页面。

后续操作

普通用户在业务视图中创建持久卷声明时，可以选择关联已创建的存储类。

根据实际情况，可将已创建的存储类设置为默认存储类。



创建 CephFS 存储类
通过表单或 YAML 编排文件的方式创建 CephFS 存储类。

前提条件

需要提前搭建好 Ceph 存储集群。

当 Ceph 访问平台上集群的挂载节点需要进行认证时，请提前在平台上创建好保存认证信息的保密
字典（Secret）。

（可选）部署卷插件

前提条件

CephFS 类型资源对应的卷插件状态为 未部署未部署。

说明说明：

当相应类型的卷插件已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时，可跳过该小节内容。

当卷插件的状态为 部署失败部署失败 时，请联系平台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创建存储类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进入存储类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存储类创建存储类 按钮。

4. 在弹出的 选择创建类型选择创建类型 对话框中，单击 CephFS 类型资源卷插件状态右侧的 部署部署 按钮 。

卷插件的状态变为 部署中部署中。稍等片刻，待部署完成后：

当卷插件的状态变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后，即可选择相应的存储资源类型，继续创建存储类。

当卷插件 部署失败部署失败 时，请联系平台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创建 CephFS 存储类

1. 在 选择创建类型选择创建类型 对话框中，单击 CephFS 类型右侧的 选择选择 按钮，进入 创建创建 CephFS 存储类存储类 页
面。



2.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存储类相关参数。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编排文件编排文件 区域进行编辑。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存储类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监视监视

节点节点
是

输入 Ceph 集群中 Monitor 节点的地址。

支持输入多组，每输入一组按回车键确定。格式如： ip:port ，例

如： 10.196.168.2:8080 。

根路根路

径径
是

CephFS 类型的持久卷在 Monitor 节点中的挂载路径（claimRoot）。默认为 /kubernetes ，通常

与 Ceph 集群提供的路径白名单匹配，不建议修改。

认证认证 否

访问 Ceph 集群时是否需要进行认证。若开启开关，则需要输入以下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访问 Ceph 集群的用户名；

凭据命名空间凭据命名空间：保存访问 Ceph 集群的秘钥信息的凭据（需要提前在平台上保存为保密字典）所在的

命名空间；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保密字典的名称。

分配分配

项目项目
是

为项目分配该存储类的使用权限，仅分配了的项目下的命名空间创建建持久卷声明时可使用该存储

类。

-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将存储类的使用权限分配给当前集群关联的所有项目；

-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单击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 下拉选择框，单击项目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将存储

类的使用权限分配给指定的项目；

- 不分配不分配：暂不分配项目。存储类创建完成后，可通过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 操作更新已创建存储类的分配项目参

数。

3. 确认配置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成功后，即可进入存储类的详情页面。

后续操作

普通用户在业务视图中创建持久卷声明时，可以选择关联已创建的存储类。

根据实际情况，可将已创建的存储类设置为默认存储类。



创建 NFS 存储类
通过表单或 YAML 编排文件的方式创建 NFS（Network File System）类型的存储类。

前提条件

已配置 NFS 服务器，并获取其访问方式。

请确保已在当前集群的所有节点中安装 NFS 客户端。

（可选）部署卷插件

前提条件

NFS 文件系统对应的卷插件状态为 未部署未部署。

说明说明：

当相应类型的卷插件已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时，可跳过该小节内容。

当卷插件的状态为 部署失败部署失败 时，请联系平台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创建存储类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进入存储类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存储类创建存储类 按钮。

4. 在弹出的 选择创建类型选择创建类型 对话框中，单击 NFS 类型资源卷插件状态右侧的 部署部署 按钮 。

5. 在弹出的 部署部署 NFS 卷插件卷插件 对话框中，输入 服务地址服务地址 和 路径路径。

服务地址服务地址：NFS 服务器的访问地址。例如： 192.168.2.11 。

路径路径：NFS 文件系统在服务器节点中的挂载路径。例如： /nfs/data 。

6. 单击 部署部署 按钮。

卷插件的状态变为 部署中部署中。稍等片刻，待部署完成后：

当卷插件的状态变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后，即可选择相应的存储资源类型，继续创建存储类。



当卷插件 部署失败部署失败 时，请联系平台运维工程师获得支持。

创建 NFS 存储类

1. 在 选择创建类型选择创建类型 对话框中，单击 NFS 类型右侧的 选择选择 按钮，进入 创建创建 NFS 存储类存储类 页面。

2.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存储类相关参数。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编排文件编排文件 区域进行编辑。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存储类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分配分配

项目项目
是

为项目分配该存储类的使用权限，仅分配了的项目下的命名空间创建建持久卷声明时可使用该存储

类。

-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将存储类的使用权限分配给当前集群关联的所有项目；

-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单击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 下拉选择框，单击项目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将存

储类的使用权限分配给指定的项目；

- 不分配不分配：暂不分配项目。存储类创建完成后，可通过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 操作更新已创建存储类的分配项目

参数。

3. 确认配置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成功后，即可进入存储类的详情页面。

后续操作

普通用户在业务视图中创建持久卷声明时，可以选择关联已创建的存储类。

根据实际情况，可将已创建的存储类设置为默认存储类。



创建 TopoLVM 存储类
TopoLVM 是一个通过 LVM 实现本地持久卷（Local Persistent Volumes）的 CSI 插件。在仅需要临时存
储，或对存储性能要求较高时，建议您使用通过 TopoLVM 创建的本地持久卷。在此之前，您需先创建
TopoLVM 存储类。

持久卷声明（PVC，PersistentVolumeClaim）中绑定TopoLVM 存储类后，平台将根据持久卷声明在节点
上动态创建本地持久卷供业务应用使用。

背景信息

部署卷插件

创建 TopoLVM 存储类

后续操作

背景信息

使用优势使用优势

相比远程存储（例如 NFS）：TopoLVM 类型的存储位于节点本地，具有更优的 IOPS 和吞吐表
现，以及更低时延。

相比 hostPath （例如 local-path）：同为节点上的本地存储，但 TopoLVM 可将容器组灵活调度到
可用资源充足的节点上，避免因资源不足导致容器组无法启动。

TopoLVM 默认支持卷自动扩容，修改持久卷声明所需存储配额后，无需重启容器组，便可自动完成
扩容。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仅需使用临时存储时，例如开发调试。

对存储 IO 要求较高时，例如实时索引。

约束与限制约束与限制

TopoLVM 类型的本地持久卷暂时无法使用卷快照功能。

请尽量只在可实现应用层数据复制和备份的应用中使用本地存储，例如 MySQL。避免因本地存储无
法提供数据持久性保障而导致数据丢失。

查看更多



部署卷插件

创建存储类前，请先在集群中部署卷插件（provisioner）。卷插件向卷供应商提供在创建卷时需要的数据
卷信息及相关参数。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 页面。

2. 单击 创建存储类创建存储类。

3. 单击 TopoLVM 卷插件状态右侧的 部署部署。界面将跳转至 OperatorHub。

4. 部署 Topolvm Operator。

5. 部署 TopolvmCluster 实例。

6. 切换至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 页面，等待卷插件状态变为 部署成功 。

创建 TopoLVM 存储类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 页面。

2. 单击 创建存储类创建存储类，并选择 TopoLVM。

3.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存储类相关参数。

说明说明：下述内容以表单方式为例，您也可切换至 YAML 方式完成操作。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存储类的名称。需在当前集群中唯一。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可帮助您进行识别或筛选的名称，例如存储类的中文描述。

设备设备

类类

设备类是 TopoLVM 中用于对存储设备进行分类的方式，每个设备类中对应一组相同特性的存储设备。如无

特殊要求，可使用集群 自动分配自动分配 的设备类。

文件文件

系统系统

- XFS 是一种高性能的日志文件系统。擅长处理并行 I/O 工作负载，支持处理大型文件，且能平滑进行数据

传输。 

- EXT4 是 Linux 下的一种日志文件系统，提供 extent 文件存储方式，支持处理大型文件。

分配分配

项目项目

仅可在特定项目创建此类型的持久卷声明。

如果暂不分配项目，也可后续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



4. 确认配置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重装前清理

如果需要在同一集群中重新创建 TopoLVM 存储类，请先 清理 TopolvmCluster 实例。



管理存储类
包括变更存储类的默认状态、相关配置，或删除存储类。

设置默认 / 取消默认存储类

更新存储类

删除存储类

设置默认 / 取消默认存储类

对于可在所有项目使用的存储类，将其设为默认后，如果持久卷声明中未指定具体的存储类，平台会自动
创建默认类型的持久卷。

同一集群中，仅支持设置一个默认存储类。如需切换默认存储类，请先取消当前的默认配置，再重新设置
默认存储类。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 页面。

2. 找到目标存储类，单击其右侧的 。

3. 根据需要完成操作。

设置为默认存储类：单击 设为默认设为默认。
取消默认存储类设置：单击 取消默认取消默认。 

默认存储类名称右侧将显示  图标。

更新存储类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 页面。

2. 找到目标存储类，单击其右侧的 。

3. 根据需要完成操作。

允许其他项目使用该存储类：单击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并完成配置。
修改存储类配置：单击 更新更新，在 YAML 中完成配置。

4. 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存储类

删除存储类后，此前选择关联该存储类的持久卷声明，仍与之前基于该存储类动态创建的持久卷处于绑定
状态，但无法再动态创建该类型的持久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存储存储 > 存储类存储类 页面。

2. 找到目标存储类，单击其右侧的  > 删除删除。

3.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内置存储（Alpha）
平台提供在每个集群上，快速创建内置存储的能力。目前基于 Ceph 实现，提供文件系统和块存储。Ceph
是一种具有优秀性能、可靠性和可扩展性的分布式存储系统。

Ceph 存储集群部署后，可给当前集群提供一个轻量、便捷的内部存储，方便应用模版的上传、常用中间件
对存储的需求。

支持可视化监控当前存储资源和组件的健康状态，并在出现异常时，管理员能快速地查看到问题原因。



配置内置存储
基于 Rook-Ceph Operator，部署存储集群，目前支持 Ceph。该功能适用于平台管理员以及所有具备容器
平台存储管理权限角色的用户。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切换至要配置内置存储的集群。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进入配置向导页面。

3. 单击 立即配置立即配置。

4. 依次执行以下步骤的操作。如已完成相关步骤的部署，需依次执行其余步骤的操作。

i. 部署 Operator

ii. 创建集群

iii. 创建存储池

iv. 创建存储类



部署部署 Operator

1. 在配置向导页面，单击 开始部署开始部署，等待部署完成。

2. 在部署过程中，支持停止部署，单击 停止停止，在确认窗口中再单击 停止停止，将清理部署信息并返回部署
Operator 页面，您可以修改上次的配置并重新部署。

3. 部署成功后，页面自动进入下一步；如果部署失败，参考页面上显示的出错原因和问题排查建议，
单击 清理清理，在确认窗口中再单击 清理清理，将清理信息并返回部署 Operator 页面，您可以修改上次的
配置并重新部署。

创建集群

1. 在配置向导页面，配置以下参数。



存储提供方存储提供方：目前支持创建 Ceph 集群。

集群类型集群类型：目前只支持 高可用高可用 类型，在集群中有 3 个 monitor 负责集群的监控调度，至少需
要三个节点。

存储设备选择存储设备选择：选择创建 CephCluster 的节点及使用的节点存储设备。

节点节点：在集群中至少选择三个节点，单击 ，可继续添加条目。如果某节点已选
中过，则不能再次选择。

所有空设备所有空设备：当打开 所有空设备所有空设备 开关时，对应节点上的所有空设备都会配置为 Ceph
存储使用，无法指定设备。

指定设备指定设备：当关闭 所有空设备所有空设备 开关时，在 指定设备指定设备 框中，输入设备名称。支持输入
多个，每输入一个设备名称回车后作为独立标签显示。

启用监控启用监控：选择是否开启存储资源可视化监控功能，默认为开启，开启后，后台对接
Prometheus 监控，在存储集群详情页展示监控信息。是否启用监控将不影响存储的正常使
用，仅影响监控信息的查看。

2. 单击 开始创建开始创建，开始创建 Ceph 集群。

3. 创建成功后，页面自动进入下一步；如果创建失败，参考页面上显示的出错原因和问题排查建议，
可参考运维手册手动清理信息。

创建存储池创建存储池



1. 在配置向导页面，配置以下参数。

存储类型存储类型：选择存储池的存储类型。

文件存储文件存储：提供安全可靠、可扩展的共享文件存储服务。

块存储块存储：提供高IOPS，低延迟的存储服务。

冗余策略冗余策略：选择存储池数据冗余策略，目前仅支持“多副本”策略，默认选择不可更改。
说明说明：Ceph 通过多副本策略，将每个数据克隆成多个副本分散存放的方式来保障数的可靠和
安全。

副本数量副本数量：填写数据的副本数量，支持正整数。副本数量要求大于 2，以保障数据安全。
说明说明：副本数量越大，冗余度越高，数据越安全，相应地存储的利用率越低，通常设置为 3
能满足大部分需求。

2. 单击 开始创建开始创建，开始创建存储池。在创建过程中，支持停止创建，单击 停止停止，在确认窗口中再单击
停止停止，将清理信息并返回创建存储池页面，您可以修改上次的配置并重新创建。

3. 创建成功后，页面自动进入下一步；如果创建失败，参考页面上显示的出错原因和问题排查建议，
单击 清理清理，在确认窗口中再单击 清理清理，将清理信息并返回部署 Operator 页面，您可以修改上次的
配置并重新部署。

创建存储类创建存储类

1. 在配置向导页面，配置以下参数。



名称名称：存储类的名称。
以 a-z，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存储类创建成功后不可更新。

类型类型：选择存储类类型，当存储池的存储类型为文件存储时，默认为 CephFS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当
存储池的存储类型为块存储时，默认为 CephRBD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默认选择不可更改。

分配项目分配项目：选择将存储类分配给哪些项目。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将存储类分配给当前集群关联的所有项目使用；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单击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 下拉选择框，单击项目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
项目，将存储类分配给指定的项目使用；
提示提示：在下拉框中输入项目名称可对项目进行模糊搜索。

不分配不分配：暂不分配项目。存储类创建完成后，可通过 更新项目更新项目 操作，更新已创建存储
类的分配项目。

2. 单击 完成配置完成配置。创建成功后将自动完成配置向导，并进入详情展示页。



查看内置存储详情
查看内置存储的集群信息和监控信息。

前提条件

相关集群已完成配置内置存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查看内置存储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进入内置存储页面。

3. 在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页签下，查看 Ceph 集群的基本信息，部分参数说明如下。

健康状态健康状态：Ceph 集群的健康状态。

MON 数量数量、节点数量节点数量、关联存储类关联存储类、存储池存储池：展示对应资源的数量。当鼠标悬停在数量上
时，可查看资源列表，单击关联存储类的列表项，可跳转到对应存储类的详情页。

4. 在 存储池存储池 区域，查看 Ceph 存储池的使用比率、总容量。该功能需要集群已部署 Prometheus。

5. 单击 存储设备存储设备 页签，参考 管理存储设备。

6.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可视化查看 Ceph 集群监控信息。



健康状态健康状态：当运行中的存储集群出现告警信息时，状态变为 不健康不健康，单击 查看详情查看详情，查看告
警信息。

使用比例使用比例：查看总容量和使用比率。

OSD 统计统计：展示可用/不可用 OSD 数量和比率。

性能监控性能监控：展示读、写带宽和读写 IOPS 两组性能指标，支持选择的时间范围：近 30 分钟、
1 小时、6 小时、1 天、3 天、7 天，默认为近 1 小时。



创建存储池
为内置存储集群添加并管理更多类型的存储池，以支持不同业务对存储的需求。

前提条件

相关集群已完成配置内置存储，相同存储集群中，同类型存储池仅支持创建一个。例如已在配置向导中添
加了文件存储类型的存储池，那么还可以添加一个块存储类型的存储池。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要添加存储池的内置存储所在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进入内置存储页面。

3. 在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页签下，在 存储池存储池 区域，单击 创建存储池创建存储池。

4. 在 创建存储池创建存储池 对话框中，配置以下参数。

名称名称：存储池的名称，以 a-z, 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 0-9, -。

存储类型存储类型：选择存储池的存储类型。相同存储集群中，同类型存储池仅支持创建一个。

文件存储文件存储：提供安全可靠、可扩展的共享文件存储服务。

块存储块存储：提供高IOPS，低延迟的存储服务。

冗余策略冗余策略：选择存储池数据冗余策略，目前仅支持“多副本”策略，默认选择不可更改。
说明说明：Ceph 通过多副本策略，将每个数据克隆成多个副本分散存放的方式来保障数的可靠和
安全。

副本数量副本数量：填写数据的副本数量，支持正整数。副本数量要求大于 2，以保障数据安全。
说明说明：副本数量越大，冗余度越高，数据越安全，相应地存储的利用率越低，通常设置为 3
能满足大部分需求。

5. 单击 创建创建。



删除存储池
删除内置存储集群中的存储池。

前提条件

要删除的存储池未关联存储类。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要添加存储池的内置存储所在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进入内置存储页面。

3. 在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页签下，在 存储池存储池 区域，单击待删除存储池对应的 。

4. 在 删除存储池删除存储池 对话框中，正确输入存储池名称。

5. 单击 删除删除。等待查看删除成功或失败的提示。



管理存储设备
支持管理员通过界面对内置存储的存储设备进行容量扩展，减轻存储管理难度，满足业务扩展的需求。



查看存储设备列表
查看内置存储中已经添加的设备及相应节点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查看内置存储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

3. 在内置存储详情页，单击 存储设备存储设备 页签。

在存储设备的列表页面，可查看存储设备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存储设备（OSD）的名称。支持切换排序，默认字母正序。

状态状态

当前设备的状态。支持切换排序，默认按下序列表顺序正序。

* 正常正常：对应存储设备状态为 IN+UP。

* 异常异常：对应存储设备状态为 IN+DOWN。

* 离线离线：对应存储设备状态为 OUT+UP。

* 故障故障：对应存储设备状态为 OUT+DOWN。

磁盘磁盘 已添加设备的磁盘名称。支持切换排序，默认字母正序。

容量使容量使

用用

设备中磁盘的容量使用情况，鼠标悬浮展示使用率数值、用量/总量数数值。支持切换排序，默认使用率正

序。

所属节所属节

点点
存储设备所属存储节点名称。支持切换排序，默认字母正序。

添加时添加时

间间
添加设备的时间。支持切换排序，默认时间正序。

提示提示：

支持通过在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按设备名称和磁盘进行模糊搜索。

支持按节点对列表进行筛选，默认为 全部节点全部节点。下拉列表内容为当前集群中已添加设备的存
储节点，未被添加设备的计算节点不列出。



添加设备
添加内置存储设备。支持以节点中的磁盘为单位进行批量添加，成功后磁盘将一一映射成存储设备来使用
和管理。

说明说明：添加磁盘为存储设备后，不支持在界面上更新或移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并切换至待查看内置存储的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存储存储 > 内置存储内置存储。

3. 在内置存储详情页，单击 存储设备存储设备 页签。

4. 在存储设备列表页，单击 添加设备添加设备。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节点节点

类型类型
是

选择要添加为存储设备的磁盘所在节点的类型。

计算节点计算节点：未添加过存储设备的节点。

存储节点存储节点：已添加过存储设备的节点。

选择选择

节点节点
是 在下拉选择框中，选择要添加为存储设备的磁盘所在的节点。

添加添加

类型类型
是

选择添加磁盘为存储设备的方式。

所有空磁盘所有空磁盘：选择添加节点中全部未分区挂载的磁盘为存储设备。

指定磁盘指定磁盘：选择添加节点中的部分磁盘为存储设备，包括空磁盘或已分区挂载的磁盘。

当节点类型为 存储节点存储节点 时，只能选择 指定磁盘指定磁盘。

指定指定

磁盘磁盘
是

当添加类型为 指定磁盘指定磁盘 时，输入所有要添加为存储设备的磁盘名称，例如 sda 、 sdb ，每输入

一个磁盘名称之后，按回车确定。

说明说明：当节点类型为 存储节点存储节点 时，显示存储节点中已添加为存储设备的磁盘，但不支持编辑这些磁

盘，只支持输入新的磁盘名；当节点类型为 计算节点计算节点 时，可直接输入新的磁盘名。

5. 单击 添加添加。



Operator （Alpha）



概述
Operator 是一种打包、部署、和管理 Kubernetes 应用（Application）的方法，可自动化管理应用的整个
生命周期（例如：创建、更新、删除）。

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可为平台上指定的集群下的命名空间（默认为集群下的所有命名空间）部署平
台 OperatorHub 中的 Operator 。

Operator 部署成功后，可基于 Operator 在集群下的任意命名空间中创建实例，将 Operator 的能力提供给
命名空间的开发或测试人员使用。

能够提供以下能力：

重复部署和升级；

持续检查每个系统组件的运行状况，并提供基础的运维能力，例如：触发告警、重启 Pod 等。

目前，平台 OperatorHub 中的供应商类型包括平台自研、平台认证和开源社区。

说明说明：平台不提供开源社区类型 Operator 的技术支持。

相关概念说明

OperatorHub：以网络控制台的形式为您呈现了平台上已有 Operator 的列表，通过 OperatorHub，
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可以查看 Operator 的描述、详细信息，并实现管理、部署 Operator 等
功能。

资源资源： Operator 拥有的 CRD（CustomResourceDefinition）资源。在 Kubernetes API 中，CRD
资源是一个用于存储某种类型的 API 对象（CR，Custom Resource）集合的端点。

CR：Custom Resource，CR 对象是由已部署到集群的 Operator 拥有的 CRD 创建的特定类型的
API 对象，集群成功部署 Operator 后，允许所有集群关联的项目下的用户将 CR 添加到命名空间
中。

资源实例资源实例：基于 CR 在命名空间中通过调用 Kubernetes API 创建的资源实例，通过创建资源实例可
为命名空间提供 Operator 的能力。

各组件支持使用的存储类

组件组件 TopoLVM local-path Ceph NFS

MySQL PXC 支持 支持 - -

MySQL MGR 支持 支持 - -



Kafka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Redis 支持 - 支持 支持

RabbitMQ 支持 - 支持 -

MongoDB 支持 - 支持 -

etcd 支持 - 支持 -

PostgreSQL 支持 支持 支持 -

组件组件 TopoLVM local-path Ceph NFS



部署 Operator
平台管理员为指定集群部署 Operator ，供开发测试人员使用 Operator 在特定命名空间中创建实例。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OperatorHub 页面。

2. 单击 Operator 卡片中的 快速部署快速部署 按钮。

3. 按要求配置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Operator 的默认名称。

安装安装

策略策略

对当前版本及后续新版本的安装策略。

- 自动自动：无需人工干预，由 Operator 的生命周期管理器（OLM，Operator Lifecycle Manager）自动部署

Operator ，并在后续将 Operator 升级至新版本。

- 手动手动：需由平台管理员手动确认安装相关资源；出现新版本 Operator 时，也需由平台管理员手动升级。

部署部署

集群集群
将 Operator 部署到该集群中。

部署部署

模式模式

- 集群模式集群模式：在所有所有命名空间中，均可使用该 Operator 创建实例。

- 命名空间模式命名空间模式：只能在一个指定指定的命名空间使用该 Operator 创建实例，且可选项仅包含 非联邦化非联邦化 的命名空

间。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部署部署 按钮。

自动安装：在 Operator 详情页，等待 Operator 的状态更新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时，表明部署成功。

手动安装：在 Operator 详情页，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根据提示完成操作。

后续操作



Operator 部署成功后，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即可前往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页面 创建实例。



创建实例
基于已部署成功的 Operator 的资源，在集群的指定的命名空间下创建资源实例。支持通过表单或 YAML
的方式创建实例，默认以表单的方式创建。

在创建实例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表单/YAML 按钮，可快速切换创建方式。

说明说明：某些字段可能无法以表单形式展示，建议您选择 YAML 视图编辑完整字段设置。

前提条件

Operator 已部署成功。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3. 单击待查看 已部署操作器的名称已部署操作器的名称。

4. 在详情页签下，资源区域，单击待创建实例资源卡片上的 创建实例创建实例 按钮，进入创建页面。

或或：

i. 在详情页面，单击 资源实例资源实例 页签，进入资源实例列表页面。

ii. 单击 创建实例创建实例 按钮。

iii. 在弹出的 选择服务选择服务 对话框中，单击要创建实例的资源卡片上的 创建实例创建实例 按钮，进入创建页
面。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 YAML 方式为例，如需切换表单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表单表单 按钮。

5. 在左侧的 YAML（读写）（读写） 区域，呈现的是当前资源的 YAML 文件模板，可根据实际配置需求修改或
新增字段；右侧区域则展示了该资源的 Schema 规格定义，单击 查看查看 按钮，可逐级查看 Schema
的详细说明信息。

说明说明：

若当前 Operator 可供所有命名空间使用，请务必在 YAML 中为实例设置 namespace，否则
实例将被创建到系统命名空间 operators 下。平台界面默认不展示系统命名空间中的资源，



您需通过后台方式访问相关内容。

若仅特定命名空间可使用当前 Operator ，您无需，也不应该在 YAML 中设置实例的
namespace，实例将默认被创建到 Operator 所在命名空间。

同时，YAML （读写）（读写） 区域还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后续操作

实例创建成功后，即可在资源实例列表中查看该实例。 单击 资源实例名称资源实例名称，可查看资源实例的 YAML 编
排文件内容。



Operator 组件说明
指导常用组件的 Operator 部署，以及实例的管理和使用。



MySQL PXC Cluster
MySQL 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MySQL PXC Cluster 指通过 Percona XtraDB Cluster 实现的
MySQL 高可用解决方案，可用于实现多主架构的 MySQL 集群。

Operator 简介

MySQL PXC Cluster Operator 提供了自动创建、更改、删除 Percona XtraDB 数据库集群节点的功能。通
过这些功能可以方便的初始化新的数据库集群或扩展现有的数据库集群。 MySQL Operator 还包含了所有
必要的 Kubernetes 配置来帮助您配置一个合适的 Percona XtraDB 集群。

了解更多

Operator 核心功能

MySQL PXC Cluster Operator 具有以下核心功能：

多主架构：多点读写的集群，在任何时候读写数据，都是最新的；

同步复制：集群不同节点之间数据同步没有延迟，数据库故障后，数据不会丢失；

并发复制：从节点 APPLY 数据时，支持并行执行，有更好的性能表现；

故障切换：在出现数据库故障时，支持多点写入，容易切换；

热插拔：在服务期间，如果数据库发生故障，只要监控程序发现的够快，不可服务时间就会很短。
在节点故障期间，节点本身对集群的影响很小；

自动节点克隆：在新增节点或者停机维护时，增量数据、基础数据不需要人工手动备份，PXC 会自
动拉取在线节点数据，最终，集群内会同步一致。



部署指导
使用 Operator 部署 MySQL。

部署前准备

已在 OperatorHub 中部署 percona-xtradb-cluster-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已了解 MySQL 参数使用方式。详细信息可 前往 PERCONA 官网 查看，或 下载官方文档至本地
（右键单击该链接，选择 链接存储为… ）。

如需将 MySQL 调度到指定节点，请联系平台管理员获取节点标签。且标记该标签的节点个数应大
于或等于 MySQL 实例中副本数。

如果在特定节点上只希望调度 MySQL，请联系平台管理员为节点设置污点。

部署步骤

1. 通过 创建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 ，创建 MySQL 集群。

说明说明：

为便于区分，请勿在当前集群中创建同名的 MySQL 集群。

请根据业务需要，任选 HAproxy 或 Proxysql 其一完成配置。如都不配置，默认将使用
Proxysql 代理。

如需指定或限定节点调度，除了 PXC 配置外，还需完成 HAproxy 或 Proxysql 配置。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allowUnsafeConfigurations
是否允许用户配置带有不安全参数的集群，例如：启动节点少于 3 个的集群或启动没

有 TLS/SSL 证书的集群。

crVersion Operator 版本，请勿修改。

secretsName 用户秘钥的名称。默认为 my-cluster-secrets 。

updateStrategy Operator 升级策略。

sslSecretName 为外部通信生成的带有 TLS 证书的秘钥，请参阅 传输层安全性(TLS) 了解详细信息。

sslInternalSecretName 为内部通信生成的带有 TLS 证书的秘钥，请参阅 传输层安全性(TLS) 了解详细信息。

vaultSecretName HashiCorp 保险库进行静态数据加密的秘钥。

Backup Percona XtraDB Cluster 的备份配置信息。

Haproxy Haproxy 的配置信息。

Proxysql Proxysql 的配置信息。

Pxc Percona XtraDB Cluster 的配置信息。

Upgrade Options Percona XtraDB Cluster 的升级选项。

如需将 MySQL 调度到指定节点，请在 YAML 中参考下述示例进行配置：

如果在特定节点上只希望调度 MySQL，请在 YAML 中参考下述示例进行配置：

pxc:

    nodeSelector:

      database: mysql #节点标签键值对

proxysql:

    nodeSelector:

      database: mysql #节点标签键值对



2. 等待 YAML 文件中 status.state 为 ready  状态时，实例创建成功。

3. 访问实例，并检查连接状态。

pxc:    

    tolerations:

      - effect: NoSchedule #节点污点类型

        key: taint #节点污点键

        operator: Equal

        value: highcpu #节点污点值

proxysql:    

    tolerations:

      - effect: NoSchedule #节点污点类型

        key: taint

        operator: Equal #节点污点键

        value: highcpu #节点污点值



访问实例
您可从平台获取 MySQL 的连接信息及帐号信息，以访问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根据业务需要，获取一类连接信息即可。

类型一：服务访问 IP 地址

Kubernetes 为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的内部路由分配了固定的 IP 地址，作为从 集群内集群内 访问实例的
统一入口。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实例所在命名空间的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

2. 找到对应名称的内部路由，记录其中的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IP。

代理模式代理模式 内部路由名称内部路由名称

ProxySQL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名称}-proxysql

HAProxy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名称}-haproxy

类型二：DNS 名称

内部路由的名称即其 DNS 名称，在 集群内集群内 通过此 DNS 名称可解析到对应的 IP 地址。无法查询到 IP 地
址时，您可通过 DNS 访问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

代理模式代理模式 内部路由名称内部路由名称

ProxySQL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名称}-proxysql

HAProxy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名称}-haproxy

类型三：负载均衡器 IP 地址

负载均衡器 IP 用于从 集群外集群外 访问实例，可在平台业务视图的 网络网络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中查得。



请保证已为负载均衡器 添加 TCP 监听端口，端口号推荐使用 3306 ，并选择对应名称的内部路由。

获取帐号信息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实例所在命名空间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

2. 找到名称为创建实例时 secretsName 取值的保密字典（Kubernetes Secret），其中 root  配置项
的值即为 root 用户的访问密码。

如未修改保密字典名称，其默认名称为 my-cluster-secrets 。

访问实例

建议您使用 标准 MySQL 客户端 访问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

从集群内通过 IP 地址访问：执行 mysql -h{服务访问 IP} -u{用户名} -p{密码}  命令。

从集群内通过 DNS 访问：执行 mysql -h{内部路由名称}.{命名空间名称}.svc.cluster.local -u{用户

名} -p{密码}  命令。

从集群外访问：执行 mysql -h{负载均衡器 IP} -u{用户名} -p{密码}  命令。

访问结果示例如下：



[root@ ~]# mysql -h10.108.99.126 -uroot -p123456

Welcome to the MariaDB monitor.  Commands end with ; or \g.

Your MySQL connection id is 348

Server version: 5.7.30 (ProxySQL)

 

Copyright (c) 2000, 2018, Oracle, MariaDB Corporation Ab and others.

 

Type 'help;' or '\h' for help. Type '\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MySQL [(none)]> show databases;

+--------------------+

| Database           |

+--------------------+

| information_schema |

| mysql              |

| performance_schema |

| sys                |

+--------------------+

4 rows in set (0.01 sec)

 

MySQL [(none)]>



备份与恢复
为防止数据丢失，建议您及时进行备份。一旦出现数据库异常，可恢复已备份数据。

立即备份

自动备份

恢复

立即备份

新增 PerconaXtraDBClusterBackup，以立即备份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

1. 进入平台的管理视图，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2. 在 Operator 列表中，选择 percona-xtradb-cluster-operator。

3. 创建 PerconaXtraDBClusterBackup。

4. 按要求填写参数。其中：

Pxc Cluster：待备份的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名称。

Storage Name：待备份的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中 backup.storage  取值。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备份完成后，PerconaXtraDBClusterBackup 的状态将变为 Succeeded 。

定时备份

设置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的 backup.schedule 参数以制定定时备份策略。到期后平台将自动备份
该实例，且将周期性执行备份。

说明说明：下述内容以备份已有实例为例。如果您希望备份一个新实例，可在创建实例时参考步骤 4 填写参
数。

1. 进入平台的管理视图，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2. 在 Operator 列表中，选择 percona-xtradb-cluster-operator Operator 。

3. 在 资源实例资源实例 页签中，找到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单击  > 更新更新。

4. 填写 backup.schedule 参数。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备份完成后，将定时生成名称类似 cron-{实例名称}-{时间戳}  的 PerconaXtraDBClusterBackup。

恢复

新增 PerconaXtraDBClusterRestore，将备份数据恢复至目标实例。

1. 进入平台的管理视图，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2. 在 Operator 列表中，选择 percona-xtradb-cluster-operator。

3. 创建 PerconaXtraDBClusterRestore。



4. 按要求填写参数。其中：

Backup Name：用于恢复的 PerconaXtraDBClusterBackup 名称。
Pxc Cluster：目标实例名称。需为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且其中数据将被覆盖。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恢复成功后，PerconaXtraDBClusterRestore 的状态将变为 Succeeded 。



监控实例
通过 PMM（Percona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监控 MySQL 相关实例。

使用平台的 PMM

外接 PMM

使用平台的 PMM

部署完 MySQL Operator 后，平台会自动部署 PMM，即 pmm-operator-stable-platform-cpaas-
system，您可通过此 PMM 监控 MySQL 相关实例。

1. 参考 部署指导 在 pmm-operator-stable-platform-cpaas-system 下创建 PMMServer 实例。

创建成功的 PMMServer 实例如下图所示。需记录其中的 名称名称 和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对应值。

2. 找到待监控的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设置其 pmm  参数。

3.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找到名称为 {PMMServer 实例名

称}-pmm  的内部路由，记录类似图中主机端口号。

pmm:

    enabled: true #必须为true

    image: 'percona/percona-xtradb-cluster-operator:1.5.0-pmm'

    pmmServer:

        name: pmmserver-sample #步骤1中PMMServer的名称

        namespace: operators #步骤1中的命名空间

        



4. 通过 {主机 IP}:{主机端口}  登录 PMM 客户端。

说明说明：

主机 IP 即集群中任一节点的 IP。

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 ，请勿修改该密码。

主机 IP 示例：

PMM 登录界面：



外接 PMM

如果您已在本平台以外部署了 PMM，也可外接该 PMM 以监控本平台中的 MySQL 相关实例。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设置设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

2. 单击 创建保密字典创建保密字典。

3. 输入保密字典名称，并在 Opaque 类型下，新增配置项。

键键 值值

clustercheck 与 PMM 中配置一样

monitor 与 PMM 中配置一样

operator 与 PMM 中配置一样

proxyadmin 与 PMM 中配置一样

root 与 PMM 中配置一样

xtrabackup 与 PMM 中配置一样

pmmserver 与 PMM 中配置一样

4.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从左侧导航栏选择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5. 单击 percona-xtradb-cluster-operator。

6. 更新待监控的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

i. 修改 pxc.secretsName  的取值为步骤 3 中的保密字典名称。

ii. 设置 pmm  字段，其中的 serverHost  和 serverUser  分别为 PMM 的访问地址和访问用
户。

7. 登录 PMM。

pmm:

enabled: true

image: 'percona/percona-xtradb-cluster-operator:1.5.0-pmm'

serverHost:

serverUser: 

        



常见问题
以下将为您说明使用 Mysql 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遇到 MySQL 集群崩溃，如何处理？

因 SST 失败，pxc 容器组反复重启怎么办？

因启动过慢，健康检查时反复重启 pxc 容器组怎么办？

遇到 MySQL 集群崩溃，如何处理？

问题原因问题原因

若发生断电导致集群节点全部重启，请耐心等待 MySQL 自动修复。如果长时间无法修复，请尝试手动修
复方案。

修复方案修复方案

1. 调试准备。

i.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percona-xtradb-cluster-operator
页面。

ii. 找到目标 PerconaXtraDBCluster 实例，单击  > 更新更新。

iii. 在 YAML 视图中，修改如下配置。

注意注意：修改前，请记录原始取值和镜像，以备还原。

将 pxc.autoRecovery 的值设置为 false  。

将 updateStrategy 的值设置为 OnDelete  。

在 pxc 镜像后增加 -debug  参数，以使用调试镜像。

示例如下：



2. 逐一设置所有 pxc 容器组（Kubernetes Pods）。

i. 在业务视图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容器组容器组 页面，删除容器组，并等待自动重启。

ii. 重启成功后，在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确保 pxc 容器为 debug 镜像，否则需要重新执行调试准备。

iii. 执行 touch /var/lib/mysql/sst_in_progress  命令。

iv. 执行 cat /var/lib/mysql/grastate.dat  命令。

结果示例如下：

3. 登录步骤 2 中 seqno  取值最大的容器组，依次执行以下命令。 例如上例中的 cluster1-pxc-2。

注意注意：

apiVersion: pxc.percona.com/v1-7-0

kind: PerconaXtraDBCluster

metadata:

  name: mysql-cluster

spec:

  forceUnsafeBootstrap: false

  updateStrategy: OnDelete

  pxc:

    image: {registry}/3rdparty/percona/percona-xtradb-cluster:5.7.30-31.43-debug

###############cluster1-pxc-0##############

# GALERA saved state

version: 2.1

uuid:    7e037079-6517-11ea-a558-8e77af893c93

seqno:   18

safe_to_bootstrap: 0

###############cluster1-pxc-1##############

# GALERA saved state

version: 2.1

uuid:    7e037079-6517-11ea-a558-8e77af893c93

seqno:   18

safe_to_bootstrap: 0

###############cluster1-pxc-2##############

# GALERA saved state

version: 2.1

uuid:    7e037079-6517-11ea-a558-8e77af893c93

seqno:   19

safe_to_bootstrap: 0



执行完成后，请不要关闭操作窗口。
如果mysqld执行有错误输出，请先解决错误再继续下一步。
如果所有 seqno  的取值都一致，请对 {实例名称}-pxc-0 执行操作。

如果未使用 root 启动 MySQL，请删除 --user=root  参数。

4. 逐一删除每个容器组中的 /var/lib/mysql/version_info  文件。

5. 参考步骤 1，还原 pxc 镜像，且将 updateStrategy 取值改回 SmartUpdate 。

6. 逐一重启步骤 2 中非非 seqno  取值最大的容器组。

说明说明：如果所有 seqno  的取值都一致，请对 除了除了 {实例名称}-pxc-0 以外的容器组执行操作。

7. 等待 MySQL 集群恢复正常，参考步骤 1，将 pxc.autoRecovery 取值改回 true 。

因 SST 失败，pxc 容器组反复重启怎么办？

问题原因问题原因

如果使用的是 Ceph 或 NFS 等远程存储，可能会由于存储性能原因导致 SST（State Snapshot Transfer）
超时。

错误日志如下：

mysqld --wsrep_recover --user=root

sed -i 's/safe_to_bootstrap: 0/safe_to_bootstrap: 1/g' 

/var/lib/mysql/grastate.dat

sed -i 's/wsrep_cluster_address=.*/wsrep_cluster_address=gcomm:\/\//g' 

/etc/mysql/node.cnf

mysqld --user=root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尝试增加 SST 超时时间。单位：秒。

完成日志如下：

因启动过慢，健康检查时反复重启 pxc 容器组怎么办？

问题原因问题原因

如果使用的是 Ceph 或 NFS 等远程存储，可能会由于存储性能原因启动过慢，导致健康检查时反复重启
pxc 容器组。

2020-09-14T06:42:24.708987Z WSREP_SST: [ERROR] ******************* FATAL ERROR 

**********************

2020-09-14T06:42:24.758630Z WSREP_SST: [ERROR] Possible timeout in receving first data from 

donor in gtid/keyring stage

2020-09-14T06:42:24.808439Z WSREP_SST: [ERROR] 

******************************************************

2020-09-14T06:42:24.857991Z WSREP_SST: [ERROR] Cleanup after exit with status:32

2020-09-14T06:42:25.134929Z 0 [ERROR] WSREP: Process completed with error: 

wsrep_sst_xtrabackup-v2 --role 'joiner' --address '10.199.0.179' --datadir '/var/lib/mysql/' 

--defaults-file '/etc/my.cnf' --defaults-group-suffix '' --parent '1' --mysqld-version 

'5.7.30-33-57' '' : 32 (Broken pipe)

2020-09-14T06:42:25.134974Z 0 [ERROR] WSREP: Failed to read uuid:seqno from joiner script.

2020-09-14T06:42:25.134981Z 0 [ERROR] WSREP: SST script aborted with error 32 (Broken pipe)

2020-09-14T06:42:25.135012Z 0 [ERROR] WSREP: SST failed: 32 (Broken pipe)

2020-09-14T06:42:25.135027Z 0 [ERROR] Aborting

apiVersion: pxc.percona.com/v1-7-0

kind: PerconaXtraDBCluster

metadata:

  name: mysql-cluster

spec: 

  pxc:

    configuration: |

      [SST]

      sst-initial-timeout=1000

2020-09-10T03:41:40.620978Z 0 [Note] WSREP: Shifting JOINER -> JOINED (TO: 20)

2020-09-10T03:41:40.621269Z 0 [Note] WSREP: Member 1.0 (cluster1-pxc-1) synced with group.

2020-09-10T03:41:40.621278Z 0 [Note] WSREP: Shifting JOINED -> SYNCED (TO: 20)

2020-09-10T03:41:40.621309Z 2 [Note] WSREP: Synchronized with group, ready for connections

2020-09-10T03:41:40.621317Z 2 [Note] WSREP: Setting wsrep_ready to true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推迟执行健康检查的时间。单位：秒。

apiVersion: pxc.percona.com/v1-7-0

kind: PerconaXtraDBCluster

metadata:

  name: mysql-cluster

spec: 

  pxc:

    livenessDelaySec: 1000



MySQL Group Replication
MySQL 是一个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MySQL Group Replication 指通过组复制实现的 MySQL 高可用解
决方案，可用于创建弹性的、高可用的、容错的 MySQL 集群。

Operator 简介

MySQL Group Replication Operator 以 InnoDB 和组复制为基础，为运行在 Kubernetes 上的 MySQL 提供
完整的高可用解决方案。

了解更多

Operator 核心功能

MySQL Group Replication Operator 具有以下核心功能：

支持单主和多主

内置监控

持久化存储

支持备份恢复

资源配额

密码设置

读写分离和路由



部署指导
使用 Operator 部署 MySQL Group Replication。

部署前准备

已在 OperatorHub 中部署 mysql-mgr-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部署步骤

1. 通过 创建 MySQLCluster 实例 ，创建 MySQL 集群。

说明说明： 为便于区分，请勿在当前集群中创建同名的 MySQL 集群。

除了 名称名称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等基本信息外，您可能需要进行下述配置，以满足特定业务需要。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监控监控 开启后，可通过 PMM（Percona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监控实例。

Storage

开启后，将使用持久卷进行存储。

- 持久卷声明名称持久卷声明名称 ：设置一个名称，此名称将用于持久卷声明的前缀。

- 存储类名称存储类名称 ：请参考 支持的存储类 准备存储类后，并填入其名称。

注意注意：实例创建成功后将不可更改存储方式。

Config

如有特殊配置需求，可通过此参数应用到实例中：请先将待配置内容添加进 配置字典，并在此输入

该配置字典的名称。

提示提示：您也可创建实例后再设置。

Root

Password

Secret

平台会为 root 用户提供默认密码，如需使用自定义密码，请先在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中新增键为 

password ，值为自定义密码的保密字典，并在此输入该保密字典的名称。

注意注意：实例创建成功后将不可变更 root 用户密码。

2. 等待 YAML 文件中查得如下状态时，实例创建成功。

参数参数 值值

status.conditions.status True

status.conditions.type Ready



3. 访问实例，并检查连接状态。

apiVersion: mysql.middleware.alauda.io/v1alpha1

kind: MySQLCluster

metadata:

  name: mysql-mgr-localpath

spec:

  status:

  conditions:

    - lastTransitionTime: '2021-06-24T08:27:04Z'

      status: 'True'

      type: Ready



访问实例
您可从平台获取 MySQL 的连接信息及帐号信息，以访问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获取帐号信息

访问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Kubernetes 为 MySQLCluster 实例的内部路由分配了固定的 IP 地址，作为从 集群内集群内 访问实例的统一入
口。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实例所在命名空间的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

2. 找到对应名称的内部路由，记录其中 3306  端口对应的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IP。

访问权访问权 内部路由名称内部路由名称

只读 {MySQLCluster 实例名称}-read-only

读写 {MySQLCluster 实例名称}-read-write

获取帐号信息

如果在创建 MySQLCluster 实例时，您已自定义 root 用户的密码，直接使用该密码即可；若您未自定义
root 用户的密码，请通过下述方式获取默认密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实例所在命名空间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

2. 找到名称为 {MySQLCluster 实例名称}-root-password  的保密字典（Kubernetes Secret），其中 
password  配置项的值即为 root 用户的访问密码。

访问实例

从集群内通过 IP 地址访问：执行 mysql -h{服务访问 IP} -u{用户名} -p{密码}  命令。

访问结果示例如下：



bash-4.2# mysql -h192.168.1.10 -P3306 -pcuMMHy09kMzeYI59

mysql: [Warning] Using a password on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can be insecure.

Welcome to the MySQL monitor.  Commands end with ; or \g.

Your MySQL connection id is 730

Server version: 8.0.23 MySQL Community Server - GPL

Copyright (c) 2000, 2021,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Oracl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Oracle Corporation and/or its

affiliates. Other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Type 'help;' or '\h' for help. Type '\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mysql> show databases;

+-------------------------------+

| Database                      |

+-------------------------------+

| information_schema            |

| mysql                         |

| mysql_innodb_cluster_metadata |

| performance_schema            |

| sys                           |

+-------------------------------+

5 rows in set (0.00 sec)

mysql> 



备份与恢复
为防止数据丢失，建议您及时进行备份。一旦出现数据库异常，可恢复已备份数据。

立即备份（全量）

自动备份（全量）

恢复

前提条件

请提前准备 S3（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存储用于存储备份数据，并在平台中记录 S3 的登录
凭证。

除了亚马逊的对象存储，也可使用其他兼容 S3 接口的存储，例如 MinIO。

S3 存储应预留足够空间，且 S3 终端节点（Endpoint）需与集群节点间保持网络互通。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选择待备份实例所在命名空间的 设置设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

2. 单击 创建保密字典创建保密字典。

3. 将下述内容填入 Opaque 类型的保密字典。

键键 值值

accessKey 与 S3 存储中一致

secretKey 与 S3 存储中一致

4. 单击 创建创建。

立即备份（全量）

新增 MySQLBackup，以立即备份 MySQLCluster 实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mysql-mgr-operator 页面。

2. 创建 MySQLBackup。



3. 按要求填写参数。例如：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需与待备份的 MySQLCluster 实例同一命名空间。

Cluster 待备份的 MySQLCluster 实例。

Storage S3 存储相关信息。其中，验证密钥验证密钥 处需填入前提条件中保密字典的名称。

Databases 待备份的数据库。

4.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备份需要一定耗时，请耐心等待。备份完成后，MySQLBackup 的 YAML 中可以看到备份文件的信
息 status.outcome.location。

定时备份（全量）

新增 MySQLBackupSchedule，并制定定时备份策略。到期后平台将自动备份目标 MySQLCluster 实例，

apiVersion: mysql.middleware.alauda.io/v1alpha1

kind: MySQLBackup

metadata:

  name: mysql-mgr-backup

status:

  conditions:

    - lastTransitionTime: '2021-06-21T06:04:41Z'

      message: ''

      reason: ''

      status: 'True'

      type: Scheduled

    - lastTransitionTime: '2021-06-21T06:04:41Z'

      message: ''

      reason: ''

      status: 'True'

      type: Running

    - lastTransitionTime: '2021-06-21T06:04:41Z'

      message: ''

      reason: ''

      status: 'True'

      type: Complete

  outcome:

    location: mysql-mgr-backup.20210621060441.sql.gz #成功备份到目标存储桶下的备份文件

  timeCompleted: '2021-06-21T06:04:41Z'

  timeStarted: '2021-06-21T06:04:41Z'



且将周期性执行备份。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mysql-mgr-operator 页面。

2. 创建 MySQLBackupSchedule。

3. 按要求填写参数。例如：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需与待备份的 MySQLCluster 实例同一命名空间。

定时策略定时策略 需为符合 定时触发规则 的 Crontab 表达式。

MySQL 实例实例 待备份的 MySQLCluster 实例。

Storage S3 存储相关信息。其中，验证密钥验证密钥 处需填入前提条件中保密字典的名称。

Databases 待备份的数据库。

4.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备份完成后，将定时生成名称类似 {MySQLBackupSchedule 实例名称}-{时间戳}  的 MySQLBackup
实例，其 YAML 中可以看到备份文件的信息 status.outcome.location。

自动备份名称中的时间戳为 UTC 时间（同 Controller Manager），本例中表示此备份于北京时间
2021 年 06 月 24 日 18:00 开始执行。

恢复

新增 MySQLRestore，将备份数据恢复至目标实例。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集群的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mysql-mgr-operator 页面。

2. 创建 MySQLRestore。

3. 按要求填写参数。例如：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需与待恢复的 MySQLCluster 实例同一命名空间。

Cluster 待恢复的 MySQLCluster 实例。

Backup 用于恢复的 MySQLBackup 实例。

4.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恢复需要一定耗时，请耐心等待。备份完成后，MySQLRestore 的 YAML 中可以看到完成信息
status.timeCompleted。

apiVersion: mysql.middleware.alauda.io/v1alpha1

kind: MySQLRestore

metadata:

  name: mysql-mgr-restore

status:

  conditions:

    - lastTransitionTime: '2021-06-28T11:11:40Z'

      message: ''

      reason: ''

      status: 'True'

      type: Scheduled

    - lastTransitionTime: '2021-06-28T11:11:40Z'

      message: ''

      reason: ''

      status: 'True'

      type: Running

    - lastTransitionTime: '2021-06-28T11:11:40Z'

      message: ''

      reason: ''

      status: 'True'

      type: Complete

  timeCompleted: '2021-06-28T11:11:40Z'

  timeStarted: '2021-06-28T11:11:40Z'



监控实例
通过 PMM（Percona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监控 MySQL 相关实例。

前提条件

部署 PMM

使用 PMM 监控

前提条件

在创建 MySQLCluster 实例时，便已打开 监控监控 开关。

创建 PMM

说明说明：每个集群中，仅需创建 1 个 PMM 实例即可。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管理视图中，进入 MySQL 所在集群中的 OperatorHub 页面。

2. 部署 pmm-operator。

3. 创建 PMMServer 实例。

除需设置实例名称外，请选择您可访问的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用于部署 PMM 实例，以便通过界面获取 PMM
访问信息。其他信息保持默认值即可。

使用 PMM 监控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找到名称为 {PMMServer 实例名

称}-pmm  的内部路由，记录类似图中主机端口号。

2. 通过 {主机 IP}:{主机端口}  登录 PMM 客户端。



说明说明：

主机 IP 即集群中任一节点的 IP。

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 ，请勿修改该密码。

主机 IP 示例：

PMM 登录界面：



修改配置字典
通过填写配置字典（Kubernetes ConfigMap）的可视化 UI 表单，无需登录实例，即可快速修改
MySQLCluster 实例的配置。

注意注意：使用此方式修改配置时，请严格按照下述步骤执行操作。

操作步骤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 页面。

2. 单击 创建配置字典创建配置字典。

3. 在 配置项配置项 区域，单击 添加添加。

4. 设置配置项，需包括 所有所有 希望实现的配置内容。

键：必须为 my.cnf 。

值：按需配置，请遵循配置文件的一般格式要求。

5. 切换至管理视图，进入目标集群的 OperatorHub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mysql-mgr-operator 页面。

6. 找到 MySQLCluster 实例，单击  > 更新更新。

7. 在 Config 区域下，输入前述配置字典的名称。

8. 单击 更新更新。

稍等 MySQLCluster 实例的 YAML 文件中查得如下状态时，配置修改成功。

参数参数 值值

status.conditions.status True

status.conditions.type Ready



Kafka
Kafka 是一种高吞吐量的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

Kafka Operator 简介

Strimzi 简化了在 Kubernetes 集群中运行 Apache Kafka 的过程。Strimzi 允许开发者在 Kubernetes 上运
行 Apache Kafka 及其生态系统。它提供了用于运行 Apache Kafka 的容器镜像。Strimzi 由 CNCF（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云原生计算基金会）托管。

Strimzi 使用 Operators 支持 Kafka 来部署和管理 Kafka 到 Kubernetes 的组件和依赖项。Kafka Operator
用于部署、管理和配置 Apache Kafka 集群。Strimzi 体系结构中的 Operator 如下图所示。

Kafka Operator 扩展了 Kubernetes 的功能，自动执行与 Kafka 部署相关的常见和复杂任务。通过在代码
中实现对 Kafka 操作的了解，简化了 Kafka 管理任务，并减少了人工干预。

Operator 简化了以下过程：

部署和运行 Kafka 集群

部署和运行 Kafka 组件

配置对 Kafka 的访问



确保对 Kafka 的访问

升级 Kafka

管理 Brokers

创建和管理主题

创建和管理用户

Kafka Operator 核心功能

Kafka 的基础数据流处理功能和组件体系结构可以提供：

管理 Kafka 集群：部署和管理此复杂应用程序的所有组件，包括传统上难以管理的依赖项，例如
Apache ZooKeeper ；

包括 Kafka Connect：允许配置通用数据源和接收器，以将数据移入和移出 Kafka 集群；

Topic 管理：在集群中创建和管理 Kafka Topic；

用户管理：在集群中创建和管理 Kafka 用户；

连接器管理：创建和管理 Kafka Connect 连接器；

包括 Kafka Mirror Maker 1 和 2 ：允许在不同的 Apache Kafka 集群之间存储数据；

包括 HTTP Kafka Bridge ：允许客户端通过 HTTP 协议通过 Apache Kafka 集群发送和接收消息；

集群重新平衡：使用内置的 Cruise Control，可以根据指定的目标重新分配分区副本，以实现最佳的
集群性能；

监控：使用 Prometheus 和其提供的 Grafana dashabords 进行监控的内置支持。

如需了解 Kafka 架构的详细信息，请 前往 Strimzi 官网，或 下载官方文档至本地 （右键单击该链接，选择
链接存储为… ）。



部署指导
使用 Operator 部署 Kafka。

部署前准备

已在 OperatorHub 中部署 strimzi-kafka-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已了解 Kafka 参数使用方式。详细信息可参考 Strimzi 官网 ，或 下载官方文档至本地 （右键单击该
链接，选择 链接存储为… ）。

部署步骤

1. 通过 创建 Kafka 实例 ，创建 Kafka 集群。

其中，为使用加密通信，请务必在 YAML 视图中设置 authentication.type  及 
authorization.type  参数。

用于从集群外访问 Kafka 的 YAML 示例

组合组合 listeners.tls authentification.type authorization.type

1 留空 scram-sha-512 simple

2 留空 tls simple

用于从集群外访问 Kafka 的 YAML 示例

组合组合 external.tls authentification.type authorization.type

1 true scram-sha-512 simple

spec:

  kafka:

    version: 2.5.0

    replicas: 3

    jmxOptions: {}

    listeners:

      tls:

        authentication:

          type: tls

    authorization:

      type: simple



2 true tls simple

组合组合 external.tls authentification.type authorization.type

2. 创建 KafkaTopic 实例 ，其中：

strimzi.io/cluster 标签用于表示这个 Topic 属于哪个 Kafka 实例，取值需与 Kafka 实例名称
一致。

Partitions：代表这个 Topic 可以被多少个 Consumer 并行处理。

Replicas：代表了消息的冗余度。为了数据安全，建议副本数至少为 2。

校验部署是否成功

等待上述实例的 YAML 文件中同时出现下述状态时，进行 消息投递。如能成功收发消息，则实例部署成
功。

status.conditions.status ： True

status.conditions.type ： Ready

spec:

  kafka:

    version: 2.5.0

    replicas: 3

    jmxOptions: {}

    listeners:

      external:

        type: nodeport

        tls: false

        authentication:

          type: scram-sha-512

    authorization:

      type: simple

status:

conditions:

- lastTransitionTime: 2021-04-15T07:34:51+0000

  status: 'True'

  type: Ready



用户配置
请按需配置 Kafka 用户。每个 Kafka 用户即一个 KafkaUser 实例。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页面。

2. 选择 strimzi-kafka-operator。

3. 创建用户。

4. 按要求填写参数并保存。

其中：

strimzi.io/cluster 标签用于表示这个用户属于哪个 Kafka 实例，取值需与 Kafka 实例名称一
致。

namespace 、authentication.type 及 authorization.type 取值需要与 Kafka 实例中保持一
致。

authorization.acl  可用于配置用户访问控制；其中的 resource.name 需对应改为待访问
的 Topic 名称。（创建 KafkaTopic 实例时若未设置 Topic Name，Topic 名称即 KafkaTopic
实例名称。）

spec:

  authentication:

    type: tls

  authorization:

    type: simple

    acls:

      - resource:

          type: topic

          name: my-topic

          patternType: literal

        operation: Read

        host: '*'



5. 等待 YAML 文件中同时出现下述状态时，实例部署成功。

status.conditions.status ： True

status.conditions.type ： Ready

6.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找到与 KafkaUser 实例同名的
保密字典，其中 password 的取值即为用户密码。



加密配置
为确保通信安全，访问 Kafka前，请务必对 Kafka 进行加密配置。

下述操作可在集群中任一节点上进行。

一、配置 CA 证书

1. 生成 CA 证书。

2. 生成 CA 证书的密码。请记录此密码。

3. 将 CA 证书导入 user-truststore.jks 文件。

二、配置用户证书（仅 TLS 认证方式）

1. 生成用户证书。

2. 生成用户证书的密码。请记录此密码。

3. 将用户证书导入 user-keystore.jks 文件。

$ kubectl -n {Kafka 实例所在命名空间} get secret {Kafka 实例名称-cluster-ca-cert} -o 

jsonpath='{.data.ca\.crt}' | base64 -d > ca.crt

$ kubectl -n {Kafka 实例所在命名空间} get secret {Kafka 实例名称-cluster-ca-cert} -o 

jsonpath='{.data.ca\.password}' | base64 -d

$ keytool -keystore user-truststore.jks -alias CARoot -import -file ca.crt

Enter keystore password:CA 证书的密码

Re-enter new password:CA 证书的密码

Trust this certificate? [no]:y

Certificate was added to keystore

$ kubectl -n {Kafka 实例所在命名空间} get secret {KafkaUser 实例名称} -o 

jsonpath='{.data.user\.p12}' | base64 -d > user.p12

$ kubectl -n {Kafka 实例所在命名空间} get secret {KafkaUser 实例名称} -o 

jsonpath='{.data.user\.password}' | base64 -d



三、配置客户端连接文件

client-ssl.properties （TLS 认证方式）

集群内访问

集群外访问

client.properties （scram-sha-512 认证方式）

说明说明：KafkaUser 密码 可在平台业务视图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从名称与 KafkaUser 实例同名的保密
字典中查得。

$ keytool -importkeystore -srckeystore user.p12 -destkeystore user-keystore.jks -

deststoretype pkcs12

Importing keystore user.p12 to user-keystore.jks...

Enter destination keystore password:用户证书的密码

Re-enter new password:用户证书的密码

Enter source keystore password:用户证书的密码

Entry for alias my-user successfully imported.

Import command completed:  1 entries successfully imported, 0 entries failed or 

cancelled

$ cat << EOF > client-ssl.properties

security.protocol=SSL

ssl.truststore.location=/home/kafka/user-truststore.jks

ssl.truststore.password={CA 证书密码}

     

ssl.keystore.location=/home/kafka/user-keystore.jks

ssl.keystore.password={用户证书密码}

ssl.key.password={用户证书密码}

EOF

$ cat << EOF > client-ssl.properties

security.protocol=SSL

ssl.truststore.location={客户端所在路径}/user-truststore.jks

ssl.truststore.password={CA 证书密码}

ssl.endpoint.identification.algorithm=

     

ssl.keystore.location=/root/ssl/user-keystore.jks

ssl.keystore.password={用户证书密码}

ssl.key.password={用户证书密码}

EOF



集群内访问

集群外访问

四、将文件拷贝至客户端

包括 user-keystore.jks、user-truststore.jks 和客户端连接文件。

集群内访问

说明说明：Pod 名称 示例为 {Kafka 实例名称-kafka-0} 。

集群外访问

$ cat << EOF > client.properties

security.protocol=SSL

ssl.truststore.location=/home/kafka/user-truststore.jks

ssl.truststore.password={CA 证书的密码}

 

sasl.jaas.config=org.apache.kafka.common.security.scram.ScramLoginModule required \

username="{KafkaUser 名称}" \

password="{KafkaUser 密码}";

 

security.protocol=SASL_SSL

sasl.mechanism=SCRAM-SHA-512

EOF

$ cat << EOF > client.properties

security.protocol=SSL

ssl.truststore.location={客户端所在路径}/user-truststore.jks

ssl.truststore.password={CA 证书的密码}

ssl.endpoint.identification.algorithm=

 

sasl.jaas.config=org.apache.kafka.common.security.scram.ScramLoginModule required \

username="{KafkaUser 名称}" \

password="{KafkaUser 密码}";

 

security.protocol=SASL_SSL

sasl.mechanism=SCRAM-SHA-512

EOF

$ kubectl cp ./{文件名称} {Kafka 实例所在命名空间}/{Pod 名称}:/home/kafka/ -c kafka



请确保 user-keystore.jks、user-truststore.jks 文件放置在客户端连接文件中提及的路径下。



消息投递（从集群内）
从集群内使用生产者、消费者与 kafka 进行消息投递。

前提条件

消息投递（TLS 认证）

消息投递（scram-sha-512 认证）

前提条件

1. 确保 KafkaUser 实例的认证及授权方式与 Kafka 实例一致。

2. 确保已完成 加密配置。

消息投递（TLS 认证）

listeners.tls authentification.type authorization.type

留空 tls simple

1. 进入 Kafka 所在 Pod。

2. 切换到相关目录。

$ kubectl -n {命名空间名称} exec -ti {Pod 名称} bash



3. 运行客户端。

说明说明：创建 KafkaTopic 实例时若未设置 Topic Name，下述 Topic 名称 即 KafkaTopic 实例名称。

生产消息

消息消息

消息投递（scram-sha-512 认证）

listeners.tls authentification.type authorization.type

留空 scram-sha-512 simple

1. 进入 Kafka 所在 Pod。

2. 切换到相关目录。

$ cd /home/kafka/

$ /opt/kafka/bin/kafka-console-producer.sh --bootstrap-server {Kafka 实例名称}-

kafka-bootstrap.kafka.svc:9093 --topic {Topic 名称} --producer.config ./client-

ssl.properties

OpenJDK 64-Bit Server VM warning: If the number of processor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from one, then you should configure the number of parallel GC threads 

appropriately using -XX:ParallelGCThreads=N

>hello1

>hello2

>hello3

>

$ /opt/kafka/bin/kafka-console-consumer.sh --bootstrap-server {Kafka 实例名称}-

kafka-bootstrap.kafka.svc:9093 --topic {Topic 名称} --consumer.config ./client-

ssl.properties --from-beginning --group my-group

OpenJDK 64-Bit Server VM warning: If the number of processor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from one, then you should configure the number of parallel GC threads 

appropriately using -XX:ParallelGCThreads=N

hello1

hello2

hello3

$ kubectl -n {命名空间名称} exec -ti {Pod 名称} bash



3. 运行客户端。

说明说明：创建 KafkaTopic 实例时若未设置 Topic Name，下述 Topic 名称 即 KafkaTopic 实例名称。

生产消息

消费消息

$ cd /home/kafka/

$ /opt/kafka/bin/kafka-console-producer.sh --bootstrap-server {Kafka 实例名称}-

kafka-bootstrap:9093 --topic {Topic 名称} --producer.config ./client.properties

>hello1

>hello2

>hello3

>hello4

>

$ /opt/kafka/bin/kafka-console-consumer.sh --bootstrap-server {Kafka 实例名称}-

kafka-bootstrap:9093 --topic {Topic 名称} --consumer.config ./client.properties 

--from-beginning --group my-group

hello1

hello2

hello3

hello4



消息投递（从集群外）
从集群外使用生产者、消费者与 kafka 进行消息投递。

前提条件

消息投递（TLS 认证）

消息投递（scram-sha-512 认证）

前提条件

1. 确保 KafkaUser 实例的认证及授权方式与 Kafka 实例一致。

2. 确保已完成 加密配置。

消息投递（TLS 认证）

external.tls authentification.type authorization.type

true tls simple

说明说明：

主机端口 可在平台业务视图的 配置配置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从名称为 {Kafka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kafka-external-
bootstrap 的内部路由中获得。

若创建 KafkaTopic 实例时若未设置 Topic Name，上述 Topic 名称 即 KafkaTopic 实例名称。



文件路径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发送消息发送消息

读取消息读取消息

消息投递（scram-sha-512 认证）

external.tls authentification.type authorization.type

true scram-sha-512 simple

说明说明：

主机端口 可在平台业务视图的 配置配置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从名称为 {Kafka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kafka-external-
bootstrap 的内部路由中获得。

若创建 KafkaTopic 实例时若未设置 Topic Name，Topic 名称 即 KafkaTopic 实例名称。

文件路径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发送消息发送消息

{文件路径}/kafka-console-producer.sh --bootstrap-server {集群节点 IP}:{主机端口} --topic {Topic 

名称} --producer.config {文件路径}/client-ssl.properties

>hello1

>hello2

>hello3

>

{文件路径}/kafka-console-consumer.sh --bootstrap-server {集群节点 IP}:{主机端口} --topic {Topic 

名称} --consumer.config {文件路径}/client-ssl.properties --from-beginning --group my-group

hello1

hello2

hello3



读取消息读取消息

{文件路径}/kafka-console-producer.sh --bootstrap-server {集群节点 IP}:{主机端口} --topic {Topic 

名称} --producer.config {文件路径}/client.properties

>hello1

>hello2

>hello3

>

$ {文件路径}/kafka-console-consumer.sh --bootstrap-server {集群节点 IP}:{主机端口} --topic 

{Topic 名称} --consumer.config {文件路径}/client.properties --from-beginning --group my-group

hello1

hello2

hello3



数据镜像
使用 KafkaMirrorMaker 跨集群生成 Kafka 镜像数据，如遇到系统故障，可使用镜像数据进行恢复。备份完
成后，源实例和目标实例间互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可相互进行通信。

1. 配置目标实例。

i. 部署 KafkaTopic 实例 和 KafkaUser 实例。

ii. 切换到平台的业务视图，记录 1 中实例对应的内部路由（Kubernetes Service）和保密字典
（Kubernetes Secret）。

2. 配置源实例。

i.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根据目标实例的信息，新增 内部路由 和 保密字典 。

ii. 切换到平台的管理视图的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strimzi-kafka-operator 页面，部署
KafkaMirrorMaker 实例。

apiVersion: kafka.strimzi.io/v1beta1

kind: KafkaMirrorMaker

metadata:

  name: my-mirror-maker

spec:

  replicas: 3

  version: 2.5.0

  consumer:

    bootstrapServers: {源 Kafka 实例名称}-bootstrap:9092

    groupId: my-group

    numStreams: 2

    offsetCommitInterval: 120000

    tls:

      trustedCertificates:

      - secretName: {源 Kafka 实例名称}-ca-cert

        certificate: ca.crt

    authentication:

      type: tls

      certificateAndKey:

        secretName: {源 KafkaUser 实例名称}

        certificate: user.crt

        key: user.key

    config:

      max.poll.records: 100

      receive.buffer.bytes: 32768

  producer:

    bootstrapServers: {目标 Kafka 实例名称}-bootstrap:9092

    abortOnSendFailure: false



3. 参考 消息投递 ，在源 Kafka 集群上发送数据，在目标 Kafka 集群上接收数据，验证数据是否能正
常传输。

    bootstrapServers: {目标 Kafka 实例名称}-bootstrap:9092

    abortOnSendFailure: false

    tls:

      trustedCertificates:

      - secretName: {目标 Kafka 实例名称}-ca-cert

        certificate: ca.crt

    authentication:

      type: tls

      certificateAndKey:

        secretName: {目标 KafkaUser 实例名称}

        certificate: user.crt

        key: user.key

    config:

      compression.type: gzip

      batch.size: 8192

      ssl.endpoint.identification.algorithm: ''

  whitelist: my-topic

  resources:

    requests:

      cpu: "1"

      memory: 2Gi

    limits:

      cpu: "2"

      memory: 2Gi

        



常见问题
以下将为您说明 Kafka Operator 相关的常见问题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遇到 NoBrokersAvailable 报错，如何处理？

KafkaUser 资源的 Status 为空，如何处理？

如何判断设置是否已经生效？

TLS 连接中 SSL 握手失败，如何处理？

缺少 Clusterrole 导致 Kafka 集群创建失败，如何处理？

KafkaConnect 和 KafkaMirrorMaker/KafkaMirrorMaker2 因为连接不上 Kafka 导致启动失败，如何
处理？

Kafka User Operator/Topic Operator 反复重启，如何处理？

如何设置 jvm 垃圾回收的必要参数？

创建 KafkaRebalance 后提示 InvalidResourceException，如何处理？

更多 Kafka 常见问题请 前往 Strimzi 官网 查看，或 下载官方文档至本地 （右键单击该链接，选择 链接存
储为… ）。

遇到 “NoBrokersAvailable” 报错，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报错信息如下图所示。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客户端版本错误，导致无法连接到 Kafka 集群。推荐用 Kafka 集群自带的客户端（Kafka 运行目录下的 bin
目录下的执行脚本）。

KafkaUser 资源的 Status 为空，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KafkaUser 资源的 Status 为空。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请按照以下两个思路去排查和解决问题：

请检查 Kafka 资源和对应的 KafkaUser 资源（通过 LabelSelector 绑定）是否在同一个集群，如果
不在同一个集群，请更新或重新创建资源。

请检查绑定 Kafka 资源和对应的 KafkaUser 资源的 LabelSelector 中是否已经正确的设置了 Label。

如何判断设置是否已经生效？

Kafka 部署中包含了较多的组件，任何一个针对实例的改动都可能会需要十几秒到几分钟的生效时间。您
可以查看 Kafka.Status.conditions[0].lastTransitionTime  字段的值是否等于您最后一次修改配置的
时间，来判断设置是否已经生效。Kafka 会在配置全部生效之后，更新这个时间为最后一次修改配置的时
间。

TLS 连接中 SSL 握手失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在调用 producer 或者 consumer 的命令行过程中，偶尔会因为证书内置域名问题导致 SSL 握手失败，提
示信息如下：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需要通过 SSL debug 日志来辅助定位问题，可以在 cli 脚本中加入 -Djavax.net.debug=ssl  来启用 ssl

[root@mw-m1 kafka_verify]# ./bin/kafka-console-producer.sh --topic t1 --producer.config 

producer.config --broker-list my-cluster-kafka-external-bootstrap:9094

>[2020-09-24 11:28:52,634] ERROR [Producer clientId=console-producer] Connection to node -1 

(my-cluster-kafka-external-bootstrap/10.109.110.231:9094) failed authentication due to: SSL 

handshake failed (org.apache.kafka.clients.NetworkClient)

[2020-09-24 11:28:52,634] WARN [Producer clientId=console-producer] Bootstrap broker my-

cluster-kafka-external-bootstrap:9094 (id: -1 rack: null) disconnected 

(org.apache.kafka.clients.NetworkClient)



debug 日志。示例如下：

缺少 Clusterrole 导致 Kafka 集群创建失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由于缺少 Clusterrole，导致 Kafka 集群创建失败。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在部署集群之后创建资源之前，需要手工创建两个 clusterrole（strimzi-entity-operator 和 strimzi-kafka-
broker），用于被 Operator 绑定。

strimzi-entity-operator 的定义如下：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ClusterRole

metadata:

  name: strimzi-entity-operator

  labels:

    app: strimzi

rules:

  - apiGroups:

      - "kafka.strimzi.io"

    resources:

      # The entity operator runs the KafkaTopic assembly operator, which needs to 

access and manage KafkaTopic resources

      - kafkatopics

      - kafkatopics/status

      # The entity operator runs the KafkaUser assembly operator, which needs to 

access and manage KafkaUser resources

      - kafkausers

      - kafkausers/status

    verbs:

      - get

      - list

      - watch

      - create

      - patch

      - update

      - delete

  - apiGroups:

      - ""

    resources:

      - events

    verbs:

      # The entity operator needs to be able to create events

      - create

  - apiGroups:

      - ""

    resources:

      # The entity operator user-operator needs to access and manage secrets to store 

generated credentials

      - secrets

    verbs:

      - get

      - list

      - create

      - patch

      - update

      - delete



strimzi-kafka-broker 的定义如下：

KafkaConnect 和 KafkaMirrorMaker/KafkaMirrorMaker2 因为
连接不上 Kafka 导致启动失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通过检查发现因为无法链接 Kafka 集群，导致 KafkaConnect 和 KafkaMirrorMaker 启动失败，错误日志如
下：

apiVersion: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kind: ClusterRole

metadata:

  name: strimzi-kafka-broker

  labels:

    app: strimzi

rules:

  - apiGroups:

      - ""

    resources:

      # The Kafka Brokers require "get" permissions to view the node they are on

      # This information is used to generate a Rack ID that is used for High 

Availability configurations

      - nodes

    verbs:

      - get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这个错误可能是因为网络策略不允许通信导致，可以在当前的命名空间下创建对应的网络策略来允许通
信。

如下示例中的网络策略允许访问同一命名空间内的网络，参照示例在 Kafka 集群所在的命名空间中创建网
络策略即可解决以上无法连通的问题。

提示提示：网络策略创建方式有很多种，用户可以根据使用场景来创建适合的网络策略。

命名空间允许网络策略示例：

Kafka User Operator/Topic Operator 反复重启，如何处理？

2020-09-27 03:02:31,641 ERROR Stopping due to error 

(org.apache.kafka.connect.cli.ConnectDistributed) [main]

org.apache.kafka.connect.errors.ConnectException: Failed to connect to and describe Kafka 

cluster. Check worker's broker connection and security properties.

at org.apache.kafka.connect.util.ConnectUtils.lookupKafkaClusterId(ConnectUtils.java:64)

at org.apache.kafka.connect.util.ConnectUtils.lookupKafkaClusterId(ConnectUtils.java:45)

at org.apache.kafka.connect.cli.ConnectDistributed.startConnect(ConnectDistributed.java:95)

at org.apache.kafka.connect.cli.ConnectDistributed.main(ConnectDistributed.java:78)

Caused by: java.util.concurrent.ExecutionException: 

org.apache.kafka.common.errors.TimeoutException: Call(callName=listNodes, 

deadlineMs=1601175751636) timed out at 1601175751637 after 1 attempt(s)

at org.apache.kafka.common.internals.KafkaFutureImpl.wrapAndThrow(KafkaFutureImpl.java:45)

at org.apache.kafka.common.internals.KafkaFutureImpl.access$000(KafkaFutureImpl.java:32)

at 

org.apache.kafka.common.internals.KafkaFutureImpl$SingleWaiter.await(KafkaFutureImpl.java:89

)

at org.apache.kafka.common.internals.KafkaFutureImpl.get(KafkaFutureImpl.java:260)

at org.apache.kafka.connect.util.ConnectUtils.lookupKafkaClusterId(ConnectUtils.java:58)

... 3 more

apiVersion: networking.k8s.io/v1

kind: NetworkPolicy

metadata:

  name: deny-other-namespaces

spec:

  ingress:

    - from:

        - podSelector: {}

  podSelector: {}

  policyTypes:

    - Ingress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Kafka User Operator/Topic Operator 反复重启。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Kafka 对资源需求比较高，如果所在命名空间的 CPU request/limit 小于 1000mi，经常会导致部分组件因
为启动超时而被反复重启。建议设置 Kafka 所在命名空间的 CPU request/limit 大于等于 1000mi。

如何设置 jvm 垃圾回收的必要参数？

参数设置示例如下：

创建 KafkaRebalance 后提示 InvalidResourceException，如
何处理？

KafkaRebalance 简介简介

KafkaRebalance 的主要功能如下：

保证 Kafka 集群资源的均衡：磁盘、网络和 CPU。

如果有 broker 崩溃，自动将副本重新分配给其他 broker，并重置复制系数。

识别出消耗资源最多的主题分区。

在扩展集群或 broker 退役时只需要少量的人工介入。

支持异构的 Kafka 集群以及单台主机部署多个 broker 实例。

KafkaRebalance 要完成以上功能，需要从集群收集 Kafka 的度量指标和每个分区的资源度量指标，通过
这些指标和相关的目标规定生成集群工作负载模型，所谓的集群工作负载模型就是集群处于平衡状态时的
分区情况。

Cruise Control 就是负责从集群收集 Kafka 的度量指标和每个分区的资源度量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和相关
的目标规定生成集群工作负载模型。

KafkaRebalance 根据生成的模型执行相关的操作使集群达到平衡状态。

OpenJDK 64-Bit Server VM warning: If the number of processor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from 

one, then you should configure the number of parallel GC threads appropriately using -

XX:ParallelGCThreads=N

start.time, end.time, data.consumed.in.MB, MB.sec, data.consumed.in.nMsg, nMsg.sec, 

rebalance.time.ms, fetch.time.ms, fetch.MB.sec, fetch.nMsg.sec



部署 kafka 集群时会根据相关配置生成相应的度量指标和相关端口，Cruise Control 通过这个端口获取生成
的度量指标。

创建 Topic 时会根据 Topic 所在的 kafka 集群配置也生成相关度量指标和端口，Cruise Control 也通过这个
端口获取生成的度量指标。

所以，要想使用 KafkaRebalance 的功能，需要在 kafka 集群部署时配置 cruiseControl 属性，说明与
cruiseControl 相关的一些配置，这个时候部署的 kafka 的集群就会生成相关的度量指标和相应的 service，
用于获取度量指标。

在此基础上创建的 Topic 也会生成相关的度量指标和相应的 service。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根据以上描述导致 InvalidResourceException 异常的原因是在部署 kafka 集群时没有设置 cruiseControl 相
关属性，也就是 kafka 集群无法生成相关的度量指标和相应的 service，cruiseControl 不能生成模
型，KafkaRebalance 获取不到模型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先更新 Kafka 集群的 cruiseControl 属性，然后删除已创建的 Topic 的相关资源，重新创建 Topic 实例。



Redis
Redis（Remote DIctionary Server）是一个开源的内存中的数据结构存储系统，它可以用作数据库、缓存
和消息中间件。

了解更多

Redis Operator 简介

Redis Operator 是一款基于 Kubernetes，使用 Go 语言编写的 Operator，能够部署监控单点或者集群的
Redis 实例。 它可以很好地运行在云服务裸金属服务器上，并以最佳实践的方式创建 Redis 集群。同时，
它还提供基于 redis -exporter 的内置监控功能。

了解更多

基于 Redis Operator，可创建官方 集群版集群版 Redis（Redis Cluster）和 哨兵版哨兵版 Redis（Redis Sentinel）。

集群版 Redis（Redis Cluster）

Redis 集群是一个提供在多个 Redis 节点间共享数据的程序集。

Redis 集群通过分区来提供一定程度的可用性，在实际环境中当某个节点宕机或者不可达的情况下
继续处理命令.。

Redis 集群的优势：

自动分割数据到不同的节点上；

整个集群的部分节点失败或者不可达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处理命令。

哨兵版 Redis（Redis Sentinel）

Redis 的 Sentinel 系统用于管理多个 Redis 服务器（instance）， 该系统执行以下三个任务：

监控（Monitoring）： Sentinel 会不断地检查主服务器和从服务器是否运行正常；

提醒（Notification）： 当被监控的某个 Redis 服务器出现问题时， Sentinel 可以通过 API 向
管理员或者其他应用程序发送通知；

自动故障迁移（Automatic failover）：当一个主服务器不能正常工作时， Sentinel 会开始一
次自动故障迁移操作，它会将失效主服务器的其中一个从服务器升级为新的主服务器，并让
失效主服务器的其他从服务器复制新的主服务器；当客户端试图连接失效的主服务器时，集
群也会向客户端返回新主服务器的地址， 使得集群可以使用新主服务器代替失效服务器。



Redis Sentinel 是一个分布式系统， 可以在一个架构中运行多个 Sentinel 进程（progress）， 这些
进程使用流言协议（gossip protocols）来接收关于主服务器是否下线的信息， 并使用投票协议
（agreement protocols）来决定是否执行自动故障迁移， 以及选择哪个从服务器作为新的主服务
器。

Redis Operator 核心功能

Redis Operator 能够提供一个 Kubernetes 上简易的、生产级的 Redis 安装程序。

下面列举了一些该 Operator 目前支持的功能：

设置 Redis 集群/单点部署模式

内置监控

使用 PVC 模板动态配置存储

资源限制

密码/无密码设置

节点选择和亲和性设置

管理部署优先级的优先类

SecurityContext 操作内核参数



部署指导
使用 Operator 部署 Redis，支持哨兵模式与集群模式两种部署架构。

哨兵模式哨兵模式 集群模式集群模式

主要解决高可用问题 主要解决高并发问题

主从节点数据一致 数据分片存储

客户端相对简易 客户端更复杂

通过哨兵监控实现高可用 通过 gossip 协议实现高可用

Key 操作无限制
Key 批量操作限制：仅支持对同属于一个哈希槽的 Key 执行批量操

作（mset、mget）。

同时只有一个节点执行写操作，无法满足并发写入请求

较大时的需求。
每个节点都可以读写，且可线性扩展到 1000 多个节点。

部署前准备

已在 OperatorHub 中部署 redis-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已了解 Redis 参数使用方式。详细信息可参考官方文档：哨兵模式、集群模式。

如需将 Redis 调度到指定节点，请联系平台管理员设置节点标签。

如果在特定节点上只希望调度 Redis，请联系平台管理员为节点设置污点。

部署步骤

1. 通过 创建实例 ，创建对应的 Redis 集群。



如需将 Redis 调度到指定节点，请在 YAML 中参考下述示例进行配置：

如果在特定节点上只希望调度 Redis，请在 YAML 中参考下述示例进行配置：

由于 Redis 的容器组会随机调度至各节点，如需确保 Redis 高可用，请在 YAML 中参考下述示例进
行配置容器组反亲和，以便跨节点分布 Redis。

# 哨兵模式（建议同时进行 redis 和 sentinel 配置）

spec:

  redis:

    nodeSelector:

      database: redis #节点标签键值对

  sentinel:

    nodeSelector:

      database: redis #节点标签键值对

        

# 集群模式

spec:

  nodeSelector:

    database: redis #节点标签键值对        

# 哨兵模式

spec:

  redis:

    tolerations:

      - effect: NoSchedule #节点污点类型

        key: taint #节点污点键

        operator: Equal

        value: highcpu #节点污点值

  sentinel:

    tolerations:

      - effect: NoSchedule #节点污点类型

        key: taint #节点污点键

        operator: Equal

        value: highcpu #节点污点值

     

# 集群模式    

spec:    

    toleRations:

      - effect: NoSchedule #节点污点类型

        key: taint

        operator: Equal #节点污点键

        value: highcpu #节点污点值

# 集群模式

spec:



spec:

  affinity:

    podAntiAffinity: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 weight: 100

        podAffinityTerm:

          labelSelector:

            matchExpressions:

            - key: managed-by

              operator: In

              values:

              - redis-cluster-operator 

            - key: redis.kun/name

              operator: In

              values:

              - redis-cluster-demo # 实例名称

          topologyKey: topology.kubernetes.io/zone

              

# 哨兵模式

spec:

  redis:

    affinity:

      podAntiAffinity: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 weight: 100

        podAffinityTerm:

          labelSelector:

            matchExpressions:

            - key: app.kubernetes.io/name

              operator: In

              values:

              - redis-sentinel-demo # 实例名称

            - key: app.kubernetes.io/part-of

              operator: In

              values:

              - sentinel 

            - key: app.kubernetes.io/part-of

              operator: In

              values:

              - redis-failover

          topologyKey: topology.kubernetes.io/zone

              

  sentinel:

    replicas: 3

    affinity:

      podAntiAffinity:

      preferredDuringSchedulingIgnoredDuringExecution:

      - weight: 100

        podAffinityTerm:



2. 查看 YAML 文件。

DistributedRedisCluster 实例（集群模式）：当 status.reason 为 OK  状态时，实例创建成
功。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当 status.phrase 为 Ready  状态时，实例创建成功。

        podAffinityTerm:

          labelSelector:

            matchExpressions:

            - key: app.kubernetes.io/name

              operator: In

              values:

              - redis-sentinel-demo # 实例名称

            - key: app.kubernetes.io/part-of

              operator: In

              values:

              - sentinel 

            - key: app.kubernetes.io/part-of

              operator: In

              values:

              - redis-failover

          topologyKey: topology.kubernetes.io/zone



连接调试
从集群内使用 redis-cli 连接 Redis，以进行简单调试。

获取连接信息

获取帐号信息

从集群内使用 redis-cli 连接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实例所在命名空间的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

2. 找到对应的内部路由（Kubernetes Service），记录下述端口对应的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IP 地址。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内部路由名称内部路由名称 端口号端口号

DistributedRedisCluster 实例（集群模式） {实例名称} 6379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rfs-{实例名称} 26379

获取帐号信息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实例所属命名空间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

2. 找到对应的保密字典（Kubernetes Secrets），其中 password  配置项的值即为实例访问密码。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保密字典名称保密字典名称

DistributedRedisCluster 实例（集群模式） 默认无。为确保环境安全，建议您 创建保密字典，并在其中设置密码。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rfr-{实例名称}

从集群内使用 redis-cli 连接实例

集群模式集群模式

示例如下：

redis-cli -h {内部路由的 IP} -p 6379 -a {保密字典中的 password} -c



哨兵模式哨兵模式

1. 连接哨兵实例，以获取主节点 IP 地址。

得到类似如下回显，其中 address 对应的为主节点 IP 地址。

2. 连接主节点。

示例如下：

# redis-cli -h 192.168.0.10 -p 6379 -a password -c

Warning: Using a password with '-a' or '-u' option on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may not be 

safe.

192.168.0.10:6379> set a 1

-> Redirected to slot [15495] located at 192.168.0.10:6379

OK

192.168.0.10:6379> get a

"1"

192.168.0.10:6379>

redis-cli -h {内部路由的 IP} -p 26379 -a {保密字典中的 password} info sentinel

# Sentinel

sentinel_masters:1

sentinel_tilt:0

sentinel_running_scripts:0

sentinel_scripts_queue_length:0

sentinel_simulate_failure_flags:0

master0:name=mymaster,status=ok,address=192.168.0.20:6379,slaves=1,sentinels=3  

redis-cli -h {主节点的 IP} -p 6379 -a {保密字典中的 password}

# redis-cli -h 192.168.0.20 -p 6379 -a password

Warning: Using a password with '-a' or '-u' option on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may 

not be safe.

192.168.0.20:6379> set a 1

OK

192.168.0.20:6379> get a

"1"

192.168.0.20:6379>



访问实例
您可从平台获取 Redis 的连接信息及帐号信息，以访问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获取帐号信息

访问实例

获取连接信息

平台为 Redis 的内部路由分配了固定的 IP 地址，作为从 集群内集群内 访问实例的统一入口。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实例所在命名空间的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

2. 找到对应的内部路由（Kubernetes Service），记录下述用于服务访问的 IP 地址。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内部路由名称内部路由名称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

DistributedRedisCluster 实例（集群模式） {实例名称} Redis 服务的 IP 地址:6379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rfs-{实例名称} 哨兵服务的 IP 地址:26379

获取帐号信息

说明说明：如果您从未设置密码，则可无密码访问实例，无需获取帐号信息。为保证环境安全，建议您及时设
置密码。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实例所属命名空间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

2. 找到对应的保密字典（Kubernetes Secrets），其中 password  配置项的值即为实例访问密码。

实例类型实例类型 保密字典名称保密字典名称

DistributedRedisCluster 实例（集群模式） 默认无。为确保环境安全，建议您 创建保密字典，并在其中设置密码。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rfr-{实例名称}

访问实例

推荐使用 go-redis 或 Jedis 客户端，或前往 Redis 官网 查看更多信息。



从集群内访问从集群内访问 DistributedRedisCluster 实例（集群模式）实例（集群模式）

下述示例中，需将 192.168.0.10 替换为 Redis 服务的 IP 地址（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6379 端口对应的端口对应的 IP 地址地址）或 内内
部路由的名称部路由的名称。

go-redis 示例

jedis 示例

从集群内访问从集群内访问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实例（哨兵模式）

下述示例中，需将 192.168.0.20 替换为哨兵服务的 IP 地址（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26379 端口对应的端口对应的 IP 地址地址）或 内内
部路由的名称部路由的名称。

注意注意：MasterName 对应主节点的名称，请保持默认值 mymaster 。

go-redis 示例

jedis 示例

import "github.com/go-redis/redis/v8"

     

rdb := redis.NewClusterClient(&redis.ClusterOptions{

    Addrs: []string{"192.168.0.10:6379"},

})

rdb.Ping(ctx)

Set<HostAndPort> jedisClusterNodes = new HashSet<HostAndPort>();

jedisClusterNodes.add(new HostAndPort("192.168.0.10", 6379));

JedisCluster jc = new JedisCluster(jedisClusterNodes);

jc.set("foo", "bar");

String value = jc.get("foo");

import "github.com/go-redis/redis/v8"

     

rdb := redis.NewFailoverClient(&redis.FailoverOptions{

    MasterName:    "mymaster",

    SentinelAddrs: []string{"192.168.0.20:26379"},

})



/**

 * Jedis

 */

@Bean

public RedisConnectionFactory jedisConnectionFactory() {

  RedisSentinelConfiguration sentinelConfig = new RedisSentinelConfiguration()

  .master("mymaster")

  .sentinel("192.168.0.20", 26379);

  return new JedisConnectionFactory(sentinelConfig);

}



备份与恢复
为防止数据丢失，建议您及时进行备份。一旦出现数据库异常，可恢复已备份数据。

立即备份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自动备份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恢复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立即备份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新增 RedisBackup，以立即备份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redis-operator 页面。

2. 创建 RedisBackup。

3. 按要求填写参数。

说明说明：RedisBackup 需与待备份的实例处于同一个命名空间。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备份完成后，RedisBackup 的 status.condition 取值将变为 Running 。

定时备份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设置 RedisFailover 实例的 redis.backup.schedule 参数以制定定时备份策略。到期后平台将自动备份该
实例，且将周期性执行备份。



说明说明：下述内容以备份已有实例为例。如果您希望备份一个新实例，可在创建实例时参考步骤 4 填写参
数。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redis-operator 页面。

2. 在 资源实例资源实例 页签中，找到 RedisFailover 实例，单击  > 更新更新。

3. 填写 redis.backup.schedule 参数。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恢复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新增 RedisFailover 实例并设置 redis.restore 参数，以将备份数据恢复到其中。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redis-operator 页面。

2. 新增 RedisFailover 实例。

3. 填写实例名称及 Restore.Backup Name。

注意注意：用于恢复的 RedisBackup 需与当前实例同属一个命名空间。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监控实例
在运维中心的 Grafana 面板中监控 Redis。

前提条件

确保平台中已部署监控组件：在平台管理的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 页面，选择对应集群，检查其 服务组件服务组件 中的
监控组件。

监控 DistributedRedisCluster 实例（集群模式）

1. 进入平台的运维中心，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监控面板监控面板。

2. 选择集群。

3. 在顶部下拉框中，选择 Redis > Redis Dashboard 监控面板。

4. 查看监控数据。

监控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

注意注意：请确保已开启 Redis Exporter 和 Sentinel Exporter。

1. 进入平台的运维中心，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监控面板监控面板。

2. 选择集群。

3. 在顶部下拉框中，选择 Redis > Redis Sentinel 监控面板。

4. 查看监控数据。





修改配置字典
通过填写配置字典（Kubernetes ConfigMap）的可视化 UI 表单，无需登录实例，即可快速修改
RedisFailover 实例（哨兵模式）的配置。

说明说明：如需修改集群模式实例配置，请在对应 YAML 文件设置 spec.config 。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配置配置 > 配置字典配置字典 页面。

2. 找到名称为 rfr-{RedisFailover 实例名称}  的配置字典。

3. 单击 ，修改参数。

4. 检查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修改结果将自动生效。



修改密码
为确保 Redis 环境安全，请妥善保管您的密码。若发现有泄漏风险，请及时修改密码。

注意注意：修改密码过程中，随着 Redis 重启，会出现业务闪断，丢失几分钟监控数据等现象。建议您避开业
务敏感时期进行操作。

下述步骤 同时适用同时适用 于集群模式和哨兵模式。

操作步骤

Redis 的密码存储于平台的保密字典（Kubernetes Secret）中。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实例所在命名空间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

2. 单击 创建保密字典创建保密字典，填写参数，并单击 创建创建。

参数参数 值值

类型 Opaque

键 password

值 输入新密码

3.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redis-operator 页面。

4. 找到实例，单击 更新更新。

5. 在 YAML 中填入步骤 2 中保密字典的名称，单击 更新更新。

示例如下：

6. 当 YAML 中 status.phrase 为 Ready  状态时，密码修改成功。

7. 使用新密码进行 连接调试。

apiVersion: databases.spotahome.com/v1

kind: RedisFailover

metadata:

  name: redisfailover

spec:

  auth:

    secretPath: redis-pass



后续操作

您还需在客户端中对应修改 Redis 密码，以确保平台及 Redis 客户端中数据一致。



扩容与缩容
在平台中快速对 DistributedRedisCluster 实例（集群模式）进行扩容、缩容。

说明说明：扩容、缩容期间不会中断服务。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选择 网络网络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2. 检查名称为 drc-{实例名称}-{有序数字}  的有状态副本集状态，当所查状态均为 运行中  时，才可继
续后续操作。

3.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redis-operator页面。

4. 找到 DistributedRedisCluster 实例，单击 更新更新。

5. 修改 Master Size 数值，单击 更新更新。

6. 再次检查有状态副本集的个数及状态。查得下述结果时，表示扩容、缩容成功。

个数：应与步骤 4 中所设值一致。

状态：应均为 运行中 。



常见问题
以下将为您说明使用 Redis 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集群版

(error) CLUSTERDOWN Hash slot not served

(error) MOVED

哨兵版

如何查询我的实例有哪些备份？

恢复失败，如何排查？

其他备份及恢复问题

使用Ceph存储类时，Pod报错怎么办？

遇到 “(error) CLUSTERDOWN Hash slot not served” 报错信
息，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error) CLUSTERDOWN Hash slot not served  报错信息，通常为集群状态异常所致。进入 redis-cli 后查
看 Redis 集群的状态，集群状态 为： cluster_state:fail 。示例如下：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10.111.152.130:6379> cluster info

cluster_state:fail

cluster_slots_assigned:0

cluster_slots_ok:0

cluster_slots_pfail:0

cluster_slots_fail:0

cluster_known_nodes:1

cluster_size:0

cluster_current_epoch:0

cluster_my_epoch:0

cluster_stats_messages_sent:0

cluster_stats_messages_received:0



1. 执行 cluster nodes  命令，检查集群的节点个数。例如：

说明说明：上述示例中，集群内仅有 1 个节点。

2. 当节点个数小于 3 时，修改 Redis 实例 YAML 文件中 size 字段的取值大于或等于 3。

遇到 “(error) MOVED” 报错信息，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报错信息如下：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为 redis-cli 添加 flag -c ，例如：

如何查询我的实例有哪些备份？

1. 执行以下命令，获取实例的备份。

2. 执行以下命令，通过定时备份名称筛选备份。

10.111.152.130:6379> cluster nodes

eaff83637962927de9e4897895c0e419e2f22cda :6379@16379 myself,master - 0 0 0 connected

size: 3

# redis-cli -h 10.109.248.41 -a "password"

10.109.248.41:6379> set a 1

(error) MOVED 15495 10.199.2.30:6379

# redis-cli -h 10.109.248.41 -a "password" -c

10.109.248.41:6379> set a 1

OK

10.109.248.41:6379> get a

"1"

kubectl -n {namespace} get redisbackup -l 

redisfailovers.databases.spotahome.com/name={redis_instance_name}



说明说明：{namespace} 为命名空间名称；{redis_instance_name} 为实例名称；{schedule_name} 为实
例中配置的定时备份名称，请替换为实际值。

恢复失败，如何排查？

1. 进入容器平台业务视图，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任务记录任务记录，进入任务记录列表页面。

2. 单击备份的 任务记录名称任务记录名称，进入任务记录详情页面。

3. 单击 日志日志 页签，查看该任务记录的日志信息。

说明说明：如果任务记录的日志中没有报错信息，则前往查看 initcontainer  实例的日志是否有报错
信息。

其他备份及恢复问题

支持备份非 Operator 创建的实例吗？

不支持。

支持 S3 备份吗？

目前不支持。

支持使用用户自己创建的 redis.rdb 文件来恢复吗？

目前不支持。

使用Ceph存储类时，Pod报错怎么办？

在实例的 YAML 文件中增加securityContext 描述，以指定容器使用 root 用户。

例如：

kubectl -n {namespace} get redisbackup -l 

redisfailovers.databases.spotahome.com/name=

{redis_instance_name},redisfailovers.databases.spotahome.com/scheduleName=

{schedule_name}



kind: RedisFailover

metadata:

  name: redis-sentinel-demo

spec:

  redis:

    securityContext:

      runAsUser: 0

      runAsGroup: 0

      fsGroup: 0        



RabbitMQ
RabbitMQ 是部署最广泛的开源消息代理。RabbitMQ 有成千上万的用户，是最受欢迎的开源消息代理之
一。从 T-Mobile 到 Runtastic，RabbitMQ 在全球范围内的小型初创企业和大型企业中都得到使用。

RabbitMQ 轻巧、易于在内部和云端部署。它支持多种消息传递协议。RabbitMQ 可以部署在分布式和联合
配置中，以满足大规模，高可用性的要求。

RabbitMQ 可在许多操作系统和云环境上运行，并为大多数流行语言提供了广泛的开发人员工具。

RabbitMQ Operator 简介

RabbitMQ Operator 是一个 Kubernetes 管理员 ，可以自动化执行、管理和操作运行在 Kubernetes 上的
RabbitMQ 集群。

说明说明：在本节内容和其他与 Operator 相关的文档中，我们使用 Operator （大写 O）来表示 Kubernetes
Operator 模式的实现，并使用 operator （小写 o）来指代技术运营工程师（管理员）。

Operator 提供了一种一致且简便的方法，将 RabbitMQ 集群部署到 Kubernetes 并运行它们，包括 “day
two”（连续）操作。在 Kubernetes 上或 Kubernetes 外部运行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Operator 部署的
RabbitMQ 集群。

RabbitMQ Operator 核心功能

RabbitMQ Operator 有以下功能特点：

能够提供单节点或多节点的 RabbitMQ 集群；

已部署群集的实际状态与预期状态不匹配时，自动校准；

可通过 Prometheus 和 Grafana 监控 RabbitMQ 集群。

下面列举了一些该 Operator 目前支持的功能：

异步消息传递：支持多种消息传递协议、消息排队、传递确认、到队列的灵活路由、多种交换类
型；

开发人员经验：使用 BOSH、Chef、Docker 和 Puppet 进行部署。使用喜欢的编程语言来开发跨语
言消息传递，例如：Java、.NET、PHP、Python、JavaScript、Ruby、Go 以及许多其他语言；

分布式部署：部署为集群以实现高可用性和吞吐量；跨多个可用区域和区域联合；

支持企业和云：可插拔身份验证、授权，支持 TLS 和 LDAP。轻巧且易于在公有云和私有云中进行
部署。



工具和插件：支持集成各种工具和插件、持续集成、运营指标以及与其他企业系统的集成。支持用
于扩展 RabbitMQ 功能的灵活的插件方法；

管理与监控：支持 HTTP-API、命令行工具以及用于管理和监控 RabbitMQ 的 UI。



部署指导
使用 Operator 部署 RabbitMQ。

部署前准备

已在 OperatorHub 中部署 rabbitmq-cluster-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部署步骤

1. 通过 创建 RabbitmqCluster实例 ，创建 RabbitMQ 集群。

注意注意：在表单视图中，请务必设置 Storage.Class，以确保 RabbitMQ 可使用持久化配置。

除了表单视图中的基本参数外，如果您还需要配置下述参数，请在 YAML 视图完成操作。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Image Pull Secret
存放用来访问 RabbitMQ 镜像的仓库的凭证的 Kubernetes Secret 的名称。注意注意：当镜像仓

库是私有仓库时，此参数为必填参数。

Affinity 亲和性设置规则。

Override

注意注意：请谨慎使用该参数。

该参数通过覆盖 Operator 的属性或提供其他设置来自定义操作员创建的资源。这是一项高级

功能，可让您启用不受明确支持的功能，但如果使用不正确，则很容易使 RabbitMQ 集群不

可用。您可以自定义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的 StatefulSet 和服

务。 spec.override.statefulSet  和 spec.override.clientService  的值应

分别匹配 StatefulSet 对象和 Service 对象规范。

Rabbitmq Rabbitmq 相关配置。

Rabbitmq.Additional

Config

Rabbitmq 补充配置信息，将写入 rabbitmq.conf  文件。例如： channel_max = 

1050 。

Rabbitmq.Advanced

Config
Rabbitmq 的高级配置信息，将写入 /etc/rabbitmq/advanced.config 文件。

Rabbitmq.Env

Config
Rabbitmq 环境变量配置信息，将写入 rabbitmq-env.conf  文件。

Additional Plugins
附加的基本插件，包括： rabbitmq_management 、 rabbitmq_prometheus  和 

rabbitmq_peer_discovery_k8s 。 Value 值为插件名称。



Tls

TLS 配置信息。将 RabbitMQ 配置为使用 Secret spec.tls.secretName  提供的证

书。Secret（保密字典）必须已经与 RabbitmqCluster 对象存在于相同的命名空间中。

Secret 中分别包含用于私钥和公共证书的 tls.key  和 tls.crt 。 

通过提供 CA 证书来验证对等证书，从而配置 RabbitMQ 使用相互 TLS 身份验证（mTLS）

进行连接。该证书必须存储在名称为 spec.tls.caCertName 的密钥下，名称为

spec.tls.caSecretName 的密钥中，并且与 RabbitmqCluster 对象位于相同的命名空间中。

Tls.secretName 存放 TLS 私钥和公共凭证的保密字典的名称。必须以 tls.key 和 tls.crt 方式存放。

Tls.Ca Cert Name 存放 TLS 证书的 Secret 的名称。

Tolerations 容器组容忍规则。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校验部署是否成功

1. 切换至业务视图，进入 RabbitmqCluster 实例所在命名空间的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 页面。

2. 等待名称为 {RabbitmqCluster 实例名称}-server  的有状态副本集变为 运行中  状态，即
RabbitmqCluster 实例部署成功。



使用指导
访问 RabbitMQ 管理界面，并进行消息传递。

获取连接信息

获取访问信息

使用浏览器访问 RabbitMQ 管理界面

消息传递

获取连接信息

1. 与管理员获取实例所在集群中任一节点的 IP 地址。

2.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

3. 找到与 RabbitmqCluster 实例同名的内部路由（Kubernetes Service）。

4. 记录 15672  容器端口对应的 主机端口主机端口。

获取访问信息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目标命名空间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

2. 找到名称为 {RabbitmqCluster实例名称}-default-user  的保密字典（Kubernetes Secrets）。

其中的 username 、 password  分别为所需用户名和密码。

使用浏览器访问 RabbitMQ 管理界面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集群中任一节点的 IP 地址}:{主机端口}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RabbitMQ 管理界
面。



消息传递

本文仅介绍 RabbitMQ 管理界面中的基本操作，更多内容请参见 RabbitMQ 官方文档 。

1. 登录 RabbitMQ 管理界面。

2. 创建交换机。

i. 选择 Exchanges 页签。

ii. 单击 Add a new exchange。

iii. 填写相关信息，单击 Add exchange。

3. 创建队列。

i. 选择 Queues 页签。

ii. 单击 Add a new queue。

iii. 填写相关信息，单击 Add queue。

4. 将队列绑定到交换机。

i. 选择 Exchanges 页签。



ii. 单击交换机的名称。

iii. 展开 Bindings，填写目标队列的名称，并设置 Routing key。

iv. 单击 Bind。

5. 发送消息。

i. 选择 Exchanges 页签。

ii. 单击交换机的名称。

iii. 展开 Publish message，填写交换机中设置的 Routing key 取值，并在 Payload 处填写消
息内容。

iv. 单击 Publish message。

6. 接收消息。

i. 选择 Queues 页签。

ii. 单击队列的名称。

iii. 展开 Get messages，单击 Get Message(s)。

iv. 查看消息内容。



队列镜像
在 RabbitMQ 集群中创建队列镜像（即副本）。若队列的 leader 所在节点发生故障，其他节点上的队列副
本便会被提升为新的 leader，以保证服务可用。

操作步骤

1. 参考 使用指导，登录 RabbitMQ 管理界面。

2. 创建交换机。

i. 选择 Exchanges 页签。

ii. 单击 Add a new exchange。

iii. 填写相关信息，单击 Add exchange。

3. 创建队列。

i. 选择 Queues 页签。

ii. 单击 Add a new queue。

iii. 填写相关信息，单击 Add queue。

4. 将队列绑定到交换机。

i. 选择 Exchanges 页签。

ii. 单击交换机的名称。

iii. 展开 Bindings，填写目标队列的名称，并设置 Routing key。

iv. 单击 Bind。

5. 创建队列镜像策略。

i. 选择 Admin 页签。

ii. 在右侧选择 Policies 菜单。

iii. 展开 Add / update a policy，填写相关信息。

此例表示对以 queue 命名开头的队列应用此策略。策略中以 ha-mode=all  表示会在所有



RabbitMQ 节点上创建队列副本；以 ha-sync-mode=automatic  表示会为 RabbitMQ 节点
（尤其是新加入的节点）自动同步消息和元数据。

iv. 单击 Add / update policy。

6. 检查配置效果：符合 Pattern 条件的队列后将出现 +{队列副本数}  标识。



常见问题
以下将为您说明使用 RabbitMQ 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准备集群所需要的 PV（持久卷）时，需要注意什么？

创建实例时的 storageClassName 参数，默认情况下未设置。如果未设置，则使用 Kubernetes 集群的默
认 StorageClass。



MongoDB
MongoDB 是一个文档数据库，旨在简化开发和扩展。

MongoDB 的特点如下：

文档数据库

MongoDB 中的记录是一个文档，它是由字段和值对组成的数据结构。MongoDB 文档类似于 JSON
对象。字段的值可以包括其他文档、数组和文档数组。示例如下图所示。

使用文档的优点是：

文档（即对象）对应于许多编程语言中的内置数据类型。

嵌入式文档和数组减少了对昂贵连接的需求。

动态模式支持流畅的多态性。

集合/视图/按需实例化视图

MongoDB 将文档存储在集合中。集合类似于关系数据库中的表。

除集合外，MongoDB 还支持：

只读视图（从 MongoDB 3.4 开始）。

按需实例化视图（从 MongoDB 4.2 开始）。

MongoDB Operator 简介

MongoDB Operator 负责根据用户的配置信息来完成部署对应的 MongoDB 集群、更新集群状态、删除集
群等操作。

Operator 的设计与 MongoDB 副本控制器的 Percona server 紧密相连，如下图所示。



一个副本集由一个主服务器和几个辅助服务器(图中有两个)组成，客户端应用程序通过驱动程序访问这些服
务器。

为了提供高可用性，Operator 尽可能使用 节点亲和性 运行 MongoDB 实例，并且数据库集群被部署为一
个至少有三个节点的副本集。如果某个节点发生故障，则在另一个节点上自动重新创建带有 mongod 进程
的 Pod。如果失败的节点承载主服务器，则复制集启动选择新主服务器的选举。如果失败的节点正在运行
Operator，Kubernetes 将在另一个节点上重新启动 Operator，因此正常操作不会被中断。

客户端应用程序应该使用 mongo+srv URI 作为连接。这允许驱动程序（3.6 及以上）从 DNS SRV 条目中
检索副本集成员的列表，而不必列出动态分配节点的主机名。

注意注意：Operator 使用的安全设置比 Percona server 为 MongoDB 默认设置的更为安全。初始配置包含所有
需要的用户帐户的默认密码，应该在生产环境中更改，如 安装说明 中所述。

为了为有状态应用程序提供数据存储，Kubernetes 使用了持久卷。使用 PersistentVolumeClaim （PVC）
实现对 Pods 的自动存储配置。如果发生故障，容器存储接口（CSI）应该能够在不同的节点上重新挂载存
储。PVC StorageClass 必须支持这个特性（Kubernetes 和 OpenShift 在版本 1.9 和 3.9 中分别支持这个
特性）。



Operator 通过 PerconaServerMongoDB 实例扩展了 Kubernetes API，它被实现为一个 golang 应用程
序。Operator 侦听所创建对象上的所有事件，当一个新的 PerconaServerMongoDB 实例被创建时，或者
一个已有的对象被修改或删除时，Operator 会自动创建/修改/删除所有需要的 Kubernetes 对象，并设置适
当的配置来提供一个正确操作的副本集。

MongoDB Operator 核心功能

下面列举了一些 MongoDB Operator 的主要功能及特性：

高性能

MongoDB 提供高性能的数据持久化。特别是：

对嵌入式数据模型的支持减少了数据库系统上的 I/O 操作。

索引支持更快的查询，并且可以包含来自嵌入式文档和数组的键。

丰富的查询语言

MongoDB 支持丰富的查询语言以支持读写操作（CRUD）以及：

数据聚合

文本搜索 和 地理空间查询

SQL 到 MongoDB 的映射图



SQL 到聚合的映射图

高可用

MongoDB 的复制工具（称为副本集）提供：

自动故障转移

数据冗余

副本集 是一组维护相同数据集合的 mongod 实例，提供了冗余和提高了数据可用性。

水平拓展

MongoDB 提供水平可伸缩性作为其核心功能的一部分：

分片 将数据分布在一个集群的机器上。

从 3.4 开始，MongoDB 支持基于 分片键 创建数据 区域。在平衡群集中，MongoDB 仅将区
域覆盖的读写定向到区域内的那些分片。请参见 Zones 章节。

支持多种存储引擎

MongoDB 支持多个存储引擎：

WiredTiger 存储引擎（包括对静态加密的支持 ）

内存存储引擎

另外，MongoDB 提供可插拔的存储引擎 API，允许第三方为 MongoDB 开发存储引擎。



部署指导
使用 Operator 部署 MongoDB。

部署前准备

已部署 percona-server-mongodb-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已了解 MongoDB 参数使用方式。详细信息可参考 Percona 官网 ，或 下载官方文档至本地 （右键
单击该链接，选择 链接存储为… ）。

部署步骤

1. （可选）MongoDB Operator 将为 MongoDB 预设五类特权帐户及密码。如需自定义帐户密码，请
手动创建保密字典（Kubernetes Secrets）。

i.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选择拟部署 PerconaServerMongoDB 实例的命名空间。

ii. 进入 设置设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创建 Opaque 类型的保密字典。

保密字典所需配置项如下。

键键 值值

MONGODB_BACKUP_USER backup

MONGODB_BACKUP_PASSWORD 自定义

MONGODB_CLUSTER_ADMIN_USER clusterAdmin

MONGODB_CLUSTER_ADMIN_PASSWORD 自定义

MONGODB_CLUSTER_MONITOR_USER clusterMonitor

MONGODB_CLUSTER_MONITOR_PASSWORD 自定义

MONGODB_USER_ADMIN_USER userAdmin

MONGODB_USER_ADMIN_PASSWORD 自定义

2. 通过 创建PerconaServerMongoDB实例，创建 MongoDB 集群。其中：

如需自定义帐号密码，请在 spec.secrets.users 处填入步骤 1 中保密字典的名称。

为保证集群稳定性，请保持 spec.replset.expose.enabled 默认值 false 。



如需支持加密通信，请保持 spec.allowUnsafeConfigurations 默认值 false 。

如需指定实例所需存储类，请配置 spec.replset.volumeSpec.storageClassName；或不做
配置，同时确保 MongoDB Operator 所在集群中已设置默认存储类，实例将沿用此默认存储
类。

若实例仅用于存储开发或者测试场景下的非持久化数据，可改用
spec.replset.volumeSpec.emptyDir 指定存储类 ，值为 {} 。

校验部署是否成功

方式一：在实例所在命名空间中，当名称为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rs0 的有状态副本集为 运行中  状态时，表
明实例创建成功。

方式二：当实例 YAML 文件中 state 的值变为 ready  时，表明实例创建成功。

spec:

secrets:

users: my-cluster-name-secrets

expose:

enabled: false

replsets:

  volumeSpec:

    persistentVolumeClaim:

      storageClassName: 

      resources:

        requests:

          storage: 3Gi



访问实例
您可从平台获取 MongoDB 的帐号信息及连接信息，以访问实例。

默认帐号

连接信息

访问实例

创建测试帐号

默认帐号

PerconaServerMongoDB 实例创建成功后，会在 MongoDB 集群中生成以下默认特权帐户。密码可在业务
视图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中查得。为避免特权滥用，请避免使用特权帐户执行一般操作。

说明说明：创建实例时如未新增或修改保密字典，默认的保密字典名称为 my-cluster-name-secrets。

clusterAdmin：包含 MongoDB 集群管理最高的操作权限。该角色包含clusterManager、
clusterMonitor 和 hostManager 三个角色的所有权限，并且还拥有 dropDatabase 操作命令的权
限。

clusterMonitor：包含对监控工具的只读操作权限。如工具 MongoDB Cloud Manager 和工具 Ops
Manager。

userAdmin：包含对当前数据库创建、修改角色和用户的权限。该角色允许向其它任何用户（包括
自身）授予任何权限，所以这个角色也提供间接对超级用户（root）的访问权限，如果限定在 admin
数据中，也包括集群管理的权限。该角色权限包含命令操作：changeCustomData、
changePassword、createRole、createUser、dropRole、dropUser、grantRole、revokeRole、
setAuthenticationRestriction、viewRole、viewUser。

backup：包含备份 MongoDB 数据最小的权限。对于 MongoDB 中所有的数据库资源包含命令操
作：listDatabases、listCollections、listIndexes；对于整个集群包含命令操作：
appendOplogNote、getParameter、listDatabases。

连接信息

主机主机 端口端口 获取方式获取方式

ClusterIP 27017 在平台业务视图的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找到名称为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rs0 的内部路由的服务访问信息。

内部域名 27017
{内部路由名称内部路由名称}-rs0.{命名空间命名空间}-mongodb.svc.cluster.local，例如 m1-rs0.namespace-

mongodb.svc.cluster.local。



说明说明

通过上述参数访问实例时，将轮询连接副本集中的任一节点，从而实现一定的负载均衡。连接成功
的回显中将提示节点属性，例如 rs0:PRIMARY 表示主节点，rs0:SECONDARY 表示从节点。

如需进行读写操作，请确保连接了主节点，即使用 {主节点对应的主节点对应的 Pod 名称名称}.{内部路由名称内部路由名称}-rs0.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mongodb.svc.cluster.local 访问实例。

客户端访问

MongoDB Connection String URI 的详细说明请参考 官方文档 。

明文访问

说明说明：主机主机 处可填内部域名或 ClusterIP。

加密访问

注意注意：

主机主机 处必须使用内部域名，否则会因为 SAN/CN 名称和证书不匹配导致连接失败。

初次访问实例前，请先执行以下操作。

1. 确保已禁用不安全配置，即实例中 spec.allowUnsafeConfigurations 保持默认取值 
false 。

2. 在平台业务视图的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查看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ssl 或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ssl-internal 其
中一个保密字典。

i. 把其中的 data.ca.crt 取值进行 base64 解密，写入 ca.crt 文件并保存。

ii. 把其中的 data.tls.key 和 data.tls.crt 取值进行 base64 解密，依次写入 tls.pem 文件
并保存。

说明说明：要求私钥在上，证书在下。

iii. 将 ca.crt 和 tls.pem 文件上传到客户端所在机器或 Pod 中。

mongo "mongodb://{帐户:密码}@{主机}:{端口号}/{数据库}”

mongo "mongodb://{帐户}:{密码}@{主机}:{端口号}/{数据库}?tls=true" --tls --tlsCAFile /tmp/ca.crt 

--tlsCertificateKeyFile /tmp/tls.pem



创建测试帐户

在开发或测试场景下，建议创建对应的测试帐户以执行操作。

1. 登录用于测试的数据库（名称以 ycsb  为例）的主节点。

2. 执行以下命令行，创建一个包含数据库读写权限的帐户（名称以 ycsb  为例）。

创建成功后，便可使用 ycsb  帐户访问 ycsb 数据库，并执行读写操作。

db.createUser({

    

    user: "ycsb",

    pwd: "ycsbPassword",

    roles: [

        { db: "ycsb", role: "readWrite" }

    ],

    mechanisms: [

        "SCRAM-SHA-1"

    ]

    

})



备份与恢复
为防止数据丢失，建议您及时进行备份。一旦出现数据库异常，可恢复已备份数据。

存储声明

立即备份

自动备份

恢复

存储声明

请提前准备 S3（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存储用于存储备份数据，并在平台声明该存储。

说明说明：

除了亚马逊的对象存储，也可使用其他兼容 S3 接口的存储，例如 MinIO。

S3 存储应预留足够空间，且 S3 终端节点（Endpoint）需与集群节点间保持网络互通。

1.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选择待备份实例所在命名空间。

2. 进入 设置设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创建 Opaque 类型的保密字典。

保密字典所需配置项如下。

键键 值值

AWS_ACCESS_KEY_ID 与 S3 存储中一致

AWS_SECRET_ACCESS_KEY 与 S3 存储中一致

3.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OperatorHub 页面。

4. 选择 percona-server-mongodb-operator ，并更新待备份实例的 spec.backup.storages  配置。

YAML示例如下。



立即备份

新增 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以立即备份 PerconaServerMongoDB 实例。

1. 进入平台的管理视图，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2. 在 Operator 列表中，选择 percona-server-mongodb-operator。

3. 单击待备份实例，检查实例健康状态，即 status.state 是否为 ready  状态。

是：继续下一步。

否：请定位问题并修复。

4. 创建 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

5. 按要求填写参数。

storages: 

  minio: #备份设备的名称，且只能由小写字母、‘-’ 和 ‘.’ 组成。

    type: s3 #必须为s3

    s3: #必须为s3

      bucket: ps-mongodb #S3中存储桶名称

      region: us-east-1 #S3的区域

      credentialsSecret: secret-minio #步骤2中保密字典名称

      endpointUrl: http://10.104.142.230:9000 #兼容S3的云存储设备的访问地址。如采用AWS的S3服

务，无需设置本字段。



YAML 文件示例如下：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备份完成后，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 的 status.state 将变为 ready 。备份耗时与
MongoDB 的数据量、存储的 IO 速度有关，请耐心等待。

定时备份

设置 PerconaServerMongoDB 实例的 spec.backup.tasks 参数。到期后平台将自动备份该实例，且将周
期性执行备份。

说明说明：下述内容以备份已有实例为例。如果您希望备份一个新实例，可在创建实例时参考步骤 4 填写参
数。

1. 进入平台的管理视图，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2. 在 Operator 列表中，选择 percona-server-mongodb-operator Operator 。

3. 在 资源实例资源实例 页签中，找到 PerconaServerMongoDB 实例，单击  > 更新更新。

4. 填写 spec.backup.tasks 参数。

说明说明：设置完成后，平台将同步生成一个定时任务（Kubernetes CronJob）。由于定时任务依赖于
Controller Manager（默认位于UTC-0时区），此处备份周期也需采用UTC-0时区。本例中表示将于
北京时间每天 10:00 执行自动备份。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apiVersion: psmdb.percona.com/v1

kind: 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

metadata:

  name: #备份名称

  namespace: #需与待备份实例的命名空间一致

spec:

  psmdbCluster: #待备份实例名称

  storageName: #声明的存储名称

tasks:

  - compressionType: gzip #备份文件的压缩格式

    enabled: true #必须为true

    name: daily-backup-plan #备份计划名称

    schedule: '0 2 * * *' #备份周期，需为采用UTC-0时区的Cron表达式

    storageName: minio #已设置的存储设备名称



备份完成后，将定时生成类似 cron-{实例名称}-{时间戳}  的 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 实
例。

恢复

新增 PerconaServerMongoDBRestore，将备份数据恢复至目标实例。

1. 进入平台的管理视图，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2. 在 Operator 列表中，选择 percona-server-mongodb-operator。

3. 创建 PerconaServerMongoDBRestore。

4. 按要求填写参数。

YAML 文件示例如下。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apiVersion: psmdb.percona.com/v1

kind: PerconaServerMongoDBRestore

metadata:

  creationTimestamp: '2020-11-11T08:24:57Z'

  generation: 1

  name: #PerconaServerMongoDBRestore的名称

spec:

  backupName: #用于恢复的备份名称。

  clusterName: #目标实例名称。需为 PerconaServerMongoDB 实例，且其中数据将被覆盖。



恢复成功后，PerconaServerMongoDBRestore 的 status.state 将变为 ready 。

说明说明：如果当前正在执行备份，则 PerconaServerMongoDBRestore 会等待备份完成后才开始恢复。



监控实例
在运维中心的 Grafana 面板中监控 MongoDB。

前提条件

确保平台中已部署监控组件：在平台管理的 集群管理集群管理 > 集群集群 页面，选择对应集群，检查其 服务组件服务组件 中的
监控组件。

操作步骤

1. 进入平台的运维中心，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监控面板监控面板。

2. 选择集群。

3. 在顶部下拉框中，选择一个面板，例如：MongoDB > MongoDB Overview。

4. 查看监控数据。



常见问题
以下将为您说明使用 MongoDB 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Mongo Shell 连接服务时，报错 “Auth mechanism not specified”，如何处理？

如何安装指定版本的客户端？

备份上传 s3 时报错，如何处理？

如何开启从节点提供数据读取服务开关？

内部路由创建失败，如何处理？

MongoDB 集群节点反复重启是什么原因？

创建 PerconaServerMongoDB 或 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 等实例没有显示，如何处理？

内存不够，导致 OOM 重启，如何处理？

Mongo Shell 连接服务时，报错 “Auth mechanism not
specified”，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用户在第一次连接 Mongo 服务时，经常会遇到无法连接到服务的问题，报错信息如下图所示。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首先检查服务的存活状态（可以通过查看 Kubernetes 中对应的资源状态是否有报错）、服务的 IP 和端口
是否正确、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等。

如果以上调用参数均确认无误后，依然还遇到上述错误，就需要检查 mongo shell 的版本是否和服务端一
致。Mongo 的版本一直在积极演进中，所以版本变化比较大，低客户端版本去连接高服务版本，往往会导
致一些连接问题。推荐使用和服务端一致的版本，例如：服务端版本号是4.2.5，则推荐使用 4.2.x 系列的
mongo shell。

如何安装指定版本的客户端？

目前的稳定版主要是 4.2 和 4.4，需要先配置一个 MongoDB 对应版本的 yum 仓库，然后安装即可。



安装 MongoDB 4.4 版本

1. 在对应的机器上创建文件 /etc/yum.repos.d/mongodb-org-4.4.repo ，文件内容如下：

2.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客户端。

安装 MongoDB 4.2 版本

参照 4.4 版本安装步骤，将文件及命令行中的 4.4 都改成 4.2 即可。

Mongo 社区版 官方安装链接。

备份上传 s3 时报错，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在通过 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 执行 MongoDB 备份时，提示上传出错。报错信息如下：

排查思路排查思路

首先检查在配置 s3 存储使用的 access key  和 secret key  是否正确。通常情况下，这个问题可能是因
为使用 echo “your-access-key” | base64  进行加密时，echo 默认会添加一个回车符导致访问秘钥错

[mongodb-org-4.4]

name=MongoDB Repository

baseurl=https://repo.mongodb.org/yum/redhat/$releasever/mongodb-org/4.4/x86_64/

gpgcheck=1

enabled=1

gpgkey=https://www.mongodb.org/static/pgp/server-4.4.asc

sudo yum install -y mongodb-org

或

sudo yum install -y mongodb-org-4.4.1 mongodb-org-server-4.4.1 mongodb-org-

shell-4.4.1 mongodb-org-mongos-4.4.1 mongodb-org-tools-4.4.1

error: |-

mongodump: write data: upload to S3: RequestError: send request failed

caused by: Put http://10.104.142.230:9000/ps-mongodb/2020-11-11T06%3A57%3A28Z_rs0.dump.gz: 

net/http: invalid header field value "AWS4-HMAC-SHA256 

Credential=YOURACCESSKEY\n/20201111/us-east-1/s3/aws4_request, SignedHeaders=content-

length;content-md5;host;x-amz-content-sha256;x-amz-date, 

Signature=19dc4b4e46d71caf8e5e477f1c09c30520c72cbde70f8a37560b629c6232d18d" for key 

Authorization.



误。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可以使用 echo -n "your-access-key"  命令行来避免这个问题。然后，重新生成正确的保密字典并重建
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 实例即可。

如何开启从节点提供数据读取服务开关？

登录集群的主节点之后（启动一个 bash shell 并且执行 Mongo 客户端，登录 PRIMARY 节点），执行 
rs.slaveOk()  命令。

内部路由创建失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在正常的设置了服务暴露（ spec.replset.expose.enabled=true ），并且等待了一段时间（合理的创建
时间范围）之后，依然没有正确的内部路由（Service）被创建出来。

排查思路排查思路

这里可能的一个原因是集群的命名不合理。

根据 RFC 1035 规定，DNS label 的名字必须以小写字母开头。如果创建的 MongoDB 集群名称为 111 或
者 222，不符合规定就会导致 Operator 报如下错误：

DNS-1035 label 需要以小写字母开头，并且只能由小写字母、数字和 ‘-’ 组成。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检查 Percona Server for MongoDB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不符合 RFC 1035 规定则重新创建 Percona
Server for MongoDB 实例。

MongoDB 集群节点反复重启是什么原因？

如果给 Operator 的资源不够，会导致 Operator 执行缓慢，创建资源的请求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执行。

如果给 MongoDB 集群节点分配的资源不够，可能会因为 MongoDB 服务启动还没完成时就被健康检查杀
掉而导致反复重启。

a DNS-1035 label must consist of lower case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or '-', start with an 

alphabetic character, and end with an alphanumeric character 



创建 PerconaServerMongoDB 或
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 等实例没有显示，如何处
理？

正常情况下，在 OperatorHub 中创建 MongoDB 相关的实例（包括 PerconaServerMongoDB、
PerconaServerMongoDBBackup、PerconaServerMongoDBRestore 等），很快就可以看到对应的
Workload、Pod 等附属资源被创建出来（在容器平台业务视图可以查看），如果长时间没有看到对应的附
属资源被创建，有可能是下面两个原因导致：

MongoDB Operator 的 Pod 资源配置太低

需要 WATCH 的实例资源太多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以上两个原因都可能导致长时间创建实例资源没有响应。可以尝试增加 Operator 的资源规格或者删除部分
不用的实例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

修改 Operator 的资源办法如下：

默认 Operator 的规格会采用当前命名空间的缺省容器规格（可以在 平台中心平台中心 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中
修改）。如需专门设置 Operator 的资源配额，可以通过修改 Subscription 来实现，如下图所示。

内存不够，导致 OOM 重启，如何处理？

当数据存取量比较大时，MongoDB 集群节点的内存资源使用率较高。如果给节点分配的资源不够用，就
会导致 MongoDB 节点因为内存不够而被杀掉重启。



此时，需要通过修改 PerconaServerMongoDB 实例中的资源配额，使节点恢复正常。



etcd
使用 Operator 部署 etcd。etcd 是一个分布式键值存储系统，能为跨集群存储数据提供可靠的存储方式。
etcd 可巧妙地处理网络分区期间的节点选举，还对包括 leader 在内的节点提供了容错支持。

部署前准备

已在 OperatorHub 中部署 etcd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已了解 etcd 参数使用方式。详细信息可参考 etcd 文档。

部署步骤及参数说明

通过 创建 EtcdCluster 实例 ，创建 etcd 集群。其中，需在 YAML 视图中完成 spec  配置。

说明说明：平台支持部署 v3.2.13 、 v3.3.24 、 v3.4.14  版本的 etcd 集群。如需选择更高版本，请先联系
管理员将对应镜像上传到平台的镜像仓库。

校验部署是否成功

1. 切换至平台的业务视图，进入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容器组容器组 页面。

2. 等待名称为 {EtcdCluster 实例名称}-{随机字符}  的容器组全处于 Running  状态后，登录容器。

说明说明： 容器组个数与 etcd 集群中节点个数一致，登录任一容器组均可。

3. 写数据。

{EtcdCluster 实例名称}-client 也即实例的内部路由名称，用于从平台集群内平台集群内访问实例。

若想从平台集群外平台集群外访问 etcd，需准备 负载均衡器。为负载均衡器 添加 TCP 监听端口 后，将
成员地址换成 http://{负载均衡器 IP}:2379  即可访问实例。TCP 端口号推荐使用 2379 ，
并选择实例的内部路由。

spec:

  size: 3 #etcd成员个数，需为奇数

  version: 3.4.14 #版本号

  repository: quay.io/coreos/etcd  #etcd官方镜像仓库 

ETCDCTL_API=3 etcdctl --endpoints http://{EtcdCluster 实例名称}-client.{实例所在命名空

间}.svc:2379 put {键} {值}



4. 读数据。

若能正确返回 2 中所设值，说明实例创建成功。

ETCDCTL_API=3 etcdctl --endpoints http://{EtcdCluster 实例名称}-client.{实例所在命名空

间}.svc:2379 get {键}



PostgreSQL
PostgreSQL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开源对象关系数据库，经过 30 多年的活跃开发，在可靠性、强大的功能和
性能方面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PostgreSQL 具备以下功能特性：

PostgreSQL 版本支持 9.6 - 12

通过 Patroni 流复制集群

通过 Spilo 使用 pg_basebackup / WAL-E  进行时间点恢复

预加载库： bg_mon 、 pg_stat_statements 、 pgextwlist 、 pg_auth_mon

包括一些流行的 Postgres 扩展，例
如： decoderbufs 、 hypopg 、 pg_cron 、 pg_partman 、 pg_stat_kcache 、 pgq 、 plpgsql_

check 、 postgis 、 set_user  和 timescaledb 。

Postgres Operator 简介

Postgres Operator 通过 Patroni 能够简单地在 Kubernetes 上运行高可用的 PostgreSQL 集群。仅通过
Postgres 清单文件（CRD）对其进行配置，以简化与自动 CI/CD 管道的集成，无需直接访问 Kubernetes
API，从而很简单地集成进自动化 CI/CD 流水线。

下图描述了当提交一个新的 Postgres CRD 时，Operator 将创建什么。



下图将为您展示单个集群 Pod 内的组件。



Postgres Operator 核心功能

Postgres Operator 具备以下功能特性：

滚动更新 Postgres 集群，包括：小版本更新

在不启动 Pod 的情况下实时调整 volume 大小（目前只支持 AWS EBS）

使用 PGBouncer 作为数据库连接池

还原和克隆 Postgres 集群（包括大版本升级）

可以配置 S3 bucket 的逻辑备份

使用 S3 WAL 备份集群

可为非云环境配置

Kubernetes 上的基本凭证和用户管理，简化了应用程序部署

用于创建和编辑 Postgres 集群的 UI

在亚马逊 AWS、谷歌云、OpenShift 和 Kind 上运行良好



部署指导
部署 Postgres Operator，并通过 Postgres Operator 创建 PostgreSQL。

部署前准备

已在 OperatorHub 中部署 postgres-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请确保目标集群中已存在非非 NFS  类型的 默认存储类。

部署步骤及参数说明

1. 通过 创建 postgresql 实例，创建 Postgres 集群。

表单方式创建实例的参数说明请参见下表。

参数参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实例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长度

不超过 63 个字符。

注意注意：实例创建时，名称中默认包含 Team Id  前缀，该前缀为 Team Id 字段的取

值。不可修改或删除，例如：Team Id 取值为 ACID ，实例名称的前缀为 acid ，

实例名称如 acid-example-cluster 。

标签标签 否 键值对。

Docker Image 否 自定义集群 Pod 镜像，且应该为 Spilo 镜像（ 可选的）。

Enable Exporter 否 是否启用监控功能。默认为 true （开关打开）。

Enable Logical

Backup
否 是否启用逻辑备份。默认为 false （开关关闭）。

Enable Master

Load Balancer
否 启用指向 Postgres 主数据库的负载均衡器。默认为 false （开关关闭）。

Enable Replica

Load Balancer
否 启用指向 Postgres 备用实例的负载均衡器。默认为 false （开关关闭）。



Enable Shm

Volume
否

是否在不限制 shm 内存的情况下启动数据库 Pod。 默认情况下，Docker 将 

/dev/shm  限制为 64M（参考 docker issue，如果 PostgreSQL 大量使用并行工作

程序可能就不够了。如果存在此选项且值为 true ，则将在目标数据库 Pod 上安装

新的 tmpfs 卷以消除此限制。如果不存在该卷，则将根据 operaotr 配置

（ enable_shm_volume ，默认为 true ）来决定安装卷。如果存在该卷且其值

为 false ，则将不会挂载任何卷，不用管 operator 是怎么配置的（因此您可以覆盖

operator 配置）。

Logical Backup

Schedule
否

逻辑备份 Kubernete cronjob 的定时设置。请参考 时间表格式 。默认为 30 00 * * 

* 。

Number of

Instances
是

集群的实例总数。operator 参数 max_instances  和 min_instances  也可以调

整此值。

Pod Priority Class

Name
否

应该分配给集群 Pod 的优先级名称。 如果未指定，则从 

pod_priority_class_name  参数中获取该值，如果未设置，则采用默认优先

级。优先级类别本身必须预先定义。

Spilo FSGroup 否

StatefulSet 中 Spilo 容器的持久卷将由指定的组 ID 所有和可写。这将覆盖 

spilo_fsgroup  参数。 这是将 Spilo 作为非根进程运行所必需的，但是需要自定

义 Spilo 镜像。

注意注意：如果不重新创建新 Pod，就无法更改 Pod 的 FSGroup。

Team Id 是 Postgre 集群所属团队的 ID，仅作标识用。

Clone 否
当另一个集群已经在 S3 上运行或具有基本备份的克隆时，将可以使用这些参数。这些

参数位于 clone  字段下，并且不会影响已经在运行的集群。

Clone.Cluster 是
来源集群名称。转换为服务名称或包含基本备份的 S3 存储桶中的 key。存在克隆部分

时必填。

Clone.S3 Access

Key Id
否 访问密钥 ID，用于在 S3 服务上进行身份验证。

Clone.S3 Endpoint 否 从非 AWS S3 克隆时，应设置 S3 兼容服务的 URL。

Clone.S3 Force

Path Style
否

以便在连接到不支持子域样式存储桶 URL（即 http:// 的 S3 兼容服务）时启用路径样

式寻址。

Clone.S3 Secret

Access Key
否 秘密访问密钥，用于在 S3 服务上进行身份验证。

Clone.S3 Wal Path 否 S3 存储桶的 URL，其中包含要克隆的集群的 WAL 存档。

参数参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Clone.Timestamp 否

要克隆的时间点的时间戳。operator 始终配置非包容性恢复目标，并在给定时间戳记之

前立即停止。设置此参数后，即使 operator 正在运行，operator 也不会考虑从活动集

群进行克隆，而是转到 S3。

Clone.Uid 否

要从中克隆的集群的 Kubernetes UID。由于集群名称不是集群的唯一标识符（因为同

名的集群可能存在于不同的命名空间中），因此 operator 在 S3 存储桶名称中使用 UID

以保证唯一性。从正在运行的集群克隆时无效。

Patroni 否 有关 ttl  和 loop_wait  参数的说明，请参阅 Patroni 文档。

Patroni.Loop Wait 否 默认值由 Spilo Docker 镜像设置。

Patroni.Maximum

Lag on Failover
否 默认值由 Spilo Docker 镜像设置。

Patroni.Retry

Timeout 否 重试超时时长。默认值由 Spilo Docker 镜像设置。

Patroni.Ttl 否 默认值由 Spilo Docker 镜像设置。

Patroni.Pg Hba 否

自定义 pg hba 行列表。默认值包括 hostssl all +pamrole all pam 。其中

pamrole 是 pam 身份验证角色的名称； 任何自定义 pg_hba  应该包括 pam 行，以

免破坏 pam 身份验证。

Postgresql 否 PostgreSQL 数据库配置信息。

Postgresql.Version 否 PostgreSQL 数据库的版本。

Resources 是 Postgres 容器的 CPU 和内存的 requests 以及 limits 配置信息。

Standby.S3 Wal

Path
是 包含远程主数据库的 WAL 存档的 S3 存储桶的 URL。存在 standby 部分时需要。

Volume 否 存储 Postgres 数据的持久性存储的属性。

Volume.Size 是 目标 EBS 卷的大小。常用的 Kubernetes 的尺寸描述，如 Gi 或 Mi。

Volume.Storage

Class
否

Kubernetes 存储类的名称，用于从中提取持久卷。 有关存储类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Kubernetes 文档。

Volume.Sub Path 否 将卷挂载到 Spilo 容器时使用的子路径。

Allowed Source

Ranges
否

为群集启用一个或多个负载平衡器时，此参数定义 IP 网络的逗号分隔范围（以 CIDR

表示）。相应的负载均衡器仅可由该参数定义的网络访问。 可选，如果为空，则从

Kubernetes 集群外部无法访问负载均衡器服务。

参数参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Maintenance

Windows
否 MaintenanceWindow 描述了允许 operator 在集群上进行维护的时间窗口。

Tolerations 否

适用于集群 Pod 的容忍度列表。 该列表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字典，其中包含以下字

段：键、运算符、值、效果和容差秒。每个字段都是可选的。请参阅 Kubernetes 示例

以获取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信息。 设置后，此值将覆盖 operator 的 

pod_toleration  设置。

参数参数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说明说明

校验部署是否成功

在 Postgres 集群对应的命名空间（如果创建 Postgres 集群时没有选定命名空间，则默认安装在 Postgres
Operator 部署的命名空间中）中获取 Postgres 的连接信息和账号信息，使用 psql 命令检查 Postgres 集群
的连接情况。

获取连接信息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网络网络 > 内部路由内部路由 页面，会默认创建和 postgresql 实例同名的内部路由
（Service）实例，可以使用该 Service 中的 IP 和 5432 端口作为 postgresql 实例的连接信息。

获取账号信息

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进入 配置配置 >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页面，默认会创建名称为 {数据库用户名}.{postgresql 实例名

称}.credentials.postgresql.acid.zalan.do  的保密字典。保密字典中的 username 、 password  配置
项的值为 postgresql 实例的访问用户名和密码。

说明说明：数据库的用户名，对应实例 YAML 文件中的 spec.users  字段，示例如下：

检查连接情况

在能访问集群 clusterIP 的机器上，使用 psql 命令检查连接情况。

users:

{username}:

- {rolename}

 

# Example:

users:

progres:

- superuser

- createdb



# 检查 psql 是否安装

psql --version

# 连接 PostgreSQL

PGPASSWORD={password} psql -h {host} -p 5432 -U {username}



使用指导
本节将为您说明如何使用 postgresql 实例。

客户端推荐

psql

pq

PostgreSQL JDBC Driver

客户端访问

如果客户端和 postgresql 实例在同一个集群内，可以直接使用内部路由（Service）访问。用户的应用可以
通过 Kubernetes 集群的 DNS 解析的域名（host）访问 postgresql 实例。例如： pg-cluster-a.my-

namespace.svc.cluster.local 。

如果在集群外访问，需要修改 postgresql 实例 YAML 文件中的以下两项配置，如下所示。

enableMasterLoadBalancer: true

enableReplicaLoadBalancer: true



常见问题
以下将为您说明使用 Postgres 集群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如何查看创建出来的 postgresql 实例?

postgresql 实例创建失败，如何处理？

如何查看创建出来的 postgresql 实例？

1. 登录 Container Platform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

2. 进入创建 postgresql 实例的命名空间。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计算组件计算组件 > 有状态副本集有状态副本集，进入有状态副本集列表页面。

4. 单击与 postgresql 实例同名的有状态副本集，查看 postgresql 实例的详细信息。

postgresql 实例创建失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postgresql 实例创建失败，与实例同名的有状态副本集未创建。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检查 postgresql 实例的名称是否包含了 Team Id  字段值前缀。

注意注意：实例创建时，名称中默认包含 Team Id  前缀，该前缀为 Team Id 字段的取值。不可修改或删除，
例如：Team Id 取值为 ACID ，实例名称的前缀为 acid ，实例名称如 acid-example-cluster 。



Kong
Kong 是一个云原生，快速，可扩展和分布式微服务抽象层（也称为 API 网关），Kong 是开源的高性能、
高可用，基于 Nginx 的接口管理中间层，并且能通过 Kong 管理和扩展你的 API 接口和微服务。包含很多
功能强大的插件，HTTP 基本认证、秘钥认证、IP 黑白名单限制、CORS、API 请求限流、限制请求包尺
寸、请求转发、TCP、UDP、文件日志、以及 nginx 监控等。

Kong 具备以下特性：

可扩展性：通过简单地添加更多的服务器，可以轻松地进行横向扩展，这意味着您的平台可以在一
个较低负载的情况下处理任何请求。

模块化：可以通过添加新的插件进行扩展，这些插件可以通过 RESTful Admin API 轻松配置。

在任何基础架构上运行：Kong 网关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运行。可以在云或内部网络环境中部署
Kong，包括单个或多个数据中心设置，以及 public，private 或 invite-only APIs。

自动扩缩容：当 CPU Utilication 超过 80%，会触发自动扩缩容。

Operator 能力介绍

将部署参数写入 yaml 声明式文件，创建对应的 cr 资源，operator 监听到该资源的创建，获取 cr 的字段写
入 kong chart 的 value 文件，然后进行 chart 部署。

核心功能

提供高性能高可用 API 网关和 API 服务管理层。

提供包括 HTTP 基本认证、密钥认证、CORS、TCP、UDP、文件日志、API请求限流、请求转发
及 NGINX 监控等基本功能。

支持通过插件扩展已有功能，这些插件在 API 请求响应循环的生命周期中被执行。

参考文档

Kong 官网：https://github.com/Kong/kong

官方 Chart：https://github.com/Kong/charts



部署指导

部署前准备

软件环境要求软件环境要求：

容器平台提供业务集群，打开业务集群 sentry-cm 中的 monitor 部署开关，并且 cpaas-monitor 部署
成功。

在业务集群中创建要部署 Kong 的命名空间，命名空间的 CPU 配额建议 2 ~ 4 核，内存建议 4 ~
8G。

Operator Hub 功能开关已开启。

数据持久化要求数据持久化要求：

准备提供数据持久化能力的 Postgres 数据库，在以下两种方式之间选择一种。

方式一：提供已有的 Postgres 数据库，并准备以下数据接口的参数。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数据库访问地址（需保证 Kong 和 数据库通信正常）

数据库访问端口

方式二：用平台部署 Postgres Operator （Postgres Operator）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Operators > OperatorHub。

2. 单击 Postgres 卡片上的 快速部署快速部署 按钮。

3. 在弹出的 **部署 Operator ** 对话框中，配置 Operator 相关参数。

安装策略安装策略：选择 自动自动。

部署集群部署集群：选择要部署 Postgres 的业务集群。

部署模式部署模式：选择 命名空间模式命名空间模式。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选择要部署 Postgres 的命名空间。

4. 单击 部署部署，稍等片刻，等待 postgres-operator 部署成功。

5. 部署 postgres-operator 成功之后，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单击
postgres-operator，进入详情页。

6. 单击 创建实例创建实例。

7. 在创建 Postgresql 页面，根据表单内容填写参数，或者以 yaml 格式填写参数。
说明说明：某些字段可能无法以表单形式表示，请选择 YAML 视图视图 编辑完整字段设置。

YAML 示例示例



8. 单击 创建创建。

9. 验证 postgresql 部署结果。

在 Postgres 集群对应的命名空间（如果创建 Postgres 集群时没有选定命名空间，则默认安
装在 postgres-operator 部署的命名空间中）中获取 Postgres 的连接信息和账号信息。
使用 psql  命令检查 Postgres 集群连接情况。

执行命令 kubectl get svc -n <NAMESPACE> 。其中 <NAMESPACE>  为 postgres-operator 与
实例所在的命名空间。记录下 Cluster-IP （图中为 172.31.82.290）与 port 端口号（图中为
5432），以便部署 Kong 时使用。

执行命令 kubectl get secrets -n <NAMESPACE> ，查看系统默认创建的格式为 
{username}.{pg_cluster_name}.credentials.postgresql.acid.zalan.do  的保密字典（图
中为 foo.acid-minimal-cluster.credentials.postgresql.acid.zalan.do）。

执行命令 kubectl edit secrets/foo.acid-minimal-

cluster.credentials.postgresql.acid.zalan.do -n pg ，记录下password 与 username
字段的值。

分别执行命令 echo -n 

"SVo2c05KYnRWUnpYZTdrVEpGenRQRXBwRzM1dEMzR2t3Z1NZUTBRRmRpWVZmWlVVRnR1TmxBdlJENUZBe

kwyVQ==" | base64 -d

echo -n "Zm9v" | base64 -d



记录下如图红框中的 username 和 password 作为账户信息，以便后续部署 Kong 使用。

部署步骤以及参数说明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Operators > OperatorHub。

2. 单击 Kong Operator 卡片上的 快速部署快速部署 按钮。

3. 在弹出的 **部署 Operator ** 对话框中，配置 Operator 相关参数。

安装策略安装策略：选择 自动自动。

部署集群部署集群：选择要部署的业务集群。

部署模式部署模式：选择 命名空间模式命名空间模式。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选择要部署的命名空间。

4. 单击 部署部署，稍等片刻，等待 postgres-operator 部署成功。

5. 部署 kong-operator 成功之后，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单击 kong-
operator，进入详情页。

6. 单击 创建实例创建实例。

7. 在创建 Kong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YAML，切换到 YAML 创建。

YAML 示例示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metadata.name 字符串 Kong 实例名称

spec.postgresql.name 字符串 数据库名称（创建 Postgres YAML 示例中的数据库名称）

spec.postgresql.password 字符串 数据库用户密码

spec.postgresql.username 字符串 数据库用户名称（创建 Postgres YAML 示例中的数据库用户名称）

spec.postgresql.host 字符串 数据库 host 地址

spec.postgresql.port 字符串 数据库 port

校验部署是否成功

校验通过 Kong 访问消费者服务提供的接口服务返回正常。

1. 执行命令 kubectl get svc -n <NAMESPACE> ，查看 Kong Service。

Kubernetes 服务与 Kong 的端口映射关系如下：

targetPort port nodePort



8001 8001 32134

8000 80 31609

8443 443 31965

8444 8444 30649

targetPort port nodePort

默认情况下，Kong 监控以下端口：

8000：监听来自客户端的传入 HTTP 流量，并将其转发到上游服务。

8443：监听来自客户端的 HTTPS 流量。此端口具有与端口类似的行为 :8000，但它仅需要
HTTPS流量。可以通过配置文件禁用此端口。

8001：管理端口，提供管理 Admin API。

8444：Admin API 的 HTTPS 端。

说明说明：

8000 和 8443 作为提供服务的端口，在正常的线上服务中，需要修改成 80 和 443 端口。使
用 docker 启动，方便做端口映射，而不需要对配置做修改。

三种访问 Kong 服务的方式如下，可以通过 kubectl get svc/chart-kong-chart-kong-

admin -n NAMESPACE -o yaml  命令获得具体信息。

i. http(s)://{ pod-ip }:{ targetPort }

ii. http(s)://{ cluster-ip }:{ port }

iii. http(s)://{ node-ip }:{ nodePort }

2. 参考以下命令，创建一个 baidu.com 的 service。
注意注意：此处以 baidu.com 为例，并以第三种访问方式 http(s)://{ node-ip }:{ nodePort } 进行访问。若
不能访问外网，可以用内网的服务来测试验证。

curl -i -X POST --url http:// { node-ip }:{ nodePort }/services/ --data 'name=baidu-

service' --data 'url=https://www.baidu.com/'

3. 参考以下命令，创建一个路由。

curl -i -X POST --url http:// { node-ip }:{ nodePort }/services/baidu-service/routes --

data 'paths[]=/api/baidu'



4. 浏览器访问 http://{ node-ip }:{ nodePort }/api/baidu （此处 nodePort 为 proxy 服务的
nodePort），能够正常访问。

5. 通过查看相关 Pod 的日志，查看接口日志的对应请求记录。

在后台输入命令 kubectl logs pod/PODNAME -n <NAMESPACE> （PODNAME 为相关 Pod 的名
称）。

6. 重启 Kong 之后, 通过 Kong 访问消费者服务提供的接口服务返回正常。

删除 Pod，等待 Pod 重启成功后，浏览器再次访问 http://{ node-ip }:{ nodePort 

}/api/baidu （此处 nodePort 为 proxy 服务的 nodePort），能够正常访问。

7. 再次通过查看重启后相关 Pod 的日志，查看接口日志的对应请求记录。

在后台输入命令 kubectl logs pod/PODNAME -n <NAMESPACE> （PODNAME 为相关 Pod 的名
称）。



常见问题
建议选择部署 Kong 的命名空间时，选择与 Postgres 部署到同一命名空间。

当 Postgres 发生主备切换时，Kong 需要重启 Pod。



TopoLVM
使用 Operator 创建 TopolvmCluster 实例，以在集群中部署卷插件（provisioner），用于后续创建
TopoLVM 存储类。

背景信息

部署前准备

部署步骤

重装前清理

背景信息

TopoLVM 是一个通过 LVM 实现本地持久卷（Local Persistent Volumes）的 CSI 插件。在仅需要临时存
储，或对存储性能要求较高时，建议使用通过 TopoLVM 创建的本地持久卷。

创建 TopoLVM 存储类并绑定到持久卷声明（PVC，PersistentVolumeClaim）后，平台将根据持久卷声明
在节点上动态创建本地持久卷供业务应用使用。

部署前准备

已在 OperatorHub 中部署 topolvm-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已了解 TopoLVM 参数使用方式。详细信息可 前往 TopoLVM 官网 查看。

部署步骤

1. 创建 TopolvmCluster 实例 。

注意注意：每个集群中只能创建 1 个 TopolvmCluster 实例。

下述内容以 YAML 方式创建实例为例，表单方式类似。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name 实例的名称。

spec.topolvmVersion TopoLVM 的镜像地址。如无特殊要求，使用默认镜像即可。

deviceClasses.nodeName 集群中可使用本地存储的节点名称。

deviceClasses.classes 设备类，每个设备类对应一组相同特性的存储设备。可设置多个。



classes.className 设备类名称。建议根据磁盘性质填写，例如 hdd  、 ssd 。

classes.volumeGroup 用于创建卷的组，需保证当前节点中名称唯一。

classes.default 每个节点上都必须有且仅有一个设备类设为 true ，即默认使用该类别。

classes.devices 待挂载的磁盘，需为块设备。可设置多个。

devices.name 磁盘名称，例如 /dev/sda 。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示例如下：

2. 等待 YAML 文件中 successClasses.state 为 create successful  状态时，实例创建成功。

说明说明：如果同时在多个节点上使用 TopoLVM，请确保每个节点都为成功状态。

apiVersion: topolvm.cybozu.com/v1

kind: TopolvmCluster

metadata:

  name: topolvmcluster

spec:

  topolvmVersion: 10.0.130.54:5000/acp/topolvm:af152e1

  deviceClasses:

    - nodeName: 10.0.100.200

      classes:

        - className: hdd

          volumeGroup: mygroup

          default: true

          devices:

            - name: /dev/sda

apiVersion: topolvm.cybozu.com/v1

kind: TopolvmCluster

metadata:

  name: topolvmcluster

  namespace: topolvm

status:

  nodeStorageState:

    - failClasses: []

      node: 10.0.100.200

      successClasses:

        - className: hdd

          state: create successful

          vgName: topolvmcluster



重装前清理

如果需要在同一集群中重新创建 TopolvmCluster 实例，请先执行下述步骤清理当前实例的相关资源。

1. 在业务视图的 存储存储 > 持久卷声明持久卷声明 页面中，删除已绑定 TopoLVM 存储类的持久卷声明。

此举将删除节点上的逻辑卷。

2. 在管理视图的 Operators > 已部署已部署 Operator > topolvm-operator 页面中，查看 TopolvmCluster
实例的 YAML。

3. 记录 TopolvmCluster 实例中所有卷组名称（volumeGroup）及对应物理卷名称（devices.name）。

4. 在 资源实例资源实例 页签中，单击  > 删除删除，删除 TopolvmCluster 实例。

5. 登录部署了 TopolvmCluster 实例的节点。

6. 逐一删除 3 中所有卷组和物理卷。

apiVersion: topolvm.cybozu.com/v1

kind: TopolvmCluster

metadata:

  name: topolvmcluster

  namespace: topolvm

spec:

  deviceClasses:

    - classes:

        - className: hdd

          default: true

          devices:

            - name: /dev/vdd #物理卷名称

          volumeGroup: mygroup #卷组名称

      nodeName: 10.0.100.200

  topolvmVersion: 10.0.130.54:60080/acp/topolvm:fb8bb31

lvm vgremove {卷组的名称}

lvm pvremove {该卷组中的物理卷}



DevOps Tools
使用 Operator 部署 DevOps Tools。DevOps Tools 指可集成在 DevOps 中使用的外部工具，例如
GitLab。

工具工具 用途用途

Gitea Gitea 是一个轻量级代码托管解决方案，可运行在任何 Go 能够编译的平台。

GitLab

Gitlab 是一个分布式代码管理工具，可用于管理项目源代码并控制代码的版本。

说明说明：在本平台中，GitLab 指基于 GitLab 11.4.0 的平台定制版本；GitLab Offical 指基于 GitLab 13.6.3 的平

台定制版本。

Harbor Harbor 是一个 Docker 镜像管理工具，可提升 Registry 构建和传输镜像的效率。

Jenkins Jenkins 是一个持续集成工具，可供开发人员更可靠地构建、测试和部署软件。

Nexus Nexus 是一个强大的 Maven 仓库管理器，能极大地简化内部仓库的维护和外部仓库的访问。

Sonarqube SonarQube 是一个代码质量分析工具，可用于定位代码的漏洞和潜在问题。

TestLink TestLink 是基于 web 的测试用例管理工具，可从测试需求、测试设计、测试执行等方面管理测试过程。

部署准备

已在 OperatorHub 中部署 devops-tool-operator，具体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

已根据业务需要声明存储，可以是与 Operator 在同一命名空间的 PVC 或 Kubernetes 节点中的本
地存储。

说明说明：对于 Jenkins，建议预留至少 10GB 的存储空间。

如需通过域名访问工具，请提前注册网站域名，并在平台中导入 域名。

如需通过 HTTPS 方式访问工具，请提前申请 SSL 证书，并在平台中导入 证书。

如需部署高可用 Harbor，请确保目标集群中已存在 postgres-operator Operator ，且存在非非 NFS

类型的 默认存储类，以便平台自动部署所需 PostgreSQL。

如需使用 Jenkins 多分支流水线功能，请提前将 GitLab 集成到 DevOps，并获取 Gitlab访问凭据，
详见 Jenkins Settings 参数。

如需部署 Testlink，请提前部署 MySQl 数据库，并获取数据库访问凭据，详见 Database 参数。

部署步骤



1.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进入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 devops-tool-operator 页面。

2. 在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页签中，单击 创建实例创建实例。

除了 名称名称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等基本信息外，您可能需要进行下述配置，以满足特定业务需要。

说明说明：若无特指，以下参数说明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实例。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Integrated Into

Platform
开启后，工具将自动集成到 DevOps。

Account

各工具所需配置不同，请按需配置。

- Password：管理员用户的默认密码。为了环境安全，建议您修改该默认密码。

- Username：管理员用户名。仅需为 Testlink 设置，其他工具的管理员用户名均为不可修

改的默认值。

- SSO 登录登录：若打开此开关，可使用本平台账号单点登录 GitlabOfficial、Harbor 或

Sonarqube。关于此 SSO 登录方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相关信息。

Jenkins Settings

GitLab 访问凭据，用于添加 GitLab 分支源插件。仅使用 Jenkins 多分支流水线功能时需要

填写。

- Name：GitLab 名称。

- Server Url：GitLab 访问地址。

- Token：GitLab 用户令牌。

Database

数据库访问凭据，仅部署 Testlink 时需要填写。

- Database：数据库名称。如无特指， Operator 将以默认名称创建数据库供 Testlink 使

用。

- Host：数据库的主机地址。

- Port：数据库端口。

- Root Password：数据库用户名。

- Root User：数据库用户密码。

Persistence.Type

可选值包括：

LocalPath：本地存储。

PVC：持久卷声明。

Persistence.Location

若 Type 选择 LocalPath 则此项必填。 

- Node Name：Kubernetes 存储节点名称。

- Path：节点上存储的绝对路径。

Persistence.PVC
若 Type 选择 PVC 则此项必填。

Existing Claim：PVC 名称。

Resources.Limits 运行该工具时 CPU 和内存可消耗的最大资源。

Resources.Requests 运行该工具时 CPU 和 内存需占用的最小资源。



Service.Type

必填项。取值包括：

- Node Port：通过静态端口暴露路由，即通过 {IP}:{端口}  方式访问工具。

- Ingress：通过入站规则暴露路由，即通过域名访问工具。

Service.Ingress

若 Type 选择 Ingress 则此项必填。

- Domain Name：用于访问工具的域名。 

- Protocol：通过 HTTP 或 HTTPS 方式访问工具。

- Secret Name：通过 HTTPS 方式访问工具时，使用的 SSL 证书名称。

Service.Node Port
若 Type 选择 Node Port 则此项必填。

用于访问工具的端口号。

External URL 必填项。工具访问地址，需根据 Service 配置进行规划。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3. 单击 创建创建。

校验部署是否成功

1. 单击实例，查看其 YAML 文件中的 status.conditions.lastTransitionTime.message 信息。

若提示实例创建成功，请执行步骤 2。
若提示实例创建失败，请对应排查并修复。

2. 访问工具，并检查工具的基本功能。如能正常使用，说明工具部署成功。

说明说明：部署参数中 External URL 和 Account 分别为工具访问地址和登录凭据。

3. 若选择了将工具集成至 DevOps 平台，等待大约 10 分钟，切换到 DevOps 平台的管理视图。

4. 选择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您将看到 访问地址访问地址 与部署参数中 External URL 一致的工具。

相关信息

数据安全数据安全



为确保数据安全，请定期备份工具所使用的各类数据库。

高可用高可用 Harbor

部署成功后，平台会自动生成名称为 harbor-{Harbor 实例名称}-pg  的 PostgreSQL 实例。

GitlabOfficial 与与 SSO 登录登录

受 GitLab 账号格式限制，平台中仅邮箱格式的账号可通过 SSO 方式登录 GitLab。

用于 SSO 登录的账号也可用于推送和拉取代码，以及在 DevOps 平台中作为绑定项目的凭据。

如需拉取或推送代码，请先从 GitLab 界面中获取 用户名用户名 和 密码密码 作为凭据。用于 SSO 登录的账号
在 GitLab 中对应的默认密码为空，您应先设置一个新密码。

Harbor 与与 SSO 登录登录

仅在创建 Harbor 实例时设置才会生效。

除了管理员用户可通过本地登录方式登录 Harbor 外，其他用户都需通过 SSO 登录 Harbor。

用于 SSO 登录的账号也可用于拉取镜像，但无法在 DevOps 平台中作为绑定项目的凭据。

如需使用 Helm 或 Docker CLI 方式访问 Harbor，请先从 Harbor 界面中获取 用户名用户名 和 CLI 密码密码 作
为凭据。



Prometheus
Prometheus 是一个开源的系统监控和告警工具包。

Prometheus Operator 简介

Prometheus Operator 是 Prometheus 和 Alertmanager 的 Operator，通过配置与管理Prometheus、
Alertmanager 等 Kubernetes 自定义资源，提供对 Prometheus 和 Alertmanager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基于 Kubernetes 的 Prometheus Operator，提供了简单易用的 Kubrnetes 服务的监控定义方式、
Prometheus/Alertmanager 实例的部署和管理方式。

了解更多

Prometheus Operator 具有以下特点：

快速创建、销毁实例：您可以用 Prometheus Operator 简单地在 Kubernetes 命名空间启动一个
Prometheus 实例。

配置简单: 您可以基于 Prometheus 等自定义资源，简单地配置 Prometheus 的基础参数，比如版
本、持久存储、 保留策略、副本数等等。

基于 labels 生成监控目标配置：基于与 Kubernetes 类似的 label 查询，自动生成监控目标配置；不
需要学习 Prometheus 指定的配置语法。

更多参考信息

Prometheus Operator 核心功能

以下介绍 Prometheus Operator 的核心功能及特性。

Kubernetes 自定义资源：使用 Kubernetes 自定义资源来部署和管理 Prometheus、Alertmanager
和相关组件。

高可用：在失败域间运行多个实例时，数据会被备份。能够使监控服务在电力断供期间保持可用状
态。

滚动升级：可以实现服务不间断的情况下滚动升级 Prometheus 到新的版本，使升级或更新变得便
捷、可靠。

处理容器的动态特性：告警规则可以附加到一组容器而不是单个实例， 对于容器部署的高度动态特
性，这种是最理想的。



部署指导
本节将说明如何在平台上部署 Prometheus Operator。

本节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部署前准备

部署步骤及参数说明

校验部署是否成功

部署前准备

平台已部署 OperatorHub（OperatorHub）

OperatorHub 列表中包含 Prometheus Operator

部署步骤及参数说明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Operators > OperatorHub，进入 Operator 列表页面。

3. 请参考 部署 Operator 部署 Prometheus Operator。

校验部署是否成功

Prometheus Operator 部署成功后，Operator 会在部署 Operator 的命名空间中自动创建名称为
prometheus-operator 的部署（Deployment）且状态为 运行中运行中；同时，会在已部署操作器 prometheus-
operator 下生成相关的 CRD（CustomResourceDefinition）资源，可前往已部署操作器 prometheus-
operator 详情页的资源区域查看。



使用指导
本节将为您说明如何使用 Prometheus 实现系统监控和告警。

待 Prometheus Operator 部署成功后，进入 Prometheus Operator 详情页，参考 创建实例 依次创建
Prometheus 实例、ServiceMonitor 实例、PodMonitor 实例、PrometheusRule 实例、AlertManager 实
例。

提示提示：为确保创建成功的实例能够互相访问，建议以下实例均创建在相同的命名空间下，尤其是
Prometheus 实例和 Alertmanager 实例。

Prometheus 实例：用于创建和管理 Prometheus Server；

ServiceMonitor 实例：用于通过监听 Service（内部路由）获取抓取配置，并同步到 Prometheus
Sever，完成指标采集；

PodMonitor 实例：用于通过监听 Pod 获取抓取配置，并同步到 Prometheus Sever，完成 Pod 相关
指标的采集；

PrometheusRule 实例：用于为 Prometheus 添加 Alerting rules（告警规则）和 Recording
rules（记录规则），并加载到 Prometheus Server；

Alerting rules

Recording rules

AlertManager 实例：用于创建和管理 AlertManager Server，通过 AlertManager Server 可实现告警
的分发处理。

Prometheus Operator 管理资源实例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Prometheus 实例

创建实例

创建 Prometheus 实例的常用参数说明参见下表。

更多参数说明请参考 Prometheus CRD 。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baseImage 是 Prometheus 实例的镜像地址。例如： 192.168.16.52:60080/ait/prometheus 。

version 是 Prometheus 实例的镜像版本。例如： v2.10.0 。

tag 否
Prometheus 实例的镜像版本。

说明说明：若输入，该参数的值会覆盖 version 的值。

replicas 是 Prometheus 实例运行的 Pod 个数。

serviceAccountName 是 Prometheus 实例的服务账号。

ruleSelector 是

标签选择器，用于为 Prometheus 实例匹配 PrometheusRule。值为 Prometheus 待匹配的

PrometheusRule 的标签（label）。

仅当 PrometheusRule 的 label 能够被 Prometheus 的 ruleSelector 匹配到

时，PrometheusRule 才能被同步到 Prometheus。

serviceMonitorSelector 是

标签选择器，用于为 Prometheus 实例匹配 ServiceMonitor。值为 Prometheus 待匹配的

ServiceMonitor 的标签（label）。

仅当 ServiceMonitor 的 label 能够被 Prometheus 的 serviceMonitorSelector 匹配到

时，ServiceMonitor 才能被同步到 Prometheus。



storage 是

Prometheus 实例的存储类型。支持选择：

emptyDir：空卷，挂载到 Pod 中的容器。Pod 删除时该卷也会被删除；

volumeClaimTemplate：卷申请模板，当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使用

VolumeClaimTemplate 创建一个 PersistentVolume 时，会为每个 Pod 分配并创建一个有

编号的 PVC（PersistentVolumeClaim，持久卷声明）。YAML 示例如下图所示。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YAML 示例：

使用指导

创建 Prometheus 实例后，Operator 会自动在实例所在命名空间中创建一个名称为 prometheus-

{Prometheu 实例名称}  的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当该有状态副本集的状态为 运行中运行中 时，则
Prometheus 运行正常。

在实例所在命名空间中，创建一个 type 为 NodePort  的内部路由（Service）后，即可通过 {实例所在集群

的任意节点的 IP}:{nodePort 值}  访问 Prometheus 的 Web 页面。内部路由的 YAML 示例如下：

apiVersion: monitoring.coreos.com/v1

kind: Alertmanager

metadata:

  name: alertmanager-main

  namespace: monitoring

spec:

  baseImage: 192.168.16.52:60080/ait/alertmanager

  replicas: 1

  securityContext: {}

  version: v0.17.0



ServiceMonitor 实例

创建实例

创建 ServiceMonitor 实例的常用参数说明参见下表。

更多参数说明请参考 ServiceMonitor CRD 。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namespaceSelector 是

标签选择器，为 ServiceMonitor 实例匹配指定命名空间下的 Endpoint。值为 ServiceMonitor

待匹配的 Endpoint 所在命名空间的标签（label）。

仅当命名空间的 label 能够被 ServiceMonitor 的 namespaceSelector 匹配到

时，ServiceMonitor 才能使用该命名空间下的 Endpoint。

selector 是

标签选择器，为 ServiceMonitor 实例匹配指定命名空间下的 Endpoint。值为 ServiceMonitor

待匹配的 Endpoint 的标签（label）。

仅当 Endpoint 的 label 能够被 ServiceMonitor 的 selector 匹配到时，ServiceMonitor 才能使

用该 Endpoint。

jobLabel 是
Prometheus 采集到的 metrics（监控指标）的 job label，一般用于标识 metrics 是由谁采集

的。

endpoints 是 定义了 Prometheus 中一个抓取指标的配置信息。

YAML 示例：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labels:

    app: prometheus

  name: prometheus-web

  namespace: monitoring   ## Prometheus 实例所在命名空间名称。

spec:

  ports:

  - name: web

    nodePort: 30800

    port: 9090

    protocol: TCP

    targetPort: 9090

  selector:

    app: prometheus

  sessionAffinity: None

  type: NodePort



使用指导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如需通过 ServiceMonitor 获取 prometheus-operator 的指标，需要先在 ServiceMonitor 实例所
在命名空间中为 prometheus-operator 创建一个内部路由（Service）。内部路由的 YAML 示例如下：

---

apiVersion: monitoring.coreos.com/v1

kind: ServiceMonitor

metadata:

  labels:

    k8s-app: prometheus

    prometheus: kube-prometheus

  name: servicemonitor-example

  namespace: monitoring

spec:

  endpoints:

  - honorLabels: true

    honorTimestamps: true

    interval: 30s

    path: /metrics

    port: http

  jobLabel: prometheus-operator

  namespaceSelector:

    any: true

  sampleLimit: 10000

  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prometheus-operator



请参考以下操作，验证 SeviceMonitor 实例是否创建成功并已连接到 Prometheus。

查看 Prometheus 的 Configuration 文件是否已同步到了 ServiceMonitor 的配置。Configuration 文
件中的 job_name 由 ServiceMonitor 的命名空间和名称组成。如下图所示。

查看 Prometheus 是否生成对应的 Targets 目标。如下图所示。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labels:

    k8s-app: prometheus-operator

  name: prometheus-operator

  namespace: monitoring     ## ServiceMonitor 实例所在命名空间名称

spec:

  ports:

  - name: http

    port: 8080

    protocol: TCP

    targetPort: 8080

  selector:

    k8s-app: prometheus-operator    ## Kubernets 服务的名称，此处以 prometheus-operator 为例

  sessionAffinity: None

  type: ClusterIP



查看 Prometheus 是否采集到了对应组件的指标。如下图所示。

如果以上操作结果均正常，表明通过 ServiceMonitor 实例成功采集到了对应 Exporter（提供监控数据的程
序）数据。

PodMonitor 实例

创建实例

创建 PodMonitor 实例的常用参数说明参见下表。

更多参数说明请参考 PodMonitor CRD 。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namespaceSelector 是

标签选择器，为 PodMonitor 实例匹配指定命名空间下的 Endpoint。值为 PodMonitor 待匹配

的 Endpoint 所在命名空间的标签（label）。

仅当命名空间的 label 能够被 PodMonitor 的 namespaceSelector 匹配到时，PodMonitor 才

能使用该命名空间下的 Endpoint。

selector 是

标签选择器，为 PodMonitor 实例匹配指定命名空间下的 Endpoint。值为 PodMonitor 待匹配

的 Endpoint 的标签（label）。

仅当 Endpoint 的 label 能够被 PodMonitor 的 selector 匹配到时，PodMonitor 才能使用该

Endpoint。

jobLabel 是
Prometheus 采集到的 metrics（监控指标）的 job label，一般用于标识 metrics 是由谁采集

的。

endpoints 是 定义了 Prometheus 中一个抓取指标的配置信息。

YAML 示例：

使用指导

请参考以下操作，验证 PodMonitor 实例是否创建成功并已连接到 Prometheus。

apiVersion: monitoring.coreos.com/v1

kind: PodMonitor

metadata:

  labels:

    k8s-app: prometheus

    prometheus: kube-prometheus

  name: podmonitor-example

  namespace: monitoring

spec:

  jobLabel: prometheus

  namespaceSelector:

    matchNames:

    - monitoring

  podMetricsEndpoints:

  - interval: 30s

    path: /metrics

    port: web

  sampleLimit: 10000

  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prometheus



查看 Prometheus 的 Configuration 文件是否已同步到了 PodMonitor 的配置。Configuration 文件中
的 job_name 由 PodMonitor 的命名空间和名称组成。如下图所示。

查看 Prometheus 是否生成对应的 Targets 目标。如下图所示。

查看 Prometheus 是否采集到了对应组件的指标。如下图所示。



如果以上操作结果均正常，表明通过 ServiceMonitor 实例成功采集到了对应 Exporter（提供监控数据的程
序）数据。

PrometheusRule 实例

创建实例

创建 PrometheusRule 实例的常用参数说明参见下表。

更多参数说明请参考 PrometheusRule CRD 。

参数参数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说明说明

groups[].name 是 PrometheusRule 的分组名称。

groups[].rules[] 是 PrometheusRule 分组中的规则定义，支持 alerting rule、 recording rule。

YAML 示例：



recording rule 示例：

使用指导

请参考以下操作，验证 PrometheusRule 实例是否创建成功并已连接到 Prometheus。

查看 Prometheus 的 Rules 文件是否已同步到了 PrometheusRule 的配置。如下图所示。

apiVersion: monitoring.coreos.com/v1

kind: PrometheusRule

metadata:

  labels:

    prometheus: kube-prometheus

    role: alert-rules

  name: prometheus-example-rules

  namespace: monitoring

spec:

  groups:

  - name: ./example.rules

    rules:

    - alert: TargetUP     ## alerting rule

      annotations:

        aAnnotation: aValue

      expr: up == 1

      for: 60s

      labels:

        aLabel: aValue

- expr: avg(node_cpu_utilization)

  record: cluster_cpu_utilization



如果告警被触发，在 Prometheus 的 Alerts 页面可查看被触发的告警。如下图所示。

Alertmanager 实例

创建实例

创建 AlertManager 实例前，需要在即将创建 AlertManager 实例的命名空间下手动创建一个保密字
典（Secret）保存 AlertManager 的配置信息。如果未在 AlertManager 实例中指定该保密字典的名
称（configSecret），AlertManager 会默认引用名称为 alertmanager-{AlertManager-Name}  的保
密字典。保密字典的 YAML 示例如下：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data.alertmanager.yaml 的值为用户自定义的 AlertManager 的配置文件经过 Base64
编码后的内容。

AlertManager 的配置文件（了解更多）内容示例（未经 Base64 编码）：

---

apiVersion: v1

data:

  alertmanager.yaml: 

Z2xvYmFsOgogIGh0dHBfY29uZmlnOgogICAgdGxzX2NvbmZpZzoKICAgICAgaW5zZWN1cmVfc2tpcF92ZXJpZn

k……VzOiBudWxsCg==

kind: Secret

metadata:

  labels:

    alertmanager: kube-prometheus

    app: alertmanager

  name: alertmanager-alertmanager-main

  namespace: monitoring

type: Opaque

global:

  http_config:

    tls_config:

      insecure_skip_verify: true



      insecure_skip_verify: true

  resolve_timeout: 1m

receivers:

- name: default-receiver

  webhook_configs:

  - send_resolved: true

    url: https://192.168.16.52/v1/alerts/global/router

route:

  group_by:

  - alertname

  group_interval: 10s

  group_wait: 0s

  receiver: default-receiver

  repeat_interval: 1h

  routes: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5m

    repeat_interval: 5m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10m

    repeat_interval: 10m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15m

    repeat_interval: 15m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30m

    repeat_interval: 30m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1h

    repeat_interval: 1h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3h

    repeat_interval: 3h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6h

    repeat_interval: 6h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12h

    repeat_interval: 12h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1d

    repeat_interval: 24h

  - match:

      alert_repeat_interval: never

    repeat_interval: 17280h

  - match:

      severity: Low

    repeat_interval: 5m

  - match:



创建 Alertmanager 实例的常用参数说明参见下表。

更多参数说明请参考 Alertmanager CRD 。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baseImage 是
Alertmanager 实例的镜像地址。例

如： 192.168.16.52:60080/ait/alertmanager 。

version 是 Alertmanager 实例的镜像版本。例如： v0.17.0 。

tag 否
Alertmanager 实例的镜像版本。

说明说明：若输入，该参数的值会覆盖 version 的值。

configSecret 否
Alertmanager 实例引用的保密字典，作为 Alertmanager 的配置文件使用，内容可包含用户的

自定义配置信息。

replicas 是 Alertmanager 实例运行的 Pod 个数。

retention 是 AlertManager 实例的数据保留时间，默认为 120h ；格式如：`[0-9]+(ms

storage 是

AlertManager 实例的存储类型。支持选择：

emptyDir：空卷，挂载到 Pod 中的容器。Pod 删除时该卷也会被删除；

volumeClaimTemplate：卷申请模板，当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使用

VolumeClaimTemplate 创建一个 PersistentVolume 时，会为每个 Pod 分配并创建一个有编

号的 PVC。YAML 示例如下图所示。

YAML 示例：

  - match:

      severity: Medium

    repeat_interval: 5m

  - match:

      severity: High

    repeat_interval: 5m

  - match:

      severity: Critical

    repeat_interval: 5m



使用指导

创建 AlertManager 实例后，Operator 会自动在实例所在命名空间中创建一个名称为 alertmanager-

{alertmanager 实例名称}  的有状态副本集（StatefulSet），当该有状态副本集的状态为 运行中运行中 时，则
Alertmanager 运行正常。

在实例所在命名空间中，创建一个 type 为 NodePort  的内部路由（Service）后，即可通过 {实例所在集群

的任意节点的 IP}:{nodePort 值}  访问 Alertmanager 的 Web 页面。内部路由 YAML 示例如下：

当 Prometheus 有告警被触发时，会发送告警至 AlertManager，在 AlertManager 中可查看告警信息，如
下图所示。

apiVersion: monitoring.coreos.com/v1

kind: Alertmanager

metadata:

  name: alertmanager-main

  namespace: monitoring

spec:

  baseImage: 192.168.16.52:60080/ait/alertmanager

  replicas: 1

  securityContext: {}

  version: v0.17.0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name: alertmanager-web

  namespace: monitoring

spec:

  ports:

  - name: web

    nodePort: 30801

    port: 9093

    protocol: TCP

    targetPort: 9093

  selector:

    app: alertmanager

  sessionAffinity: None

  type: NodePort





常见问题
以下将为您说明使用 Prometheus 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及对应的解决办法。

无法采集到 Service 相关指标（ServiceMonitor 未连接到 Prometheus），如何排查？

无法采集到 Service 相关指标（ServiceMonitor 未连接到
Prometheus），如何排查？

问题描述问题描述

ServiceMonitor 实例创建后，Prometheus 仍无法采集到 Service 相关指标。

排查思路排查思路

请参考以下排查思路排查并解决问题。

1. 参考 使用指导 检查 ServiceMonitor 是否已正常连接到 Prometheus。

2. 查看 Prometheus 实例的 serviceMonitorNamespaceSelector  和 serviceMonitorSelector 标签
选择器的值是否能匹配到 ServiceMonitor 的 label。

3. 查看 Prometheus-operator Pod 的日志，是否有错误输出；如有错误，先根据日志内容解决错误。

说明说明：以上排查方法同样适用于 PodMonitor、PrometheusRule 实例。



卸载 Operator
卸载当前集群已部署的 Operator 。

说明说明：卸载 Operator 不会删除已创建的资源实例。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提示：在顶部导航栏可通过单击集群下拉选择框切换当前集群。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Operators > 已部署操作器已部署操作器。

3. 单击待卸载 Operator 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卸载卸载。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卸载卸载 按钮，即可卸载 Operator 。



安全（Alpha）
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平台管理员可通过安全功能模块，为集群配置 Pod 安全策略，控制 Pod 安全敏感方
面的运行行为。



Pod 安全策略
Pod 安全策略（Pod Security Policy）是集群级别的资源，它能够控制 Pod 安全敏感方面的运行行为。
Pod Security Policy 对象定义了一组条件和默认值，指示 Pod 必须按系统所能接受的方式运行。



查看 Pod 安全策略
查看指定集群下已配置的 Pod 安全策略。

Pod 安全策略（Pod Security Policy）是集群级别的资源，它能够控制 Pod 安全敏感方面的运行行为。
Pod Security Policy 对象定义了一组条件和默认值，指示 Pod 必须按系统所能接受的方式运行。

如需了解更多，请参考 Kubernetes 官方文档。

前提条件

当前集群已配置 Pod 安全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单击 安全安全 > Pod 安全策略安全策略，进入 Pod 安全策略页面。

在 Pod 安全策略页面，可查看安全策略的配置信息。配置项说明信息，请参见下表。

说明说明：安全策略配置项的开关用于判断安全策略的 允许允许 或 不允许不允许 状态，一旦配置了安全策略，不

管配置项的开关是否开启，安全策略都将生效。当配置项的开关显示为  时，表明配置项声明

的安全策略为 允许允许；当开关显示为  时，表明配置项声明的安全策略为 禁止禁止。

配置项配置项 说明说明

以特权模式运行（以特权模式运行（privileged））
是否允许“特权”容器访问主机上的所有设备，容器中的进程可等价于宿主节点的

root 用户。

提升特权提升特权

（（allowPrivilegeEscalation））

是否允许容器的子进程能够获得比其父进程更多的权限，开启时需给出默认值，

选择开启以下选项之一：

默认允许；

默认禁止。

主机主机 PID（（hostPID）） 是否允许容器共享主机进程 ID 命名空间。

主机主机 IPC（（hostIPC）） 是否允许容器共享主机 IPC 命名空间，进行进程间通信。

主机网络（主机网络（hostNetwork）） 是否允许容器使用主机网络。

只读文件系统只读文件系统

（（readOnlyRootFilesystem））
不需要修改容器内部数据时，是否以只读文件系统运行。

主机路径策略主机路径策略

（（allowedHostPaths））
hostPath 存储卷可以使用的主机路径白名单和访问方式。



主机端口策略（主机端口策略（hostPorts）） 容器可以使用的主机的端口的白名单。

用户运行策略（用户运行策略（runAsUser）） 容器中的进程可以使用的用户 ID 范围。

配置项配置项 说明说明



配置 Pod 安全策略
当前集群未配置 Pod 安全策略时，平台管理员可快速为集群中 Pod 配置安全策略。

Pod 安全策略（Pod Security Policy）是集群级别的资源，它能够控制 Pod 安全敏感方面的运行行为。
Pod Security Policy 对象定义了一组条件和默认值，指示 Pod 必须按系统所能接受的方式运行。

如需了解更多，请参考 Kubernetes 官方文档。

前提条件

当前集群未配置 Pod 安全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单击 安全安全 > Pod 安全策略安全策略，进入 Pod 安全策略页面。

3. 单击页面提示信息下方的 立即配置立即配置 按钮，进入配置 Pod 安全策略页面。

说明说明：当开关显示为  时，表明配置项声明的安全策略处于允许状态；当开关显示为 
时，表明配置项声明的安全策略处于禁止状态。

在 基本策略基本策略 区域，通过单击滑块开关控制配置项声明的安全策略是否为允许状态，请参照以
下说明信息进行配置。

开关开关 说明说明

以特权模式运行（以特权模式运行（privileged））
是否允许“特权”容器访问主机上的所有设备，容器中的进程可等价于宿主节

点的 root 用户。

提升特权提升特权

（（allowPrivilegeEscalation））

是否允许容器的子进程能够获得比其父进程更多的权限，开启时需给出默

认值，选择开启以下选项之一：

默认允许；

默认禁止。

主机主机 PID（（hostPID）） 是否允许容器共享主机进程 ID 命名空间。

主机主机 IPC（（hostIPC）） 是否允许容器共享主机 IPC 命名空间，进行进程间通信。

主机网络（主机网络（hostNetwork）） 是否允许容器使用主机网络。

只读文件系统只读文件系统

（（readOnlyRootFilesystem））
不需要修改容器内部数据时，是否以只读文件系统运行。



选择 主机路径策略（主机路径策略（allowedHostPaths）） 的范围，指定 Pod hostPath 存储卷可以使用的主
机路径白名单和访问方式。可选择：

所有主机路径所有主机路径：对 Pod hostPath 存储卷可以使用的主机路径没有限制。

指定主机路径指定主机路径：需要配置 主机路径范围主机路径范围 参数。
在 路径前缀路径前缀 输入框中，输入 Pod hostPath 存储卷挂载的路径的前缀，例
如： /foo 。
通过单击路径前缀右侧的 只读只读 滑块开关，可限制对指定路径的访问方式。开关关闭
时，访问方式为 读写读写 ，允许容器以 读写读写 方式挂载该路径；当开关开启时，访问方式
为 只读只读，容器只能以 只读只读 的方式挂载该路径。

支持通过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添加多个路径前缀。

选择 主机端口策略（主机端口策略（hostPorts）） 的范围，指定容器可以使用的主机端口的白名单。可选
择：

所有主机端口所有主机端口：对容器可以使用的主机端口没有限制。

指定主机端口指定主机端口：允许指定范围内的主机端口，需要配置 主机端口范围主机端口范围 参数。
在 最小值最小值 输入框中，输入允许的端口的最小值（包括在内）；
在 最大值最大值 输入框中，输入允许允许的端口的最大值（包括在内）。

支持通过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配置多个端口范围。

选择 用户运行策略（用户运行策略（runAsUser）） 的范围，指定容器内可以使用的用户 ID 范围。可选择：

所有用户所有用户：对容器内可以使用的用户没有限制。

非非 Root 用户用户：在容器内只能使用非 Root 用户（runAsNonRoot）。

指定用户指定用户：指定容器内可以使用的用户 ID 范围，需要配置 用户用户 UID 范围范围 参数。
在 最小值最小值 输入框中，输入允许的 UID 的最小值；
在 最大值最大值 输入框中，输入允许的 UID 的最大值。
说明说明：用户的 UID 是数字，是提交至容器中的或在镜像中定义的非零的用户 ID。

支持通过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配置多个 UID 范围。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完成 Pod 安全策略配置。



更新 Pod 安全策略
更新已配置的 Pod 安全策略。

如需了解更多，请参考 Kubernetes 官方文档。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单击 安全安全 > Pod 安全策略安全策略，进入 Pod 安全策略页面。

3.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参考 配置 Pod 安全策略 更新配置项。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即可更新 Pod 安全策略。



删除 Pod 安全策略
删除已配置 Pod 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删除后，集群中新创建的 Pod 的运行行为将不受策略限制，但已有 Pod 的运行行为仍遵循删除之
前的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单击 安全安全 > Pod 安全策略安全策略，进入 Pod 安全策略页面。

3.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删除 Pod 安全策略。



节点隔离策略
支持通过设置节点隔离策略，将项目和节点进行绑定。让项目拥有指定节点的独占使用权限，从而限制项
目下 Pod 可运行的节点，实现项目间物理资源的隔离。



查看节点隔离策略列表
查看指定集群下已配置的节点隔离策略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单击 安全安全 > 节点隔离策略节点隔离策略，进入节点隔离策略列表页面。

在节点隔离策略列表页面，可查看节点隔离策略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节点隔离策略的名称。

项目独占项目独占

策略是否开启了 项目独占项目独占 开关。

是是：仅策略中配置的项目下的 Pod 可以运行在策略包含的节点上；

否否：除策略中的项目之外，当前集群下其他项目下的 Pod 也可以运行在策略包含的节点上。

项目项目 策略中配置的可使用节点的项目。一个项目只能设置一个隔离策略。

节点节点 策略中分配给项目使用的计算节点 IP 地址。一个节点只能属于一个隔离策略。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策略在平台上的创建时间。

快捷操作快捷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更新：更新节点隔离策略；

删除删除 ：删除不再使用的隔离策略。



创建节点隔离策略
为当前集群，创建节点隔离策略，让指定项目拥有集群下分组后节点的独占使用权限，从而限制项目下
Pod 可运行的节点，实现项目间物理资源的隔离。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单击 安全安全 > 节点隔离策略节点隔离策略，进入节点隔离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节点隔离策略创建节点隔离策略 按钮，进入创建节点隔离策略页面。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节点隔离策略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长

度不超过 63 个字符。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否 节点隔离策略的显示名称。

项目项目

独占独占
否

是否让策略配置的项目独占策略包含的节点的开关，单击可开启或关闭，默认开启。

开关开启时，仅策略中配置的项目下的 Pod 可以运行在策略包含的节点上；开关关闭时，除策略中的

项目之外，当前集群下其他项目下的 Pod 也可以运行在策略包含的节点上。

项目项目 是

策略中配置的可使用节点的项目。

单击 项目项目 下拉选择框，单击项目名称前的复选框，可选择多个项目。

说明说明：

一个项目只能设置一个节点隔离策略，当项目已经设置过节点隔离策略时，则不可选；

支持在下拉选择框中输入关键字过滤、筛选项目。

节点节点 是

策略中分配给项目使用的计算节点的 IP 地址。

单击 节点节点 下拉选择框，单击节点名称前的复选框，可选择多个节点。

说明说明：

一个节点只能属于一个隔离策略，当节点已经属于其他节点隔离策略时，则不可选；

支持在下拉选择框中输入关键字过滤、筛选节点。

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说明说明：

策略创建后，项目内原有的不符合当前策略的 Pod，在重建后将会被调度到当前策略包含的
节点上；

项目独占项目独占 开启时，不会自动驱逐当前节点已存在的 Pod，如需驱逐，请手动调度。



查看节点隔离策略详情
查看已创建节点隔离策略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单击 安全安全 > 节点隔离策略节点隔离策略，进入节点隔离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查看 节点隔离策略的名称节点隔离策略的名称，进入节点隔离策略详情页面。
在节点隔离策略的详情页面，可查看节点隔离策略的基本信息、策略中分配节点的项目以及策略包
含的节点列表。



更新节点隔离策略
更新已配置的节点隔离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单击 安全安全 > 节点隔离策略节点隔离策略，进入节点隔离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节点隔离策略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节点隔离策略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ii. 单击详情信息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节点隔离策略页面，参考 创建节点隔离策略 配置相关参数。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即可更新节点隔离策略。



删除节点隔离策略
删除不再需要的节点隔离策略。

节点隔离策略删除后，项目将不在限制在特定节点运行，节点也不再被项目独占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单击 安全安全 > 节点隔离策略节点隔离策略，进入节点隔离策略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节点隔离策略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或或：

i. 单击待删除节点隔离策略的名称，进入详情页面。

ii. 单击详情信息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删除节点隔离策略。



模板仓库
平台管理视图中的模板仓库，是存储用户私有化定制的应用模板的远端代码仓库的本地映射。支持用户将
远端代码仓库中的应用模板（例如：企业定制开发的 MySQL、Kafka 等中间件应用模板）同步至平台，并
通过分配项目配置仓库的权限，控制企业的不同部门或团队访问专属的模板仓库。

应用模板（Chart），一个 Helm 包，对应一个目标应用，其中包含了运行一个应用所需要的镜像、依赖和
资源定义等。通常情况下，企业内部会有一些应用需要频繁部署，或同样的应用需要在多个环境进行部
署。将这些应用抽象成应用模板后，即可供企业内部人员基于模板快速部署应用，提升部署效率。

平台管理员拥有管理模板仓库的权限，可对仓库执行添加、更新、同步、删除等操作。

参考链接：Helm Charts



查看模板仓库列表
查看平台上已配置的模板仓库列表，以及模板仓库的基本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进入模板仓库列表界面。

在模板仓库的列表页面，可查看模板仓库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模板仓库的名称。当模板仓库处在同步中、同步失败状态时，会在名称栏显示状态信息。

类型类型 模板仓库的类型。

分配分配

项目项目
支持将一个模板仓库分配给平台上的全部项目或单个项目，分配后，项目下的所有命名空间可以使用仓库中

的 Chart。分配项目，即可以使用该仓库下资源的项目名称或全部项目。

创建创建

时间时间
模板仓库在平台上创建的时间。

操作操作
可通过单击指定的模板仓库记录右侧的  图标，选择对模板仓库执行以下操作：

更新模板仓库更新模板仓库：更新模板仓库的信息；

删除模板仓库删除模板仓库：删除模板仓库。

提示提示：可在列表页面右上角搜索框输入模板仓库的名称进行精确搜索。



添加模板仓库
通过添加模板仓库，可以将企业私有化定制的 Helm Chart 仓库或 Git、SVN 仓库映射到平台上，将仓库里
的 Chart（应用模板）同步至平台供企业或团队的其他成员使用。同时，支持添加本地（Local）模板仓
库，可用于管理用户从本地上传的应用模板。

将模板仓库添加至平台时，可将该模板仓库分配给平台上某个项目或所有项目使用。被分配了模板仓库的
项目下的所有命名空间，都可使用该模板仓库中的应用模板。

前提条件

当待添加的仓库的类型为 Chart、Git、SVN 时，需要已有远端仓库，且您具有仓库的访问权限（用户名、
密码）。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进入模板仓库列表界面。

3. 单击 添加模板仓库添加模板仓库 按钮，弹出 添加模板仓库添加模板仓库 对话框。

4.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输入模板仓库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

描述描述 否 模板仓库的描述信息。

类型类型 是

模板仓库的类型，默认为 Chart。

Chart：Helm Chart 仓库；

Git：Git 仓库；

SVN：SVN 仓库；

Local：创建在平台集群上的 Chart 模板仓库，可用于存放客户本地上传的应用模板。

仓库地仓库地

址址
否

当仓库类型为 Chart 时，需要输入 Chart 仓库的地址。 

注意注意：当 Chart 仓库为 Harbor 类型时，填写的地址必须指向 Harbor 仓库中具体的单个项目。例

如：当 Harbor 仓库 harborrepo  中有 2 个项目 chartrepo1、chartrepo2 时，代码仓库地址为 

https://harbor-b.test.cn/harborrepo/chartrepo1 。

代码仓代码仓

库地址库地址
否

模板仓库在远端的访问地址。当仓库类型为 Git 或 SVN 时，需要输入代码仓库地址，且地址需要

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



目录目录 否 当仓库类型为 Git 或 SVN 时，需要输入访问的仓库的具体目录，默认为 / 。

分配项分配项

目目
否

通过单击右侧的下拉选择框，选择将该模板仓库分配给平台上的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或者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分配

后，项目下的所有命名空间都可以使用该仓库的模板创建自定义应用。

用户名用户名 否 访问模板仓库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 否 访问模板仓库的密码。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模板仓库创建成功后，就会开始同步仓库中的应用模板。



查看模板仓库详情
查看已添加至平台的模板仓库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进入模板仓库列表界面。

3. 单击待查看 模板仓库名称模板仓库名称，进入模板仓库详情页面。

4. 在模板仓库详情页面，查看模板仓库的基本信息和应用模板的卡片列表信息。



更新模板仓库
更新模板仓库的描述、分配项目和仓库配置等信息，不支持更新模板仓库的名称。

注意注意：当仓库模板处于同步中状态时无法更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进入模板仓库列表界面。

3. 单击待更新模板仓库记录右侧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或或：

i. 单击待更新 模板仓库的名称模板仓库的名称，进入模板仓库详情页面。

ii. 单击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下拉按钮，并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弹出的 更新模板仓库更新模板仓库 对话框中，参考 添加模板仓库 更新模板仓库的信息。

5. 确保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同步模板
当远端仓库里的应用模板更新后，通过同步模板，可将应用模板同步至平台上的模板仓库中。

同步应用模板后，已有应用模板可能会被更新或替换，不影响通过原应用模板创建的应用。

说明说明：处在同步中状态的模板仓库，不支持触发同步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进入模板仓库列表界面。

3. 单击待更新 模板仓库的名称模板仓库的名称，进入模板仓库详情页面。

4. 单击应用模板区域右上角的 同步模板同步模板 按钮，同步仓库中的应用模板。

后续操作

刷新同步结果刷新同步结果：应用模板同步过程中，可能需要几分钟，单击应用模板区域的 刷新刷新 可实时查看是否
同步完成。

重试：同步应用模板失败后，单击应用模板区域的 重试重试，可重新进行同步。



添加模板至 Local 仓库
支持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将存放在本地的 Chart（应用模板）上传至 Local 类型的仓库。供仓库已
分配项目下的命名空间，通过该仓库下的应用模板部署模板应用或应用。支持上传 .tar.gz  格式的文
件，且文件大小不可超过 10M。

说明说明：

处在上传中状态的模板仓库，不支持触发添加或同步操作；

使用应用模板部署模板应用时，模板版本模板版本 支持选择已上传过的版本。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进入模板仓库列表界面。

3. 单击待添加模板的 模板仓库的名称模板仓库的名称，进入模板仓库详情页面。

4. 单击应用模板区域右上角的 添加模板添加模板 按钮。

5. 在 添加模板添加模板 窗口，单击 上传模板上传模板，将本地存放的 Chart（应用模板）文件上传至该仓库。

6. 单击 确定确定。

提示提示：模板上传过程中，可能需要几分钟，请耐心等待。上传成功后，应用模板卡片上显示的名称
为 Chart 的名称。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导致模板上传失败的原因可能有以下 3 种：

文件格式不合法：上传的压缩包中的文件存在问题，例如：内容缺失，格式不正确等；

文件大小超过 10M；

未知原因。



删除 Local 仓库中的模板
支持拥有平台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删除类型为 Local 的模板仓库中的模板。

说明说明：删除模板时该模板的所有版本都会被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进入模板仓库列表界面。

3. 单击待删除模板所在 模板仓库的名称模板仓库的名称，进入模板仓库详情页面。

4. 单击待删除应用模板卡片上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 按钮，即可删除该模板。



管理模板版本
查看模板版本列表并管理版本。仅支持 Local 类型的模板。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进入模板仓库列表界面。

3. 单击模板所在 模板仓库的名称模板仓库的名称，进入模板仓库详情页面。

4. 单击应用模板卡片上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管理版本管理版本。

5.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输入待删除模板仓库的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6. 在 管理版本管理版本 窗口，查看版本列表。单击指定版本对应的 删除删除 按钮，删除指定版本，删除版本对应
的模板应用将无法更新。



删除模板仓库
从平台上删除不再使用的模板仓库。

模板仓库删除后，通过该模板仓库导入的所有的应用模板将同时被删除，不影响通过被删除的应用模板创
建的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模板仓库模板仓库，进入模板仓库列表界面。

3. 单击待删除模板所在 模板仓库的名称模板仓库的名称，进入模板仓库详情页面。

4. 单击待删除应用模板卡片上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输入待删除模板仓库的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虚拟化
支持通过平台快速添加自建的虚拟机镜像，以便快速创建已有业务的虚拟机，便于业务系统的迁移。



查看虚拟机镜像列表
查看平台的虚拟机镜像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虚拟化虚拟化 > 虚拟机镜像虚拟机镜像，进入虚拟机镜像列表界面。

在虚拟机镜像列表页面，可查看虚拟机镜像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虚拟机镜像的名称。

来源来源 虚拟机镜像的来源。

提供方式提供方式 虚拟机镜像的提供方式，目前支持公共镜像。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虚拟机镜像的操作系统。

凭据凭据 虚拟机镜像关联的认证凭据。

添加时间添加时间 虚拟机镜像的添加日期。

提示提示：

支持在列表页面的右上角筛选框，按操作系统筛选要查看的虚拟机镜像。

支持在列表页面的右上角搜索框输入虚拟机镜像的名称进行精确搜索。



添加虚拟机镜像
添加虚拟机镜像。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虚拟化虚拟化 > 虚拟机镜像虚拟机镜像，进入虚拟机镜像列表界面。

3. 单击 添加虚拟机镜像添加虚拟机镜像。

4. 在添加虚拟机镜像页面，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存储类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尾。

最多 31 个字符。

显示显示

名称名称
否 虚拟机镜像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提供提供

方式方式
是 目前仅支持 公共镜像公共镜像 方式。

操作操作

系统系统
是 选择虚拟机镜像的所属的操作系统，支持选择 CentOS/Ubuntu/RedHat/Debian/TLinux/Other Linux。

来源来源 是

选择虚拟机镜像的来源。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存储于容器镜像仓库的虚拟机镜像。

HTTP：存储于 HTTP 协议的文件服务器中的虚拟机镜像。

镜像镜像

地址地址
是

输入虚拟机镜像的地址。

若来源于镜像仓库，输入 仓库地址:镜像版本 ，例如 

index.docker.io/library/ubuntu:latest ；若为 HTTP 来源，输入镜像文件 URL，必须

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例

如 http://192.168.0.1/vm_image/centos_7.8.img 。

支持 KVM 的虚拟机镜像，包括 qcow2/raw 格式。

认证认证 是

选择是否开启获取虚拟机镜像的认证。

若开启，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已添加的 镜像凭据镜像凭据；单击 添加添加，添加一个新的镜像凭据，参考 添

加镜像凭据。



分配分配

项目项目
是

为项目分配该镜像的使用权限。

- 所有项目所有项目：将镜像的使用权限分配给所有项目；

-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单击 指定项目指定项目 下拉选择框，单击项目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项目，将镜像

的使用权限分配给指定的项目；

提示提示：在下拉框中输入项目名称可对项目进行模糊搜索。

- 不分配不分配：暂不分配项目。镜像创建完成后，可通过 更新镜像更新镜像 操作另行分配。

参数参数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5. 单击 测试镜像连通性测试镜像连通性，执行虚拟机镜像地址和认证信息测试，参考提示结果，检查配置参数。

6. 单击 添加添加。



更新虚拟机镜像
更新虚拟机镜像。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虚拟化虚拟化 > 虚拟机镜像虚拟机镜像，进入虚拟机镜像列表界面。

3. 找到要更新的虚拟机镜像，单击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虚拟机镜像页面，更新镜像配置参数，参考 添加虚拟机镜像。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删除虚拟机镜像
删除不再使用的虚拟机镜像。删除后，将无法再次以此镜像创建虚拟机，但镜像文件不会被清理，已创建
的虚拟机将不受影响。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虚拟化虚拟化 > 虚拟机镜像虚拟机镜像，进入虚拟机镜像列表界面。

3. 找到要删除的虚拟机镜像，单击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

4. 在新窗口中，正确输入虚拟机镜像名称，再单击 删除删除。



添加镜像凭据
添加用于虚拟机镜像认证的镜像凭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虚拟化虚拟化 > 虚拟机镜像虚拟机镜像，进入虚拟机镜像列表界面。

3. 单击 镜像凭据镜像凭据 页签，再单击 添加镜像凭据添加镜像凭据。

4. 在 添加镜像凭据添加镜像凭据 窗口，参照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参数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是
存储类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并且以 a-z  开头，以 a-z 、 0-9  结

尾。最多 31 个字符。

显示名显示名

称称
否 虚拟机镜像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用户名用户名 是 输入凭据用户名。

密码密码 是 输入凭据密码。

5. 单击 添加添加。



删除镜像凭据
删除不再需要的镜像凭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虚拟化虚拟化 > 虚拟机镜像虚拟机镜像，进入虚拟机镜像列表界面。

3. 单击 镜像凭据镜像凭据 页签，找到要删除的镜像凭据，单击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
择 删除删除。

4. 在新窗口中，展示使用当前凭据进行认证的虚拟机镜像列表。确认无误后，再单击 删除删除。



更新镜像凭据
更新镜像凭据。不支持更新镜像凭据的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虚拟化虚拟化 > 虚拟机镜像虚拟机镜像，进入虚拟机镜像列表界面。

3. 单击 镜像凭据镜像凭据 页签，找到要更新的镜像凭据，单击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
择 更新更新。

4. 在 更新镜像凭据更新镜像凭据 窗口，更新镜像凭据配置参数，参考 添加镜像凭据。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自定义资源
查看集群中的自定义资源列表和详情，支持自定义资源实例的增删改查。

自定义资源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是 Kubernetes 提供的一种资源类型，通过声明 CRD 可以向 K8s
中增加新资源类型来创建自定义的 API，提供更多扩展能力支持。



查看自定义资源类型列表
查看当前集群的自定义资源类型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切换至要查看自定义资源类型列表的集群。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自定义资源自定义资源，进入自定义资源类型列表界面。

在自定义资源类型列表页面，可查看自定义资源类型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自定义资源的类型名称。

组组 自定义资源类型所属的组（catagories）。

版本版本 自定义资源类型的 Restful API 版本（apiVersion）。

作用域作用域 自定义资源的作用域（scope），包括命名空间和集群两类。

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创建自定义资源类型的时间。

提示提示：

列表按 组 + 类型 排序，支持在列表页面右上角筛选框中，按组筛选要查看的自定义资源类
型。

支持在列表页面右上角搜索框输入自定义资源类型的名称进行精确搜索。



创建自定义资源实例
通过动态表单创建自定义资源实例。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切换至要创建自定义资源实例的集群。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自定义资源自定义资源，进入自定义资源类型列表界面。

3. 单击 自定义资源类型名称自定义资源类型名称，进入自定义资源详情页。

4. 在实例区域，单击 创建实例创建实例。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进行编辑。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说明说明：单击创建页面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 按钮，即可切换回表单创建形式。

5. 在创建实例页面，配置以下参数。

版本版本：选择要使用的自定义资源版本。

名称名称：自定义资源实例的名称。
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 0-9  开头或结尾，且总长度不超过 64 个字符。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若自定义资源类型的作用域为命名空间，需选择要创建实例的命名空间。

标签标签：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自定义资源实例添加标签，支持添加多个标
签。



单击已添加的标签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标签。

6. 配置剩余的动态表单参数，该部分参数由每个自定义资源类型的 Schema 定义，且因选中的版本而
异。

7. 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更新自定义资源实例
支持更新自定义资源实例的标签和动态表单参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切换至要更新自定义资源实例的集群。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自定义资源自定义资源，进入自定义资源类型列表界面。

3. 单击 自定义资源类型名称自定义资源类型名称，进入自定义资源详情页。

4. 在实例区域，找到要更新的自定义资源实例，单击右侧对应的  ，单击 更新更新。

说明说明：以下操作以表单方式为例，如需切换 YAML 方式，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进行编辑。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说明说明：单击更新页面右上角的 表单表单 按钮，即可切换回表单更新形式。

5. 在更新实例页面，更新实例参数。

标签标签：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并输入 键键 和 值值，即可为自定义资源实例添加标签，支持添加多个标
签。

单击已添加的标签记录右侧的  图标，可删除已添加的标签。

更新动态表单参数，该部分参数由每个自定义资源类型的 Schema 定义，且因选中的版本而
异。

6. 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自定义资源实例
删除不再使用的自定义资源实例。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切换至要删除自定义资源实例的集群。

2. 在左侧的导航栏中单击 自定义资源自定义资源，进入自定义资源类型列表界面。

3. 单击 自定义资源类型名称自定义资源类型名称，进入自定义资源详情页。

4. 在实例区域，找到要删除的自定义资源实例，单击右侧对应的  ，单击 删除删除。

5. 在新窗口中，单击 删除删除。



用户手册
用户手册将为您提供平台各功能的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南。用户手册从业务视图和管理视图的角度，按照平
台功能层级划分目录结构，您可通过单击文档目录，查看具体的功能介绍及操作步骤。

产品简介

平台基于 DevOps 理念，即重视软件开发人员（Dev）和 IT 运维技术人员（Ops）之间沟通合作的
文化和惯例，DevOps 旨在助力推动研发、测试、运维各小组之间业务的连续性、安全性、敏捷
性，便于适应快节奏的企业发展步伐，轻松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提高团队协作，扩大创新力
度。

平台基于容器技术，支持容器负载统一调度，细粒度的多租户权限。平台为企业提供包含流水线管
理，代码仓库纳管，制品管理等服务在内的开箱即用一站式服务，使软件的构建、测试和发布变得
更加快捷、频繁和可靠。

平台提供开放式的 DevOps 工具链选型，在平台中深度集成代码仓库、制品仓库、持续集成等类别
中的主流工具并灵活兼容客户已有的工具选型，在快速的前提下灵活实践 DevOps。

平台以 Jenkins 作为实现 CI/CD 的标准工具，助力实现更敏捷、可靠的应用发布，加快产品迭代速
度，使企业更专注于核心业务目标。DevOps 提供方便快捷易落地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快速构建
基于 DevOps 的开发体验，帮助研发团队缩短交付周期、提高研发质量。

功能成熟度说明

平台上的功能，按照成熟度可分为 Alpha 版本、Beta 版本、GA（General Availability）版本。

Beta 版本、GA（General Availability）版本的功能已趋于稳定或正在稳定迭代的过程当中，有专业的团队
提供保障和服务，您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相应的功能。

Alpha 版本的功能，可能存在缺陷或严重 Bug，默认不在生产环境中开启，仅建议用于体验或测试平台功
能时所搭建的环境。

为了方便您区分 Alpha 版本的功能，文档左侧的目录结构中，会以在相应功能模块或具体功能的导航菜单
上标注 Alpha  的方式，提示您哪些是 Alpha 版本的功能。例如：创建应用（Alpha）。

平台功能成熟度的说明及建议使用的范围请参见下表。

版本版本 成熟度说明成熟度说明 建议使用范围建议使用范围



Alpha

可能是有缺陷的，可能包含错误，启用后可能会遇到严

重 Bug；

支持的功能可能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删除；

API、产品场景化封装、交互流程等更改可能会带来兼容

性问题，但是，在后续的版本发布时不会特意声明。

依赖的 Kubernetes 功能如果是 Alpha 版本，相应的平台

功能只能为 Alpha 版本。

私有环境部署时，默认关闭 Alpha 版本功能，如果需

要，部署时可通过配置相关参数打开。

由于存在 Bugs 风险，同时，可能不会做长期的支持，推

荐在短暂的功能体验或测试环境中使用，例如：POC 环

境。

Beta

可能存在缺陷，所有已支持的功能不会被轻易删除。

API 参数、产品设计细节等可能会随版本迭代发生变化。

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将提供迁移到下一个版本的说

明。执行编辑操作时需要谨慎操作，可能需要停用依赖

该功能的应用程序。

默认开启 Beta 版本功能，部署时可通过配置相关参数关

闭。

后续版本中可能存在不兼容的更改，建议仅用于非关键型

业务运行环境。如果有多个可以独立升级的集群，则可以

放宽此限制，在生产环境使用。

GA

功能的稳定版本，将出现在许多后续版本中。

API 参数、产品设计细节等可能会随长期支持版本发生变

化。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将提供迁移到下一个版本的

说明。

适用于所有环境，包括生产环境。

版本版本 成熟度说明成熟度说明 建议使用范围建议使用范围



业务视图

简介

业务视图专注于项目的具体业务，例如创建流水线、查看代码仓库、查看制品仓库等。

用户登录进入平台后，默认进入业务视图。在业务视图中，用户需要选择一个项目，进入指定项目才可进
行作业生产。若用户非首次登录，则会默认进入上次退出时的项目。

切换项目和命名空间



注意注意：由于左侧导航栏中的 敏捷项目管理敏捷项目管理、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应用应用、配置配置、存储存储 属于 Alpha 功能，您暂时不可
见，如需打开，请在阅读本产品的 功能成熟度 后，联系工作人员开启。



概览
概览以可视化的图表展示，帮助运维人员、开发人员、管理人员快速掌握当前流水线执行、代码提交和项
目迭代等情况。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 概览概览。

2. 在概览页面中，平台以可视化图表的方式展示了 流水线流水线、应用应用、敏捷项目管理敏捷项目管理、代码质量分析代码质量分析 的资
源状态信息。

在 流水线流水线 区域查看流水线的相关资源信息，其中包括流水线 执行状况执行状况、执行平均耗时（执行平均耗时（14
天）天）、最新执行最新执行 Top5、执行总数执行总数。

在 执行状况执行状况 区域以面积图的形式默认展示了 24 小时之内项目中所有流水线的执行状况和执
行数量。

统计时间：支持选择统计时间段，可选的时间段为 24 小时小时、7 天天、14 天天。

执行状态：绿色表示执行成功、红色表示执行失败。

统计规则：平台在整点统计前一小时内的流水线执行状况，当前时段的流水线执行状
况会在下一个整点后纳入到图表的统计中。



在 执行平均耗时（执行平均耗时（14天）天） 区域以柱状图的形式展示了 14 天内每天流水线的平均耗时以及总
平均耗时情况。

柱状图：横坐标为日期，纵坐标为执行耗时。图中黄色虚线为 14 天总平均耗时天总平均耗时，若当
天 平均耗时平均耗时 超过 14 天总平均耗时天总平均耗时，则当天 平均耗时平均耗时 柱状图显示为黄色，否则当天
平均耗时平均耗时 柱状图显示为绿色。

统计规则：统计的时间默认为 14 天且不可修改时间段，当天流水线执行的平均耗时会
即时纳入到当天的统计中。

在 最新执行最新执行 Top5 区域以列表的形式按时间倒序展示了最近流水线执行记录的前五条，并记
录了执行时间和耗时。

单击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进入到具体的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单击 执行执行 ID，例如 #5 ，跳转到该条执行记录的概览日志页，同时可以查看该条执行
记录的执行信息、归档文件等，参考 查看流水线执行记录详情。

执行总数执行总数：统计 今天今天、最近最近 7 天天、最近最近 14 天天 的流水线执行总数。

统计规则：今天的统计规则为从当天零点到当前时间的流水线执行总数，最近 7 天的
执行总数包含今天的执行总数，最近 14 天的执行总数包含最近 7 天的执行总数。

在 应用应用 区域通过环形图和应用列表的形式展示了应用下 workload 的相关信息。

应用环形图：展示了当前项目下所有 workload 的运行情况。绿色表示运行中、蓝色表示处理
中、灰色表示已停止。

提示提示：在环形图下默认选中 全部全部 按钮，您可以单击环形图下的相应运行状态按钮，如：运行运行
中中、处理中处理中、已停止已停止，平台将请求相关数据并将请求到的相关数据即时展示在右侧。



应用信息：按时间倒序展示了最近五个应用的 名称名称、状态状态、集群集群、命名空间命名空间、流水线流水线 和 更更
新时间新时间。您可通过单击 应用名称应用名称 进入应用详情页面，通过单击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 进入与应用关联
的流水线详情页面，若没有相关联的流水线，则默认显示为空。

在 敏捷项目管理敏捷项目管理 区域，通过卡片和图表的形式展示了指定 JIRA 项目下的 任务任务 和 缺陷缺陷 详情信息。

注意注意：

由于 敏捷项目管理敏捷项目管理 功能的成熟度为 Alpha，若您打开 敏捷项目管理敏捷项目管理 功能的功能开关
并集成敏捷项目管理集成敏捷项目管理 工具即可查看以下图表，否则无法查看以下图表。

目前仅支持 scrum 开发方法开发方法 模式的 Jira 项目。

在 项目信息项目信息 区域，您可以选择已绑定敏捷项目管理工具中的 Jira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选择后即可更
新并查看项目的 当前迭代名称当前迭代名称、当前迭代的开始时间及预计结束时间当前迭代的开始时间及预计结束时间、当前迭代剩余天数当前迭代剩余天数 和
当前迭代的整体进度当前迭代的整体进度。

在 任务任务 区域的 环形图环形图 上展示了 任务任务 的总体完成度情况，绿色表示已完成、蓝色表示处理
中、灰色表示未开始。在 柱状图柱状图 上展示了每个 任务任务 类型的完成情况，统计在内的类型有
Epic、Story、Task、Subtask，其余类型归为 其他其他。

在 缺陷缺陷 区域的 环形图环形图 上展示了 缺陷缺陷 的解决完成度情况，绿色表示完成、蓝色表示处理中、
灰色表示未开始。在 柱状图柱状图 上展示了每个 缺陷缺陷 类型的完成情况，统计在内的类型有
Highest、High、Medium、Low、Lowest，其余类型归为 其他其他。

代码质量分析代码质量分析：通过环形图和列表的形式，展示了当前项目中已配置 SonarQube 工具的代码扫描情
况。



在环形图区域展示了当前项目下 master 分支的代码质量分析概况。绿色表示质量阈-通过、
黄色表示质量阈-警告、红色表示质量阈-失败。

提示提示：在环形图下默认选中 全部全部 按钮，您可以单击环形图下的相应代码质量分析结果按钮，
如：质量阈质量阈-通过通过、质量阈质量阈-警告警告、质量阈质量阈-失败失败，平台将请求相关数据并将请求到的相关数据
即时展示在右侧。

在 最新扫描最新扫描 Top5 区域按时间倒序展示了最近 5 个代码仓库 master 分支的静态代码扫描结

果。您可通过单击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进入相应代码仓库查看代码，可通过单击  进入 Sonarqube
查看静态代码扫描结果。



CI 看板
CI 看板提供了完整的流水线可视化方案，旨在为项目人员、研发人员、测试人员提供流水线信息展示，从
而把控流水线的执行状况。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CI 看板看板。

2. 在 CI 看板看板 页面，查看以下资源状态：

在 流水线执行情况流水线执行情况 区域，通过 环形图环形图 的形式展现了当前项目下所有流水线的执行情况，其
中蓝色代表进行中，绿色代表执行成功、红色代表执行失败、黄色代表执行异常，灰色代表
已终止。

说明说明：进行中进行中 包括以下五个执行情况：已触发已触发、排队中排队中、执行中执行中、取消中取消中、等待输入等待输入。

在 失败次数失败次数 Top5 区域，展示了项目下近 7 天内流水线执行失败次数最多的前 5 条。

在 高危流水线高危流水线 区域，默认展示了在当前项目下 Master 分支最近一次执行情况为 失败失败 的流水
线。同时您可以通过配置高危流水线展示规则，展示其他流水线分支及对应状态。



单击 配置配置，在高危流水线配置高危流水线配置 页面中配置展示规则。

分支分支：输入待展示的分支名称，支持正则表达式，平台默认提供的推荐规则有：匹配匹配
以以 xxx.* 为前缀的分支名为前缀的分支名 和 匹配以匹配以 .*xxx 为后缀的分支名为后缀的分支名。输入完成后，单击选择框
以添加该规则，并且可添加多条。

状态状态：选择在高危流水线区域展示的流水线状态，支持选择的状态有 执行失败执行失败、异异
常常、已终止已终止。

提示提示：卡片上包含的内容有：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流水线状态流水线状态、分支信息分支信息、代码提交人代码提交人、执行执行 ID。
其中代码提交人为 clone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时最新的提交人。

单击 确定确定，完成配置；单击 取消取消，放弃当前配置。

在 其他流水线其他流水线 区域，展示了在当前项目下除高危流水线外，其余流水线最近一次的执行情
况。卡片排序规则为：异常异常 > 失败失败 > 取消中取消中 > 执行中执行中 > 排队中排队中 > 等待输入等待输入 > 已触发已触发 > 完成完成
> 已终止已终止。

提示提示：卡片上包含的内容有：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流水线状态流水线状态、分支信息分支信息、代码提交人代码提交人、执行执行 ID。
其中代码提交人为 clone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时最新的提交人。



持续交付
持续交付（CD），是一种软件工程手法，让软件产品的产出过程在一个短周期内完成，以保证软件可以稳
定、持续的保持在随时可以发布的状况。它的目标在于让软件的构建、测试与发布变得更快以及更频繁。
这种方式可以减少软件开发的成本与时间，减少风险。使用本平台可以实现：

自动将代码更改发布到生产环境。

通过在构建阶段后将所有代码变更部署到测试环境和/或生产环境中，实现对持续集成的扩展。

实现整个软件发布流程的自动化：您提交的每一个修订都会触发一个自动化流程，即构建、测试、
更新应用等，部署到实际生产环境的最终决定可以由开发人员触发。



流水线
流水线是一个自定义的 CI/CD 流水线模式，定义了包含构建、测试和发布的完整构建过程，它基于
Jenkins 进行业务开发，旨在通过自动化持续交付快速应用到代码管理与集成、部署、发布等环节。

本平台通过集成 Jenkins 以及扩展各种常用的工具链丰富和完善了 CI/CD 体系，通过多种创建流水线的方
式整合工具链，从而为用户更方便的搭建出属于自己的流水线，为企业快速实现 DevOps 落地。



创建流水线
为了应对企业不同场景对流水线的需求，平台流水线支持模版创建、脚本创建、多分支创建和图形化创
建。从多个维度，为您提供便捷的流水线创建服务。

图形化创建：图形化创建是一种通过可视化的 UI 界面操作快速创建流水线的一种方式，您可以通过
图形化的界面对流水线进行配置，清楚的看到流水线的每一个阶段和任务，并且可以保存图形化模
版，以供下次使用，此方式适用于所有不同需求的用户。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是一种通过官方或者用户自定义的流水线模版创建流水线的方式，您可以根据
使用场景使用固定的流水线模版快速创建流水线，提高创建流水线效率，实现快速实践，此方式适
用于部分固定场景。

多分支创建：多分支创建是一种通过扫描指定的代码仓库，按照配置策略来发现分支（或 tag）和
PR，然后自动地为这些分支（或 tag）、PR 创建对应流水线的一种方式，您可以通过设置基本信
息、Jenkinsfile 和触发器，实现多条流水线的触发，当分支被删除或者 PR 关闭后，对应的流水线
也会自动清理。此方式适用于多开发者互相协作的场景。

脚本创建：脚本创建是一种通过 Jenkinsfile 的文本快速创建流水线的方式，使用脚本创建流水线时
Jenkinsfile 的提交方式有两种：

您可以通过选择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将 Jenkins 流水线的配置信息写在 Jenkinsfile 的文本文件中，在
Jenkinsfile 步骤，提交到项目的代码仓库，将 CI/CD 流水线作为应用程序的一部分进行版本
控制，并像任何其他代码一样进行审查。

您可以通过选择 页面编写页面编写 ，在 Jenkinsfile 步骤直接编写 Jenkinsfile。

此方式适用于熟悉编写 Jenkinsfile 的技术人员。



使用脚本创建流水线
Jenkins 流水线的定义是写在 Jenkinsfile 的文本文件中，这个文件可以提交到项目的代码仓库，将 CI/CD
流水线作为应用程序的一部分进行版本控制，并像任何其他代码一样进行审查。

使用自定义的 Jenkinsfile 创建流水线。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1.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2. 触发器触发器：配置触发流水线的方式。

3. Jenkinsfile：配置构建流水线使用的 Jenkinsfile。支持以下两种配置 Jenkinsfile 的方式。

选择代码仓库中托管的 Jenkinsfile。

直接在页面上编写 Jenkinsfile。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2. 在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窗口，单击 脚本创建脚本创建。

3.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
默认显示为空。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Jenkinsfile 位置位置 ：选择获取 Jenkinsfile 文件的方式，支持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和 页面编写页面编写。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4.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Jenkinsfile 步骤，根据您选择的 Jenkinsfile 位置位置 选项来配置 Jenkinsfile。

选择 页面编写页面编写 选项的 Jenkinsfile 步骤如下：

在 Jenkinsfile (读写读写) 区域，编写 Jenkinsfile，同时允许以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选择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查看脚本样例查看脚本样例，在 脚本样例脚本样例 窗口中，查看 Jenkinsfile 样例。

单击 流水线语法流水线语法，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中的语法说明。



选择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选项的 Jenkinsfile 步骤如下：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类型。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代码仓
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
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代码分支代码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默认为 master (当当
选择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在 脚本路径脚本路径 框中，输入代码仓库中的 Jenkinsfile 文本文件的路径，例如 
Jenkinsfile ，表示位于根目录的 Jenkinsfile。

6. 配置完成后，单击 创建创建。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创建图形化流水线（Alpha）
通过创建图形化流水线，您可以更加直观的看见流水线上的每一个任务，方便地展示出流水线的每个阶
段，从而实现创建流水线的视图化、透明化。

名词解释

阶段阶段：并行的一个或多个任务被称为阶段。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2. 在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窗口，单击 图形化创建图形化创建，进入图形化创建页面。

3.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栏，配置流水线基本信息。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待创建流水线的名称。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
显示为空。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在 环境配置环境配置 区域，选择 Jenkins 实例和配置构建节点。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当前项目已绑定的 Jenkins 实例，若提示无 Jenkins 实
例，请联系平台管理员在该项目中绑定 Jenkins。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框中，您可以选择或输入标签，指定流水线在 Jenkins 的哪个资源节点中
运行。

在 其他其他 区域，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以及选择是否禁用流水线。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
的流水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
流水线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
的部分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
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Alpha）），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
无法被触发执行。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
流水线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4. 在 任务编排任务编排 栏，您可以在 选择任务选择任务 区域，选择流水线任务，按照业务需求编排流水线；若您需要
根据平台现有流水线模版做相应调整，请单击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选择并导入流水线模版后再进行图形化编
辑。

选择任务选择任务：单击 ，在界面右侧 选择任务选择任务 区域选择待添加的任务。任务表单填写，请参考
流水线任务模版，若您需要添加串行任务，请在阶段任务卡片下单击 添加并行阶段添加并行阶段。

注意注意：在最后一个阶段支持 终止任务终止任务 开关，若开启，此阶段即成为流水线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该阶段下可以添加任务，在该阶段后不可添加阶段，且不论前面的阶段执行成功与否，一
定会执行此阶段。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平台支持选择模版，可以选择该项目中的任意模版，并导入到图形化界面中，供
您通过界面操作的方式编辑模版。

提示：提示：在 任务编排任务编排 栏的左侧页面中，任务支持左右移动，单击 任务任务 或 阶段阶段 的  图标后，
选择左移或者右移 阶段阶段 或 任务任务，不支持移动的场景如下：

最左侧的 任务任务 和 阶段阶段 不支持左移。

最右侧的 任务任务 和 阶段阶段 不支持右移。

终止 阶段阶段 不支持左移。

5. 在 配置触发器配置触发器 栏，您可以根据已编排的任务，配置不同的触发器，实现多种触发条件自动触发流水
线的功能。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6. 配置完成以上步骤，您可对编辑完成的流水线模版进行以下操作：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当流水线配置完成且添加任务完毕后，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此时会校验流水线，
如有提示红色感叹号，请根据提示修改，创建成功则跳转至流水线详情页面。

取消取消：单击取消，取消流水线创建，已编辑的流水线不会保存。

导出模版导出模版：平台支持导出模版，您可以将 任务编排任务编排 页面编辑的一个或多个任务导出成 yaml

文件，可通过上传到代码仓库的方式，导入到平台中成为 项目自定义模版 或 全局自定义模
版 。

注意注意：

导出的模版不包含在任务编排中已填写的参数。

导出的模版只包含 任务编排任务编排 中的所有任务以及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中的名称，不包含选
择的 触发器触发器。



使用模版创建流水线
使用系统自带或自定义的模版创建流水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

2.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系统自带或自定义的模版创建流水线，在待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选
择择 按钮。

默认会显示所有的流水线模版，包括系统自带或自定义的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
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
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3. 以下仅展示平台支持的官方模版列表，表单填写请您单击模版链接，参考模版创建过程。

Golang 构建

Golang 构建并部署应用

Maven 构建（Alpha）

Maven 构建并分发到仓库（Alpha）

JMeter 自动化测试

镜像构建

Java 构建

Java 构建并部署应用

Nodejs 10 构建

Nodejs 10 构建并部署应用

Python 2.7 构建

Python 2.7 构建并部署应用



Python 3.6 构建

Python 3.6 构建并部署应用

同步镜像

更新应用

触发器同步镜像

触发器更新应用

二进制构建镜像

二进制构建镜像并更新应用

Chart 构建

Chart 更新模版应用



Golang 构建
使用 Golang 构建构建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Golang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golang。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在 Golang 程序为 GOPATH
的子目录，例如 src/github.com/alauda/alauda 。指定检出 Git 仓库的本地
目录(相对于 workspace 根目录)。若为空，将使用 workspace 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Golang 构建构建 区域，填写构建命令。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自定义更详细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go build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Golang 构建并部署应用
使用 Golang 构建并部署应用构建并部署应用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Golang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 部署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golang。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在 Golang 程序为 GOPATH
的子目录，例如 src/github.com/alauda/alauda 。指定检出 Git 仓库的本地
目录(相对于 workspace 根目录)。若为空，将使用 workspace 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Golang 构建构建 区域，填写构建命令。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自定义更详细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go build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在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 区域，配置部署应用的参数：

在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开关处，选择是否开启创建应用选项，开启后为创建应用，关闭后为更新
已有应用。

注意注意：首次创建并执行流水线时为创建应用，后续执行流水线时为更新应用。

若关闭，则为更新已有应用，请填写如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应用应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部署应用的高级参数：

（非必填）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框中，输入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
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在 参数参数 框中，输入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启动命令的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
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若开启，您需要手动将部署配置文件上传至您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步骤中已选择的代码
仓库，平台将在该代码仓库目录中获取 YAML、JSON 文件来创建应用，请填
写以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的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部署配置目录部署配置目录 框中，选择 YAML、JSON 文件路径，默认为 . 表示
根目录。

注意注意：创建应用仅支持单个应用创建，如 YAML、JSON 文件中存在多
个应用的定义，则会创建失败。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构建出镜像后运行的容器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创建应用的高级参数：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镜像构建
使用 镜像构建镜像构建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Docker 构建。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Java 构建
使用 Java 构建构建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Java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Alpha) 在 Maven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Maven 构建脚本构建项目。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
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mvn clean package 。

在 展示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测试报告 区域，选择是否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开启后，将在流水线执
行记录详情页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

测试结果位置测试结果位置：请您填写测试报告结果的位置，例如： **/target/surefire-

reports/**/*.xml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Java 构建并部署应用
使用 Java 构建并部署应用构建并部署应用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Java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 部署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Alpha) 在 Maven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Maven 构建脚本构建项目。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
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mvn clean package 。

在 展示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测试报告 区域，选择是否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开启后，将在流水线执
行记录详情页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

测试结果位置测试结果位置：请您填写测试报告结果的位置，例如： **/target/surefire-

reports/**/*.xml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在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 区域，配置部署应用的参数：

在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开关处，选择是否开启创建应用选项，开启后为创建应用，关闭后为更新
已有应用。

注意注意：首次创建并执行流水线时为创建应用，后续执行流水线时为更新应用。

若关闭，则为更新已有应用，请填写如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应用应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部署应用的高级参数：

（非必填）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框中，输入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
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在 参数参数 框中，输入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启动命令的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
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若开启，您需要手动将部署配置文件上传至您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步骤中已选择的代码
仓库，平台将在该代码仓库目录中获取 YAML、JSON 文件来创建应用，请填
写以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的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部署配置目录部署配置目录 框中，选择 YAML、JSON 文件路径，默认为 . 表示
根目录。

注意注意：创建应用仅支持单个应用创建，如 YAML、JSON 文件中存在多
个应用的定义，则会创建失败。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构建出镜像后运行的容器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创建应用的高级参数：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Nodejs 10 构建
使用 Nodejs 10 构建构建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Nodejs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Nodejs 10 构建构建 区域，输入自定义构建命令。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npm install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Nodejs 10 构建并部署应用
使用 Nodejs 10 构建并部署应用构建并部署应用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Nodejs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 部署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Nodejs 构建构建 区域，输入自定义构建命令。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npm install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在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 区域，配置部署应用的参数：

在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开关处，选择是否开启创建应用选项，开启后为创建应用，关闭后为更新
已有应用。

注意注意：首次创建并执行流水线时为创建应用，后续执行流水线时为更新应用。

若关闭，则为更新已有应用，请填写如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应用应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部署应用的高级参数：

（非必填）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框中，输入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
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在 参数参数 框中，输入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启动命令的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
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若开启，您需要手动将部署配置文件上传至您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步骤中已选择的代码
仓库，平台将在该代码仓库目录中获取 YAML、JSON 文件来创建应用，请填
写以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的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部署配置目录部署配置目录 框中，选择 YAML、JSON 文件路径，默认为 . 表示
根目录。

注意注意：创建应用仅支持单个应用创建，如 YAML、JSON 文件中存在多
个应用的定义，则会创建失败。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构建出镜像后运行的容器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创建应用的高级参数：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Python 2.7 构建
使用 Python 2.7 构建构建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Python 2.7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Python 2.7 构建构建 区域，输入自定义构建命令。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Python 2.7 构建并部署应用
使用 Python 2.7 构建并部署应用构建并部署应用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Python 2.7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 部署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Python 2.7 构建构建 区域，输入自定义构建命令。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在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 区域，配置部署应用的参数：

在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开关处，选择是否开启创建应用选项，开启后为创建应用，关闭后为更新
已有应用。

注意注意：首次创建并执行流水线时为创建应用，后续执行流水线时为更新应用。

若关闭，则为更新已有应用，请填写如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应用应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部署应用的高级参数：

（非必填）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框中，输入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
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在 参数参数 框中，输入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启动命令的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
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若开启，您需要手动将部署配置文件上传至您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步骤中已选择的代码
仓库，平台将在该代码仓库目录中获取 YAML、JSON 文件来创建应用，请填
写以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的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部署配置目录部署配置目录 框中，选择 YAML、JSON 文件路径，默认为 . 表示
根目录。

注意注意：创建应用仅支持单个应用创建，如 YAML、JSON 文件中存在多
个应用的定义，则会创建失败。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构建出镜像后运行的容器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创建应用的高级参数：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Python 3.6 构建
使用 Python 3.6 构建构建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Python 3.6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Python 2.7 构建构建 区域，输入自定义构建命令。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Python 3.6 构建并部署应用
使用 Python 3.6 构建并部署应用构建并部署应用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Python 3.6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 部署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Python 3.6 构建构建 区域，输入自定义构建命令。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在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 区域，配置部署应用的参数：

在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开关处，选择是否开启创建应用选项，开启后为创建应用，关闭后为更新
已有应用。

注意注意：首次创建并执行流水线时为创建应用，后续执行流水线时为更新应用。

若关闭，则为更新已有应用，请填写如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应用应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部署应用的高级参数：

（非必填）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框中，输入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
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在 参数参数 框中，输入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启动命令的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
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若开启，您需要手动将部署配置文件上传至您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步骤中已选择的代码
仓库，平台将在该代码仓库目录中获取 YAML、JSON 文件来创建应用，请填
写以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的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部署配置目录部署配置目录 框中，选择 YAML、JSON 文件路径，默认为 . 表示
根目录。

注意注意：创建应用仅支持单个应用创建，如 YAML、JSON 文件中存在多
个应用的定义，则会创建失败。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构建出镜像后运行的容器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创建应用的高级参数：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JMeter 自动化测试（Alpha）
使用 JMeter 自动化测试自动化测试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JMeter 自动化测试。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JMeter 自动化测试自动化测试 区域，填写如下信息：

文本输入文本输入 jmx：开关开启后，切换至文本输入 jmx 脚本模式，请您填写如下表单。

jmx 脚本脚本：在脚本框中输入 jmx 脚本。

jmx 脚本文件名称脚本文件名称：填写脚本文件名称，将输入的 jmx 脚本根据您填写的 jmx



脚本文件名称，保存到 workspace 根目录中。

文本输入文本输入 jmx：开关关闭后，切换至选择代码仓库模式，请您选择代码仓库和分支。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类型。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代
码仓库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
绑定的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
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
地址，例如 http://svn-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
新的凭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默认
为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JMeter 命令命令：请您在此输入执行 jmx 脚本的命令。

产出物路径产出物路径：产出路径为测试报告、测试结果、日志等文件的路径，填写后可
将对应文件归档，多个文件路径用英文逗号“,”隔开。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Maven 构建(Alpha)
使用 Maven 构建构建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Maven 构建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java。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Alpha) 在 Maven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Maven 构建脚本构建项目。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mvn clean package 。

（非必填）在 依赖仓库依赖仓库 框中，选择在 Maven 构建时需要依赖的仓库。

在 展示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测试报告 区域，选择是否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开启后，将在流水线执
行记录详情页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

测试结果位置测试结果位置：请您填写测试报告结果的位置，例如： **/target/surefire-

reports/**/*.xml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Maven 构建并分发到仓库(Alpha)
使用 Maven 构建并分发到仓库构建并分发到仓库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Maven 分发 > 代码扫描 > Docker 构建。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Alpha) 在 Maven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Maven 构建脚本构建项目。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mvn clean deploy 。

（非必填）在 依赖仓库依赖仓库 框中，选择在 Maven 构建时需要依赖的仓库。

在 分发仓库分发仓库 框中，选择在 Maven 构建时需要依赖的仓库。

在 pom 框中，填写 pom.xml 文件的目录地址。默认为./pom.xml。

在 展示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测试报告 区域，选择是否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开启后，将在流水线执
行记录详情页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

测试结果位置测试结果位置：请您填写测试报告结果的位置，例如： **/target/surefire-

reports/**/*.xml 。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代码质量管理工具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
量，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开启后：

在 SonarQube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在项目中已绑定的 SonarQube 实例来使用。

(非必填) 在 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 框中，设置 Sonar Scanner 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会忽略此参数。详情参考 SonarQube 文档。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代码扫描的高级参数：

在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查看主分支以外的其他分支的扫描结
果。实现此功能，同时要求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

在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 区域，开启此功能后，当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
线运行失败并终止。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在 Docker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Docker 镜像构建的参数：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 Docker 构建的高级参数：

在 Dockerfile 框中，输入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目录。

在 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 框中，输入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路径。例如，
构建中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路径 ./filepath  中的任何
文件。

(非必填)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输入更多自定义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
细的配置。

(非必填) 在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 框中，输入如果生成镜像失败时的重试次数。默认值是
3。

在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 区域，配置部署应用的参数：

在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开关处，选择是否开启创建应用选项，开启后为创建应用，关闭后为更新
已有应用。



注意注意：首次创建并执行流水线时为创建应用，后续执行流水线时为更新应用。

若关闭，则为更新已有应用，请填写如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应用应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部署应用的高级参数：

（非必填）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框中，输入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
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在 参数参数 框中，输入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启动命令的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
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若开启，您需要手动将部署配置文件上传至您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步骤中已选择的代码
仓库，平台将在该代码仓库目录中获取 YAML、JSON 文件来创建应用，请填
写以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 创建应用创建应用 的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部署配置目录部署配置目录 框中，选择 YAML、JSON 文件路径，默认为 . 表示
根目录。

注意注意：创建应用仅支持单个应用创建，如 YAML、JSON 文件中存在多
个应用的定义，则会创建失败。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构建出镜像后运行的容器名称。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创建应用的高级参数：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



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
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次构建失败。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二进制构建镜像
使用 二进制构建镜像二进制构建镜像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二进制构建镜像。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 二进制构建镜像二进制构建镜像 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待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开启 制品仓库触发器制品仓库触发器 和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制品仓库触发器制品仓库触发器：可设置二进制制品库触发规则，当符合规则路径的制品仓库中有制品变动
时，流水线会自动触发并执行。

提示提示：目前制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Nexus 下的 Raw 仓库，使用前，您须根据用户手册对
Nexus 进行相关配置，请参考 配置 Nexus 以支持制品仓库触发器。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选择待监听的制品仓库，仅支持选择分配到当前项目的 Raw 仓库。

制品路径制品路径：请填写制品在制品库中存储的路径，需精确到制品名称，如 a/b/c.jar ，
如该制品发生改变则会触发流水线。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二进制构建镜像二进制构建镜像 区域，配置制品仓库相关参数。

制品来源制品来源：

制品库触发器制品库触发器 ：若使用此来源需要在制品仓库中配置好 webhook，并且在平台
上配置好触发器，当有新的代码提交时触发器会监控到并触发流水线，产生新
的制品，使用 制品库触发器制品库触发器 此功能会将产生的制品构建成镜像。



手动输入手动输入：指由用户指定要下载的制品地址，仅支持指定单个制品仓库地址。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请选择需要 Docker 构建的制品所在的制品仓库，仅支持选择
分配到当前项目的 Raw 仓库。

制品路径制品路径：请填写制品在制品库中存储的路径。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选择或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
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
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自定义构建命令，如 --add-host ，多个命令用空格隔开。更多自
定义构建命令可参考 官方文档。

在 Dockerfile 框中，请使用文本输入的方式输入 Dockerfile。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二进制构建镜像并更新应用
使用 二进制构建镜像并更新应用二进制构建镜像并更新应用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二进制构建镜像 > 更新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 二进制构建镜像并更新应用二进制构建镜像并更新应用 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
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开启 制品仓库触发器制品仓库触发器 和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制品仓库触发器制品仓库触发器：可设置二进制制品库触发规则，当符合规则路径的制品仓库中有制品变动
时，流水线会自动触发并执行。

提示提示：目前制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Nexus 下的 Raw 仓库，使用前，您须根据用户手册对
Nexus 进行相关配置，请参考 配置 Nexus 以支持制品仓库触发器。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选择待监听的制品仓库，仅支持选择分配到当前项目的 Raw 仓库。

制品路径制品路径：请填写制品在制品库中存储的路径，需精确到制品名称，如 a/b/c.jar ，
如该制品发生改变则会触发流水线。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二进制构建镜像二进制构建镜像 区域，配置制品仓库相关参数。

制品来源制品来源：

制品库触发器制品库触发器 ：若使用此来源需要在制品仓库中配置好 webhook，并且在平台



上配置好触发器，当有新的代码提交时触发器会监控到并触发流水线，产生新
的制品，使用 制品库触发器制品库触发器 此功能会将产生的制品构建成镜像。

手动输入手动输入：指由用户指定要下载的制品地址，仅支持指定单个制品仓库地址。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请选择需要 Docker 构建的制品所在的制品仓库，仅支持选择
分配到当前项目的 Raw 仓库。

制品路径制品路径：请填写制品在制品库中存储的路径。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选择或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
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
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
仓库，并在后面的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新建新建，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填写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地址：单击 输入输入，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
址。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推送镜像到选择的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如果凭
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
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在 构建参数构建参数 框中，自定义构建命令，如 --add-host ，多个命令用空格隔开，可参考
[](https://docs.docker.com/engine/reference/commandline/build/)。

在 Dockerfile 框中，请使用文本输入的方式输入 Dockerfile。

在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区域，配置应用相关的参数信息。

集群集群 ：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集群。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择需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所在的命名空间。

应用应用 ：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容器容器 ：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失败后回滚失败后回滚：若开启此开关，更新应用失败后，则会回滚到上一个版本。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部署应用的高级参数：

（非必填）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框中，输入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在 参数参数 框中，输入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
启动命令的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任务的执行时
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
次构建失败。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同步镜像
使用 同步镜像同步镜像 模版创建流水线，同步镜像模版。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同步镜像。
将一个镜像从源仓库同步到目标仓库。若源镜像或目标镜像仓库为私有仓库（内网地址），需确保 Jenkins
服务与其在同一网络环境内，方可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源镜像信息源镜像信息 区域，填写源镜像仓库地址和凭据信息。

源镜像仓库地址源镜像仓库地址：输入要使用的源镜像仓库地址。

（非必填）源镜像凭据源镜像凭据：如果访问的镜像需要验证，您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使用镜像
仓库的凭据，若没有可供使用的凭据，可以添加凭据，请参考 创建凭据 中的 镜像服务镜像服务
类型。

源镜像标签源镜像标签：输入源镜像的标签，默认为${imageTag}。



在 目标镜像信息目标镜像信息 区域，填写目标镜像仓库地址和凭据信息。

目标镜像仓库地址目标镜像仓库地址：输入要使用的目标镜像仓库地址。

（非必填）目标镜像凭据目标镜像凭据 ：如果访问的镜像需要验证，您可以在下拉框中选择使用镜
像仓库的凭据，若没有可供使用的凭据，可以添加凭据，请参考 创建凭据 中的 镜像服镜像服
务务 类型。

目标镜像标签目标镜像标签：输入源镜像的标签，默认为${imageTag}。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触发器同步镜像
使用 触发器同步镜像触发器同步镜像 模版创建流水线，同步镜像模版。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触发器同步镜像。

触发器同步镜像模版。触发器接收到源镜像仓库变更后，会将一个镜像从源仓库同步到目标仓库。若源镜
像或目标镜像仓库为私有仓库（内网地址），需确保 Jenkins 服务与其在同一网络环境内，方可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同步镜像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镜像仓库触发器镜像仓库触发器：设置镜像仓库触发规则，符合镜像 Tag 规则的镜像有变动时，流水线会自
动触发并执行。

注意注意：

i. 仅支持 Harbor Registry 制品仓库。

ii. 目前已支持自动配置 Webhook，如 Webhook 不能正常触发，可参考文档检查
Webhook 配置。配置步骤请参考 如何配置 Harbor Webhook。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源镜像信息源镜像信息 区域，填写源镜像仓库地址。

源镜像仓库地址源镜像仓库地址：选择要使用的源镜像仓库地址。

同步源镜像标签同步源镜像标签：根据您的使用的场景，选择同步标签的方法。



同步变动标签同步变动标签：实时同步镜像仓库最新的标签。

同步指定标签同步指定标签：同步镜像仓库中指定的标签。

源镜像标签源镜像标签：输入源镜像的标签，默认为 ${imageTag}。

在 目标镜像信息目标镜像信息 区域，根据使用场景填写目标镜像仓库地址和凭据等信息。

方式方式：支持 选择选择 和 输入输入 镜像仓库地址两种方式。

选择选择：在 目标镜像仓库地址目标镜像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待使用的目标镜像仓库地址。

输入输入：在 目标镜像仓库地址目标镜像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待使用的目标镜像仓库地址。如果访问的
镜像需要验证，您可以在 目标镜像凭据目标镜像凭据 下拉框中选择使用镜像仓库的凭据，若
没有可供使用的凭据，请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凭据表单填写请参考 创建凭据 中的
镜像服务镜像服务 类型。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7.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

8. 确认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

9.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会跳转至流水线详情页，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Chart 构建
使用 Chart 构建构建 模版可以将代码仓库中的相关文件构建为 Chart，并同步至容器平台的应用目录中，为部
署模版应用做准备。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克隆代码 > Chart 构建。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代码检出代码检出 区域，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分支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例如： master (当选择当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代码检出高级配置。

在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 框中，输入检出代码仓库的本地路径，如未指定，则使用
workspace 的根目录。

在 超时时间（分钟）超时时间（分钟） 框中，输入超时时间。当代码检出花费的时间超过 超时时超时时
间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在 Chart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 Chart 参数。

在 构建目录构建目录 框中，输入在代码仓库中用于 Chart 构建的 yaml  文件所在目录。

在 Chart 仓库仓库 框中，选择 Chart 仓库，用于存放 Chart 构建后的产物，您可在容器平
台业务视图下的应用目录中查看平台已存在 Chart 模版仓库。

在 版本版本 框中，输入 Chart 版本，支持填写模版变量。例如： ${IMAGE_REPO} 。

开启开启 Chart Lint：开启开关时，平台将对您指定的 Chart 文件运行一系列的测试来验
证 Chart 的格式是否正确，若遇到引起 Chart 安装失败的情况，则会触发 ERROR  信
息；若遇到违反惯例或建议的问题，则会触发 WARNING 。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 Chart 构建高级配置。

（可选）在 Chart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Chart 构建产物的文件名称，若未输入，系
统将使用 Chart.yaml  定义的名称。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Chart 更新模版应用
若相关人员修改了 Chart，可通过使用该流水线模版，更新位于容器平台业务视图中的模版应用，实现使用
Chart 快速部署模版应用的功能。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更新模版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构建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每个
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Chart。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更新模版应用更新模版应用 区域，配置 更新模版应用更新模版应用 的参数。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待 更新模版应用更新模版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待 更新模版应用更新模版应用 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模版应用模版应用 框中，选择待 更新模版应用更新模版应用 的模版应用名称。

在 Chart 名称名称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模版应用的 Chart 名称。

在 版本版本 框中，输入 Chart 版本，支持填写模版变量。例如： ${IMAGE_REPO} 。

在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当未输入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时，将不会更新 模版应用模版应用 中的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项。 
当输入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时，会按照输入的参数更新 模版应用模版应用 中的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项。 例如输
入： image.tag=1.0 。

单击高级选项，进行更新模版应用高级配置。

（可选）在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 框中，输入检查应用状态为 运行中运行中 的超时时间，默认为
10 分钟，当在该时间内应用状态未能满足条件时，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
失败状态。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
情。确认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更新应用
使用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更新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官方模版创建流水线：

默认会显示所有更新应用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
每个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

提示提示：目前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目前已支持自动配置
Webhook，如 Webhook 不能正常触发，可参考文档检查 Webhook 配置。配置 GitLab 私有私有
版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关键
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提交的
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提交信代码提交信
息中不包含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水线执行。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区域，配置部署应用的参数：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应用应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在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 窗口，填写以下信息：

i. 在 选择方式选择方式 区域，可以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镜像仓库地址：

选择选择：绑定制品仓库并成功分配仓库后，可以选择已绑定的镜像仓库。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要使用的镜像仓库中的镜像，并在后面的框
中选择镜像的版本。

输入输入：手动输入要使用的镜像仓库，例如当要选择的镜像没有保存在已
绑定的制品仓库中。在 镜像镜像 框中，输入要使用的镜像仓库地址。如果访
问的镜像需要验证，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已创建可访问要使用镜像仓库的
凭据或者添加凭据，添加凭据请参考 创建凭据，凭据类型支持



dockerconfigjson。

注意注意：使用第三方镜像时，确认是否可以直接拉取。可以通过 docker pull

命令拉取。

ii. 单击 确定确定。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部署应用的高级参数：

（非必填）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框中，输入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在 参数参数 框中，输入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
启动命令的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任务的执行时
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
次构建失败。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确认配置
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触发器更新应用
使用 触发器更新应用触发器更新应用 模版创建流水线。

模版描述模版描述：更新应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进入选择模版页面。

3. 在 选择模版选择模版 步骤，选择待创建流水线的模版：

默认会显示所有更新应用的流水线模版，并根据模版的标签分组展示，支持分组查找模版。
每个模版显示了模版名称、版本号、标签分类、模版包含的流水线任务名称。

单击每个 模版名称模版名称 的 详情详情，在模版的新窗口中，查看模版详情。模版详情包括基本信息和
模版的具体参数和描述，方便配置模版参数。

在想要选择的流水线模版右侧单击 选择选择 按钮。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
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执行方式执行方式：选择流水线的执行方式，支持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 和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

依次执行依次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后一次触发的流水
线会变成等待状态。

并发执行并发执行：流水线被触发后，在没有结束执行前，如果再次触发，两次触发的流水线
会同时执行。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 ：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
以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
使用新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
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手动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
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
当已选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
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
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
关键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



提交的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代码
提交信息中不包含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
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镜像仓库触发器镜像仓库触发器：设置镜像仓库触发规则，符合镜像 Tag 规则的镜像有变动时，流水线会自
动触发并执行。

注意注意：

i. 仅支持 Harbor Registry 制品仓库。

ii. 目前已支持自动配置 Webhook，如 Webhook 不能正常触发，可参考文档检查
Webhook 配置。配置步骤请参考 如何配置 Harbor Webhook。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
期中的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
时间点的触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6. 在 模版参数设置模版参数设置 步骤，配置模版参数。不同模版类型的配置信息不同，可以查看模版详情了解每个
参数的定义。

单击页面右侧的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您可以配置流水线模版的构建节点。

在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您可以选择使用 标签标签 方式或 自定义自定义 方式来指定流水线在哪个节点
运行。

标签标签：您可以选择或者输入 Jenkins 上已经定义的标签，例如：tools。

自定义自定义：您可以选择自定义的方式来指定运行的节点，例如： agent {

label ‘${label-select-by-user}’

} 。

配置项配置项：您可以在此填写流水线构建的配置。例
如： buildDiscarder(logRotator(numToKeepStr: '200')) 。更多流水线配置项语法
请参考 Jenkins 官方文档。

在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区域，配置更新应用的参数：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应用应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在 容器容器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在 选择方式选择方式 区域，可以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镜像仓库地址：

选择选择：绑定镜像仓库并成功分配仓库后，您可以选择已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

输入输入：手动输入要使用的镜像仓库，当要选择的镜像没有保存在已绑定的制品
仓库中。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输入要使用的镜像仓库地址。如果访问的镜像需要
验证，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已创建可访问要使用镜像仓库的凭据或者添加凭据，
添加凭据请参考 创建凭据，凭据类型支持 dockerconfigjson。

注意注意：使用第三方镜像时，确认是否可以直接拉取。可以通过 docker pull  命令拉
取。

在 更新标签更新标签 区域，选择更新标签的方式。

同步变动标签同步变动标签：实时同步镜像仓库最新的标签。

同步指定标签同步指定标签：同步镜像仓库中指定的标签。

源镜像标签源镜像标签：输入源镜像的标签，默认为 ${imageTag}。 

失败后回滚失败后回滚：若开启，更新应用后，如应用不能正常运行，则回滚到更新前的版本。

单击 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配置更新应用的高级参数：

（非必填）在 启动命令启动命令 框中，输入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在 参数参数 框中，输入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
启动命令的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在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 框中，输入等待请求返回值的超时秒数。当前任务的执行时
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超时一次记录为一
次构建失败。

（（Alpha）） 在 通知通知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
通知，当流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7. 配置完成后，如果需要预览 Jenkinsfile，单击 预览预览 Jenkinsfile，在新窗口中查看详情。

8. 确认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

9.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会跳转至流水线详情页，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创建多分支流水线
创建多分支流水线。通过设置基本信息、Jenkinsfile 和触发器，实现多条流水线的触发。

配置代码分支、代码仓库的 Pull Requests 的发现策略，以实现自动化分支的发现和执行，减少管理流水
线、代码分支的操作，简化交付流程的跟踪成本。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2. 在 创建流水线创建流水线 窗口， 单击 多分支创建多分支创建。

3.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步骤，配置多分支流水线的基本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多分支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 Jenkins 多分支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
入，默认显示为空。

在 Jenkins 实例实例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Jenkins 实例。

（非必填）标签标签：标签可用于标识您创建的流水线，以便于在列表中快速筛选，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一个或多个标签。长度限制为小于等于十五个字符。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流水线整体运行最长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执行终止。如果流水线中的部分
阶段设置了超时时间，满足其中任何一个超时时间都会终止流水线的执行。超时时间默认为
60 分钟，设置为 0 分钟时则表示不限制超时时间。

（Alpha）禁用流水线禁用流水线：选择是否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默认关闭。若开启，此流水线不可以
被触发。

提示提示：流水线正在执行时，若更新执行中的流水线并打开禁用流水线开关，运行中的流水线
会正常执行，执行结束后禁用流水线功能生效。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4. 在 触发器触发器 步骤，选择是否需要启用相关触发器以实现自动化触发流水线。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
选择预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



仓库是否有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配置完成后，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5. 在 分支设置分支设置 步骤，选择代码仓库托管的 Jenkinsfile 并配置分支发现策略。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配置代码仓库，平台支持 Git 类型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码仓代码仓
库库 窗口，选择代码仓库或输入代码仓库地址：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代码仓
库，目前目前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Bitbucket 公有版、公有版、GitLab 支持发现支持发现 Pull Request。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
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

注意注意：未绑定的代码仓库不支持发现 Pull Request / Merge Request。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据，在
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单击 确定确定，完成代码仓库的配置。

在 脚本路径脚本路径 框中，输入代码仓库中的 Jenkinsfile 文本文件的路径，例如 Jenkinsfile ，表
示位于根目录的 Jenkinsfile。

在 多分支发现策略多分支发现策略 区域，配置代码分支、代码仓库的 Pull Requests 发现策略。

注意注意：请先选择代码仓库，根据代码仓库的类型，配置多分支发现策略。

在 发现代码分支发现代码分支 框中配置分支，此选项默认勾选。

在 分支列表分支列表 区域，分支列表中默认值为 master ，单击 分支列表分支列表 的下拉框，
选择指定代码分支或全部代码分支。代码分支支持多选，当选择全部代码分支
时，其他分支将会置灰。

在 忽略已开启过忽略已开启过 Pull Request 的分支的分支 区域，选择是否开启此功能，若开启，
流水线扫描分支时将自动忽略已开启过 Pull Request 的分支；若关闭，则流水
线扫描分支时，将扫描所有分支。

发现代码仓库的发现代码仓库的 Pull Requests，此选择框默认不勾选。

执行流水线时合并到目标分支执行流水线时合并到目标分支：若勾选此选项，则先合并目标分支再执行流水
线。



执行执行 Pull Request 中的分支中的分支：执行代码分支 Checkout 时，Pull Request 对应
的 Commit 不执行本地合并。

提示提示：当同时勾选上面两个选项时，每个 PR 会被发现并执行两次。

单击 克隆配置、分支流水线回收克隆配置、分支流水线回收，展开高级选项。

在 克隆配置克隆配置 区域，进行代码克隆配置：

克隆超时克隆超时：Clone 或 Fetch 代码时的最长等待时间，超出该时间，流水线将失败。

浅克隆浅克隆：若开启，则拉取代码时，仅拉取代码仓库的最新版本。

获取获取 tag：若开启，则拉取所有tag。

在 分支流水线回收分支流水线回收 区域，配置分支流水线回收时间、数量等：

删除流水线删除流水线：若开启，则根据分支流水线回收策略删除流水线。默认回收策略分为如
下三种情况：

被关闭的被关闭的 Pull Request。

删除的分支删除的分支。

不匹配发现策略的不匹配发现策略的 Pull Request 和分支和分支。

保留天数保留天数：符合回收策略的流水线保留的天数，到期后删除流水线。

保留数量保留数量：符合回收策略的流水线，最多保留的数量。

6. 确认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
流水线创建完成后，跳转到流水线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配置 GitLab 私有版以支持发现 MR（Merge requests），从而实现使用 Web Hook 触发流水线等功能。

注意：注意：

目前只是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支持通过配置发现 MR，GitLab 公有版公有版 暂时不支持发现 MR。

同一个 Jenkins 可以配置多个 GitLab，多个 Jenkins 支持配置同一个 GitLab。

前提条件：

1. 您对接平台中的 GitLab 版本高于 11.0、Jenkins 版本高于 176.2 LTS（本平台上的工具版本已满足本平台上的工具版本已满足
要求要求）。

2. Web Hook 默认是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对于私有环境使用 Web Hook 触发流水线，需要在 gitlab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操作步骤：

1.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配置 GitLab 私有版：

方法一：配置 Jenkins chart。使用 Chart 进行 GitLab 私有版服务的配置，添加相关参数。在
安装 Jenkins 的时候，需要添加进 gitlabConfigs 的配置和 Jenkins 地址的配置，配置如下：

gitlabConfigs：

name：GitLab 服务的名字，需要与平台上集成工具时的名称对应，如上图
位置的集成服务名称。

Master:

  gitlabConfigs:

    - name: <GitLab服务的名字>

      manageHooks: true

      serverUrl: <GitLab服务的地址>

      token: <GitLab凭据token>

  Location:

    url: <Jenkins Location URL>



manageHooks：管理 Hooks，配置 Web Hook 可以使平台发现 MR，实现代码
提交触发流水线等功能，您需要将此参数设置为 true。

serverUrl：GitLab 服务器地址，需要与平台上集成工具时的 API 地址对应，如

上图 位置的 API 地址。

token：GitLab 的 Personal Access Token。获取令牌需要在 GitLab 我的头像 >
Settings > Access Tokens > Add a personal access token，添加完成后会得到
GitLab 的令牌。

Location：

url：Jenkins 的本地环境地址，例如 http://10.0.128.54:32001/ 。

方法二：在已部署的 Jenkins 本地环境界面中，单击 系统管理系统管理 > 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找到 配置配置
GitLab 服务服务，相关配置如下：

提示提示：您对接平台中的 Jenkins 需要提前安装 gitlab-branch-source-plugin 插件（在您使用本
平台的安装包部署 Jenkins 时已经默认安装此插件）。

注意注意：11.4.0 版本的 gitlab-branch-source-plugin 插件使用时会对 Jenkins Location URL 进
行判断，如当前默认值为 http://jenkins:8080/ 时会出现流水线无法同步成功的情况，所
以在配置的时候，需要同时修改在系统设置中 Jenkins Location URL 的地址，例如修改为 
http://10.0.128.54:32001/ 。

显示名称：填写集成工具名称，需要与平台上集成工具时的名称对应，如上图 位置
的集成工具名称。



服务 URL：填写集成 GitLab 服务的地址，需要与平台上集成工具时的 API 地址对

应，如上图 位置的 API 地址。

凭据：在 Jenkins 上创建 GitLab Token 类型，填写 GitLab 生成的 Personal Token。
若没有可供选择的凭据，单击添加，在添加凭据框中添加 GitLab 凭据。

Domain：凭据适用域。默认使用全局凭据。

类型：凭据类型，暂时只支持使用 GitLab 个人令牌个人令牌 类型。

范围：凭据作用范围。默认使用全局范围。

令牌：GitLab 的 Personal Access Token。获取令牌需要在 GitLab 我的
头像 > Settings > Access Tokens > Add a personal access token，添加
完成后会得到 GitLab 的令牌。

ID：用于标识凭据的唯一 ID，为空时，会自动生成一个 ID。

描述：添加凭据描述。

Web Hook：勾选此选项以使用 Web Hook 触发多分支流水线。配置 Web Hook 可以
使平台发现 MR，实现代码提交触发流水线等功能。

系统 Hook：当需要 GitLab 系统触发的事件进行通知时，您可以勾选此选项。

2. 配置完成，您可以在项目中绑定 GitLab 私有版，并在业务视图中创建多分支流水线时使用 GitLab
仓库，实现发现 MR，使用 Web Hook 触发流水线等功能。



查看流水线列表
查看流水线列表，例如：流水线名称、执行记录、触发器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待查看流水线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依次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进入流水线列表页面。

3. 在流水线列表页面，可通过单击 ，切换卡片或列表的方式查看流水线的基本信息，默认显示方
式为卡片，下图中将卡片分为 8 个区域进行描述。

在区域 1 展示了流水线的基本信息，包括 流水线类型流水线类型、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 和 流水线显示名称流水线显示名称：

流水线类型流水线类型：  表示流水线使用脚本的方式创建；  表示流水线使用模版的方式创

建；  表示流水线是多分支流水线；  表示流水线是图形化方式创建。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流水线的唯一标识，该名称可在流水线创建时填写，创建后不可被修
改。

流水线显示名称流水线显示名称：流水线的显示名称，位于流水线名称下方，用于对流水线进行补充
说明。

在区域 2 支持查看流水线的状态：

流水线状态：  表示流水线异常，异常信息请将鼠标移至图标上查看；  表示流水线
正在与 Jenkins 同步信息； 表示流水线已经被禁止触发。 



在区域 3 单击 ，可对流水线进行执行、更新、删除等操作，详细操作如下：

执行执行：手动运行流水线。参考 执行流水线。

注意注意：执行流水线只支持使用 脚本创建脚本创建 的流水线、图形化创建图形化创建 的流水线和 模版创建模版创建
的流水线。

扫描扫描：扫描指定的代码分支后，触发流水线。参考 扫描并触发流水线。

注意注意：扫描并触发流水线只支持 多分支流水线多分支流水线。

更新更新：更新已创建的流水线，重新配置流水线以适应新的场景。参考 更新流水线。

复制复制：复制已创建的流水线配置，并通过创建流水线流程，生成一条新的流水线。参
考 复制流水线。

升级升级：若官方模版的版本有更新，可对指定模版流水线进行升级，使用新模版的功
能。参考 升级模版流水线。

删除删除：删除已创建的流水线。参考 删除流水线。

在区域 4 展示了流水线的最近一条执行记录的 执行状态执行状态、执行执行 ID、触发方式触发方式 和 执行耗时执行耗时。

提示提示：多分支流水线多分支流水线 还会显示执行流水线的 分支分支，单击分支进入执行记录详情页。

执行状态执行状态：流水线当前的执行状态，参考 流水线执行状态

执行执行 ID：流水线最近一次的执行记录 ID，例如 #1，单击最近一次执行记录 执行执行 ID，
跳转至该条执行记录的详情页，参考 查看执行记录详情。

触发方式触发方式：流水线被触发执行的方式。例如：手动触发。

执行耗时执行耗时：流水线开始执行至执行完成所需的时间。

在区域 5 通过流水线执行状态底色，展示了最多最近四条执行记录的 执行状态执行状态，参考 流水线
执行状态。

在区域 6 展示了流水线配置的 触发器触发器，  图标代表代码仓库触发器； 图标代表定时触发

器；  图标代表镜像仓库触发器；  图标代表二进制制品库触发器；  图标代表定时扫
描触发器。

在区域 7 展示了流水线的初始创建时间。



查看流水线详情
查看已创建的流水线详情，例如：基本信息、执行记录、流水线设计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待查看流水线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依次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进入流水线列表页面。

3. 在流水线列表页面，单击待查看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

4. 在流水线详情页面的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区域，根据流水线的不同创建方式，查看流水线名称、显示名称、执

行记录等，单击触发器右侧的 ，支持更新触发器，参考 触发器。

i. 使用 图形化创建图形化创建、脚本创建脚本创建、模版创建模版创建 的流水线：

在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栏下，支持查看流水线的显示名称、创建时间、创建方式、Jenkins 实
例、触发器、执行方式。

提示提示：若 模版流水线模版流水线 名称处有 图标，则代表该模版可升级，参考 升级模版流水
线。

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区域支持查看以下信息：

执行执行 ID：流水线执行记录的 ID，单击 执行执行 ID，查看流水线的指定执行
记录详情，参考 执行记录详情，在执行 ID 下，展示了该执行记录的触发
方式。
查看执行记录的概览日志，单击执行 ID 右侧的  图标，日志默认是自动
更新，在日志窗口中，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日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
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日志；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执行状态执行状态：流水线的执行状态，参考 流水线执行状态。

开始时间开始时间：流水线开始执行的时间。

耗时耗时：流水线执行到结束使用的时间。



触发方式触发方式：流水线当次执行的触发方式：  图标代表代码仓库触发器；

图标代表定时触发器；  图标代表镜像仓库触发器；  图标代表二

进制制品库触发器；  图标代表定时扫描触发器。

单击 ，可对指定流水线执行记录进行再次执行、取消执行、删除等操
作，说明如下：

再次执行再次执行：针对执行记录中的指定执行 ID 再次执行流水线。

取消执行取消执行：对于执行中的流水线您可以取消执行，取消执行后，
该条流水线执行记录的执行状态，由执行中变为已终止。

删除删除：删除指定流水线执行记录。

ii. 创建的 多分支流水线多分支流水线：

在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栏下，支持查看流水线的显示名称、创建时间、创建方式、Jenkins 实

例、触发器、执行方式和查看扫描的 日志详情日志详情，单击触发器右侧的 ，支持更新触发
器，参考 触发器。

在 多分支流水线多分支流水线 栏，若多分支流水线的仓库类型支持发现 Pull Request（PR）
且 Jenkins 正确配置好了多分支流水线插件，则执行记录支持按照 分支分支 和 Pull
Request（（PR）） 筛选查看。参数说明参考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栏，支持查看以下信息：

执行执行 ID：流水线执行记录的 ID，单击 执行执行 ID，查看流水线的指定执行
记录详情，参考 执行记录详情，在执行 ID 下，展示了该执行记录的触发
方式。
查看执行记录的概览日志，单击执行 ID 附近的  图标，日志默认是自动
更新，在日志窗口中，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日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
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日志；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执行状态执行状态：流水线的执行状态，参考 流水线执行状态。

开始时间开始时间：流水线开始执行的时间。

耗时耗时：流水线执行到结束使用的时间。



触发方式触发方式：显示流水线的触发器，  图标代表代码仓库触发器； 图

标代表定时触发器；  图标代表镜像仓库触发器；  图标代表二进制

制品库触发器；  图标代表定时扫描触发器。

单击 ，可对指定流水线执行记录进行再次执行、取消执行、删除等操
作，说明如下：

再次执行再次执行：针对执行记录中的指定执行 ID 再次执行流水线。

取消执行取消执行：对于执行中的流水线您可以取消执行，取消执行后，
该条流水线执行记录的执行状态，由执行中变为已终止。

删除删除：删除指定流水线执行记录。

5. 单击 流水线设计流水线设计，在 流水线设计流水线设计 栏，查看流水线的创建设计方式：

如果流水线是使用页面编写的 Jenkinsfile 或者图形化创建的，在 流水线设计流水线设计 栏，在
Jenkinsfile (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完整的 Jenkinsfile，查看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日志；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如果流水线是使用代码仓库的 Jenkinsfile 创建的，在 流水线设计流水线设计 栏，查看 Jenkinsfile 所在
的代码仓库、分支以及脚本路径。

如果流水线是使用模版创建的，在 流水线设计流水线设计 栏的 Jenkinsfile 区域，查看完整的
Jenkinsfile。在 模版参数模版参数 区域，查看配置的模版参数。

如果流水线是多分支流水线，在 流水线设计流水线设计 栏，查看 分支设置分支设置 信息。



查看执行记录详情
查看已创建的流水线执行记录详情。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切换至业务视图，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待查看流水线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2. 在左侧导航栏依次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进入流水线列表页面。

3. 找到待查看执行记录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 后，可通过以下三个方式进入执行记录的 阶段日志阶段日志 详情页：

在流水线列表页面的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下，单击 执行执行 ID，例如 #1。

在流水线列表页面的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下，单击 最近最近 x 条条，再单击 执行执行 ID，例如 #1。

在流水线列表页面，单击待查看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区域，单击 执行执行 ID，例如 #1。

4. 在 阶段日志阶段日志 详情页，查看该条执行记录的日志、执行信息等，具体如下：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在流水线执行记录详情顶部标题栏区域，查看执行记录的基本信息。

标题栏的背景色显示了流水线的执行状态，请参考 流水线执行状态。

标题栏处展示了该条流水线执行记录的 触发方式触发方式、执行开始时间执行开始时间、耗时耗时。

若为多分支流水线，可在顶部标题栏处生成代码分支信息的 badage。

若流水线过程中产生了制品，可在顶部标题栏处生成 badage 链接，您可以单击
badage 链接，跳转至指定制品路径。

日志日志：显示了执行记录的基本信息，例如触发方式、耗时等。

单击流水线下方任务的 步骤名称步骤名称，查看相应步骤的执行日志，如果流水线配置了等待
输入，在相应步骤可以执行 通过通过 或 终止终止 操作。

单击右侧的 查看完整日志查看完整日志，查看流水线的完成日志。单击 查看分阶段日志查看分阶段日志，单击各个
阶段查看流水线阶段日志。

测试报告（测试报告（Alpha））：若 Jenkins 安装了 JUnit 插件且代码中写了 JUnit 相关的代码时，流水
线执行记录详情页会有 测试报告测试报告 Tab 页面，在此页面您可以查看流水线执行过程中产生的
测试报告测试报告。如图：



归档文件（归档文件（Alpha））：当流水线执行完毕后，流水线执行记录详情页会有 归档文件归档文件 栏，您可
以在此页面查看或下载执行归档操作的文件和日志文件，如图：

注意注意：多分支流水线暂时不支持归档文件功能。

执行信息（执行信息（Alpha）） 若流水线的 Jenkinsfile 添加了 过程信息过程信息 相关代码时，流水线执行记录
详情页会有 过程信息过程信息 栏，您可以在此页面查看流水线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例如：代码仓
库、分支、相对目录等。执行信息如图所示：



提示提示：平台官方模版在 Jenkinsfile 中已经添加 执行信息执行信息 相关代码，您可以使用官方模版创建
流水线，查看流水线执行 执行信息执行信息。若您需要在您自定义创建的流水线模版中使过程信息功
能，请您参考 如何实现在自定义流水线模版中使用执行信息功能。



等待输入（Alpha）
流水线支持人工干预功能，在流水线中，等待输入等待输入 能够暂停流水线的执行，等待人工响应。

等待输入等待输入 支持流水线 通过通过，终止终止 功能，若您单击 通过通过，流水线继续执行；若您点击 终止终止，流水线
执行终止。

等待输入等待输入 支持对话框，您在选择 通过通过、终止终止 的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些输入参数，支持类型
为：String。

提示提示：本平台现在没有关于等待输入的官方模版，如需使用等待输入功能，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快速
使用等待输入功能：

参考下面的 Jenkinsfile 代码样例，在 使用脚本创建流水线 中，使用 页面编写页面编写 的方式，快速创建使
用等待输入功能的流水线。

参考下面的 Jenkinsfile 代码样例，编写自定义模版并放到代码仓库中，通过 配置模版仓库 导入到
平台，使用模版创建流水线 选择您自定义的模版，使用等待输入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项目后，单击 持持
续交付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

2. 在顶部导航栏单击 等待输入等待输入，在等待输入的详情页面可以查看流水线的执行 ID、流水线名称、执行
状态、开始时间、耗时、触发方式和操作。

3. 若您在流水线的 Jenkinsfile  中配置了等待输入的相关代码，则会在等待输入页面展示等待输入
的流水线，单击页面右侧的 输入输入 按钮，您可以输入相关信息，对流水线进行通过和终止操作，如下
图：

单阶段输入：当您的 Jenkinsfile 文件中配置了一个等待输入，单击输入按钮，在弹出的框中
确认信息并执行操作。
单阶段输入 Jenkinsfile 代码样例如下，更多参数详见 Jenkins 官方文档：



多阶段输入：当您的 Jenkinsfile 文件中配置了多个等待输入，单击输入按钮，选择想要输入
的 stage 后，在弹出的框中确认信息并执行操作。
多阶段输入 Jenkinsfile 代码样例如下，更多参数详见 Jenkins 官方文档：

pipeline {

        

      agent any

              

      stages{

        stage('simple'){

          steps{

            input message: 'Please input your name!!', ok: 'Confirm',

              parameters: [

                string(

                    defaultValue: 'Bob',

                    description: 'This is your real name.', 

                    name: 'name', 

                    trim: true)]

          }

        }

      }

    }

        



4. 单击 通过通过 或者 终止终止 完成操作。

pipeline {

        

      agent any

              

      stages{

                

        stage('complex'){

          parallel {

            stage('channel-1'){

              steps{

                input message: 'Please input your age!', ok: 'Confirm',

                  parameters:[

                      string(

                        defaultValue: '18',

                        description: 'Just a sample.', 

                        name: 'age', 

                        trim: true)]

              }

            }

            stage('channel-2'){

              steps{

                      

                input message: 'Please input your weight!', ok: 'Confirm',

                  parameters: [

                    string(

                        defaultValue: '50',

                        description: 'Just a sample.', 

                        name: 'weight', 

                        trim: true)]

               }

            }

          }

        }

      }

    }



扫描并触发流水线
扫描指定分支的代码后，触发流水线。

注意注意：扫描并触发流水线只针对多分支流水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扫描并触发流水线：

找到要扫描并触发的多分支流水线名称，单击 ，再单击 扫描扫描。

单击要扫描并触发的多分支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在流水线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扫描扫描。

3. 在流水线详情页面，提示流水线开始扫描成功。在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栏，单击 多分支流水线多分支流水线 和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查看流水线的执行状态，参考 查看流水线及详情 和 流水线执行状态。



执行流水线
创建 Jenkins 流水线后，选择手动执行流水线，并查看流水线的执行记录。流水线在创建中或错误状态
下，不支持执行操作。

注意注意：多分支流水线不支持执行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手动执行流水线：

找到要手动执行的流水线名称，单击 ，再单击 执行执行。

单击要手动执行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在流水线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执行执行。

注意注意：当 执行执行 为灰色时，请查看该流水线是否被禁用。

3. 在流水线详情页面的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栏，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区域，查看流水线的执行状态，参考流水线执行状
态。

4. 单击 执行执行 ID 附近的  图标，查看从 Jenkins 服务同步过来的执行日志概览。

5. 在 执行执行 ID 日志日志 窗口，查看执行日志概览。流水线上显示每个任务的执行状态，绿色为执行成功的
任务，红色为执行失败的任务。日志默认是自动更新，查看具体日志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日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日志；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6. 若流水线配置了 SonarQube 服务，您可以单击 执行执行 ID 附近的  图标，跳转到 SonarQube 服务
此项目的详情页。



再次执行流水线
在执行记录页面，针对记录中的执行 ID 再次执行已运行过的流水线，并查看流水线的执行记录概览。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要重新执行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

3. 在流水线详情页面的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栏，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区域，找到要重新执行的 执行执行 ID。

4. 单击 ，再单击 再次执行再次执行。

注意注意：当 执行执行 为灰色时，请查看该流水线是否被禁用。

5. 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区域，查看流水线的执行状态，参考 流水线执行状态。

6. 单击 执行执行 ID 附近的  图标，查看从 Jenkins 服务同步过来的执行日志概览。

7. 在 执行执行 ID 日志日志 窗口，查看执行日志概览。流水线上显示每个任务的执行状态，绿色为执行成功的
任务，红色为执行失败的任务。日志默认是自动更新，查看具体日志时，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日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日志；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8. 单击 执行执行 ID 附近的  图标，跳转到 SonarQube 服务此项目的详情页。



取消执行流水线
取消正在执行的 Jenkins 流水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要取消执行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

3. 在流水线详情页面的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栏，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区域，找到要取消的 执行执行 ID。

4. 单击 ，再单击 取消执行取消执行。

5. 在新窗口，单击 取消执行取消执行。
执行状态变成 已取消已取消。



删除执行记录
删除已执行过的流水线记录。记录删除后，Jenkins 服务上的执行记录也会同步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单击要删除执行记录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

3. 在流水线详情页面的 详情信息详情信息 栏，在 执行记录执行记录 区域，找到要删除执行记录的 执行执行 ID。

4. 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5. 在新窗口，单击 删除删除。



升级模版流水线（Alpha）
随着业务规模的增加，模版的使用场景趋向多元，平台支持升级 官方模版官方模版 和 自定义模版自定义模版 流水线，通过对
当前模版增加参数，以提供新的能力来满足业务需求。

提示提示：

升级平台版本后，官方模版版本号有更新时，官方模版流水线才支持更新，请您参阅当前版本
DevOps 发版说明发版说明 文档查看可以升级的模版流水线。

若您的自定义模版想要升级，请修改代码仓库中的 Jenkinsfile 以及版本号，修改完成后，导入到平
台中，即可开始升级该模版流水线。

若模版流水线详情页有 图标，则代表该模版可升级，若没有此图标，则该模版流水线没有新版
本，不支持升级。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您有两种方法升级模版流水线：

找到待升级的 模版流水线模版流水线 名称，单击 ，再单击 升级升级。

单击待升级的 模版流水线模版流水线 名称，在流水线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升级升级。

3. 在 升级升级 页面，您需要参考 官方模版 的填写表单。

注意：注意：在升级模版流水线表单中，您曾使用的流水线信息依然保留在表单中，若有新增的功能项，
则为空，需要您填写；若新版本的模版流水线删除了某功能，则在升级时默认删除该功能，不展示
该功能项。

4. 单击 升级升级，待平台校验完成后，完成升级操作。



更新流水线
更新已创建的流水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更新流水线：

找到要更新的流水线名称，单击 ，再单击 更新更新。

单击要更新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在流水线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更新更新。

3. 在更新流水线页面：

如果更新的流水线是使用脚本创建的，参考 使用脚本创建流水线。

如果更新的流水线是使用模版创建的，参考 使用模版创建流水线。

如果更新的流水线是多分支流水线，参考 创建多分支流水线。

如果更新的流水线是图形化流水线，参考 创建图形化流水线。

4. 单击 更新更新。



复制流水线
复制已创建的流水线配置，并通过创建流水线流程，生成一条新的流水线。

注意注意：图形化流水线目前不支持复制。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复制流水线：

找到要复制的流水线名称，单击 ，再单击 复制复制。

单击要复制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在流水线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复制复制。

3. 使用复制的流水线配置作为默认配置，重新配置后，生成新的流水线，与创建流水线的操作相同。

如果更新的流水线是使用脚本创建的，参考 使用脚本创建流水线。

如果更新的流水线是使用模版创建的，参考 使用模版创建流水线。

如果更新的流水线是多分支流水线，参考 创建多分支流水线。



删除流水线
删除已创建的 Jenkins 流水线。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流水线流水线。

2. 在流水线页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删除流水线：

找到要删除的流水线名称，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单击要删除的 流水线名称流水线名称，在流水线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删除删除。

3. 在新窗口，单击 确定确定。



触发器规则
创建流水线时，支持项目成员为代码触发器或定时触发器配置自定义的触发规则。

规则简介规则简介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与 Jenkins 触发器规则相同，规则语法类似于 cron 定时任务语法，每行规则由 5 个被
TAB 或空格分隔的字段组成，即 MINUTE   HOUR   DOM   MONTH   DOW 。

字段字段 说明说明 取值范围取值范围

MINUTE 分钟 0 ~ 59

HOUR 小时 0 ~ 23

DOM 天 1 ~ 31

MONTH 月 1 ~ 12

DOW 星期 1 ~ 6 代表周一至周六，0、7 代表周日

在各字段中，除取值外，还支持使用一些特殊字符，实现更多类型的取值范围。

特殊字符特殊字符 说明说明

* 表示匹配取值范围内的所有值

A-B 表示匹配 A-B 范围内的所有值

A-B/X或*/X 表示在 A-B 范围内或整个取值范围内每隔 X 触发一次

A,B,……,Z 表示匹配多个值

在各字段中，支持使用字符 H，代表 Hash（哈希或散列），表示在某个范围内的一个随机值。灵活使用字
符 H 可达到避免同时触发多个任务的目的。
举例说明：现有十几个触发任务需要每天触发一次。如果规则配置为 0   0   *   *   * ，将会在每天午
夜 0 点 0 分同时触发每个任务，可能导致资源使用紧张；如果规则配置为 H   H   *   *   * ，每个任务
仍将每天被触发一次，但每个任务的触发时间随机且不在同一时刻。

规则举例规则举例

规则规则 说明说明

H/15 * * * * 表示每隔 15 分钟触发一次，例如每小时的 07 分、22 分、37 分和 52 分

H(0-29)/10 * * * 

*
表示在每个小时的前半小时中，每隔 10 分钟触发一次，例如每小时的 04 分、14 分和 24 分



45 9-16/2 * * 1-

5

表示每个工作日从早上 9 点 45 分开始到下午 3 点 45 分结束这段时间内，每间隔 2 小时，在第

45 分钟触发一次

H H(9-16)/2 * * 

1-5
表示每个工作日从 9 点到 16 点这段时间内，每间隔 2 小时之间的某刻触发一次

规则规则 说明说明

由于每个月的天数不固定（可能是 28、29、30 或 31），如果在 DOM 字段中使用 H/3 或 */3 的短
周期，在大多数月末可能不会按规则触发。举例说明如下。

如在 DOM 字段中使用 */3 ，将在每个月的第 1 天、第 4 天、……、第 31 天触发任务。如果
下个月有 30 天，最后一次触发任务的时间为第 28 天。

如在 DOM 字段中使用 H/3 ，由于 H 散列一般被选择在 1 ~ 28 范围内，将会在月末的 3 ~ 6
天内不会触发任务。

支持使用 @yearly、@annually、@monthly、@weekly、@daily、@hourly 等作为规则，这些规则
使用散列自动匹配。例如，@hourly 和 H *  *  *  * 都代表一个小时内的任何时刻。@midnight
代表每天 0:00 ~ 2:59 之间的一段时间。



流水线执行状态
流水线触发执行后的状态说明。

状态状态 图示图示 状态说明状态说明

已触发 表示流水线已触发执行

排队中 表示流水线触发后未开始执行，根据流水线的执行数量情况，会出现排队中的状态

取消中 表示流水线正在取消

执行中 表示流水线正在执行中

执行成功 表示流水线执行成功

执行失败 表示流水线执行失败

等待输入 表示流水线需要等待批准

已停止 表示流水线已经终止

异常 表示流水线异常



触发器
平台上现支持的触发器详情如下：

代码仓库触发器代码仓库触发器：设置代码仓库分支发现规则，符合分支规则的分支代码有新的提交时，将使用新
提交的代码版本自动触发流水线。代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和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设置
代码仓库触发器时平台会自动配置 Webhook，使用代码仓库触发器您需注意以下两点：

注意注意：

对于私有环境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默认不允许使用内网地址，您需使用管理员账号登录并

手动在 GitLab 中顶部单击  > Settings > network > outbound request 中，勾选
allow requests to the local network from hooks and services 选项。

若自动配置 Webhook 不生效，可参考文档手动配置。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Lab 私有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配置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 触发器请参考 GitHub 公有
版支持多分支相关配置。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待发现分支的代码仓库。

触发事件触发事件：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选择代码仓库中已有的分支或输入正则表达式分支匹配规则，当已选
择的分支，或分支匹配规则命中的分支有代码变更时，流水线将被触发执行。

PR 触发触发：PR 即 Pull Request 。
当开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代码仓库中有 创建创建 PR 、更新更新 PR 的操作时，会触发
流水线的执行。
当关闭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 PR 触发触发 开关时，PR 的变更不会触发流水线。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是指开发人员提交代码时，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在 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代码提交信息中不包含 框中支持填写一个或多个关键
词。
若在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的信息包含任何一个已填写的关键词时，即使所提交的
分支满足 分支变更触发分支变更触发 或 PR触发触发 的条件，也不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例如在代码提交时的 Commit Message 中填写 demo1 and demo2 ，且在 代码提交信代码提交信
息中不包含息中不包含 框中同时填写 demo1 ，则此次提交变更的代码不会触发流水线执行。

Tag 触发触发：输入输入 Tag 规则，并支持添加多个 Tag 规则。当代码仓库中创建的 Tag 与
您 输入输入 的 Tag 规则一致时，则会触发流水线的执行。

镜像仓库触发器镜像仓库触发器：设置镜像仓库触发规则，符合镜像 Tag 规则的镜像有变动时，流水线会自动触发
并执行。



注意注意：

1. 仅支持 Harbor Registry 制品仓库。

2. 目前已支持自动配置 Webhook，如 Webhook 不能正常触发，可参考文档检查 Webhook 配
置。配置步骤请参考 如何配置 Harbor Webhook。

制品仓库触发器制品仓库触发器：可设置二进制制品库触发规则，当符合规则路径的制品仓库中有制品变动时，流
水线会自动触发并执行。

提示提示：目前制品仓库触发器仅支持 Nexus 下的 Raw 仓库，使用前，您须根据用户手册对 Nexus 进
行相关配置，请参考 配置 Nexus 以支持制品仓库触发器。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选择待监听的制品仓库，仅支持选择分配到当前项目的 Raw 仓库。

制品路径制品路径：请填写制品在制品库中存储的路径，需精确到制品名称，如 a/b/c.jar ，如该制
品发生改变则会触发流水线。

定时扫描触发器定时扫描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变更，如有变更，将触发流水线。支持选择预
设的触发器规则。 例如选择 每每 2 分钟检查新提交分钟检查新提交，则每隔 2 分钟系统会自动检查代码仓库是否有
新提交的变更，若有新提交的变更则会执行流水线。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在指定的时间触发流水线，选择 定时触发器定时触发器 后，在 触发器规则触发器规则 区域，选择星期中的
某一天或某几天，再单击 配置时间配置时间，选择某个特定时间来触发流水线，支持添加多个时间点的触
发。单击 自定义自定义，输入自定义触发器规则。

自定义触发器规则的语法说明，参考 触发器规则。



流水线任务模版
平台现已支持的任务模版如下：

Maven 构建

Python 3.6 构建

Python 构建

Golang 构建

Nodejs 构建

Docker 构建

Git Clone

代码扫描

更新应用

同步镜像

通知

文件归档

JMeter 自动化测试

测试报告分析和测试用例更新

镜像扫描

触发器同步镜像

上传二进制

Chart 更新模版应用

Chart 构建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在每个任务模版中需要填写基本信息，用于为该阶段命名和填写执行条件。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阶段的名称和执行条件。

阶段名称阶段名称：输入阶段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

执行条件执行条件：当满足以下条件时可执行该任务，反之则跳过。

快速创建快速创建：快速创建可以使用界面表单的方式，创建满足流水线执行的条件，多个条
件的关系为 且且。

条件条件：该配置项可以获取在该阶段前所有阶段的环境变量，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满足条件满足条件：满足条件支持正则表达式，例如： master.* 。

自定义创建自定义创建：使用自定义创建可以扩展更多功能，灵活地为任务模版配置更加详细的
执行条件。您需在此配置项中填写 Jenkins when 语句，语法请参考 Jenkins when。

以下提供了三个示例，供您快速使用自定义创建功能。

提示提示：在使用 示例一示例一、示例二示例二 前，您须在图形化创建界面中首先创建 Git Clone 的任
务，在此任务后创建的任务可在基本信息内使用如下示例代码。

示例一示例一：当 GIT_BRANCH 为 master  且且 GIT_COMMIT 包含 update  时执
行任务，代码编写框中默认为且（即 allOf { }）的逻辑。自定义创建自定义创建 填写的代码
如下：

同时，根据 Jenkins 语法定义 expression { "${GIT_BRANCH}" ==~ /master/ 

}  也可以改写成 environment name: 'GIT_BRANCH', value: 'master' 。

示例二示例二：当 GIT_BRANCH 为 master  或或 GIT_COMMIT 包含 update  时执
行任务。代码编写框中默认为且的逻辑，故需要修改为或的逻辑，自定义创建自定义创建
填写的代码如下：

示例三示例三：为扩展更多参数，您可以自定义编写类型为 Pipelinetasktemplate 的流

expression { "${GIT_BRANCH}" ==~ /master/ }

expression { "${GIT_COMMIT}" ==~ /.*update.*/ }

anyOf {

    expression { "${GIT_BRANCH}" ==~ /master/ }

    expression { "${GIT_COMMIT}" ==~ /.*update.*/ }

}



水线模版，并导入到平台中作为某项任务具体使用。如何编写自定义模版请参
考最佳实践 使用自定义模版创建流水线。

自定义任务模版 YAML 示例如下，该示例的 body 中定义了两个环境变
量： EXPORT_FALSE  和 EXPORT_TRUE 。

若当环境变量中的 EXPORT_FALSE  为 false ，同时 EXPORT_TRUE  为 true

时 执行该任务执行该任务，则可在某个任务模版中的 自定义创建自定义创建 功能框中填写如下代码：

注意注意：上一步骤中您导入的任务模版应在本任务模版前，以便于获取前面任务
模版的参数来判断是否执行本任务。

apiVersion: devops.alauda.io/v1alpha1

kind: PipelineTaskTemplate

metadata:

name: export

annotations:

displayName.zh-CN: 增加 export

displayName.en: add export

description.zh-CN: 增加 export

description.en: add export

readme.zh-CN: 为 task 模板增加 export 值示例

version: "0.0.1"

spec:

engine: gotpl

body: |+

script {   

    env.EXPORT_FALSE = false

    env.EXPORT_TRUE = true

}

exports:

- name: EXPORT_FALSE

  description:

    zh-CN: "增加 EXPORT_FALSE 环境变量，并设置为false"

    en: "Add environment EXPORT_FALSE and set it be false"

- name: EXPORT_TRUE

  description:

    zh-CN: "增加 EXPORT_TRUE 环境变量，并设置为true"

    en: "Add environment EXPORT_TRUE and set it be false"

allOf {

    expression { "${EXPORT_FALSE}" ==~ /false/ }

    environment name: 'EXPORT_TRUE', value: 'true'

}



任务模版任务模版

以下为图形化流水线任务模版表单填写说明。

Maven 构建构建：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Maven 构建构建 区域，配置使用 Maven 构建脚本来构建项目。

在 构建命令构建命令 框中，输入自定义的构建命令。默认命令是 mvn clean package 。

（非必填）在 依赖仓库依赖仓库 框中，选择在 Maven 构建时需要依赖的仓库，可选择一个或
多个依赖仓库，选中的依赖仓库地址会在构建环境中使用。

在 展示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测试报告（Alpha）） 区域，选择是否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开启后，将
在流水线执行记录详情页展示 JUnit 测试报告，参考 查看流水线详情。

测试结果位置测试结果位置：请您填写测试报告结果的位置，例如： **/target/surefire-

reports/**/*.xml 。

Python 3.6 构建构建：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可以自定义更详细的构建命令。默认为：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Python 构建构建：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可以自定义更详细的构建命令。默认为：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Golang 构建构建：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可以自定义更详细的构建命令。默认为：go build。

Nodejs 构建构建：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可以自定义更详细的构建命令。默认为：npm install。



Docker 构建构建：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需要填写以下表单：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选择或者输入镜像仓库。

Dockerfile：填写 Dockerfile 在代码仓库中的绝对路径。

（非必填）构建上下文构建上下文：构建过程可以引用上下文中的任何文件。例如，构建中可以
使用 COPY 命令在上下文中引用文件。

（非必填）构建参数构建参数：填写自定义更多的构建参数，对镜像构建进行更详细的配置。

（非必填）重试次数重试次数：填写生成镜像时失败重试的次数。

Git Clone：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需要填写以下表单：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已为项目分配的代码仓库或者输入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分支分支：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检出代码代码仓库的分支。

相对目录相对目录：指定检出 Git 仓库的本地目录(相对于 workspace 根目录)。若为空，将使用
workspace 根目录。

代码扫描代码扫描：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需要填写以下表单：

SonarQube 实例实例：您可以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项目已集成的 SonarQube 实例。

区分代码分支区分代码分支：扫描主分支以外的分支时，若想查看这些分支的扫描结果，需要在
Sonarqube 支持多代码分支的同时，开启此开关。

（非必填）代码扫描参数代码扫描参数：为 Sonar Scanner 设置分析参数。当目录中存在 sonar-
project.properties 文件时，将会忽略这个参数。详细参数见 官方文档。

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质量阈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若开启，代码扫描结果为失败时，流水线执行状态变为失



败，终止流水线。

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
态。

更新应用更新应用：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需要填写以下表单：

集群集群：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所在集群。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所在命名空间。

应用应用：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应用名称、组件类型、组件名称。

容器容器：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更新的容器实例名称。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选择或者输入镜像仓库。

超时时间（秒）超时时间（秒）：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当前任务的执行时间，若超过超时时间，则会中
止任务，流水线变为失败状态。

单击展开高级选项：

（非必填）启动命令启动命令：即 command，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ENTRYPOINT 命
令。如果没有指定启动命令，将使用容器镜像中的 ENTRYPOINT。

（非必填）参数参数：即 args，相当于 Dockerfile 中的 CMD，负责提供启动命令的
命令参数。如果没有指定参数，将使用容器镜像中的 CMD。

同步镜像同步镜像：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需要填写以下表单：

源镜像仓库地址源镜像仓库地址：可选择已为项目分配的镜像仓库，也可输入镜像仓库。

（非必填）源镜像标签源镜像标签：源镜像的标签，例如：latest。

源镜像凭据源镜像凭据：拉取镜像时，使用的凭据。

目标镜像仓库地址目标镜像仓库地址：可选择已为项目分配的镜像仓库，也可输入镜像仓库。



（非必填）目标镜像标签目标镜像标签：源镜像的标签，例如：latest。

源镜像凭据源镜像凭据：拉取镜像时，使用的凭据。

通知通知：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打开通知功能，若开启，可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当流
水线执行完成后，会根据通知设置发送通知。

发送通知发送通知：选择已创建好的通知（由管理员创建），流水线将根据已选择的通知对
象，对流水线进行通知。

文件归档文件归档：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需要填写以下表单：

用于归档的文件用于归档的文件：请填写期望存档文件路径的正则表达式，例
如：’module/dist/*/.zip’，多个文件，请用英文逗号隔开。

单击展开高级选项：

（非必填）排除的文件排除的文件：请填写要排除文件路径的正则表达式，匹配到的文件
将不会被归档，例如：’foo/bar/*/‘，若含有多个文件，请用英文逗号隔开。

使用默认的排除使用默认的排除：开关开启后，使用默认提供的正则表达式排除文件。默认排
除表达式如
下： **/%*%,**/.git/**,**/SCCS,**/.bzr,**/.hg/**,**/.bzrignore,**/.git

,**/SCCS/**,**/.hg,**/.#*,**/vssver.scc,**/.bzr/**,**/._*,**/#*#,**/*~

,**/CVS,**/.hgtags,**/.svn/**,**/.hgignore,**/.svn,**/.gitignore,**/.g

itmodules,**/.hgsubstate,**/.gitattributes,**/CVS/**,**/.hgsub,**/.DS_

Store,**/.cvsignore

包含和排除模式大小写敏感包含和排除模式大小写敏感：开关开启后，路径区分大小写；开关关闭后，不
区分大小写。

记录所有归档文件的指纹记录所有归档文件的指纹：开关开启后，记录所有归档文件的指纹，您可以通
过开启此功能记录所有文件指纹，从而验证文件归档后是否被更改。

只有构建成功时归档只有构建成功时归档：开关开启后，只有在构建成功时归档。

归档为空时不引起构建失败归档为空时不引起构建失败：开关开启后，归档为空时不会引起构建失败。



JMeter 自动化测试自动化测试：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需要填写以下表单：

文本输入文本输入 jmx：开关开启后，切换至文本输入 jmx 脚本模式，请您填写如下表单。

jmx 脚本脚本：在脚本框中输入 jmx 脚本。

jmx 脚本文件名称脚本文件名称：填写脚本文件名称，将输入的 jmx 脚本根据您填写的 jmx
脚本文件名称，保存到 workspace 根目录中。

文本输入文本输入 jmx：开关关闭后，切换至选择代码仓库模式，请您选择代码仓库和分支。

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配置代码仓库，支持 Git 和 SVN 类型。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代代
码仓库码仓库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或输入一个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使用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
代码仓库。

使用未绑定的代码仓库：

单击 输入输入，选择 Git 或 SVN 仓库类型后，在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
Git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
或 SVN 代码仓库地址，例如 http://svn-

company.mycompany.cn/example 。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可用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可创建一个新的凭
据，在新窗口中配置凭据的参数。参考 创建凭据。

在 代码分支代码分支 框中，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或者从下拉框中选择分支，默认为 master (当当
选择选择 SVN 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仓库类型时不需要配置此选项)。

JMeter 命令命令：请您在此输入执行 jmx 脚本的命令。

产出物路径产出物路径：产出路径为测试报告、测试结果、日志等文件的路径，填写后可将对应
文件归档，多个文件路径用英文逗号“,”隔开。

测试报告分析和测试用例更新测试报告分析和测试用例更新：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您需要填写以下表单：



测试报告类型测试报告类型：选择您想要分析的测试报告类型。

测试报告路径测试报告路径：填写相应测试报告类型的路径。

测试计划（测试计划（Test Plan））：选择 TestLink 中测试用例所在的 Test Plan。

版本（版本（Build））：填写 TestLink 中测试用例所在的 Build。

归档测试报告归档测试报告：若打开此开关，则需您在 归档测试报告路径归档测试报告路径 中填写想要归档的测试报
告路径。

镜像扫描镜像扫描：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填写以下表单：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单击 选择选择 后，在 镜像镜像 窗口，选择是否使用已绑定的镜像仓库或输
入一个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执行 Docker 构建后，会将生成的镜像推送到此镜像仓
库地址中。选择并填写以下参数后，单击 确定确定。

选择镜像仓库：单击 选择选择。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选择一个项目已绑定的镜像仓库。

在 版本版本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单击添加，添加多个版本；单击 ，
删除指定版本。

新建镜像仓库：单击 新建新建。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选择已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并在后面的框中，填写
待新建仓库的名称。

在 版本版本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单击添加，添加多个版本；单击 ，
删除指定版本。

输入镜像仓库：单击 输入输入。

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框中，输入未绑定的镜像仓库地址。

在 版本版本 框中，选择镜像的版本。单击添加，添加多个版本；单击 ，
删除指定版本。

（非必填）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镜像推送到镜像仓库时需要使用的凭据。



如果凭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需要先创建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参考 创建凭据。如果访问镜像仓库不需要认证，则不用添加凭据。

阈值未通过终止流水线阈值未通过终止流水线：若开启，您需要在下面的阈值框中选择 阈值阈值 来标记 Docker
镜像的严重程度，可选择的阈值有：较低较低、中等中等、严重严重、危急危急，当镜像漏洞严重程度
超过所选的 阈值阈值 后，该流水线将终止。若关闭，流水线生成的镜像质量，不会影响流
水线的执行。

单击展开高级选项展开高级选项：在超时时间框中填写超时时间，默认为 300 秒。

触发器同步镜像触发器同步镜像：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填写以下表单：

源镜像仓库地址源镜像仓库地址：选择要使用的源镜像仓库地址。

同步源镜像标签同步源镜像标签：根据您的使用的场景，选择同步标签的方法。

同步变动标签同步变动标签：实时同步镜像仓库最新的标签。

同步指定标签同步指定标签：同步镜像仓库中指定的标签。

源镜像标签源镜像标签：输入源镜像的标签，默认为 ${imageTag}。

方式方式：支持 选择选择 和 输入输入 镜像仓库地址两种方式。

选择选择：在 目标镜像仓库地址目标镜像仓库地址 框中选择待使用的目标镜像仓库地址。

输入输入：在 目标镜像仓库地址目标镜像仓库地址 框中输入待使用的目标镜像仓库地址。如果访问的镜像需
要验证，您可以在 目标镜像凭据目标镜像凭据 下拉框中选择使用镜像仓库的凭据，若没有可供使用
的凭据，请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凭据表单填写请参考 创建凭据 中的 镜像服务镜像服务 类型。

上传二进制上传二进制：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填写以下表单：

制品路径制品路径：填写要分发到 Raw 类型仓库文件的路径，支持正则表达式，多个文件须使
用英文逗号隔开。例如： module/dist/**/*.class 。

分发仓库分发仓库：您可以选择一个已集成的 Raw 类型仓库。



分发路径分发路径：制品分发制品库中存储的路径。

将以上制品打包将以上制品打包：若开启此开关，会根据 制品路径制品路径 匹配到的文件，打包成压缩文件并
根据 分发路径分发路径 分发到二进制仓库中。

Chart 更新模版应用更新模版应用：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任务任务 区域，填写以下表单：

在 集群集群 框中，选择待 更新模版应用更新模版应用 所在的集群。

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框中，选择待 更新模版应用更新模版应用 所在的命名空间。

在 模版应用模版应用 框中，选择待 更新模版应用更新模版应用 的模版应用名称。

在 Chart 名称名称 框中，选择需要更新模版应用的 Chart 名称。

在 版本版本 框中，输入 Chart 版本，支持填写模版变量。

在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当未输入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时，将不会更新 模板应用模板应用 中的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项。 
当输入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时，会按照输入的参数更新 模板应用模板应用 中的 参数配置参数配置 项。 例如输
入： image.tag=1.0 。

Chart 构建构建：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基本信息，请参考 基本信息。

在 构建目录构建目录 框中，输入在代码仓库中用于 Chart 构建的文件所在目录。

在 Chart 仓库仓库 框中，选择 Chart 仓库，用于存放 Chart 构建后的产物，您可在容器平台业务
视图下的应用目录中查看平台已存在 Chart 模版仓库。

在 Chart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 Chart 构建产物的文件名称。

在 版本版本 框中，输入 Chart 版本，支持填写模版变量。



部署发布（Alpha）



概述

背景介绍

对于复杂的业务系统，当需要有新的功能开发或者业务更新时，从代码编写、编译、构建、自检、集成验
证、类生产验证、上线的各个阶段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并且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影响而出错。持
续集成和持续交付由于具有标准化和自动化特点，可以很好的解决资源浪费问题。

交付流程定义了从代码被构建为某一种制品开始后的持续交付过程，基于环境管理中的环境定义，用户无
需关心底层基础设施的管理与配置，通过一个简单的 yaml 编排文件，就可实现从 制品部署制品部署 到 开发环境进开发环境进
行集成验证行集成验证、测试环境功能测试测试环境功能测试、类生产环境性能测试类生产环境性能测试、部署到线上环境部署到线上环境 的整个过程，整个过程的基础是
不同环境的持续交付验证过程，此外，还可基于已部署的环境，进行一系列的自动化验证、监控等，根据
一定的质量门指标实现过程的自动化及可视化，同时支持设置人工审批，减少人为操作产生的风险。

使用场景

根据业务角色分类，使用场景可如下图所示：

项目管理员项目管理员：支持创建发布流水线，定义执行持续发布流程。在创建发布流水线前，需准备相关环
境资源。

项目成员项目成员：支持基于已经创建的发布流水线，创建新的发布记录，以在相关环境上使用相应功能。

审批人员审批人员：支持查看待审批的执行记录，并进行相应的审批，以便能够使部署是在安全的状态下进
行的。

功能介绍

平台现已支持使用简单的 yaml 文件，定义从制品部署到应用上线等一系列发布流程，在此基础上，支持设
置人工审批，由管理人员管控发布流程。支持功能如下：

创建发布创建发布：在平台现有的环境中，使用已发布流水线创建发布，根据业务需求，使用相应版本的制
品创建发布，将制品按照预期部署至相关环境中，同时支持审批功能。

发布流水线发布流水线：支持使用 yaml 文件编排流水线，为项目人员提供可复用的工作流，使开发测试人员更
专注业务，在功能迭代中提高效率。



发布流水线记录详情发布流水线记录详情：支持查看发布流水线的执行记录以及最近执行阶段的部署详情，例如查看 发发
布名称布名称、阶段阶段、执行人执行人、制品源制品源 等。

等待审批等待审批：在发布流水线执行过程中，等待指定人员审批，审批通过后可继续发布流水线。

更新发布更新发布：更新已发布流水线，修改显示名称以及 yaml 文件中的业务逻辑等。

删除发布删除发布：删除已发布流水线。



发布流水线
根据业务场景和逻辑，平台管理员和项目管理员可使用 yaml 文件编排流水线，为项目人员提供可复用的工
作流，使开发测试人员更专注业务，在功能迭代中提高效率。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部署发布部署发布。

2. 在 部署发布部署发布 页面，单击 。

3. 在 创建发布流水线创建发布流水线 页面中，配置发布资源：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创建发布流水线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或数字开头且不支持以中横线为结尾。

（非必填）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发布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显示
为空。

在 代码框代码框 中：平台默认提供了一份通过 yaml 更新 chart 应用的代码示例，您可根据示例值
修改代码编排业务逻辑。

4. 单击保存完成 创建创建。



创建发布
在平台现有的环境中，使用已发布流水线创建发布，根据业务需求，使用相应版本的制品创建发布，将制
品按照预期部署至相关环境中，同时支持审批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部署发布部署发布。

2. 在 部署发布部署发布 页面，在页面左侧选择 已发布流水线名称已发布流水线名称，单击右侧 创建发布创建发布 按钮。

3. 在 创建发布创建发布 弹框中，配置制品源：

名称名称：为创建发布流水线的名称，不可修改。

制品源制品源：选择创建发布所需制品的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 以及制品 版本版本。

4. 单击 确定确定 完成创建，在发布记录的阶段图中动态地查看发布过程，发布记录阶段同时支持审批功能
如下图所示。



管理部署发布
更新删除部署发布。

基本流程

更新部署发布

删除部署发布

更新部署发布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部署发布部署发布。

2. 在 部署发布部署发布 页面，在页面左侧选择 已发布流水线名称已发布流水线名称，单击右侧 操作操作 > 更新更新。

3. 在 更新发布流水线更新发布流水线 页面，更新以下资源。

名称名称：为创建发布流水线的名称，不支持修改。

（非必填）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修改发布流水线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
显示为空。

在 代码框代码框 中：根据业务逻辑修改 yaml 文件。

4. 单击 保存保存，完成操作。

删除部署发布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 >
部署发布部署发布。

2. 在 部署发布部署发布 页面，在页面左侧选择 已发布流水线名称已发布流水线名称，单击右侧 操作操作 > 删除删除。

3. 在确认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完成操作。



敏捷项目管理（Alpha）
查看已绑定的敏捷项目管理工具信息。



查看 Issues 列表
查看分配到项目下的敏捷项目管理工具的 Issues 列表信息。

提示提示：

如果有多个 Jira 项目，请在顶部导航栏处切换项目。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敏捷项目管理敏捷项目管理
> Issues 列表列表。

2. 在 Issues 列表列表 页面，您可以通过过滤条件或者搜索来查看项目相关信息，支持过滤 所属项目所属项目、类类
型型、优先级优先级、状态状态，并支持搜索关键字 主题主题 和 ID ，如下图所示：

ID：Issue ID。单击 ，跳转到 Jira 地址，查看 Issue 详情。

主题主题：Issue 的主题。单击主题，进入到主题的详情页面：

基础属性基础属性：Issue 的基础属性，包括所属项目、创建时间、类型、更新时间、优先级、
创建人、状态、指派给。

描述描述：Issue 的具体描述。

链接链接：关联 Issue 的链接。

评论评论：Issue 的相关评论。



所属项目所属项目：Issue 属于哪个项目。

类型类型：Issue 的类型，例如：故事。

优先级优先级：Issue 的优先级，例如：Low。

状态状态：Issue 的处理状态，例如：代办。

指派给指派给：Issue 的指派人。

更新时间更新时间：Issue 的更新时间。

创建人创建人：Issue 的创建人。



代码仓库
在查看分配到项目下的代码仓库信息。



查看代码仓库
查看分配到项目下的代码仓库信息，例如：仓库名称、代码仓库地址、已用容量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2. 在代码仓库页面，查看分配到项目下的代码仓库信息：

仓库名称仓库名称：显示了分配代码仓库名称。单击 ，跳转到第三方的仓库地址，查看详情。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显示了 HTTPS 和 SSH 类型的地址。单击每个类型，复制仓库地址。

已用容量已用容量：显示了代码在代码仓库里用了多少容量。单位：KB。



制品仓库
制品仓库支持：

查看已绑定的制品仓库详情，例如：Docker Registry、Harbor Registry、Docker Hub Registry 的仓
库地址、版本信息等。

扫描镜像。



查看制品仓库
查看已绑定的的制品仓库信息，例如：Docker Registry 或 Harbor Registry 的仓库地址、版本信息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

2. 在制品仓库页面，查看已绑定的仓库信息，例如在 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栏，以列表的形式展示了已创建的镜像
仓库。

镜像仓库地址下展示了镜像仓库集成名称。

镜像仓库支持根据镜像仓库的集成名称过滤镜像仓库地址。

镜像仓库支持通过输入仓库地址，搜索指定镜像仓库。

Harbor Registry 支持跳转到 Harbor 页面查看详情，单击  跳转。

3. 单击仓库地址，查看详情：

Docker Registry、Docker Hub Registry：显示了绑定的仓库地址和镜像的版本，并列举了每
个镜像版本的摘要信息。摘要即 Digest，是镜像的 manifes 文件的 sha256 码，作为镜像的
唯一标识。镜像版本和摘要也支持复制。

Harbor Registry：



基本信息：显示了绑定的仓库地址和镜像的版本，并列举了每个镜像的版本、大小、
摘要的信息，例如版本、更新时间。摘要即 Digest，是镜像的 manifes 文件的 sha256
码，作为镜像的唯一标识。镜像版本和摘要也支持复制。

扫描信息：显示了镜像的扫描状态，并支持扫描操作。



删除镜像
Harbor Registry 的镜像支持删除功能，删除镜像后，远端镜像仓库中的镜像也将同步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

2. 在制品仓库页面，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栏，单击待删除的镜像仓库中的镜像。

3. 在镜像详情页面，找到待删除的镜像版本，在 操作操作 栏，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4. 在弹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确认删除镜像。



扫描镜像
Harbor Registry 的镜像支持扫描功能，扫描完成后，查看漏洞报告。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

2. 在制品仓库页面，在 仓库地址仓库地址 栏，单击要扫描的镜像仓库中的镜像。

3. 在镜像详情页面，找到要扫描的镜像版本，在 操作操作 栏，单击 ，再单击 扫描扫描。
扫描的状态分为：未扫描、排队中、扫描中、扫描完成、扫描失败。

4. 扫描结束后，在 漏洞漏洞 栏，显示扫描结果。单击进度条，查看漏洞情况：

显示了总体漏洞严重程度

按照等级分别显示组件中的漏洞数量：严重、中等、较低、安全



代码质量分析
查看已扫描的代码信息，例如：扫描的代码仓库名称、质量阈结果、缺陷和漏洞的级别等。



查看代码质量分析
查看已扫描的代码信息，例如：扫描的代码仓库名称、质量阈结果、缺陷和漏洞的级别等。

代码质量数据的生成条件：要求流水线配置代码扫描。当扫描成功后，会自动生成扫描结果。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一个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再单击 代码质量分代码质量分
析析。

2. 在代码质量分析页面，查看已扫描的的代码信息。支持按时间进行排序，并显示最新一次扫描的时
间。

i. 扫描的代码仓库名称

ii. 质量阈状态：通过、失败、警告

iii. 跳转至 SonarQube：单击每条扫描过的代码信息后的 ，跳转到 SonarQube 服务此项目
的详情页。例如：



iv. 代码质量信息：

缺陷（Bug）：代码中存在明显错误，需要立即修复。显示了缺陷的数量和评级
（A\B\C\D\E）。
A/B/C/D/E 评级说明：A=0-0.05，即 <=5%；B=0.06-0.1，即在 6~10% 之间；
C=0.11-0.20，即在 11~20% 之间；D=0.21-0.5，即在 21~50% 之间；E=0.51-1，即
>50%。

漏洞（Vulnerability）：代码中出现容易被黑客利用的潜在安全风险点。显示了漏洞的
数量和评级（A\B\C\D\E）。
A/B/C/D/E 评级说明：A=0-0.05，即 <=5%；B=0.06-0.1，即在 6~10% 之间；
C=0.11-0.20，即在 11~20% 之间；D=0.21-0.5，即在 21~50% 之间；E=0.51-1，即
>50%。

代码异味（Code Smell）：代码中与可维护性相关的问题，这使维护代码难度增加，
并降低开发效率，并极易在更改代码时引入其他错误。显示了代码异味的数量和评级
（A\B\C\D\E）。
A/B/C/D/E 评级说明：A=0-0.05，即 <=5%；B=0.06-0.1，即在 6~10% 之间；
C=0.11-0.20，即在 11~20% 之间；D=0.21-0.5，即在 21~50% 之间；E=0.51-1，即
>50%。

覆盖率（Coverage）：代码覆盖率，显示范围为：<30%、30%~50%、50%~70%、



70%~80%、>80%。

重复率（Duplication）：代码重复率。显示范围为：<3%、3%~5%、5%~10%、
10%~20%、>20%。

代码语言、Size（类的大小）、代码行数。



凭据
使用凭据保存敏感信息，例如：密码、token、 ssh key 等，保存数据更安全灵活，使数据免于暴露到镜像
或 Pod Spec 中。

凭据支持以下几种类型：

用户名和密码：用于验证访问 Jenkins 服务或仓库用户的身份信息。

OAuth2：⽤ OAuth 2.0 协议的客户端模式（Client Credentials），使⽤⾃⼰的 client 证书来获取
access token。

镜像服务：用于存储私有 Docker registry 的认证信息。

SSH：ssh-auth 类型，用于存储通过 SSH 协议传输数据的认证信息。



创建凭据
创建凭据，用于保存敏感信息，例如：密码、token、SSH key 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项目列表页面，单击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 凭据凭据。

2. 在凭据页面，单击 创建凭据创建凭据。

3. 在创建凭据页面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以下信息：

在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 框中，输入凭据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开头或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凭据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若未输入，则默认显示为
空。

（非必填）在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下拉框中，选择使用此凭据的工具类型，若不选择，则创建成功的凭

据名称前，不会显示具体工具链的类型且图标为 。

（非必填）在 工具集成名称工具集成名称 下拉框中，选择与选中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匹配的工具集成实例。

注意：注意：只有您在选择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后，才可以在 工具集成名称工具集成名称 下拉框中选择与之匹配的工具集
成实例，若您未选择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则 工具集成名称工具集成名称 为空。



4. 在创建凭据页面的 数据数据 区域，填写 DevOps 工具的凭据内容，若您已经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选择了 工工
具类型具类型，则数据区域会筛选出具体工具可使用的凭据类型，DevOps 工具支持的凭据类型请查看
DevOps 工具的凭据类型。

用户名用户名/密码密码：即 basic-auth，用于存储用户名和密码的认证信息，若被访问工具支持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或者 用户名用户名/Token 访问，则可以选择这种类型。

用户名用户名：输入访问服务的用户名，支持中文用户名和英文用户名。

密码密码：输入访问服务的密码，密码也可以是 Token 信息。

OAuth2：即 OAuth 2.0 协议的客户端授权模式，平台采用协议中的授权码方式
（Authorization Code）来授权获取令牌（Access Token），此类型的 Secret 目前只支持在
绑定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时使用。

Client ID：输入创建应用后获得的 Client ID。

Client Secret：输入应用注册时获得的 Client Secret。

SSH：ssh-auth 类型，适用于存储代码仓库的认证信息。

在 SSH 私钥私钥 框中，输入通过 SSH 协议传输数据的私钥。

镜像服务镜像服务：即 dockerconfigjson，用于存储私有镜像仓库（Docker Registry）的 JSON 鉴权
串。

镜像服务地址镜像服务地址：输入访问镜像的服务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输入可以访问镜像服务地址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输入可以访问镜像服务地址的密码。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输入访问镜像服务地址的邮箱。

5. 单击 创建创建，创建凭据成功后，平台会跳转进入该凭据的详情页面，参考 查看凭据详情。



查看凭据
查看已创建的凭据详情，例如：基本信息、类型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单击 凭据凭据。

2. 在凭据页面，以列表的形式展示了所有已创建的凭据。单击要查看详情的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支持按照名称
和显示名称搜索。

3. 在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 页面，查看凭据的基本信息。例如：显示名称、创建时间等。

4. 查看凭据的类型和凭据具体信息。在类型下方显示的具体信息区域，单击 ，可以更新数据信息。



更新数据信息
更新已创建凭据的数据信息。

注意注意：更新数据信息会影响已绑定工具的访问，请慎重更新。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单击 凭据凭据。

2. 在凭据页面，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更新凭据的数据信息：

找到要更新的凭据名称，单击 ，再单击 更新数据信息更新数据信息。

单击要更新的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在凭据详情页面，单击 ，再单击 更新数据信息更新数据信息。

单击要更新的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在凭据详情页面，在 数据数据 区域，单击 。

3. 在 更新数据信息更新数据信息 窗口，根据凭据的类型，更新数据信息：

用户名和密码：用于验证访问 Jenkins 服务或仓库用户的身份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输入访问服务的用户名，支持中文用户名和英文用户名。

密码密码：输入访问 Jenkins 的 token、代码仓库 token、制品仓库的密码。
如果此凭据用于验证 Jenkins 或仓库服务，需要填写用户名对应的 API token，获取方
式各有不同。

OAuth2：用 OAuth 2.0 协议的客户端模式（Client Credentials）来获取 access token。此类
型的 Secret 目前只支持在绑定代码仓库时使用。

Client ID：输入创建应用后获得的 Client ID。

Client Secret：输入应用注册时获得的 Client Secret。

SSH：ssh-auth 类型，用于存储通过 SSH 协议传输数据的认证信息。
在 SSH 私钥私钥 框中，输入通过 SSH 协议传输数据的私钥。

镜像服务：用于存储私有 Docker registry 的认证信息。

镜像服务地址镜像服务地址：输入访问镜像的服务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输入可以访问镜像服务地址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输入可以访问镜像服务地址的密码。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输入可以访问镜像服务地址的邮箱。

参考 DevOps 工具的凭据类型。

4. 单击 更新更新。



更新显示名称
更新已创建凭据的显示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单击 凭据凭据。

2. 在凭据页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更新凭据的显示名称：

找到要更新的凭据名称，单击 ，再单击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

单击要更新的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在凭据详情页面，单击 ，再单击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

3. 在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 窗口，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更新或输入凭据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4. 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凭据
删除不再使用的凭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单击 凭据凭据。

2. 在凭据页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删除凭据：

找到要删除的凭据名称，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单击要删除的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在凭据详情页面，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3. 单击 删除删除。



DevOps 工具的凭据类型
在本页面为您展示了 DevOps 工具链支持的凭据类型、凭据内容以及针对指定工具凭据如何生成的官方帮
助文档。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工具名称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 凭据内容凭据内容 在线官方帮助文档在线官方帮助文档

持续集成 Jenkins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Token -

代码仓库

GitHub 公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Personal Access GitHub 官方帮助文档

OAuth2 Client ID、Client Secret GitHub 官方帮助文档

Bitbucket 公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App password
Bitbucket 公有版 官方帮助文

档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Bitbucket 公有版 官方帮助文

档

GitLab 公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Personal Access

Token
GitLab 官方帮助文档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GitLab 官方帮助文档

GitLab 私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Personal Access

Token
-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

Gitee 公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私人令牌 -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Gitee 官方帮助文档

Gitee 私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私人令牌 -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

Gogs（Alpha）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Personal Token -

Gitea 私有版（Alpha）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私人令牌 Gitea 私有版 官方帮助文档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Gitea 私有版 官方帮助文档

项目管理 Jira 私有版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Jira 官方帮助文档

Docker Registry
根据使用的认证方式

设定
- -

Harbor Registry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制品仓库

Docker Hub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Docker Hub 官方帮助文档

Nexus（Alpha）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JFrog

Artifactory（Alpha）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Maven2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Raw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代码质量分

析
SonarQube Token Token SonarQube 官方帮助文档

测试管理 TestLink（Alpha） Token Token -



环境管理（Alpha）
环境管理是通过对 Kubernetes 资源的调度，将底层的各类资源组合并抽象成环境，在平台的界面上做统一
维护。

以下为您详细介绍环境管理的详细定义及存在优势：

环境管理定义环境管理定义

环境的底层是各类资源的集合，例如 Kubernetes 集群集群 或 虚拟机虚拟机 等资源。通过资源抽象我们可以将环境
人为地标识为 Dev 、 QA 、 Staging  和 Production  等，环境内网络互通，您可以按业务场景来管理
资源、部署服务，减少基础设施在运维管理时产生的大量任务。

环境管理优势环境管理优势

通过环境的抽象来组合底层资源，可以帮助用户屏蔽底层资源的差异，更专注地通过交付流程完成
业务应用的部署及更新。

抽象的环境组合可以为不同的业务团队服务，从而更好地实现在交付流程中，不同阶段的产物部署
在不同团队的环境中，实现真正意义上应用的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

为环境分配合理的资源，可以充分规划资源利用情况，在满足当前业务需求的前提下及时为环境增
删资源。

一个环境对应多个交付流程时，通过对环境部署历史记录的查阅，可以进行部署信息历史的追溯，
提升部署的安全性。

已支持的功能已支持的功能

创建、更新、删除环境。

查看环境中的资源详情，例如：CPU，内存、存储、应用等。



创建环境
创建环境，将平台中现有的资源划分到业务场景中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环境管理环境管理 > 创建环境创建环境。

2. 在 创建环境创建环境 页面填写以下表单。

环境名称环境名称：填写创建环境的名称。例如： Dev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
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

（非必填）显示名称显示名称：输入环境的显示名称，最多支持 64 个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显示
为空。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目前仅支持 Kubernetes 资源。

集群集群：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平台中已创建的集群资源。创建集群请参考平台中心文档 集群管集群管
理理。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平台中已创建的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创建命名空间请参考平台中心文档
命名空间管理命名空间管理。



环境管理
更新或删除已经创建的环境。

基本流程

更新环境

删除环境

更新环境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环境管理环境管理，进入环境管理列表页。

2. 找到待更新环境的 环境名称环境名称，单击 ，再单击 更新更新。

3. 在 更新环境更新环境 页面填写以下表单：

环境名称环境名称：环境名称为创建时填写的名称，且无法修改。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填写显示名称，最多支持 64 个中文字符。

4. 单击 更新更新，完成更新。

删除环境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环境管理环境管理，进入环境管理列表页。

2. 找到待删除环境的 环境名称环境名称，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3. 在弹框中单击 删除删除，完成删除。

提示提示：该删除为逻辑删除，删除后在该资源下部署的应用不会被删除，但会丢失与环境有关的跟踪
记录。



管理视图
管理视图主要面向平台管理员，专注于平台级资源的创建。管理员可通过集成 DevOps 工具链，用于在各
个项目下使用凭据认证的方式绑定 DevOps 工具链，从而为企业实现 CI/CD 提供资源保障。

注意注意：由于左侧导航栏中的 全局自定义模版全局自定义模版 属于 Alpha 功能，您暂时不可见，如需打开，请在阅读本产品
的 功能成熟度 后，联系工作人员开启。

管理视图的功能其中包括：

支持集成绑定多种 DevOps 工具链，满足不同项目对工具的需求。



支持在项目下绑定工具链资源，合理进行 DevOps 工具链的资源分配。

支持绑定自定义流水线模版，补足官方模版未覆盖到的场景。

支持添加凭据，保存敏感信息，方便灵活对接工具链资源。



项目



概述
项目是对资源隔离或聚合的组织单元，它通过对资源的控制灵活地划分出了独立且满足业务需求的空间，
帮助企业实现细粒度的配额管理。

在实际业务中项目对应企业的各个部门、项目组，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运行环境，各个角色通过项目连接
在一起，进行业务的分配和合作，最终完成业务目标。

功能列表

在平台的项目中您可以查看该项目的相关信息，对项目绑定资源进行更新、删除等操作，同时支持导入项
目自定义模版：

项目项目：您可查看指定项目的详情信息，如：项目名称、显示名称、创建时间、描述等。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您可查看指定项目中已绑定的工具链详情信息，如：工具名称、工具类型、绑定
时间、凭据、绑定资源等。在指定工具详情页，您可对工具进行更新、删除绑定等操作。

注意注意：若在项目下使用指定工具，您须首先集成 DevOps 工具链。

持续集成持续集成：在 流水线流水线 栏，查看绑定的 Jenkins 信息，例如 Jenkins 实例下的流水线名称、触
发器。在 名称名称 栏，同时显示了流水线的创建方式。

 表示流水线使用脚本的方式创建；

 表示流水线使用模版的方式创建；

 表示流水线是多分支流水线；

 表示流水线是图形化流水线。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Alpha））：在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栏，查看绑定的项目管理服务，例如绑定 Jira 的项目名
称、项目 ID、项目负责人等，参考 查看 Issues 列表。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在 仓库名称仓库名称 栏，查看绑定的代码仓库信息，例如仓库名称、代码仓库地址、已用
容量，参考 查看代码仓库。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在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 栏，查看绑定的镜像仓库信息，例如 Harbor 的仓库地址，参考 查看
制品仓库。

代码质量分析代码质量分析：在 代码质量分析代码质量分析 栏，查看绑定的代码质量服务详情，例如绑定的代码仓库、
质量阈、最新扫描时间等，参考 查看代码质量分析。

测试管理（测试管理（Alpha））：在 测试管理测试管理 栏，查看绑定的测试管理服务详情，例如测试项目名称、
测试用例数量。

流水线模版流水线模版：您可查看项目自定义流水线模版列表。通过配置模版仓库，您可导入项目专属流水线



模版，以供项目流水线使用。

自定义模版配置自定义模版配置：当系统提供的流水线模版不满足业务需求时，支持导入自定义模版。参考
配置模版仓库。
配置自定义模版后，平台会显示模版仓库地址、代码分支、同步时间和结果等。同步结果同步结果 后
的图标代表了本次模版同步的状态和数量，绿色代表成功、红色代表失败、灰色代表无更
新。您可以单击图标，查看详情。

项目自定义模版项目自定义模版：显示了项目自定义模版。单击某个模版，在模版窗口中，查看流水线模版
的基本信息和具体参数。



DevOps 工具链



概述
绑定 DevOps 工具链，在项目中使用相关工具。DevOps 工具链支持绑定的工具如下：

绑定持续集成服务：平台支持集成绑定 Jenkins。集成 Jenkins 后，您可以通过编排流水线，做多
语言的持续构建，持续集成，自动化的代码与镜像安全管理、镜像同步等，在平台上集成并绑定
Jenkins 服务，实现服务的持续集成和升级。

绑定项目管理服务：平台支持集成绑定项目管理平台 Jira 私有版私有版 (Alpha)，管理源项目流程，应用
于事务的缺陷追踪、需求收集、流程审批，任务跟踪等工作领域，实现敏捷管理。

绑定代码仓库服务：平台支持绑定多种代码仓库，例如：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Bitbucket 公有公有
版版、GitLab 公有版公有版、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Gitee 公有版公有版、Gitee 私有版私有版、Gogs（（Alpha））、Gitea 私有私有
版（版（Alpha）） 等。同时，平台支持多种代码库管理服务，例如：通过平台查看代码仓库信息等，将
代码仓库集成到 DevOps 平台，针对不同的项目，分配可用的代码仓库。在整个研发流程中，让用
户专注于业务本身，不再关注代码仓库地址、凭据等信息，通过简单的配置即可快速、便捷的使用
代码仓库。

绑定制品仓库服务：平台集成了多种制品仓库来管理镜像，Docker Registry、Harbor
Registry、Docker Hub 公有版公有版、Nexus（（Alpha））、JFrog Artifactory（（Alpha））、Maven2 和
Raw，简化了内部仓库的维护和外部仓库的访问。

绑定代码质量分析服务：绑定代码质量管理平台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量，执行流水线时，
您可以进行静态代码扫描，对代码质量做自动化分析和管理。

测试管理：例如测试管理工具 TestLink（（Alpha）），通过自动化的流水线，实现测试用例的管理，
提高测试人员的工作效率。



绑定 DevOps 工具链
多个项目可以绑定同一个 DevOps 工具链，一个项目也可以绑定多个 DevOps 工具链服务。

前提条件

绑定工具链前，需要集成工具，请参考 集成工具。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页面，单击待绑定工具链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3. 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 绑定绑定，在 绑定绑定 窗口，选择一个已集成的 DevOps 工具链。

4. 在 绑定绑定 步骤，绑定 DevOps 工具。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名称、描述信息。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绑定工具链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持以中横线开头或结尾。

(非必填) 在 描述描述 框中，输入绑定工具链的描述信息。

在 认证认证 区域，选择认证方式和凭据。

认证方式：根据绑定的工具链类型，选择相应的认证方式 ，可参考 DevOps 工具的凭
据类型 页面的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 列，查看支持的认证方式。

在 凭据凭据 框中，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凭据。如果凭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
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创建新的凭据，参考 创建凭据。

单击 绑定账号绑定账号。平台会判断选择的凭据是否有权限去访问工具链，若没有权限，会提示错
误。

注意注意：

当绑定 Jenkins、Maven、SonarQube 工具时，至此步骤已完成了工具的绑定，无需
进行以下步骤。

当使用 OIDC 账号登录平台时，Harbor 和 GitLab 支持使用当前账号密码作为凭据绑
定项目，账号密码获取方式参见 快速集成并部署 章节。SonarQube 暂不支持。



5. 在 分配分配 步骤，对一些需要分配仓库资源的工具分配资源。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绑定的个人或组织账号的一个或多个代码仓库，或选择 自动同步全部仓库自动同步全部仓库，
同步当前账号下所有的仓库，并保持与当前账号下仓库的同步。

提示提示：如果选择了同步某个账号下的全部代码仓库，当这个账号下的仓库在远端的代码仓库
发生了变化，例如操作了增、删、改动作，平台也会对其变化进行同步操作。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Alpha））: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已创建的项目。

提示提示：若工具集成时填写了访问地址，平台支持跳转到项目管理平台新建项目，项目新建成
功后，点击选择框选择项目。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单击选择框，选择待使用的镜像仓库。选择后单击 添加地址添加地址，将选择的镜像仓库
添加至仓库地址列表。

测试管理测试管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已创建的测试项目，选择后单击 添加测试项目添加测试项目，完
成添加。

6. 单击 分配仓库分配仓库，需等待一段时间，分配的工具链资源列表会显示在工具详情页面中。



管理 DevOps 工具链
更新、解除绑定 DevOps 工具链：

更新 DevOps 工具链

解除绑定 DevOps 工具链

更新 DevOps 工具链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页面，依次单击待更新绑定工具链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3. 单击待更新的 工具链名称工具链名称，在工具的详情页面，单击 ，再单击 更新更新，进入更新页面。

注意注意：服务的名称不支持更新。

在 描述描述 框中，输入绑定工具的描述信息。

在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区域，选择工具使用的认证方式，详情请参考 DevOps 工具的凭据类型。

在 凭据凭据 区域，选择一个已创建的凭据。若凭据列表中没有可使用的凭据，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
创建新的凭据，参考 创建凭据。

4. 单击 更新更新，完成更新。

解除绑定 DevOps 工具链

当不在项目中使用已绑定的 Jenkins、代码仓库或制品仓库的工具链时，可以进行解绑操作。

提示提示：在项目下，全局绑定的工具不支持解绑操作。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页面，依次单击要解绑服务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3. 单击要解绑的 工具链名称工具链名称。在服务绑定详情页面，单击 ，再单击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代码仓库、制品仓库、项目管理和代码质量分析、测试管理：

如果仓库资源已分配仓库：在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窗口，在 绑定名称绑定名称 框中，输入绑定名称后，
单击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如果仓库资源未被使用或未分配仓库：在新窗口，单击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Jenkins：

如果资源被使用：在新窗口，单击 知道了知道了。在此情况下您须删除所有使用 Jenkins 实
例的流水线后，再解除绑定。

如果资源未被使用：在新窗口，单击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流水线模版



概述
流水线模版的编写采用 YAML 的文件格式，采用 Go Template 进行解析和渲染，在流水线的逻辑部分需要
遵循 Jenkinsfile 语法。

平台整合了项目自定义模版，当您需要自定义流水线模版时，可以从代码仓库导入到平台中。

流水线模版中您可以查看项目自定义模版：

自定义模版配置：当系统提供的流水线模版不满足需求时，支持导入自定义模版。导入模版前，需
要配置模版所在的代码仓库。

同步模版仓库：当代码仓库中有新的自定义流水线模版时，支持同步导入到平台。



配置模版仓库
当系统提供的流水线模版不满足需求时，支持导入自定义模版。导入模版前，需要配置模版所在的代码仓
库。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页面，单击要配置模版仓库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3. 在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详情页面，单击 流水线模版流水线模版。

4.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配置模版仓库：

单击流水线模版页面下的 配置模版仓库配置模版仓库。

单击 ，再单击 配置模版仓库配置模版仓库。

5. 在 配置模版仓库配置模版仓库 窗口，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的方式配置代码仓库。配置后，单击 确认确认。

选择选择：选择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并且代码仓库中保存了自定义流水线模版。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代码分支代码分支：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例如： master 。

输入输入：手动输入要使用的代码仓库，例如自定义流水线模版没有保存在绑定的代码仓库中。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输入代码仓库下载地址。例
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

代码分支代码分支：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例如： master 。

（非必填）凭据凭据：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创建新的凭据，参考 创
建凭据。

6. 配置模版仓库后，在 自定义模版配置自定义模版配置 区域，模版仓库开始同步。同步结束后，同步结果同步结果 后面的显
示图标代表了同步的状态和数量，绿色代表成功、红色代表失败、灰色代表无更新。单击显示图
标，在 同步结果同步结果 窗口，查看同步结果的详细信息。将鼠标悬浮在某一条结果的显示图标上，即可显
示详情，单击即可显示更多详情。

7. 同步成功后，代码仓库的模版会出现在 项目自定义模版项目自定义模版 区域下。单击某个模版，在模版窗口中，查
看流水线模版的基本信息和具体参数。



同步模版仓库
当代码仓库中有新的自定义流水线模版时，支持同步导入到平台。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页面，单击要同步模版仓库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3. 在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详情页面，单击 流水线模版流水线模版。

4. 单击 ，再单击 同步模版仓库同步模版仓库。

5. 同步模版仓库后，在 项目自定义模版项目自定义模版 区域，显示了模版仓库开始同步。同步结束后，同步结果同步结果 后
面的显示图标代表了同步的状态和数量，绿色代表成功、红色代表失败、灰色代表无更新。单击显
示图标，在 同步结果同步结果 窗口，查看同步结果的详细信息。将鼠标悬浮在某一条结果的显示图标上，即
可显示详情，单击即可显示更多详情。

6. 同步成功后，代码仓库的模版会出现在 项目自定义模版项目自定义模版 区域下。单击某个模版，在模版窗口中，查
看流水线模版的基本信息和具体参数。



DevOps 工具链
DevOps 强调产品管理、自动化软件交付和基础设施变更的过程，旨在建立一套快速、频繁、稳定地进行
构建、测试、发布软件的文化与环境，与业务目标紧密结合，填补开发端和运维端之间的信息鸿沟，提倡
自动化和监控，改善团队之间的协作关系。DevOps 可以缩短开发周期，增加部署频率，实现更可靠的发
布。

在平台上集成 DevOps 工具可以省去反复输入的工作量，提高操作效率，方便统一管理。

DevOps 工具链支持集成以下工具类型：

持续集成：例如 Jenkins。Jenkins 是一个开源软件项目，是基于 Java 开发的一种持续集成工具，
用于监控及执行持续重复的工作。在 DevOps 上集成并绑定 Jenkins 服务，实现服务的持续集成和
升级。

代码仓库：例如 GitHub 公有版公有版、Bitbucket 公有版公有版、GitLab 公有版公有版、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Gitee 公有公有
版版、Gitee 私有版私有版、Gogs（（Alpha））、Gitea 私有版（私有版（Alpha）） 等。代码仓库分公有和私有代码仓
库，用来储存、拉取代码等。

项目管理：例如：Jira（（Alpha））。使用项目管理工具管理源项目流程，应用于事务的缺陷追踪、需
求收集、流程审批，任务跟踪等工作领域，实现敏捷项目管理。

制品仓库：例如 Docker Registry、Harbor Registry、Docker Hub 公有公有
版版、Nexus（（Alpha））、JFrog Artifactory（（Alpha））、Maven2 和 Raw。Docker Registry 用来管
理镜像，例如镜像的存储、集成等。Harbor Registry 在 Docker Registry 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必
需的功能特性，例如安全、标识和管理等；同时平台集成了制品仓库管理工具 Nexus、JFrog
Artifactory，简化了内部仓库的维护和外部仓库的访问。

代码质量分析：例如代码质量管理平台 SonarQube，管理源代码的质量，对代码质量做自动化分析
和管理。

测试管理：例如测试管理工具 TestLink（（Alpha）），通过自动化的流水线，实现测试用例的自动管
理，提高测试人员的工作效率。



快速部署并集成（Alpha）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 DevOps 工具功能，您可以通过可视化的页面，便捷地在 DevOps 平台上部署一些符
合业务资源需求的工具链资源，并将其集成至平台中，为绑定工具链资源、分配工具链资源做准备。

目前支持快速部署并集成的工具链有：Jenkins、GitLab、Harbor、SonarQube、Nexus 和 TeskLink。



快速部署并集成 Harbor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 DevOps 工具功能，您可以通过可视化的页面，便捷地在 DevOps 平台上部署一些符
合业务资源需求的工具链资源，并将其集成至平台中，为绑定工具链资源、分配工具链资源做准备。

前期条件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功能前，您须登录容器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 操作器中心操作器中心 部署 DevOps Tools
Operator。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2. 在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页面，选择 Harbor，默认进入表单填写页面。如需切换 YAML 方式快速部署集
成，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读写页面进行编辑。

3. 在 表单表单 页面，若您需要重新选择工具，请单击右上角的 重新选择工具重新选择工具，工具选择完毕后，您可进
行如下步骤快速部署并集成 Harbor。

4. 在 部署位置部署位置 区域，选择待部署工具所在的 集群集群 和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集群集群：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部署的集群。

提示提示：建议您将 DevOps 工具部署在 DevOps 工具专用的集群中；不建议部署在 global 集群
中，因为此工具在高并发执行时会消耗大量资源，可能会影响整个平台的使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待部署的命名空间。

5. 在 高可用架构高可用架构区域，选择是否打开高可用部署开关。

注意注意：

高可用架构开关仅在部署时可选择关闭或打开，部署完成后无法更新开关状态。

如需打开高可用开关，请确保目标集群中已存在 postgres-operator  操作器，且存在非
NFS 类型的默认存储类，以便平台自动部署所需组件： PostgreSQL 。

6. 在 部署资源部署资源 区域选择部署的规模或自定义部署规模。

规模规模：您可以选择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和 自定义自定义，其中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 和 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有推荐值且
不可修改，自定义配置自定义配置 无推荐值但不可超过平台提示的最大资源要求。



配置规模配置规模 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规模说明规模说明

推荐配置

CPU 请求值：4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高并发的业务

场景。

CPU 限制值：4 核

内存请求值：8 Gi

内存限制值：8 Gi

最低配置

CPU 请求值：2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非高并发、基

础使用的业务场景。

CPU 限制值：2 核

内存请求值：4 Gi

内存限制值：4 Gi

自定义

CPU 请求值 可根据业务需求修改参数值，相应参数值应小

于该命名空间下的资源值。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专业用户自定

义配置资源的场景。

CPU 限制值

内存请求值

内存限制值

7. 在 存储设置存储设置 区域，选择存储的方式。

方式方式：选择存储方式。

PVC 存储存储：当选择 PVC 存储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PVC 名称名称，用于
请求 PVC 作为存储资源。
或单击选择框右侧的 创建创建 PVC 按钮，在新的页面中 创建持久卷声明（创建持久卷声明（PVC）），表单
填写请参考容器平台文档。

注意注意：Harbor 不支持使用 NFS 类型的存储类。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当选择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本地资源中已有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以及
对应节点中的 存储路径存储路径，用于请求本地存储作为存储资源。

8. 在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区域，配置待部署工具的网络。

当网络方式选择 Ingress 时：

域名域名：选择选择 平台中已创建的域名资源；创建域名需要登录容器平台，在管理视图的 网网
络络 > 域名域名 中创建域名。
或 输入输入 平台中已存在的域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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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协议：支持选择 HTTP 和 HTTPS 协议。

证书证书：仅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在证书框中选择与域名匹配的证书，证书证书 的来
源可为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或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创建证书并分配至指定项目。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创建类型为 TLS 的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单击 创建证书创建证书，在弹框中填写以下表单创建证书。

名称名称：输入证书的名称。
说明说明：以 a-z，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证书创建成功后不可更
新。

公钥公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证书公钥（不支持导入二进
制文件）。导入后，证书公钥（tls.crt）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私钥私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私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
件）。导入后，私钥（tls.key）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单击 创建创建，创建完成后该证书将默认被选择。

提示提示：当选择 HTTP 协议时，在快速部署并集成 Harbor 后会出现无法 push 镜像的情
况，这是由于 Docker 默认不允许使用无权限验证的 Docker Registry 导致的。此时需
要您编辑 docker  目录下的 daemon.json  文件，将 Harbor 访问地址添加至 
insecure-registries  字段中。
例如执行命令 vim /etc/docker/daemon.json ，在 “insecure-registries” 字段处添加
Harbor 的访问地址：”insecure-registries” : [“192.168.59.100:5000”]。
最后需要在使用该 Harbor 镜像仓库的每一个集群资源节点中，进行同样的配置，完成
配置后，重启生效。

当网络方式选择 Node Port 时：

Node Port：当选择 Node Port 网络方式时，您须填写 HTTP 端口端口，输入范围为 
30000 - 32767 。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会根据您选择的网络方式自动生成，当您选择 Ingress 方式
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Ingress 名称}  或 https://{Ingress 名称} ，当您选择
Node Port 方式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集群地址:端口} 。若需要修改服务访问地

址，请单击 ，在 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服务访问地址 弹框中填写服务访问地址。

注意：注意：请谨慎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后需要配合外部设置才能正常访问，如配置 DNS 解析
等。本次更新只适用于当前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状态下，当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再次发生变更时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 将
会被自动替换为限制值。

9. 在 账号设置账号设置 区域，配置账号相关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默认为 admin  且不可修改。



初始密码初始密码：您可手动输入初始密码或使用随机密码，自定义初始密码的限制规则为：必须包
含字母、数字、特殊符号中的两种，特殊符号支持 !@#$%&*() ，长度为 6～20 位。

SSO 登录登录：选择是否打开开关，若打开，则支持使用平台账号授权登录 Harbor，该授权账号
同时支持拉取镜像。

注意注意：

快速部署并集成 Harbor 后，不支持更新 SSO 按钮开关状态。

使用 Harbor 本地用户登录时，仅支持使用默认的管理员账号。

在平台项目下绑定 Harbor 工具时，无法使用 SSO 授权账号绑定。

若使用 Helm 或 Docker CLI 方式访问 Harbor 时，可以使用 用户设置用户设置 中的 用户用户
名名 为账号，CLI 密码密码 为密码，如下图：

10. 在 集成设置集成设置 区域，填写待集成工具的 集成名称集成名称，创建的工具实例会自动集成到 DevOps 的工具链
中。

11. 配置完成后，单击 部署并集成部署并集成，进入部署详情页，此时部署状态为部署中，等待状态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后，您可以在项目中绑定此工具。



快速部署并集成 SonarQube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 DevOps 工具功能，您可以通过可视化的页面，便捷地在 DevOps 平台上部署一些符
合业务资源需求的工具链资源，并将其集成至平台中，为绑定工具链资源、分配工具链资源做准备。

前提条件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功能前，您须登录容器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 操作器中心操作器中心 部署 DevOps Tools
Operator。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2. 在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页面，选择 SonarQube，默认进入表单填写页面。如需切换 YAML 方式快速部
署集成，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读写页面进行编辑。

3. 在 表单表单 页面，若您需要重新选择工具，请单击右上角的 重新选择工具重新选择工具，工具选择完毕后，您可进
行如下步骤快速部署并集成 SonarQube。

4. 在 部署位置部署位置 区域，选择待部署工具所在的 集群集群 和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集群集群：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部署的集群。

提示提示：建议您将 DevOps 工具部署在 DevOps 工具专用的集群中；不建议部署在 global 集群
中，因为此工具在高并发执行时会消耗大量资源，可能会影响整个平台的使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待部署的命名空间。

5. 在 部署资源部署资源 区域选择部署的规模或自定义部署规模。

规模规模：您可以选择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和 自定义自定义，其中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 和 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有推荐值且
不可修改，自定义配置自定义配置 无推荐值但不可超过平台提示的最大资源要求。

配置规模配置规模 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规模说明规模说明

推荐配置

CPU 请求值：4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高并发的业务

场景。

CPU 限制值：4 核

内存请求值：8 Gi

内存限制值：8 Gi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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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配置

CPU 请求值：2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非高并发、基

础使用的业务场景。

CPU 限制值：2 核

内存请求值：4 Gi

内存限制值：4 Gi

自定义

CPU 请求值 可根据业务需求修改参数值，相应参数值应小

于该命名空间下的资源值。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专业用户自定

义配置资源的场景。

CPU 限制值

内存请求值

内存限制值

6. 在 存储设置存储设置 区域，选择存储的方式。

方式方式：选择存储方式。

PVC 存储存储：当选择 PVC 存储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PVC 名称名称，用于
请求 PVC 作为存储资源。
或单击选择框右侧的 创建创建 PVC 按钮，在新的页面中 创建持久卷声明（创建持久卷声明（PVC）），表单
填写请参考容器平台文档。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当选择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本地资源中已有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以及
对应节点中的 存储路径存储路径，用于请求本地存储作为存储资源。

7. 在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区域，配置待部署工具的网络。

当网络方式选择 Ingress 时：

域名域名：选择选择 平台中已创建的域名资源；创建域名需要登录容器平台，在管理视图的 网网
络络 > 域名域名 中创建域名。
或 输入输入 平台中已存在的域名资源。

协议协议：支持选择 HTTP 和 HTTPS 协议。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同时在 证书证书 框
中选择在该域名下匹配的证书。

证书证书：仅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在证书框中选择与域名匹配的证书，证书证书 的来
源可为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或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创建证书并分配至指定项目。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创建类型为 TLS 的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单击 创建证书创建证书，在弹框中填写以下表单创建证书。

名称名称：输入证书的名称。
说明说明：以 a-z，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证书创建成功后不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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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公钥公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证书公钥（不支持导入二进
制文件）。导入后，证书公钥（tls.crt）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私钥私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私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
件）。导入后，私钥（tls.key）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单击 创建创建，创建完成后该证书将默认被选择。

当网络方式选择 Node Port 时：

Node Port：当选择 Node Port 网络方式时，您须填写 HTTP 端口端口，输入范围为 
30000 - 32767 。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会根据您选择的网络方式自动生成，当您选择 Ingress 方式
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Ingress 名称}  或 https://{Ingress 名称} ，当您选择
Node Port 方式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集群地址:端口} 。若需要修改服务访问地

址，请单击 ，在 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服务访问地址 弹框中填写服务访问地址。

注意：注意：请谨慎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后需要配合外部设置才能正常访问，如配置 DNS 解析
等。本次更新只适用于当前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状态下，当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再次发生变更时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 将
会被自动替换为限制值。

8. 在 账号设置账号设置 区域，配置账号相关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默认为 admin  且不可修改。

初始密码初始密码：默认为 admin  且不可修改。

SSO 登录登录：选择是否打开开关。若打开，则可以使用平台账号登录 SonarQube；快速部署并
集成后，支持更新 SSO 按钮的状态。

9. 在 集成设置集成设置 区域，填写待集成工具的 集成名称集成名称，创建的工具实例会自动集成到 DevOps 的工具链
中。

10. 配置完成后，单击 部署并集成部署并集成，进入部署详情页，此时部署状态为部署中，等待状态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后，您可以在项目中绑定此工具。



快速部署并集成 GitLab 私有版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 DevOps 工具功能，您可以通过可视化的页面，便捷地在 DevOps 平台上部署一些符
合业务资源需求的工具链资源，并将其集成至平台中，为绑定工具链资源、分配工具链资源做准备。

前提条件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功能前，您须登录容器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 操作器中心操作器中心 部署 DevOps Tools
Operator。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2. 在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页面，选择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默认进入表单填写页面。如需切换 YAML 方式快速
部署集成，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读写页面进行编辑。

3. 在 表单表单 页面，若您需要重新选择工具，请单击右上角的 重新选择工具重新选择工具，工具选择完毕后，您可进
行如下步骤快速部署并集成 GitLab 私有版私有版。

4. 在 部署位置部署位置 区域，选择待部署工具所在的 集群集群 和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集群集群：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部署的集群。

提示提示：建议您将 DevOps 工具部署在 DevOps 工具专用的集群中；不建议部署在 global 集群
中，因为此工具在高并发执行时会消耗大量资源，可能会影响整个平台的使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待部署的命名空间。

5. 在 部署资源部署资源 区域选择部署的规模或自定义部署规模。

规模规模：您可以选择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和 自定义自定义，其中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 和 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有推荐值且
不可修改，自定义配置自定义配置 无推荐值但不可超过平台提示的最大资源要求。

配置规模配置规模 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规模说明规模说明

推荐配置

CPU 请求值：4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高并发的业务

场景。

CPU 限制值：4 核

内存请求值：10 Gi

内存限制值：10 Gi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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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配置

CPU 请求值：3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非高并发、基

础使用的业务场景。

CPU 限制值：3 核

内存请求值：6 Gi

内存限制值：6 Gi

自定义

CPU 请求值 可根据业务需求修改参数值，相应参数值应小

于该命名空间下的资源值。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专业用户自定

义配置资源的场景。

CPU 限制值

内存请求值

内存限制值

6. 在 存储设置存储设置 区域，选择存储的方式。

方式方式：选择存储方式。

PVC 存储存储：当选择 PVC 存储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PVC 名称名称，用于
请求 PVC 作为存储资源。
或单击选择框右侧的 创建创建 PVC 按钮，在新的页面中 创建持久卷声明（创建持久卷声明（PVC）），表单
填写请参考容器平台文档。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当选择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本地资源中已有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以及
对应节点中的 存储路径存储路径，用于请求本地存储作为存储资源。

7. 在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区域，配置待部署工具的网络。

当网络方式选择 Ingress 时：

域名域名：选择平台中已存在的域名资源，您须登录容器平台，在管理视图的 网络网络 > 域名域名
中创建域名。
或 输入输入 平台中已存在的域名资源。

协议协议：支持选择 HTTP 和 HTTPS 协议。

证书证书：仅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在证书框中选择与域名匹配的证书，证书证书 的来
源可为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或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创建证书并分配至指定项目。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创建类型为 TLS 的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单击 创建证书创建证书，在弹框中填写以下表单创建证书。

名称名称：输入证书的名称。
说明说明：以 a-z，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证书创建成功后不可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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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钥公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证书公钥（不支持导入二进
制文件）。导入后，证书公钥（tls.crt）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私钥私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私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
件）。导入后，私钥（tls.key）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单击 创建创建，创建完成后该证书将默认被选择。

提示提示：使用 Ingress 网络方式且需使用 SSH 克隆代码时，由于默认端口问题会出现无法克隆
的情况，您可参考常见问题 快速集成部署 GitLab 私有版时使用 SSH 协议无法克隆仓库。

当网络方式选择 Node Port 时：

Node Port：当选择 Node Port 网络方式时，您须填写 HTTP 端口端口，输入范围为 
30000 - 32767 ；同时您须填写 SSH 端口，输入范围为 30000 - 32767 。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会根据您选择的网络方式自动生成，当您选择 Ingress 方式
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Ingress 名称}  或 https://{Ingress 名称} ，当您选择
Node Port 方式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集群地址:端口} 。若需要修改服务访问地

址，请单击 ，在 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服务访问地址 弹框中填写服务访问地址。

注意：注意：请谨慎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后需要配合外部设置才能正常访问，如配置 DNS 解析
等。本次更新只适用于当前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状态下，当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再次发生变更时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 将
会被自动替换为限制值。

8. 在 账号设置账号设置 区域，配置账号相关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默认为 root  且不可修改。

初始密码初始密码：您可手动输入初始密码或使用随机密码，自定义初始密码的限制规则为：必须包
含字母、数字、特殊符号中的两种，特殊符号支持 !@#$%&*() ，长度为 6～20 位。

SSO 登录登录：选择是否打开开关，若打开，则支持使用平台账号授权登录 GitLab，该授权账号
同时支持绑定平台项目以及推送和拉取代码，快速部署并集成 GitLab 后，支持更新 SSO 按
钮开关状态。

注意注意：

i. 受 GitLab 账号格式限制，平台中非邮箱格式的账号暂不支持使用 SSO 功能登
录 GitLab。

ii. 如需使用 SSO 授权登录 GitLab 的账号拉取或推送代码，则可通过如下方式在
GitLab 中获取 用户名用户名 和 密码密码：
用户名获取方式用户名获取方式：在 GitLab 中单击右上角头像，在下拉列表中找到 @  符号后
的用户名，如下图所示：



密码获取方式密码获取方式：首次使用 SSO 功能登录 GitLab 时，单击右上角图标，在下拉
框中选择 Setting，在 Setting 页面的左导航中找到 Password，在该页面填写
初始登录密码。

9. 在 集成设置集成设置 区域，填写待集成工具的 集成名称集成名称，创建的工具实例会自动集成到 DevOps 的工具链
中。

10. 配置完成后，单击 部署并集成部署并集成，进入部署详情页，此时部署状态为部署中，等待状态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后，您可以在项目中绑定此工具。



快速部署并集成 Jenkins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 DevOps 工具功能，您可以通过可视化的页面，便捷地在 DevOps 平台上部署一些符
合业务资源需求的工具链资源，并将其集成至平台中，为绑定工具链资源、分配工具链资源做准备。

前提条件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功能前，您须登录容器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 操作器中心操作器中心 部署 DevOps Tools
Operator。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2. 在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页面，选择 Jenkins，默认进入表单填写页面。如需切换 YAML 方式快速部署
集成，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读写页面进行编辑。

3. 在 表单表单 页面，若您需要重新选择工具，请单击右上角的 重新选择工具重新选择工具，工具选择完毕后，您可进
行如下步骤快速部署并集成 Jenkins。

4. 在 部署位置部署位置 区域，选择待部署工具所在的 集群集群 和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集群集群：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部署的集群。

提示提示：建议您将 DevOps 工具部署在 DevOps 工具专用的集群中；不建议部署在 global 集群
中，因为此工具在高并发执行时会消耗大量资源，可能会影响整个平台的使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待部署的命名空间。

构建节点命名空间构建节点命名空间：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构建节点的命名空间。

5. 在 部署资源部署资源 区域选择部署的规模或自定义部署规模。

规模规模：您可以选择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和 自定义自定义，其中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 和 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有推荐值且
不可修改，自定义配置自定义配置 无推荐值但不可超过平台提示的最大资源要求。

配置规模配置规模 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规模说明规模说明

推荐配置

CPU 请求值：8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此规模适合高并发的业务

场景。

CPU 限制值：8 核

内存请求值：8 Gi

20



内存限制值：8 Gi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最低配置

CPU 请求值：4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非高并发、基

础使用的业务场景。

CPU 限制值：4 核

内存请求值：4 Gi

内存限制值：4 Gi

自定义

CPU 请求值 可根据业务需求修改参数值，相应参数值应小

于该命名空间下的资源值。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专业用户自定

义配置资源的场景。

CPU 限制值

内存请求值

内存限制值

6. 在 存储设置存储设置 区域，选择存储的方式。

方式方式：选择存储方式。

PVC 存储存储：当选择 PVC 存储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PVC 名称名称，用于
请求 PVC 作为存储资源。
或单击选择框右侧的 创建创建 PVC 按钮，在新的页面中 创建持久卷声明（创建持久卷声明（PVC）），表单
填写请参考容器平台文档。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当选择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本地资源中已有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以及
对应节点中的 存储路径存储路径，用于请求本地存储作为存储资源。

7. 在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区域，配置待部署工具的网络。

当网络方式选择 Ingress 时：

域名域名：选择选择 平台中已创建的域名资源；创建域名需要登录容器平台，在管理视图的 网网
络络 > 域名域名 中创建域名。
或 输入输入 平台中已存在的域名资源。

协议协议：支持选择 HTTP 和 HTTPS 协议。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同时在 证书证书 框
中选择在该域名下匹配的证书。

证书证书：仅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在证书框中选择与域名匹配的证书，证书证书 的来
源可为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或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创建证书并分配至指定项目。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创建类型为 TLS 的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单击 创建证书创建证书，在弹框中填写以下表单创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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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称：输入证书的名称。
说明说明：以 a-z，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证书创建成功后不可更
新。

公钥公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证书公钥（不支持导入二进
制文件）。导入后，证书公钥（tls.crt）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私钥私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私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
件）。导入后，私钥（tls.key）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单击 创建创建，创建完成后该证书将默认被选择。

当网络方式选择 Node Port 时：

Node Port：当选择 Node Port 网络方式时，您须填写 HTTP 端口端口，输入范围为 
30000 - 32767 。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会根据您选择的网络方式自动生成，当您选择 Ingress 方式
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Ingress 名称}  或 https://{Ingress 名称} ，当您选择
Node Port 方式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集群地址:端口} 。若需要修改服务访问地

址，请单击 ，在 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服务访问地址 弹框中填写服务访问地址。

注意：注意：请谨慎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后需要配合外部设置才能正常访问，如配置 DNS 解析
等。本次更新只适用于当前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状态下，当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再次发生变更时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 将
会被自动替换为限制值。

8. 在 账号设置账号设置 区域，配置账号相关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默认为 admin  且不可修改。

初始密码初始密码：您可手动输入初始密码或使用随机密码，自定义初始密码的限制规则为：必须包
含字母、数字、特殊符号中的两种，特殊符号支持 !@#$%&*() ，长度为 6～20 位。

9. 在 集成设置集成设置 区域，填写待集成工具的 集成名称集成名称，创建的工具实例会自动集成到 DevOps 的工具链
中。

10. 配置完成后，单击 部署并集成部署并集成，进入部署详情页，此时部署状态为部署中，等待状态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后，您可以在项目中绑定此工具。



快速部署并集成 Nexus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 DevOps 工具功能，您可以通过可视化的页面，便捷地在 DevOps 平台上部署一些符
合业务资源需求的工具链资源，并将其集成至平台中，为绑定工具链资源、分配工具链资源做准备。

提示提示：为确保 Nexus 正常使用，您须在 Nexus 部署并集成成功后进行以下操作。

Nexus 部署完成后，您需手动获取服务的初始密码，并登陆 Nexus 修改密码，修改密码后，请对自
动集成的 Nexus 手动设置凭据，参考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部分。

前提条件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功能前，您须登录容器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 操作器中心操作器中心 部署 DevOps Tools
Operator。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2. 在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页面，选择 Nexus，默认进入表单填写页面。如需切换 YAML 方式快速部署集
成，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读写页面进行编辑。

3. 在 表单表单 页面，若您需要重新选择工具，请单击右上角的 重新选择工具重新选择工具，工具选择完毕后，您可进
行如下步骤快速部署并集成 Nexus。

4. 在 部署位置部署位置 区域，选择待部署工具所在的 集群集群 和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集群集群：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部署的集群。

提示提示：建议您将 DevOps 工具部署在 DevOps 工具专用的集群中；不建议部署在 global 集群
中，因为此工具在高并发执行时会消耗大量资源，可能会影响整个平台的使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待部署的命名空间。

5. 在 部署资源部署资源 区域选择部署的规模或自定义部署规模。

规模规模：您可以选择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和 自定义自定义，其中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 和 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有推荐值且
不可修改，自定义配置自定义配置 无推荐值但不可超过平台提示的最大资源要求。

配置规模配置规模 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规模说明规模说明

CPU 请求值：4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推荐配置
CPU 限制值：4 核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高并发的业务

场景。

内存请求值：8 Gi

内存限制值：8 Gi

最低配置

CPU 请求值：2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非高并发、基

础使用的业务场景。

CPU 限制值：2 核

内存请求值：4 Gi

内存限制值：4 Gi

自定义

CPU 请求值 可根据业务需求修改参数值，相应参数值应小

于该命名空间下的资源值。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专业用户自定

义配置资源的场景。

CPU 限制值

内存请求值

内存限制值

6. 在 存储设置存储设置 区域，选择存储的方式。

方式方式：选择存储方式。

PVC 存储存储：当选择 PVC 存储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PVC 名称名称，用于
请求 PVC 作为存储资源。
或单击选择框右侧的 创建创建 PVC 按钮，在新的页面中 创建持久卷声明（创建持久卷声明（PVC）），表单
填写请参考容器平台文档。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当选择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本地资源中已有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以及
对应节点中的 存储路径存储路径，用于请求本地存储作为存储资源。

7. 在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区域，配置待部署工具的网络。

当网络方式选择 Ingress 时：

域名域名：选择选择 平台中已创建的域名资源；创建域名需要登录容器平台，在管理视图的 网网
络络 > 域名域名 中创建域名。
或 输入输入 平台中已存在的域名资源。

协议协议：支持选择 HTTP 和 HTTPS 协议。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同时在 证书证书 框
中选择在该域名下匹配的证书。

证书证书：仅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在证书框中选择与域名匹配的证书，证书证书 的来
源可为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或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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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创建证书并分配至指定项目。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创建类型为 TLS 的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单击 创建证书创建证书，在弹框中填写以下表单创建证书。

名称名称：输入证书的名称。
说明说明：以 a-z，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证书创建成功后不可更
新。

公钥公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证书公钥（不支持导入二进
制文件）。导入后，证书公钥（tls.crt）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私钥私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私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
件）。导入后，私钥（tls.key）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单击 创建创建，创建完成后该证书将默认被选择。

当网络方式选择 Node Port 时：

Node Port：当选择 Node Port 网络方式时，您须填写 HTTP 端口端口，输入范围为 
30000 - 32767 。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会根据您选择的网络方式自动生成，当您选择 Ingress 方式
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Ingress 名称}  或 https://{Ingress 名称} ，当您选择
Node Port 方式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集群地址:端口} 。若需要修改服务访问地

址，请单击 ，在 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服务访问地址 弹框中填写服务访问地址。

注意：注意：请谨慎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后需要配合外部设置才能正常访问，如配置 DNS 解析
等。本次更新只适用于当前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状态下，当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再次发生变更时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 将
会被自动替换为限制值。

8. 在 集成设置集成设置 区域，填写待集成工具的 集成名称集成名称，创建的工具实例会自动集成到 DevOps 的工具链
中。

9. 配置完成后，单击 部署并集成部署并集成，进入部署详情页，此时部署状态为部署中，等待状态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后，您须进行 后续操作后续操作 方可正常使用此工具。

后续操作

由于 Nexus 工具的特殊性，在您部署并集成 Nexus 工具后，平台无法自动添加凭据，以至于 Nexus 工具
仍无法使用，您须进行以下三个步骤为 Nexus 手动添加凭据。

1. 获取初始密码。

i. 使用命令行的方式进入已部署 Nexus 的集群。



ii. 执行以下命令登录 Nexus 的 pod： kubectl exec -it {Nexus pod 名称} sh -n {命名空间名

称} 。例如： kubectl exec -it nexus-demo-7ccc76cc6b-468t sh -n namespace-devops 。

提示提示：您可执行以下命令获取 Nexus pod 名称名称： kubectl get po -all-namespaces | grep 

nexus ；您可参考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中的 部署位置部署位置 以获取 命名空间名称命名空间名称 。

iii. 进入密码所在的文件目录： cd /nexus-data/ 。

iv. 查看初始密码： cat admin.password | xargs echo 。

2. 初次登录 Nexus 并修改密码。

i. 登录 DevOps 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ii. 在页面右侧单击您部署并集成成功的 Nexus 详情按钮，进入集成详情页面。

iii. 在集成详情页面单击 实例实例 右侧的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进入部署详情页面。

iv.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单击 产品入口产品入口 右侧的访问链接，进入 Nexus 工具的 Web 页面。

v. 单击右上角的 Sigh in，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账号密码，账号默认为：admin，密码为 获取初获取初
始密码始密码 步骤中获取的密码。

vi. 初次登录 Nexus，系统会提示您修改密码，请按照系统要求修改密码。

3. 手动设置 Nexus 凭据。

i. 登录 DevOps 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ii. 在页面右侧单击您部署并集成成功的 Nexus 详情按钮，进入集成详情页面。

iii. 在集成详情页面右侧单击 操作操作 > 更新基本信息更新基本信息，进入更新页面。

iv. 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在 创建凭据创建凭据 页面，填写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用户名用户名、密码密码，其中用户名
为： admin ，密码为您在 初次登录初次登录 Nexus 并修改密码并修改密码 步骤中 修改后修改后 的密码。

单击创建创建。

v. 在 更新更新 页面单击 更新更新，至此，您已完成 Nexus 凭据的配置，即可正常使用该工具。



快速部署并集成 TestLink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 DevOps 工具功能，您可以通过可视化的页面，便捷地在 DevOps 平台上部署一些符
合业务资源需求的工具链资源，并将其集成至平台中，为绑定工具链资源、分配工具链资源做准备。

前提条件

使用快速部署并集成功能前，您须登录容器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在 操作器中心操作器中心 部署 DevOps
Tools Operator。

您需提前准备用于部署 TestLink 工具的 mySQL 数据库。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2. 在 快速部署并集成快速部署并集成 页面，选择 TestLink，默认进入表单填写页面。如需切换 YAML 方式快速部署
集成，请单击右上角 YAML 按钮，切换至 YAML 读写页面进行编辑。

3. 在 表单表单 页面，若您需要重新选择工具，请单击右上角的 重新选择工具重新选择工具，工具选择完毕后，您可进
行如下步骤快速部署并集成 TestLink。

4. 在 部署位置部署位置 区域，选择待部署工具所在的 集群集群 和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集群集群：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部署的集群。

提示提示：建议您将 DevOps 工具部署在 DevOps 工具专用的集群中；不建议部署在 global 集群
中，因为此工具在高并发执行时会消耗大量资源，可能会影响整个平台的使用。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请根据业务需求在下拉框中选择 DevOps 工具待部署的命名空间。

5. 在 部署资源部署资源 区域选择部署的规模或自定义部署规模。

规模规模：您可以选择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和 自定义自定义，其中 推荐配置推荐配置 和 最低配置最低配置 有推荐值且
不可修改，自定义配置自定义配置 无推荐值但不可超过平台提示的最大资源要求。

配置规模配置规模 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规模说明规模说明

推荐配置

CPU 请求值：2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此规模适合高并发的业务

场景。

CPU 限制值：2 核

内存请求值：4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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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限制值：4 Gi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最低配置

CPU 请求值：1 核 请求值请求值：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限制值限制值：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注意：注意：配置值不支持修改。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非高并发、基

础使用的业务场景。

CPU 限制值：1 核

内存请求值：2 Gi

内存限制值：2 Gi

自定义

CPU 请求值 可根据业务需求修改参数值，相应参数值应小

于该命名空间下的资源值。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此规模适合专业用户自定

义配置资源的场景。

CPU 限制值

内存请求值

内存限制值

6. 在 存储设置存储设置 区域，选择存储的方式。

方式方式：选择存储方式。

PVC 存储存储：当选择 PVC 存储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一个已创建的 PVC 名称名称，用于
请求 PVC 作为存储资源。
或单击选择框右侧的 创建创建 PVC 按钮，在新的页面中 创建持久卷声明（创建持久卷声明（PVC）），表单
填写请参考容器平台文档。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当选择 本地存储本地存储 方式存储时，您须选择本地资源中已有的 节点名称节点名称 以及
对应节点中的 存储路径存储路径，用于请求本地存储作为存储资源。

7. 在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区域，配置待部署工具的网络。

当网络方式选择 Ingress 时：

域名域名：选择选择 平台中已创建的域名资源；创建域名需要登录容器平台，在管理视图的 网网
络络 > 域名域名 中创建域名。
或 输入输入 平台中已存在的域名资源。

协议协议：支持选择 HTTP 和 HTTPS 协议。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同时在 证书证书 框
中选择在该域名下匹配的证书。

证书证书：仅当选择 HTTPS 协议时，您须在证书框中选择与域名匹配的证书，证书证书 的来
源可为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或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平台分配平台分配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管理视图中创建证书并分配至指定项目。
保密字典导入保密字典导入 是指在容器平台的业务视图中创建类型为 TLS 的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
单击 创建证书创建证书，在弹框中填写以下表单创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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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称：输入证书的名称。
说明说明：以 a-z，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证书创建成功后不可更
新。

公钥公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证书公钥（不支持导入二进
制文件）。导入后，证书公钥（tls.crt）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私钥私钥：单击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要导入的私钥（不支持导入二进制文
件）。导入后，私钥（tls.key）将填写到文本框中。支持手动输入。

单击 创建创建，创建完成后该证书将默认被选择。

当网络方式选择 Node Port 时：

Node Port：当选择 Node Port 网络方式时，您须填写 HTTP 端口端口，输入范围为 
30000 - 32767 。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会根据您选择的网络方式自动生成，当您选择 Ingress 方式
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Ingress 名称}  或 https://{Ingress 名称} ，当您选择
Node Port 方式时，访问地址生成规则为 http://{集群地址:端口} 。若需要修改服务访问地

址，请单击 ，在 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服务访问地址 弹框中填写服务访问地址。

注意：注意：请谨慎更新服务访问地址，更新后需要配合外部设置才能正常访问，如配置 DNS 解析等。本
次更新只适用于当前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状态下，当 网络设置网络设置 再次发生变更时 服务访问地址服务访问地址 将会被自动替换
为限制值。

8. 在 账号设置账号设置 区域，配置账号相关信息。

用户名用户名：默认为 user  且不可修改。

初始密码初始密码：您可手动输入初始密码或使用随机密码，自定义初始密码的限制规则为：必须包
含字母、数字、特殊符号中的两种，特殊符号支持 !@#$%&*() ，长度为 6～20 位。

9. 在 数据库设置数据库设置 区域，对外部数据库进行相关配置。

主机主机：填写外部数据库的主机地址，用于访问外部数据库。

（非必填）端口端口：填写访问外部数据库的端口，默认端口为： 3306 。

用户名用户名：填写外部数据库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填写外部数据库的密码。

10. 在 集成设置集成设置 区域，填写待集成工具的 集成名称集成名称，创建的工具实例会自动集成到 DevOps 的工具链
中。



11. 配置完成后，单击 部署并集成部署并集成，进入部署详情页，此时部署状态为部署中，等待状态为 部署成功部署成功
后，您可以在项目中绑定此工具。



更新部署实例
在快速部署并集成工具后，可根据业务需求修改已部署并集成的工具，更新后，工具会重新部署并集成至
平台。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单击待更新部署实例的工具卡片，进入集成详情页面。

3. 在集成详情页面单击 实例实例 右侧的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进入部署详情页面。

4. 在部署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更新部署实例更新部署实例。

5. 更新实例表单填写请您参考工具的 快速部署并集成 页面。

注意注意：在 部署位置部署位置、账号设置账号设置 和 集成设置集成设置 区域处的表单不支持更新。



删除部署实例
删除部署实例，释放实例资源。

提示提示：当实例被删除后，集成工具不会被删除但无法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单击待更新部署实例的工具卡片，进入集成详情页面。

3. 在集成详情页面单击 实例实例 右侧的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进入部署详情页面。

4. 在部署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输入删除的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后，单击 删除删除，完成删除操作。



构建节点
构建节点用于扩展构建语言的种类和版本，用户可在各个构建节点中选择设置 构建缓存构建缓存、挂载文件挂载文件 和 构构
建节点资源建节点资源 等操作。

基本流程

查看构建节点详情

添加自定义构建节点

更新构建节点

删除构建节点

操作步骤 - 查看构建节点详情

1. 登录 DevOps 平台，切换至管理视图，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单击查看部署实例的工具卡片，进入集成详情页面。

3. 在集成详情页面单击 实例实例 右侧的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进入部署详情页面。

4. 在下方的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查看构建节点。

在 平台默认平台默认 区域，展示了平台默认提供的构建节点。您可单击构建节点卡片，查看平台默认
构建节点配置详情。

提示提示：

平台默认构建节点的 base 节点中包含两个容器：jnlp 容器和 tools 容器。

jnlp 容器：负责 Jenkins slave 与 Jenkins Master 连接的容器。

tools 容器：包含了流水线模版中用到的基本工具，例如 yq、jq、git、kubectl、
docker、helm 等。

其他平台默认构建语言节点默认继承 base 节点，即拥有 base 节点的两个容器所有功
能。

在 自定义自定义 区域，展示了您自定义添加的构建节点，您可单击构建节点卡片，查看自定义构建
节点配置详情。

提示提示：其他自定义构建语言节点默认继承 base 节点，即拥有 base 节点的两个容器所有功



能。

操作步骤 - 添加自定义构建节点

1. 在 自定义自定义 区域单击 添加构建节点添加构建节点，在弹出的 添加自定义构建节点添加自定义构建节点 对话框中填写表单。

名称名称：构建节点的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
于等于 36 个。不支持以中横线开头或结尾。

标签标签：默认为构建节点的名称且不可修改。

提示提示：

在使用 模版创建流水线模版创建流水线 时，可在 流水线全局配置流水线全局配置 中选择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名称。

在使用 图形化创建流水线图形化创建流水线 时，可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的 环境配置环境配置 区域选择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名称。

在 容器容器 区域添加 一个一个 或 多个多个 构建节点容器。

容器名容器名：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容器名，您输入的 容器名容器名 将匹配集群资源中构建节点的容器名
称，以便于在您使用相关语言构建时能调度与之对应的容器。

镜像地址镜像地址：构建节点使用的镜像地址，您须手动填写此项。地址填写规则为：以 a-

z ， 0-9  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 ， 0-9 ， - ， . ， / ， ： 。

资源资源：创建构建节点时所需的资源，表单填写请参考如下表格。

配置参数配置参数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CPU 资源请求

资源请求资源请求：工具运行时占用的最小资源。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工具运行时可以消耗的最大资源。

CPU：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Mi（1 MiB = 2  bytes）、Gi（1 GiB = 2  bytes）,1 Gi = 2  Mi。

CPU 资源限制

内存资源请求

内存资源限制

保密字典保密字典：选择 一个一个 或 多个多个 已创建的保密字典。若保密字典列表中没有可以用的，可单击
添加保密字典添加保密字典，创建 镜像服务镜像服务 类型的保密字典，参考 创建凭据。

主机选择器主机选择器：选择主机的标签。主机选择器主机选择器 可用于过滤、筛选包含所有选中的标签的主机。
支持通过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多个主机标签，同时，在下拉框中输入标签名称可对主机标签
进行模糊搜索。

提示提示：

20 30 10



在选择主机标签时，下拉框下方会实时给出提示，显示符合要求的主机个数。

键相同的标签，仅可选中其中一个（选中多个时，将不会有符合条件的主机）。

构建缓存构建缓存：添加构建缓存可复用构建过程中下载的依赖包，缩短构建时间，单击 添加添加 后填写
如下表单。

存储存储：支持选择 Persistent Volume Claim 和 Host Path Volume。
若您选择 Persistent Volume Claim，须同时在 PVC 名称名称 框中选择资源中已存在的
PVC 名称名称。
若您选择 Host Path Volume，须同时在 主机路径主机路径 框中选择资源中已存在的 主机路主机路
径径。

挂载路径挂载路径：支持选择 Maven 缓存缓存、Go 缓存缓存 和 自定义自定义。
若选择 Maven 缓存缓存、Go 缓存缓存，则路径为默认值且无法修改。
若选择 自定义自定义，您须在右侧框中填写 挂载路径挂载路径。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设置构建节点的环境变量，在构建过程中使用。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环境变量的
键值对键值对。

挂载文件挂载文件：添加一个或多个文件，挂载至构建节点的容器中，使用此构建节点的流水线都可
访问您添加的文件。

类型类型：支持选择 npm、maven 和 其他文件其他文件 类型。

路径路径：根据选择的类型填写挂载文件的路径。

提示提示：不同挂载文件的路径不可重复，且该挂载目录将变成只读权限。建议挂载目录
不要挂载在特殊目录下，例如根目录等。

文件名文件名：挂载文件的名称。

内容内容：挂载文件的内容。

2. 单击 添加添加，完成添加自定义构建节点。

操作步骤 - 更新构建节点

1. 在 Jenkins 部署详情页的 构建节点构建节点 区域，单击待更新构建节点的卡片，进入 构建节点详情构建节点详情 页。

2. 在 构建节点详情构建节点详情 页单击 更新构建节点更新构建节点 按钮，进入更新构建节点页面。

3. 在更新构建节点页面，填写表单，表单参数请参考 添加自定义构建节点。

提示提示：在 更新默认构建节点更新默认构建节点 时，不支持更新构建节点的 名称名称、镜像地址镜像地址、标签标签、语言类型语言类型。



4. 单击 更新更新，完成更新构建节点。

操作步骤 - 删除构建节点

注意注意：平台默认构建节点不支持删除操作。

1. 在 Jenkins 部署详情页的 自定义自定义 构建节点区域，单击待删除自定义构建节点的卡片，进入 构建节构建节
点详情点详情 页。

2. 在 构建节点详情构建节点详情 页左下角单击 删除此构建节点删除此构建节点 按钮。

3. 在弹出的确认删除弹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完成删除自定义构建节点。



集成工具
若您需要在 DevOps 平台上便捷地使用各种类型的工具，您可以使用平台的集成功能，将项目上频繁使用
的工具集成至平台，集成后在集成页面会以卡片的形式展示出来，若项目上需要使用该工具，您可以绑定
至指定项目中供项目成员使用，参考 绑定工具。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 集成集成。

2. 在 集成集成 窗口，单击不同分类，选择一个工具进行集成，平台支持集成的工具如下表所示：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工具名称 说明说明

持续集成 Jenkins
Jenkins是基于 Java 开发的一种持续集成工具，用于监控持续重复的工作，旨在提

供一个开放易用的软件平台，使软件的持续集成变成可能。

代码仓库

GitHub 公有版

GitHub 公有版采用 Git 作为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通过该平台，您可以不受地域

限制对项目进行操作，其功能包括代码托管、代码审查、管理项目、共同开发等，

旨在加强共同项目上成员间的协作关系。

Bitbucket 公有版
Bitbucket 公有版是一家源代码托管网站，采用 Mercurial 和 Git 作为分布式版本控

制系统。

GitLab 公有版
GitLab 公有版是一个用于仓库管理系统的开源项目，采用 Git 作为分布式版本控制

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来的 web 服务。

GitLab 私有版
GitLab 私有版全称为 GitLab Community Edition （社区版），是一个用于仓库管

理系统的开源项目，采用 Git 作为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拥有 MIT 的外籍许可证。

Gitee 公有版
Gitee 公有版是开源中国研发的一款基于 Git 的代码托管平台，您能使用码云实现

代码托管、项目管理、协作开发等功能。

Gitee 私有版

Gitee 私有版（Gitee Premium）提供代码版本管理、项目管理、需求管理、缺陷

管理、文档协作等功能，支持与企业内部 LDAP、项目管理、测试、部署、容器等

平台的对接。

Gogs（Alpha）

Gogs 是一款极易搭建的自助 Git 服务。Gogs 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最简单、最快速

和最轻松的方式搭建自助 Git 服务。它使用 Go 语言开发且能够通过独立的二进制

分发，它支持 Go 语言支持的所有平台，包括 Linux、Mac OS X、Windows 以及

ARM 平台。

Gitea 私有版

（Alpha）

Gitea 私有版 的首要目标是创建一个极易安装，运行非常快速，安装和使用体验良

好的自建 Git 服务。项目采用 Go 作为后端语言，只要生成一个可执行程序即可。

它是跨平台的，支持 Linux、macOS 和 Windows 以及各种架构，除了

x86，amd64，还包括 ARM 和 PowerPC。



Gitea 公有版

（Alpha） Gitea 公有版是采用 Git 作为版本控制工具的一家源代码托管网站。

项目管理 Jira 私有版

Jira 是 Atlassian 公司出品的项目与事务跟踪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缺陷跟踪、客户

服务、需求收集、流程审批、任务跟踪、项目跟踪和敏捷管理等工作领域。本平台

推荐您使用 Jira Software 版本进行安装。

制品仓库

Docker Registry
Docker Registry 是可以用来搭建私人 Docker 镜像的镜像仓库，可以在无法访问

Docker hub 的场景下使用 Docker 镜像。

Harbor Registry

Harbor 是由 VMware 公司中国团队为企业用户设计的 Registry server 开源项目，

包括了权限管理(RBAC)、LDAP、审计、管理界面、自我注册、HA 等企业必需的

功能，同时针对中国用户的特点，设计镜像复制和中文支持等功能。

Docker Hub
DockerHub Registry 是 Docker 官方提供的镜像仓库，拥有一系列的内容源，包括

容器社区的开发人员、开源项目和独立软件厂商发布的代码。

JFrog

Artifactory（Alpha）

JFrog Artifactory 是一款二进制存储管理工具，用来管理构建构建工具（如：

gradle、maven、nuget、docker等）所依赖的二进制仓库，以方便管理第三方库

和发布目标版本库，帮助使用者提高软件开发效率。

Nexus（Alpha）

Nexus 是一个强大的 Maven 仓库管理器，它极大地简化了自己内部仓库的维护和

外部仓库的访问。利用 Nexus 您可以只在一个地方就能够完全控制访问和部署在

你所维护仓库中的每个 Artifact。Nexus 是一套“开箱即用”的系统不需要数据库，

它使用文件系统加 Lucene 来组织数据。Nexus 使用 ExtJS 来开发界面，利用

Restlet 来提供完整的 REST APIs，通过 m2eclipse 与 Eclipse 集成使用。Nexus

支持 WebDAV 与 LDAP 安全身份认证。

Maven2
Maven2 是一个顶级的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开源项目，它的核心引擎旨

在简化往往十分复杂的大型协作性软件项目的构建和管理。

Raw
Raw 仓库是 Nexus 下的一种仓库形式，在 Raw 仓库下任何文件都可以像 Maven

管理对象文件那样被管理起来，对所有的制品进行统一集成管理。

代码质量

分析
SonarQube SonarQube 是一个用于代码质量管理的开源平台，用于管理源代码的质量。

测试管理 TestLink（Alpha）

TestLink 用于进行测试过程中的管理，通过使用 TestLink 提供的功能，可以将测

试过程从测试需求、测试设计、到测试执行完整的管理起来，同时，它还提供了多

种测试结果的统计和分析，使我们能够简单的开始测试工作和分析测试结果。

3. 选择一个工具后，您可以在展开的页面中查看集成工具的推荐版本。集成工具请参考如下步骤：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集成的工具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开头或结尾。

（非必填）（非必填） 在 访问地址访问地址 框中，输入工具的访问地址。



在 API 地址地址 框中，输入集成工具的服务地址。服务地址的格式是：HTTP/HTTPS 协议 + IP
+ 端口号或 HTTP/HTTPS 协议 + 域名。公有代码仓库不支持修改默认的 API 地址。

提示提示：仅在集成 Nexus、JFrog Artifactory 时，需要配置以下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和 凭据凭据 两个参数。

在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 区域，目前默认且只能选择 用户名用户名/密码密码。

在 凭据凭据 框中，选择一个已创建的凭据。如果凭据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凭据，单击 添加添加
凭据凭据，创建新的凭据，参考 创建凭据。

4. 单击 集成集成。集成工具后，您可以在项目中绑定集成工具的服务，参考 绑定。



查看集成工具详情
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查看工具名称、API 地址、集成工具类型、绑定账号信息等。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找到查看详情的集成工具，单击 集成工具名称集成工具名称。
如果集成的工具较多，单击不同分类，进入具体的分类页面查找。

注意注意：在 DevOps 工具链中，由于 Nexus、JFrog Artifactory 为制品仓库的管理工具，在该工具
下会存在多种制品仓库并对这些仓库进行管理，与其他单一仓库使用逻辑不同，所以它的展示形式
位于下图中图二区域，文档也将从逻辑上将详情页分成 1号号 区域区域 和 2号号 区域区域 两部分来进行阐述，
方便您的理解：



3. 在上图中的 1 号区域，展示了平台已经集成的工具卡片，包括 项目管理工具项目管理工具、代码仓库工具代码仓库工具、持续持续
集成工具集成工具、代码质量分析工具代码质量分析工具 和 制品仓库工具制品仓库工具，卡片上包含了工具的部分信息，方便您快速选择指
定工具，单击工具图标后进入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

您可在工具详情页上方查看工具的基本信息，例如：工具名称、API 地址、访问地址、集成
工具类型、集成时间等信息。

在项目绑定区域，查看绑定的项目相关信息。例如：名称、项目名称、凭据等。单击 名称名称
后，进入到对应的项目绑定详情页面。

4. 在上图中 2 号区域，展示了平台已集成的 制品仓库管理工具制品仓库管理工具，例如 Nexus、JFrog Artifactory：

单击 详情详情，进入工具的详情页面。

在详情页面您可以查看工具的详情信息，例如：工具名称、API 地址、访问地址、集成工具
类型、凭据等。

在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 区域，您可以查看已集成的制品仓库，并且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将要使用的制
品仓库集成到平台，将制品仓库集成到平台后，方可分配到项目中使用： s



绑定工具
当您在平台中集成工具后，在工具的详情页可以查看该工具的集成详情信息，若项目中需要使用该工具，
您可以将该工具资源分配至项目，根据不同的绑定策略，选择相应的绑定策略：

项目绑定项目绑定：将指定工具资源绑定至指定项目中，供项目成员使用。若绑定多个项目，您可以重复此
绑定步骤以绑定多个项目；若工具需要绑定至全部项目，您可以参考下面的 策略绑定策略绑定。

策略绑定策略绑定：根据绑定工具类型不同有不同的绑定策略。

公共项目：平台会根据您的选择将工具资源分配给 DevOps 平台所有项目共同使用，并且会
和 DevOps 平台上 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自动生成绑定关系。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平台会在工具中自动创建和所有平台项目同名的项目，并生成绑定关
系。



项目绑定
在已集成的 DevOps 工具的详情页面，绑定项目。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单击一个要绑定项目的集成工具，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的 绑定账号绑定账号 区域，单击 绑定绑定。

3. 在 选择项目选择项目 窗口，在项目列表中单击要绑定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进入到项目页面的绑定工具页面。参考
绑定 DevOps 工具链。



策略绑定
平台了提供根据不同的绑定策略批量绑定 DevOps 工具链的功能，使用户免于逐个工具绑定项目的繁琐。



Jenkins 绑定策略
在已经集成的 Jenkins 详情页，依据绑定策略进行绑定操作，例如配置全局绑定策略，实现所有项目绑定
指定 Jenkins 的功能，免于逐个 Jenkins 绑定项目的繁琐。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在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页面单击一个待配置绑定策略的 Jenkins ，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配置绑定策
略。若您未配置过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您有以下两种方式配置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单击 ，再单击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在详情页的 全局绑定策略全局绑定策略 处单击 。

3. 在弹出来的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窗口配置绑定策略。

在 认证认证 区域选择认证方式和凭据。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支持 用户名用户名/Token。

凭据凭据：选择绑定 Jenkins 的凭据。若没有可以使用的凭据，您可以单击选择框右侧的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据。

在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区域选择绑定策略。

公共公共 CI 工具工具：若勾选，会将该 Jenkins 账号分配给 DevOps 平台所有项目公共使用，
并且会和 DevOps 平台上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自动生成绑定。

提示提示：若 公共公共 CI 工具工具 选择框置灰，请核查所选凭据是否正确。

单击 完成配置完成配置，在 Jenkins 详情页的 策略绑定策略绑定 tab 下，查看绑定列表。



制品仓库服务绑定策略
在已经集成的制品仓库详情页，依据绑定策略进行绑定操作，例如配置全局绑定策略，实现所有项目绑定
指定镜像仓库的功能，免于逐个镜像仓库绑定项目的繁琐。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在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页面单击一个待配置绑定策略的 制品仓库制品仓库 ，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配置绑定策
略。若您未配置过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您有以下两种方式配置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单击 ，再单击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在详情页的 全局绑定策略全局绑定策略 处单击 。

3. 在弹出来的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窗口配置绑定策略。

在 认证认证 区域选择认证方式和凭据。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支持 用户名用户名/密码密码 和 无认证无认证。

注意注意：当您选择无认证时不需要配置凭据。

凭据凭据：选择绑定镜像仓库的凭据。若没有可以使用的凭据，您可以单击选择框右侧的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据。

注意注意：

绑定镜像仓库时，会在绑定的项目内，自动生成镜像仓库类型的保密字典（平
台默认不展示该保密字典，可正常使用），以便在执行部署应用或执行流水线
等操作时，可正常进行。

修改绑定凭据时，该自动生成的保密字典将自动更新，若修改或删除此保密字
典，系统会自动再次生成。

在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区域选择绑定策略。

代码仓库类型代码仓库类型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策略同名项目自动绑定策略 公共镜像仓库策略公共镜像仓库策略

Docker Registry 不支持 支持

Docker Hub 不支持 不支持



Harbor Registry 支持 支持

JFrog 创建的镜像仓库 不支持 支持

JFrog Artifactory 不支持 不支持

Nexus 不支持 不支持

Maven2 不支持 支持

代码仓库类型代码仓库类型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策略同名项目自动绑定策略 公共镜像仓库策略公共镜像仓库策略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同名项目自动绑定：若勾选，平台会在镜像仓库中自动创建和所有平台项目同名的项
目，并生成绑定，这些项目下的镜像仓库会自动分配给 DevOps 平台的同名项目，供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独立使用。

公共镜像仓库公共镜像仓库：若勾选，您需要在下拉框中选择需要同步的镜像仓库项目名称，平台
会把您在下拉框内选择的镜像仓库分配给 DevOps 平台所有项目共同使用，并且会和
DevOps 平台上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自动生成绑定。

提示提示：若 公共镜像仓库公共镜像仓库 选择框置灰，请核查所选凭据是否正确。

单击 完成配置完成配置，在制品仓库详情页的 策略绑定策略绑定 tab 下，查看绑定列表。



代码质量分析服务绑定策略
在已经集成的代码质量分析详情页，依据绑定策略进行绑定操作，例如配置全局绑定策略，实现所有项目
绑定指定代码质量分析服务的功能，免于代码质量分析服务逐个绑定项目的繁琐。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在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页面单击一个待配置绑定策略的 代码质量分析工具代码质量分析工具 ，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配
置绑定策略。若您未配置过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您有以下两种方式配置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单击 ，再单击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在详情页的 全局绑定策略全局绑定策略 处单击 。

3. 在弹出来的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窗口配置绑定策略。

在 认证认证 区域选择认证方式和凭据。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支持 Token。

凭据凭据：选择绑定代码质量分析服务的凭据。若没有可以使用的凭据，您可以单击选择
框右侧的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据。

在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区域选择绑定策略。

公共代码质量分析公共代码质量分析：若勾选，会将该代码质量分析工具的账号分配给 DevOps 平台所
有项目公共使用，并且会和 DevOps 平台上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自动生成绑定。

提示提示：若 公共代码质量分析公共代码质量分析 选择框置灰，请核查所选凭据是否正确。

单击 完成配置完成配置，在代码质量分析工具详情页的 策略绑定策略绑定 tab 下，查看绑定列表。



项目管理服务绑定策略
在已经集成的项目管理服务详情页，依据绑定策略进行绑定操作，例如配置全局绑定策略，实现所有项目
绑定指定项目管理工具的功能，免于逐个项目管理工具绑定项目的繁琐。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在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页面单击一个待配置绑定策略的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工具，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配置绑
定策略。若您未配置过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您有以下两种方式配置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单击 ，再单击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在详情页的 全局绑定策略全局绑定策略 处单击 。

3. 在弹出来的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窗口配置绑定策略。

在 认证认证 区域选择认证方式和凭据。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支持 用户名用户名/密码密码。

凭据凭据：选择绑定项目管理服务的凭据。若没有可以使用的凭据，您可以单击选择框右
侧的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据。

在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区域选择绑定策略。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同名项目自动绑定：若勾选，平台会在 JIRA 中自动创建和所有平台项目同名的项目，
并生成绑定，JIRA 工具下的项目会自动分配给 DevOps 平台的同名项目，供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独立使用。

公共项目公共项目：若勾选，您需要在下拉框中选择需要同步的 JIRA 项目名称，平台会把您在
下拉框内选择的 JIRA 项目分配给 DevOps 平台所有项目共同使用，并且会和 DevOps
平台上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自动生成绑定。

提示提示：若 公共项目公共项目 和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同名项目自动绑定 选择框置灰，请核查所选凭据是否正确。

单击 完成配置完成配置，在项目管理工具详情页的 策略绑定策略绑定 tab 下，查看绑定列表。



代码仓库服务绑定策略
在已经集成的代码仓库服务详情页，依据绑定策略进行绑定操作，例如配置全局绑定策略，实现所有项目
绑定指定代码仓库服务的功能，免于逐个代码仓库服务绑定项目的繁琐。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在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页面单击一个待配置绑定策略的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工具，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配置绑
定策略。若您未配置过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您有以下两种方式配置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单击 ，再单击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在详情页的 全局绑定策略全局绑定策略 处单击 。

3. 在弹出来的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窗口配置绑定策略。

在 认证认证 区域选择认证方式和凭据。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支持 用户名用户名/Token 和 OAuth2。

凭据凭据：选择绑定代码仓库服务的凭据。若没有可以使用的凭据，您可以单击选择框右
侧的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据。

在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区域选择绑定策略。

提示提示：代码仓库对绑定策略的支持情况如下：

代码仓库类型代码仓库类型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策略同名项目自动绑定策略 公共代码仓库策略公共代码仓库策略

Gitea 私有版 支持 支持

Gitee 私有版 支持 支持

Gitee 公有版 不支持 不支持

GitLab 私有版 支持 支持

GitLab 公有版 不支持 不支持

Gogs 支持 支持

Bitbucket 公有版 不支持 不支持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同名项目自动绑定：若勾选，平台会在代码仓库工具中自动创建和所有平台项目同名



的项目，并生成绑定，代码仓库工具中的项目会自动分配给 DevOps 平台的同名项
目，供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独立使用。

公共代码仓库公共代码仓库：若勾选，您需要在下拉框中选择需要同步的代码仓库项目名称，平台
会把您在下拉框内选择的代码仓库项目分配给 DevOps 平台所有项目共同使用，并且
会和 DevOps 平台上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自动生成绑定。

提示提示：若 公共代码仓库公共代码仓库 和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同名项目自动绑定 选择框置灰，请核查所选凭据是否正
确。

单击 完成配置完成配置，在代码仓库工具详情页的 策略绑定策略绑定 tab 下，查看绑定列表。



测试管理服务绑定策略
在已经集成的测试管理服务详情页，依据绑定策略进行绑定操作，例如配置全局绑定策略，实现所有项目
绑定指定测试管理服务的功能，免于逐个测试管理服务绑定项目的繁琐。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在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页面单击一个待配置绑定策略的 测试管理测试管理 工具，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配置绑
定策略。若您未配置过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您有以下两种方式配置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单击 ，再单击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在详情页的 全局绑定策略全局绑定策略 处单击 。

3. 在弹出来的 配置全局绑定策略配置全局绑定策略 窗口配置绑定策略。

在 认证认证 区域选择认证方式和凭据。

认证方式认证方式：支持 用户名用户名/密码密码。

凭据凭据：选择绑定测试管理服务的凭据。若没有可以使用的凭据，您可以单击选择框右
侧的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参考 创建凭据。

在 绑定策略绑定策略 区域选择绑定策略。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同名项目自动绑定：若勾选，平台会在测试管理工具中自动创建和所有平台项目同名
的项目，并生成绑定，测试管理工具中的项目会自动分配给 DevOps 平台的同名项
目，供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独立使用。

公共测试项目公共测试项目：若勾选，您需要在下拉框中选择需要同步的测试管理项目名称，平台
会把您在下拉框内选择的测试管理项目分配给 DevOps 平台所有项目共同使用，并且
会和 DevOps 平台上 现有的现有的 DevOps 平台项目平台项目 和 新建的项目新建的项目 自动生成绑定。

提示提示：若 公共测试项目公共测试项目 和 同名项目自动绑定同名项目自动绑定 选择框置灰，请核查所选凭据是否正
确。

单击 完成配置完成配置，在测试管理工具详情页的 策略绑定策略绑定 tab 下，查看绑定列表。



解除绑定工具
解除与项目绑定的工具。

注意注意：全局绑定的工具不支持解绑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单击一个要解除绑定账号的集成工具，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的 项目绑定项目绑定 栏下，找到要解除绑定的

账号，单击 ，再单击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3. 解除绑定的时候，针对不同场景，有不同的操作：

代码仓库、制品仓库、项目管理、测试管理和代码质量分析：

如果仓库资源已分配仓库：在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窗口，在 绑定名称绑定名称 框中，输入绑定名称后，
单击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如果仓库资源未被使用或未分配仓库：在新窗口，单击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Jenkins：

如果资源被使用：需要删除所有使用 Jenkins 实例的流水线后，再解除绑定。在新窗
口，单击 知道了知道了。

如果资源未被使用：在新窗口，单击 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更新基本信息
更新已集成的工具，例如 Jenkins、Docker Registry。

注意注意：

集成工具名称不支持更新。

公有代码仓库不支持更新。

不支持更换 Jenkins 实例，若将正常运行的 Jenkins 实例地址更改为其他 Jenkins 实例地址，源实
例的流水线均无法正常使用。

若源 Jenkins 实例更换了新的地址或域名，更新后，可正常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在 DevOps 工具链页面，单击要更新的 集成工具名称集成工具名称。

3. 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单击 ，再单击 更新基本信息更新基本信息。

4. 在 更新更新 窗口中填写以下表单：

（非必填）（非必填） 在 访问地址访问地址 框中，输入更新后集成工具的访问地址。

在 API 地址地址 框中，输入更新后集成工具的服务地址，服务地址是：HTTP/HTTPS 协议 + IP
+ 端口号或 HTTP/HTTPS 协议 + 域名。

注意注意：如果镜像仓库使用的是 HTTP 协议，需要在集群内每个节点上将镜像仓库地址添加到 Docker
daemon 配置中。

5. 单击 更新更新，完成更新操作。



删除集成工具
删除已集成的 DevOps 工具。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DevOps 工具链工具链。

2. 找到要删除的集成工具，单击 集成工具名称集成工具名称。
如果集成的工具较多，单击不同分类，进入具体的分类页面查找。

3. 在集成工具的详情页面，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4. 删除工具的场景分为工具在项目中被使用和未被使用：

如果工具在项目中被使用：在 删除工具删除工具 窗口，输入工具名称后，单击 删除删除。

如果工具在项目中未被使用：在新窗口，单击 删除删除。



流水线模版
流水线模版的编写采用 YAML 的文件格式，采用 Go Template 进行解析和渲染，在流水线的逻辑部分需要
遵循 Jenkinsfile 语法。

平台整合了官方的流水线模版和管理员自定义的全局流水线模版，当有多个项目需要使用全局自定义模版
时，可以从代码仓库导入到平台中。

流水线模版包括 全局自定义模版全局自定义模版 和 官方模版官方模版：

全局自定义模版全局自定义模版：当有多个项目同时使用同一模版时，您可以通过代码仓库导入到平台中生成全局
流水线模版；当代码仓库中有新的模版时，平台支持同步仓库中的模版。

官方模版官方模版：官方模版是为您预设的流水线模版，其中涵盖了大部分的使用场景，开箱即用，也为您
创建自定义的模版流水线提供参考。



全局自定义模版（Alpha）
当有多个项目同时使用同一模版时，您可以通过代码仓库导入到平台中，当代码仓库中有新的模版时，平
台支持同步仓库中的模版。

您可以通过以下功能来进行全局自定义模版配置：

配置模版仓库配置模版仓库：当有多个项目同时使用同一模版时，支持导入全局自定义模版，以供所有项目使
用。导入模版前，需要配置模版所在的代码仓库。

同步模版仓库同步模版仓库：当代码仓库中有新的自定义流水线模版时，支持同步导入到平台。



配置模版仓库
当所有项目都需要使用相同的流水线模版时，平台支持导入全局流水线模版。导入模版前，需要配置模版
所在的代码仓库。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流水线模版流水线模版 > 全局自定义模版全局自定义模版。

2. 在 自定义模版配置自定义模版配置 区域，配置全局模版仓库，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配置模版仓库：

单击流水线模版页面下的 配置模版仓库配置模版仓库。

单击 ，再单击 配置模版仓库配置模版仓库。

3. 在 配置模版仓库配置模版仓库 窗口，支持 选择选择 或 输入输入 的方式配置代码仓库。配置后，单击 确认确认。

选择选择：选择已绑定的代码仓库，并且代码仓库中保存了自定义流水线模版。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选择已绑定的代码仓库。

代码分支代码分支：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例如： master 。



输入输入：手动输入要使用的代码仓库，适用于自定义流水线模版没有保存在绑定的代码仓库中
的情况。

代码仓库地址代码仓库地址：输入代码仓库下载地址。例
如： https://github.com/example/example.git 。

代码分支代码分支：输入代码所在的分支。例如： master 。

（非必填）凭据凭据：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凭据或者单击 添加凭据添加凭据，创建新的凭据，参考 创
建凭据。

4. 配置模版仓库后，模版仓库开始同步。同步结束后，同步结果同步结果 后面的显示图标代表了同步的状态和
数量，绿色代表成功、红色代表失败、灰色代表无更新。单击显示图标，在 同步结果同步结果 窗口，查看同
步结果的详细信息。将鼠标悬浮在某一条结果的显示图标上，即可显示详情，单击即可显示更多详
情。

5. 同步成功后，代码仓库的模版会出现在 全局自定义模版全局自定义模版 区域下。单击某个模版，在模版窗口中，查
看流水线模版的基本信息和具体参数。



同步模版仓库
当代码仓库中有新的全局自定义流水线模版时，支持同步导入到平台。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 流水线模版流水线模版 > 全局自定义模版全局自定义模版。

2. 在 自定义模版配置自定义模版配置 区域，同步全局自定义模版仓库。

3. 单击 ，再单击 同步模版仓库同步模版仓库。

4. 同步模版仓库后，在 全局自定义模版全局自定义模版 区域，显示了模版仓库开始同步。同步结束后，同步结果同步结果 后
面的显示图标代表了同步的状态和数量，绿色代表成功、红色代表失败、灰色代表无更新。单击显
示图标，在 同步结果同步结果 窗口，查看同步结果的详细信息。将鼠标悬浮在某一条结果的显示图标上，即
可显示详情，单击即可显示更多详情。

5. 同步成功后，代码仓库的模版会出现在 全局自定义模版全局自定义模版 区域下。单击某个模版，在模版窗口中，查
看流水线模版的基本信息和具体参数。



官方模版
官方模版是为您预设的流水线模版，其中涵盖了大部分的使用场景，开箱即用，也为您创建自定义的模版
流水线提供参考。

您可以单击模版查看详情，了解具体的模版信息，也可以通过业务视图中的模版创建流水线，使用指定官
方模版创建流水线，目前官方提供的模版如下：

Golang 构建

Golang 构建并部署应用

Maven 构建（Alpha）

Maven 构建并分发到仓库（Alpha）

JMeter 自动化测试

镜像构建

Java 构建

Java 构建并部署应用

Nodejs 10 构建

Nodejs 10 构建并部署应用

Python 2.7 构建

Python 2.7 构建并部署应用

Python 3.6 构建

Python 3.6 构建并部署应用

同步镜像

更新应用

触发器同步镜像

触发器更新应用



二进制构建镜像

二进制构建镜像并更新应用

Chart 构建

Chart 更新模版应用



凭据
凭据可以保存敏感信息，例如：密码、Token、SSH key 等，使保存的数据更安全灵活并免于暴露到镜像
或 Pod Spec 中。

在平台中使用 DevOps 工具时，您需选择对应的凭据类型来对接工具链资源，平台现已支持的凭据类型如
下：

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和密码：即 basic-auth，用于存储用户名和密码的认证信息。

OAuth2：即 OAuth 2.0 协议的客户端授权模式，平台采用协议中的授权码方式（Authorization
Code）来授权获取令牌（Access Token）。

镜像服务镜像服务：即 dockerconfigjson，用于存储私有镜像仓库（Docker Registry）的 JSON 鉴权串。

SSH：即 ssh-auth 类型，用于存储通过 SSH 协议传输数据的认证信息。



创建凭据
创建凭据，用于保存敏感信息，例如：密码、Token、SSH key 等，方便对接工具链。

操作步骤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凭据凭据。

2. 在凭据列表页面，单击 创建凭据创建凭据。

3. 在创建凭据页面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填写以下信息：

在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 框中，输入凭据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6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开头或结尾。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凭据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若未输入，则默认显示为
空。

在 使用域使用域 区域，您可根据凭据的使用场景，选择使用域：

平台公共平台公共：任何项目都可以使用此凭据绑定 DevOps 工具。项目中的成员对凭据的内
容没有查看权限，只有使用权限。平台管理员可以创建和更新凭据内容。

项目私有项目私有：仅在选择的项目下才能使用此凭据。平台管理员和项目成员都有凭据的查
看和更新权限。

在 所属项目所属项目 下拉框中，选择使用此凭据的项目，仅有在 使用域使用域 中选择 项目私有项目私有 才需要配置



此选项。

（非必填）在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下拉框中，选择使用此凭据的工具类型，若不选择，则创建成功的凭

据名称前，不会显示具体工具链的类型且图标为 。

（非必填）在 工具集成名称工具集成名称 下拉框中，选择与选中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匹配的工具集成实例。

注意：注意：只有您在选择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后，才可以在 工具集成名称工具集成名称 下拉框中选择与之匹配的工具集
成实例，若您未选择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则 工具集成名称工具集成名称 为空。

4. 在创建凭据页面的 数据数据 区域，填写 DevOps 工具的凭据内容，若您已经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选择了 工工
具类型具类型，则数据区域会筛选出具体工具可使用的凭据类型，DevOps 工具支持的凭据类型请查看
DevOps 工具的凭据类型。

用户名用户名/密码密码：即 basic-auth，用于存储用户名和密码的认证信息，若被访问工具支持 用户名用户名/
密码密码 或者 用户名用户名/Token 访问，则可以选择这种类型。

用户名用户名：输入访问服务的用户名，支持中文用户名和英文用户名。

密码密码：输入访问服务的密码，密码也可以是 Token 信息。

OAuth2：即 OAuth 2.0 协议的客户端授权模式，平台采用协议中的授权码方式
（Authorization Code）来授权获取令牌（Access Token），此类型的 Secret 目前只支持在
绑定 代码仓库代码仓库 时使用。

Client ID：输入创建应用后获得的 Client ID。

Client Secret：输入应用注册时获得的 Client Secret。

SSH：ssh-auth 类型，适用于存储代码仓库的认证信息。

在 SSH 私钥私钥 框中，输入通过 SSH 协议传输数据的私钥。

镜像服务镜像服务：即 dockerconfigjson，用于存储私有镜像仓库（Docker Registry）的 JSON 鉴权
串。

镜像服务地址镜像服务地址：输入访问镜像的服务地址。

用户名用户名：输入可以访问镜像服务地址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输入可以访问镜像服务地址的密码。

邮箱地址邮箱地址：输入访问镜像服务地址的邮箱。

5. 单击 创建创建，创建凭据成功后，平台会跳转进入该凭据的详情页面。



管理凭据
在凭据的列表页面，可以查看凭据的基本信息，例如创建时间、凭据类型等。并支持以下功能：

更新显示名称

更新数据信息

删除凭据

更新显示名称

更新已创建凭据的显示名称。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凭据凭据。

2. 在凭据页面，找到待更新的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单击 ，再单击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

3. 在 更新显示名称更新显示名称 窗口的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凭据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4. 单击 更新更新，完成更新操作。

更新数据信息

更新已创建凭据的数据信息。

注意注意：更新数据信息会影响工具的访问。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凭据凭据。

2. 在凭据页面，找到待更新数据信息的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单击 ，再单击 更新数据信息更新数据信息。

3. 在 更新数据信息更新数据信息 窗口，根据凭据的类型，更新数据信息，表单填写请参考 创建凭据。

4. 单击 更新更新，等待平台校验通过后，完成更新操作。

删除凭据

删除凭据。

注意注意：删除凭据会影响工具的访问。

1. 登录 DevOps 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凭据凭据。



2. 在凭据页面，找到待删除的 凭据名称凭据名称，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3. 单击 删除删除，等待平台校验通过后，完成删除操作。



DevOps 工具的凭据类型
在本页面为您展示了 DevOps 工具链支持的凭据类型、凭据内容以及针对指定工具凭据如何生成的官方帮
助文档。

工具类型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工具名称 凭据类型凭据类型 凭据内容凭据内容 在线官方帮助文档在线官方帮助文档

持续集成 Jenkins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Token -

代码仓库

GitHub 公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Personal Access GitHub 官方帮助文档

OAuth2 Client ID、Client Secret GitHub 官方帮助文档

Bitbucket 公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App password
Bitbucket 公有版 官方帮助文

档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Bitbucket 公有版 官方帮助文

档

GitLab 公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Personal Access

Token
GitLab 官方帮助文档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GitLab 官方帮助文档

GitLab 私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Personal Access

Token
-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

Gitee 公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私人令牌 -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Gitee 官方帮助文档

Gitee 私有版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私人令牌 -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

Gogs（Alpha）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Personal Token -

Gitea 私有版（Alpha）
用户名/Token 用户名、私人令牌 Gitea 私有版 官方帮助文档

OAuth2 Application ID、Secret Gitea 私有版 官方帮助文档

项目管理 Jira 私有版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Jira 官方帮助文档

Docker Registry
根据使用的认证方式

设定
- -

Harbor Registry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制品仓库

Docker Hub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Docker Hub 官方帮助文档

Nexus（Alpha）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JFrog

Artifactory（Alpha）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Maven2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Raw 用户名/密码 用户名、密码 -

代码质量分

析
SonarQube Token Token SonarQube 官方帮助文档

测试管理 TestLink（Alpha） Token Token -



用户手册
希望本文能够帮助您便捷地操作微服务治理平台，管理各种资源。

功能成熟度说明

平台上的功能，按照成熟度可分为 Alpha 版本、Beta 版本、GA（General Availability）版本。

Beta 版本、GA（General Availability）版本的功能已趋于稳定或正在稳定迭代的过程当中，有专业的团队
提供保障和服务，您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相应的功能。

Alpha 版本的功能，可能存在缺陷或严重 Bug，默认不在生产环境中开启，仅建议用于体验或测试平台功
能时所搭建的环境。

为了方便您区分 Alpha 版本的功能，文档左侧的目录结构中，会以在相应功能模块或具体功能的导航菜单
上标注 Alpha  的方式，提示您哪些是 Alpha 版本的功能。例如：创建子网（Alpha）。



注意注意：微服务治理平台的所有业务视图和管理视图功能，均是微服务治理平台的所有业务视图和管理视图功能，均是 Alpha 版本。版本。

平台功能成熟度的说明及建议使用的范围请参见下表。

版本版本 成熟度说明成熟度说明 建议使用范围建议使用范围

Alpha

可能是有缺陷的，可能包含错误，启用后可能会遇到严

重 Bug；

支持的功能可能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随时删除；

API、产品场景化封装、交互流程等更改可能会带来兼容

性问题，但是，在后续的版本发布时不会特意声明。

依赖的 Kubernetes 功能如果是 Alpha 版本，相应的平台

功能只能为 Alpha 版本。

私有环境部署时，默认关闭 Alpha 版本功能，如果需

要，部署时可通过配置相关参数打开。

由于存在 Bugs 风险，同时，可能不会做长期的支持，推

荐在短暂的功能体验或测试环境中使用，例如：POC 环

境。

Beta

可能存在缺陷，所有已支持的功能不会被轻易删除。

API 参数、产品设计细节等可能会随版本迭代发生变化。

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将提供迁移到下一个版本的说

明。执行编辑操作时需要谨慎操作，可能需要停用依赖

该功能的应用程序。

默认开启 Beta 版本功能，部署时可通过配置相关参数关

闭。

后续版本中可能存在不兼容的更改，建议仅用于非关键型

业务运行环境。如果有多个可以独立升级的集群，则可以

放宽此限制，在生产环境使用。

GA

功能的稳定版本，将出现在许多后续版本中。

API 参数、产品设计细节等可能会随长期支持版本发生变

化。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将提供迁移到下一个版本的

说明。

适用于所有环境，包括生产环境。



业务视图
对于已创建 Service Mesh 服务网格的集群，其中的 Pod 在发布时，会被自动注入 Sidecar 容器，Sidecar
将会代理该 Pod 和其他服务间的通信。同时平台在业务视图中，会提供微服务列表、服务拓扑、调用链路
追踪、流量管理等功能。

切换项目和进入命名空间切换项目和进入命名空间

您登录进入平台后，将默认进入业务视图，如下图所示。在业务视图中，您需要选择一个项目并进入项目
下命名空间才可进行作业生产，进行微服务治理。若非首次登录，则会默认进入您上次退出时所在的项
目。

业务视图功能业务视图功能

服务拓扑：通过服务拓扑图，可视化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之间的调用关系，方便查看服务之间的调
用信息。选中某个服务节点或连线时，可以显示该服务或连线的详细信息，例如请求数量、性能、
错误率、正确和错误的 RPS 等。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展示了用户手动添加的微服务，并提供相关详情信息，例如内部路由信
息，服务访问策略、服务路由等微服务治理信息等。

灰度发布：当微服务需要更新时，上线新版本代替老版本，在此过程中，使用灰度发布功能，将新
版本安全地发布到生产环境中，同时获得平滑的、自动化的、可视化的发布体验。

流量监控：流量监控面板可提供丰富的监控数据，为用户排查问题时，提供更多纬度、更多类型的
数据。目前支持查看微服务及其实例的数据，以及 API 级别的数据。



调用链：通过 Jaeger 展示命名空间中微服务之间的完整调用链，例如通过设置的搜索条件，查看调
用链详情。通过调用链跟踪系统，可以快速了解各节点的响应状况，方便定位问题。 Jaeger 是一种
分布式调用链跟踪系统，主要用于多个服务调用过程追踪分析，图形化服务调用轨迹，便于快速准
确定位问题。

服务网关：Gateway 为 HTTP 流量配置了一个负载均衡，多数情况下在网格边缘进行操作，用于启
用一个服务的入口（ingress）流量。

资源列表：将 Istio 资源按类型分类，方便平台高阶用户查看 Istio 原生资源（资源 YAML 信息）。



概览
本功能汇总展示命名空间下，服务网格资源、服务调用的统计信息，让您对服务的运行、调用有整体的了
解。概览页面包括 资源概览资源概览 和 服务监控服务监控 两个部分。

资源概览资源概览

展示命名空间资源概况，支持展示内部路由数量、计算组件数量、Pod 实例数量和状态。

服务监控服务监控

展示指定时间范围内，与服务调用相关的 TOP5 统计数据，包括调用量、调用失败率和平均响应时间，反
映命名空间的微服务调用情况。
注意注意：支持快速选择时间范围，或自定义时间范围，时间搜索依据本地系统时间，默认为最近 30 分钟；但
时间范围受到 Prometheus 监控数据保存时长的限制，例如监控数据最多保留 7 天，设置的时间范围为最
近 30 天，此时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为 7 天。



服务拓扑
服务拓扑图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方法，实现了服务网格中服务间调用关系的可视化。通过拓扑图，可以知道
哪些组件彼此通信，并定位错误发生的具体位置。该图让您了解哪些服务配置了诸如虚拟服务或熔断等，
并通过查看指标来观察组件之间的流量。

通过服务拓扑图，可视化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调用关系，选中某个服务节点或连线时，可以显示该服务或
连线的详细信息，例如请求数量、性能、错误率、正确和错误的 RPS 等。

服务拓扑图支持展示在当前项目下，选择查看跨命名空间的 集群全局拓扑集群全局拓扑，具体的展示范围取决于用户的
账号数据权限。

查看服务拓扑图前，需要：

1. 添加至少两个微服务，微服务之间存在调用关系。

2. 其他设置： Deployment > spec > template > spec > containers > ports  的值必须和 service 

> spec > ports  的值一致。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拓扑服务拓扑。

3. 在服务拓扑页面，选择要查看的时间范围后，参考 图例图例，查看服务拓扑图。

注意注意：支持快速选择时间范围，或自定义时间范围，时间搜索依据本地系统时间，默认为最近 30 分
钟；但时间范围受到 Prometheus 监控数据保存时长的限制，例如监控数据最多保留 7 天，设置的
时间范围为最近 30 天，此时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为 7 天。



服务拓扑节点显示 Workload 名称。

服务拓扑节点标记了服务启用策略的情况，节点的颜色表示了服务处于调用或空闲状态。

服务之间用箭头连线，显示了服务之间的调用关系。箭头指向有调用关系的微服务。

服务之间的调用错误率小于等于 0.1% 时为正常，连线显示为绿色；错误率在 0.1 - 20% 之间
时为异常，连线显示为橙色；错误率大于等于 20% 时为异常，连线显示为红色；选定的时间
段内无流量时显示为灰色。

4. 单击某个微服务节点或连线时，在右侧信息面板中会显示当前微服务或连线的信息，例如传入和传
出的流量和流量走势。



在需要获取微服务详细信息时，单击 所属微服务详情所属微服务详情，跳转到微服务详情页。

在需要查看服务监控数据，以便定位问题时，单击 流量详细信息流量详细信息，跳转到流量监控面板。

传入流量和传出流量：显示了在选定时间范围内的服务流量的访问总数、平均成功率、平均
错误率。通过颜色表示 HTTP 不同的状态，深绿色为成功状态（2XX）、浅绿色为重定向
（3XX）、橘黄色为客户端请求错误（4XX）、红色为服务器端错误（5XX）。平均错误率=
(4XX+5XX)/总流量 × 100%。
将鼠标悬浮到不同颜色的条形框上，查看每个类别的请求数。

传入和传出请求流量每秒的请求次数（RPS）：显示了微服务的传入和传出流量曲线。支持
查看总的传入和传出流量 RPS，或单击选择错误的传入传出流量 RPS。
RPS 的计算方式为：所选时间段内的 Requests/时间段总时间（s）。例如：100 个
Requests/1000（s），RPS 为 0.1。
当传入或传出有多条连线时，传入错误率的计算公式为：所有传入错误的 Requests 数量/所
有传入的 Requests 数量 × 100%；传出错误率的计算公式为：所有传出错误的 Requests 数
量/所有传出的 Requests 数量 × 100%。
例如：10分钟内，Requests 数量为 1000 个，错误 10 个，错误率为
10/1000×100%=1%（成功率为 99%）。

流量：显示了微服务间流量的访问总数、平均成功率、平均错误率。通过颜色表示 HTTP 不
同的状态，深绿色为成功状态（2XX）、浅绿色为重定向（3XX）、橘黄色为客户端请求错误
（4XX）、红色为服务器端错误（5XX）。平均错误率=(4XX+5XX)/总流量 × 100%。
将鼠标悬浮到不同颜色的条形框上，查看每个类别的请求数。

响应时间：显示了服务间或服务自身的请求响应时间，并以平均值、TP 50、TP 95、TP 99
的形式显示。支持查看单独某个值的响应时间。在曲线上移动鼠标，查看某个时段请求的响
应时间。
TP=Top Percentile。TP 50、TP 90 和 TP 99 等指标常用于系统性能监控场景，指高于
50%、90%、99% 等百分线的情况，即保证 50%、90%、99% 请求都能被响应的最小耗
时。

5. 其他操作：

双击某个服务节点时，进入以该节点为中心的拓扑局部图，便于快速查看目标服务和与其有
直接关系的所有节点状态及数据。

1：1 拓扑图：单击 ，查看拓扑原图。拓扑原图保证了节点和连线数据的清晰度，方便查
看。

放大和缩小拓扑图：单击 ，放大拓扑图；单击 ，缩小拓扑图。

查看全景图：单击 ，查看拓扑图的全部。



Service Mesh 微服务列表
通过将容器平台中一对一关联的内部路由及部署添加到 Service Mesh 微服务列表中，作为微服务进行治
理，例如管理微服务的访问策略、访问权限和微服务路由。

使用场景

您可以在已创建 Service Mesh 服务网格的集群中，将您的业务作为 Service Mesh 微服务进行治理。

您需要首先在容器平台上创建运行业务的计算组件以及关联的内部路由，计算组件及内部路由必须
是一对一关系。然后在微服务治理平台的微服务列表中添加微服务，参考 添加微服务。

在微服务详情页中，查看内部路由信息和相关的微服务治理信息，参考 查看微服务详情。

在微服务详情页中，支持管理服务访问策略，参考 管理安全策略、管理负载均衡策略、管理熔断策
略、管理连接池设置策略。

在微服务详情页中，支持管理服务的路由，可以对服务之间的流量分配进行附加控制。相关参数可
参考 管理微服务路由、管理路由策略。

如果不再需要治理某个微服务，参考 删除微服务。



添加微服务
在容器平台上创建运行业务的计算组件并关联内部路由之后，支持手动在微服务列表中添加微服务，将内
部路由及其关联的计算组件，作为服务接入到微服务治理平台。

前提条件

在选定命名空间中，确定要添加到微服务列表中的内部路由，支持 HTTP/HTTP2/gRPC 协议。内部路由必
须与 Deployment（部署）是一对一关联关系，方可添加到微服务列表中。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内部路由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 > 添加微服务添加微服务，进入 添加微服务添加微服务 窗口。

3. 在 添加微服务添加微服务 窗口，选择要添加到微服务列表中的内部路由及其关联的 Deployment（部署）。

注意注意：如果某个内部路由未出现在列表中，或处于不可选择状态，可能存在以下情况。

内部路由与 Deployment（部署）不是一对一关联关系。

在计算组件的 selector 中，配置了匹配 app: <value>  标签的 matchLabels 参数，并且 
value  与内部路由名称不一致。

内部路由已添加到微服务列表中。

4. 单击 添加添加。在微服务列表中，生成与内部路由同名的微服务。

后续操作

1. 添加微服务后，Deployment（部署）将重启。

2. 添加微服务后，系统将会在 Deployment（部署）的 Pod 模板参数中，自动添加或更新 app: <内部

路由名称>  标签。建议不要直接在 YAML 中修改这些标签。



查看微服务详情
查看微服务的详细信息。

说明说明：如果微服务关联的内部路由或计算组件在容器平台上已删除，无法进行流量治理，无法进入微服务
详情页。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查看详情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查看微服务的基本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状态状态

微服务的当前状态。

在线：Pod 实例正常运行。

离线 ：所有 Pod 均已停止。

运行实例数运行实例数/实例总数实例总数 处于运行中状态的实例数和期望实例总数。

容器镜像容器镜像 处于运行中状态的实例数和期望实例总数。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单击可跳转至容器平台的微服务应用详情页。

5. 在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区域，查看用于服务访问的信息。

服务地址服务地址：微服务关联的内部路由（Kubernetes Service）名称。

协议协议：内部路由的服务端口协议。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内部路由在集群内部，暴露关联计算组件的端口号（port）。

6. 在 流量监控流量监控 区域，查看微服务最近 1 天的流量监控数据，单击 查看更多查看更多，可查看其它时间范围内
的监控数据。

响应时间：以平均值、TP 50、TP 95、TP 99 的形式显示请求响应时间。支持查看单独某个
值的响应时间。在曲线上移动鼠标，查看某个时段请求的响应时间。
TP xx 是指满足百分之 xx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常用于系统性能监控场景。

传入/传出 RPS：即传入和传出请求流量每秒的请求次数，显示传入和传出流量曲线。支持查



看总的传入和传出流量 RPS，或单击选择错误的传入和传出流量 RPS。

7.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管理内部路由的访问策略。参考 管理安全策略、管理负载均衡策略、管理熔断策
略、管理连接池设置策略。

8. 单击 路由路由 页签，管理内部路由的微服务路由，可以对服务之间的流量分配进行附加控制，以实现灰
度发布等发布策略。相关参数可参考 管理微服务路由、管理路由策略。

9. 单击 EnvoyFilter 页签，管理微服务绑定的 EnvoyFilter，可绑定/解绑平台上已有的 EnvoyFilter。
相关参数可参考 绑定/解绑 EnvoyFilter。



管理安全策略
微服务在提供了更好的灵活性、可伸缩性及服务复用能力的同时，对安全也有一定的需求：

为了抵御中间人攻击，需要流量加密

为了提供灵活的微服务访问控制，需要双向 TLS 和细粒度的访问策略

要审核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需要审计工具

您可以为服务创建安全规则，对流量进行加密，使用 Istio 的安全功能来保护您的微服务。Istio 安全功能提
供透明的 TLS 加密，以及用于保护您的微服务和数据的身份验证，授权和审计（AAA）工具。



创建安全规则
通过设定安全规则，选择 TLS 认证的严格模式和兼容模式，对信息进行加密，实现微服务的安全需求。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创建安全规则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单击 创建策略创建策略 > 安全安全。

注意注意：一个服务只能创建一个安全规则。

5. 在 创建安全规则创建安全规则 窗口的 规则规则 区域，选择 兼容模式兼容模式 或 严格模式严格模式。

兼容模式：允许服务同时接受纯文本（plaintext）流量和双向 TLS 流量。

严格模式：只允许服务接受双向 TLS 流量。

允许服务同时接受纯文本流量和双向 TLS 流量，极大的提升了双向 TLS 的入门体验。

例如：在运维人员希望将服务移植到启用了双向 TLS 的 Istio 上时，许多非 Istio 客户端和非 Istio 服
务端通信时会产生问题。通常情况下，运维人员无法同时为所有客户端安装 Istio Sidecar，甚至没
有这样做的权限。即使在服务端上安装了 Istio Sidecar，运维人员也无法在不中断现有连接的情况
下启用双向 TLS。

启用兼容模式后，服务同时接受纯文本和双向 TLS 流量。这个模式为入门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服
务中安装的 Istio Sidecar 立即接受双向 TLS 流量而不会打断现有的纯文本流量。因此，运维人员可
以逐步安装和配置客户端 Istio Sidecars 发送双向 TLS 流量。一旦客户端配置完成，运维人员便可
以将服务端配置为仅 TLS 模式。

6. 单击 创建创建。
创建安全规则时，系统默认创建客户端规则，并启用 TLS。



更新安全规则
更新已创建的安全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更新安全规则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找到要更新的安全规则。

5. 在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再单击 更新更新。

6. 在 更新安全规则更新安全规则 窗口，更新规则。参考 创建安全规则。

7. 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安全规则
删除已创建的安全规则。删除后，安全规则即刻失效。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删除安全规则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找到要删除的安全规则。

5. 在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6.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确定确定，删除安全规则。
删除后，安全规则即刻失效。



管理负载均衡策略
为服务创建负载均衡策略。当调用微服务时，根据负载均衡规则，自动在服务关联的 Pod 实例之间分配流
量。

技术原理技术原理

Istio 流量管理的核心组件是 Pilot，管理和配置部署在特定 Istio 服务网格中的所有 Envoy 代理实例。每个
Envoy 实例都会维护负载均衡信息，这些信息来自 Pilot 以及对负载均衡池中其他实例的定期健康检查，从
而允许其在目标实例之间智能分配流量，同时遵循其指定的路由规则。Istio 为同一服务版本的多个实例提
供流量负载均衡。

Envoy 实例执行服务发现，并相应地动态更新其负载均衡池。服务使用其 DNS 名称访问彼此。服务的所
有 HTTP 流量都会通过 Envoy 自动重新路由。Envoy 在负载均衡池中的实例之间分发流量。



创建负载均衡策略
为服务创建负载均衡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创建负载均衡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单击 创建策略创建策略 > 负载均衡负载均衡。

注意注意：一个服务只能创建一个负载均衡策略。

5. 在 负载均衡策略负载均衡策略 区域，选择一个策略：

随机随机：把请求随机分配给多个 Pods。

轮询轮询：把请求轮流分配给多个 Pods，从 1 至 N，然后重新开始。此种均衡算法适合于所有
Pods 的健康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并且平均服务请求相对均衡的情况。

最小请求负载最小请求负载：当有新的请求时，将把当前请求分配给负载量最少的一个 Pod，使均衡更加
符合实际情况，负载更加均衡。

会话保持会话保持：会话保持是指在负载均衡器上的一种机制，用于识别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交互过
程的关连性，在负载均衡的同时，保证一系列相关连的访问请求会保持分配到一台服务器上｡
会话保持用于保持会话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支持基于 HTTP Header、Source IP、Cookie 的
会话保持属性。

HTTP Header：根据 Header 中的用户信息保持对话。

HTTP Source IP：根据 HTTP 源 IP 地址信息保持对话。负载均衡器在作负载均衡
时，根据访问请求的源地址作为判断关连会话的依据。对来自同一 IP 地址的所有访问
请求在作负载均衡时，都会被保持到一台服务器上去。选择 true 使用源 IP 地址信
息，选择 false 不使用源 IP 地址信息。

HTTP Cookie：根据 Cookie 信息保持对话。

name：该 Cookie 的名称。

path（非必填）：该 Cookie 的使用路径。



ttl：该 Cookie 的生命期。TTL（Time To Live），指定数据包在网络中被丢弃
之前允许存留的时间。单位：s（秒），支持 0 或正整数。

6. 单击 创建创建。



更新负载均衡策略
更新已创建的负载均衡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更新负载均衡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找到要更新的负载均衡策略。

5. 在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再单击 更新更新。

6. 在 更新负载均衡策略更新负载均衡策略 窗口，更新策略。参考 创建负载均衡策略。

7. 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负载均衡策略
删除已创建的负载均衡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删除负载均衡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找到要删除的负载均衡策略。

5. 在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6.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删除删除。



管理熔断策略
您可以通过管理服务的熔断策略，针对与服务关联的计算组件实例进行异常值检测，作为一种被动保持
HTTP 服务健康的方式。

熔断策略是可选的流量访问策略，可以帮您无感化处理服务异常，将服务中的不健康 Pod 实例暂时隔离，
减少访问到不健康实例的可能性；进而减少请求当前服务失败或延迟过大时，对其它微服务产生的影响。

阈值和规则阈值和规则

Istio Envoy 提供细粒度的熔断机制，熔断策略适用于计算组件中，所有参与负载均衡，即提供服务的 Pod
实例。

熔断策略包括 阈值阈值 和 规则规则 两部分，在服务运行过程中，如果检测到某个实例的异常返回值超过了 阈值阈值，
将根据 规则规则 隔离异常实例，被隔离的实例不再参与负载均衡，即不再对外提供服务。



创建熔断策略
为服务创建熔断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创建熔断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单击 创建策略创建策略 > 熔断熔断。

注意注意：一个服务只能创建一个熔断策略。

5. 在 创建熔断策略创建熔断策略 窗口，在 阈值阈值 区域，配置相关参数。

连续错误响应个数连续错误响应个数：每个参与负载均衡并对外提供服务的 Pod 实例返回错误码 5xx 一次，将
计算错误响应一次。如果熔断检查时，某个 Pod 实例存在连续错误响应个数，大于等于作为
阈值设置的 连续错误响应个数连续错误响应个数，即认为该实例为异常实例。系统根据熔断策略的 规则规则，确定
是否将异常实例逐出负载均衡，进行熔断隔离。熔断隔离中的实例不对外提供服务。
该参数仅支持正整数，系统默认为 5。

6. 在 规则规则 区域，配置相关参数。

检查周期检查周期：系统周期性检查每个参与负载均衡并对外提供服务的 Pod 实例，检查周期检查周期 即两次
检查的间隔时间。系统默认为 10 秒（s）。
该参数支持选择以下单位：毫秒（ms）、秒（s）、分钟（m）、时（h）。不支持输入小
数。

实例最短隔离时间实例最短隔离时间：系统针对异常实例，将在隔离时间内进行熔断隔离，在时间到之后，异



常实例会在下一次检查开始时，自动恢复参与负载均衡，连续错误响应个数连续错误响应个数 重新从 0 开始计
数。如果检查再次异常，实例会被熔断隔离更长的时间。 实例最短隔离时间实例最短隔离时间 是熔断隔离的基
准时间，也是异常实例第一次熔断隔离的时间，系统默认为 30 秒（s）。如果恢复后下次检
查异常，后续熔断隔离时间的计算方法为 实例最短隔离时间 * 熔断隔离次数 。
例如例如：在第一次熔断隔离 30 秒后，实例恢复后经检查再次异常，第二次将会被隔离 
30*2=60  秒；如果恢复后第三次检查异常，第三次隔离的时间为 90 秒，以此类推。
该参数支持选择以下单位：毫秒（ms）、秒（s）、分钟（m）、时（h）。不支持输入小
数。

实例最大隔离比例实例最大隔离比例：在计算组件中，最大隔离实例数量占所有实例数量的比例不能超过 实例实例
最大隔离比例最大隔离比例，超过该比例的异常实例不会被熔断隔离。系统默认为 10%。
该参数支持输入 0 至 100 之间的整数。

7. 单击 创建创建。熔断隔离的业务流程如下图所示。



更新熔断策略
更新已创建的熔断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更新熔断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找到要更新的熔断策略。

5. 在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再单击 更新更新。

6. 在 更新熔断策略更新熔断策略 窗口，更新策略。参考 创建熔断策略。

7. 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熔断策略
删除已创建的熔断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删除熔断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找到要删除的熔断策略。

5. 在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6.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删除删除。



管理连接池设置策略
连接池设置策略是可选的流量访问策略，使用适当的参数配置，可帮助您抵御流量负载过大的情况。

目前平台支持对上游服务的 HTTP 请求数进行限制，当 HTTP 请求数过大时，可根据设置的策略参数，拒
绝处理部分 HTTP 请求，达到控制网络峰值、辅助系统稳定运行的目的。支持 HTTP/1.1 和 HTTP/2 协
议。



创建连接池设置策略（HTTP/HTTP2）
为服务创建限制 HTTP 请求数量的连接池设置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创建连接池设置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单击 创建策略创建策略 > 连接池设置策略连接池设置策略 > HTTP/HTTP2。

5. 在 创建连接池设置策略（创建连接池设置策略（HTTP/HTTP2）） 窗口，设置以下参数。
说明说明：参数作用于客户端的单个实例上。

最大连接数最大连接数：服务可同时接受客户端单个实例的最大连接数量。系统默认为 1024。

最大请求重试数最大请求重试数：若在路由管理中设置了超时重试策略，则触发超时重试策略阈值的请求将
会重新发起，该参数限制同时可接受的重试请求数，防止重试请求过多，导致服务端无法处
理其他请求。默认为 3。



例如该参数设为 3 时，当服务端同时接收了 10 个请求时，其中有 5 个是重试的请求，则只
有 3 个重试的请求可以通过，其它 2 个重试请求则会被拒绝。

（非必填）每连接最大请求数每连接最大请求数：限制最多接受每个连接过程中的 HTTP 请求数。如果某个连
接发送超出该数量的后续请求，后续请求将被拒绝。如果设置为 1，每次连接最多允许发送
一个 HTTP 请求，相当于禁止了 HTTP 协议的 Keep-Alive 特性；如不填，则没有限制。

6. 在 HTTP 区域，设置以下参数，仅在 HTTP 请求使用 HTTP/1.1 协议的情况下生效。

最大等待请求数最大等待请求数：限制客户端单个实例进入等待转发队列（Pending 状态）的 HTTP 请求数
量，无法进入等待队列的 HTTP 请求将被拒绝。系统默认为 1024。

7. 在 HTTP2 区域，设置以下参数，仅在 HTTP 请求使用 HTTP2 协议的情况下生效。

最大请求数最大请求数：接受客户端单个实例并发请求的最大数量，超出该数量的请求将被拒绝。系统
默认为 1024。

8. 单击 创建创建。



更新连接池设置策略
更新已创建的连接池设置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更新连接池设置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找到要更新的连接池设置策略。

5. 在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再单击 更新更新。

6. 在 更新连接池设置更新连接池设置 窗口，更新参数配置。参考 创建连接池设置策略（HTTP/HTTP2）。

7. 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连接池设置策略
删除已创建的连接池设置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删除连接池设置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策略策略 页签，找到要删除的连接池设置策略。

5. 在策略列表页面，单击 ，再单击 删除删除。

6.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删除删除。



管理微服务路由
服务路由主要负责服务内部间的访问流量管理，借助该功能，可实现对服务之间的流量分配进行附加控
制。路由规则包括：

按照自带标签或指标配置的 条件规则条件规则；

按照权重方式配置的 权重规则权重规则。

支持针对匹配路由规则的流量，进一步设置路由策略，实现高级流量管理。支持的路由策略包括：

错误注入（Fault Injection）

延迟返回

超时和重试

请求重写

流量复制

技术原理技术原理

Istio 支持通过不同的版本或环境对服务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这些版本可以是不同的 API 版本，也可以是部
署在不同环境中的同一服务的不同迭代。Istio 的流量路由规则可以对服务之间的流量进行附加控制。



如图所示，服务的客户端不知道服务不同版本间的差异。客户端可以继续使用服务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访问
服务。Envoy sidecar/代理拦截并转发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所有请求和响应。

运维人员使用 Pilot 指定路由规则，Envoy 根据这些规则动态地确定其服务版本的实际选择。该模型使应用
程序代码能够将它从其依赖服务的演进中解耦出来。路由规则让 Envoy 能够根据诸如 header、与源/目的
地相关联的标签和/或分配给每个版本的权重等标准来进行版本选择。



创建服务路由
创建服务路由，通过设定路由规则，主要负责对服务之间的流量进行附加控制。

前提条件

1. 服务的内部路由使用 HTTP 或 HTTP2 协议。

2. 服务只能有一个服务路由。

3. 计算组件未创建灰度发布。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创建路由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路由路由 页签，单击 创建路由创建路由。

5. 在 创建路由创建路由 窗口，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服务路由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点 (.)。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2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开头或结尾。

6. （非必填）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路由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显示为空。



7. （非必填）在 条件规则条件规则 区域，单击 添加条件规则组添加条件规则组，设置条件规则；如存在多组条件规则，按照
先后顺序确定优先级。参见 条件规则说明。

8. 在 权重规则权重规则 区域，选择一个或多个内部路由后，设置权重的百分比。参见 权重规则说明。

9. 单击 创建创建。



查看路由详情
查看服务路由的基本信息、路由规则和路由策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查看路由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路由路由 页签。

5. 查看路由的基本信息，部分参数说明如下。

状态状态：路由是否启用，包括 已启用已启用 和 未启用未启用 两种状态。

生效状态生效状态：路由是否有效，包括 已生效已生效 和 未生效未生效两种状态。

6. 查看路由规则信息和路由策略，参见 条件规则说明、权重规则说明、管理路由策略。



更新路由
根据服务运行情况，更新路由规则。

提示提示：支持更新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不支持更新路由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更新路由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路由路由 页签，单击 操作操作 > 更新更新。

5. （非必填）在 更新路由更新路由 窗口，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路由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
入，默认显示为空。

6. （非必填）在 条件规则条件规则 区域，更新条件规则。参见 条件规则说明。

7. 在 权重规则权重规则 区域，更新权重规则。参见 权重规则说明。

8. 单击 更新更新。



停用/启用服务路由
停用或启用服务路由，立即生效。

注意注意：停用路由后，路由入口的流量不受路由规则限制。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停用或启用路由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路由路由 页签，单击 停用停用 或 启用启用。

5.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停用停用 或 启用启用。



删除路由
删除不再使用的路由。

注意注意：

只有处于 停用停用 状态的路由可以被删除。

删除路由时，将同时删除所有的路由规则，不能恢复。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删除路由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路由路由 页签，单击 操作操作 > 删除删除。

5.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删除删除。



管理路由策略
为每个路由规则创建策略，支持错误注入、延迟返回、超时和重试、请求重写、流量复制策略。每种策略
只支持创建一个，创建后支持更新和删除。当创建了错误注入和延迟返回策略后，不支持再创建超时和重
试策略；反之亦然。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创建路由策略创建路由策略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要管理路由策略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路由路由 页签，找到路由策略对应的路由规则。

5. 在路由详情页面，在 条件规则条件规则 或 权重规则权重规则 区域，单击 创建路由策略创建路由策略，再选择创建不同类型的路由
策略。

错误注入错误注入：在根据路由规则向选中目标转发 HTTP 请求的时候，可以向其中注入一个或多个
错误。错误可以是退出、终止请求等。创建错误注入策略后，不支持再创建超时和重试策
略。在 创建错误注入策略创建错误注入策略 窗口，输入以下信息后，单击 创建创建。

HTTP 状态码状态码：输入 HTTP 状态码，例如 404、503。

错误比例错误比例：输入错误比例，范围在 0 ~ 100.00 之间。

延迟返回延迟返回：在根据路由规则向选中目标转发 HTTP 请求的时候，可以设置延迟返回服务流
量。创建延迟返回策略后，不支持再创建超时和重试策略。在 创建延迟返回策略创建延迟返回策略 窗口，输入
以下信息后，单击 创建创建。

延迟时间延迟时间：输入延迟时间，单位 ms（毫秒）。

延迟比例延迟比例：输入延迟比例，范围在 0 ~ 100.00 之间。

超时和重试超时和重试：可以使用路由规则来覆盖限制，例如 HTTP 请求的超时设置，还可以用路由规
则来指定某些 HTTP 请求的重试次数，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一直重试，时间长度同样可以进行
覆盖。创建超时和重试策略后，不支持再创建错误注入和延迟返回策略。在 创建超时和重试创建超时和重试
策略策略 窗口，输入以下信息后，单击 创建创建。

全局超时时间全局超时时间：输入全局的超时时间，单位 ms（毫秒）。支持大于 0 的正整数。全局
超时时间必须 > 重试超时时间 *（重试次数 + 1）。

(非必填) 重试次数重试次数：输入超时后，重试的次数，支持大于 0 的正整数。输入重试次数
时，需满足此规则：全局超时时间必须 > 重试超时时间 *（重试次数 + 1）。



(非必填) 重试超时时间重试超时时间：输入重试的超时时间，单位 ms（毫秒）。支持大于 0 的正整
数。输入重试超时时间时，需满足此规则：全局超时时间必须 > 重试超时时间 *（重试
次数 + 1）。

请求重写请求重写：用来在 HTTP 请求被转发到目标之前，对请求内容进行部分改写。在 创建请求重创建请求重
写策略写策略 窗口，输入以下信息后，单击 创建创建。

重写重写 host：选择一个当前命名空间下的 Kubernetes Service，或输入 Service 的 
host ，即客户端尝试连接到服务时所使用的地址。

重写重写 URI：输入新的 URI 路径（或前缀）部分。如果原始 URI 是基于前缀的，这里的
值就会对匹配的前缀进行替换。

流量复制流量复制：在不影响业务前提下，利用复制流量来做故障分析、性能定位、迁移评估等功
能。例如复制生产环境的流量用于故障分析，排查问题；复制真实的流量到测试版本，验证
新版本。在 创建流量复制策略创建流量复制策略 窗口，输入以下信息后，单击 创建创建。

目标内部路由目标内部路由：选择一个当前命名空间下的内部路由。

(非必填) 目标内部路由端口目标内部路由端口：输入要复制流量的目标端口号。



绑定/解绑 EnvoyFilter
支持为指定的 Service Mesh 微服务绑定平台上已创建的 EnvoyFilter。绑定 EnvoyFilter 后，微服务将具备
EnvoyFilter 的能力。

同时，可解绑指定的微服务已绑定的 EnvoyFilter，解绑后，微服务将不再微服务将不再具有 EnvoyFilter
的能力。

约束与限制

仅支持绑定 Service Mesh 微服务。

仅支持绑定当前登录用户可访问的命名空间下的微服务。

当服务网格纳管了多个集群时，将 EnvoyFilter 绑定到主集群下命名空间中指定的的微服务后，可自
动将 EnvoyFilter 绑定到从集群下的同名命名空间中的同名微服务。

前提条件

当前 EnvoyFilter 适配的 Istio 版本，需包含了待绑定微服务所属服务网格部署的 Istio 版本。可参考 创建
EnvoyFilter 添加 Istio 适配版本。

绑定 EnvoyFilter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进入微服务列表页面，默认显示 Service Mesh 微服务。

提示提示：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可切换至 Service Mesh 微服务列表。

3. 单击待绑定/解绑 EnvoyFilter 的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面。

4. 单击 EnvoyFilter 页签，进入微服务已绑定的 EnvoyFilter 列表页面。

5. 单击 绑定绑定 EnvoyFilter 按钮。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EnvoyFilter 右侧下拉选择框，选择要绑定的 EnvoyFilter。

提示提示：当选择的 EnvoyFilter 的 Istio 适配版本不包含当前微服务所属服务网格部署的 Istio 版本时，
单击下拉选择框下方的 添加适配版本添加适配版本，可前往 EnvoyFilter 详情页面，为 EnvoyFilter 添加 Istio 适
配版本。具体操作请参考 创建 EnvoyFilter。

7. 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即可绑定 EnvoyFilter。
绑定微服务后，EnvoyFilter 的能力会自动下发给已绑定微服务。当已绑定的微服务所属服务网格有



从集群，且从集群下有同名的命名空间，命名空间中有和已绑定微服务同名的微服务
时，EnvoyFilter 的能力也会自动下发给这些同名的微服务。

解绑 EnvoyFilter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进入微服务列表页面，默认显示 Service Mesh 微服务。

提示提示：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可切换至 Service Mesh 微服务列表。

3. 单击待绑定/解绑 EnvoyFilter 的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面。

4. 单击 EnvoyFilter 页签，进入微服务已绑定的 EnvoyFilter 列表页面。

5. 单击待解绑 EnvoyFilter 记录右侧的  > 解绑解绑。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删除微服务
如果微服务不再需要治理，可以从微服务列表中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ervice Mesh 页签，找到不再治理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操作操作 > 删除删除。

5. 在 确认确认 窗口中，如勾选保留微服务中的计算组件、内部路由等资源，将仅删除微服务 CRD 资源，
但不删除微服务中的关联资源，如Deployment、内部路由、配置字典等；如未勾选，将删除微服务
中的所有关联资源。

6. 单击 删除删除。



Spring Cloud 微服务列表（Alpha）
展示在容器平台的微服务应用中，已添加的 Spring Cloud 框架下的微服务。



查看 Spring Cloud 微服务列表
查看 Spring Cloud 微服务列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pring Cloud 页签。

3. 在 Spring Cloud 微服务列表页面，可查看 Spring Cloud 微服务的以下信息。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微服务的名称。

状态状态

微服务的当前状态。

在线：Pod 实例正常运行。

离线 ：所有 Pod 均已停止。

运行实例数运行实例数/实例总数实例总数 处于运行中状态的实例数和期望实例总数。

容器镜像容器镜像 计算组件使用的容器镜像。

所属应用所属应用 单击可跳转至容器平台的微服务应用详情页。

提示提示：

单击列表右上方的搜索框，可输入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删除微服务
如果微服务不再需要治理，可以从微服务列表中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进入微服务所在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再单击 Spring Cloud 页签，找到不再治理的微服务。

3. 单击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4. 单击 操作操作 > 删除删除。

5. 在 确认确认 窗口中，如勾选保留微服务中的计算组件、内部路由等资源，将仅删除微服务 CRD 资源，
但不删除微服务中的关联资源，如Deployment、内部路由、配置字典等；如未勾选，将删除微服务
中的所有关联资源。

6. 单击 删除删除。



流量监控
流量监控面板可提供丰富的监控数据，为用户排查问题时，提供更多维度、更多类型的数据。目前支持查
看微服务以及 API 级别的数据。

运维人员、开发人员和系统管理员可以进入所在项目下命名空间，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流量监控流量监控，获取需要
的监控数据。

在拓扑图发现流量异常时，使用者可跳转至流量监控面板，查看更多的异常流量数据，帮助定位问
题。

在日常使用时，使用者主动查询流量监控数据。



查看微服务的流量监控数据
通过流量监控面板，查看微服务的流量监控数据。支持 Service Mesh 微服务和 Spring Cloud 微服务。

操作步骤

1. 选择查看监控的时间范围，再选择要查看的微服务。 注意注意：支持快速选择时间范围，或自定义时间
范围，时间搜索依据本地系统时间，默认为最近 30 分钟；但时间范围受到 Prometheus 监控数据保
存时长的限制，例如监控数据最多保留 7 天，设置的时间范围为最近 30 天，此时统计数据的时间
范围为 7 天。

2. 单击 微服务微服务 页签，查看微服务的流量监控数据。

平均响应时间：在所选的时间范围内的平均响应时间（总响应时间/总响应次数）。

响应时间：以平均值、TP 50、TP 95、TP 99 的形式显示请求响应时间。支持查看单独某个
值的响应时间。在曲线上移动鼠标，查看某个时段请求的响应时间。
TP xx 是指满足百分之 xx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常用于系统性能监控场景。

平均传入/传出 RPS：在所选的时间范围内，传入/传出 RPS 的平均值。

传入/传出 RPS：即传入和传出请求流量每秒的请求次数，显示传入和传出流量曲线。支持查
看总的传入和传出流量 RPS，或单击选择错误的传入和传出流量 RPS。

传入/传出流量：显示了在选定时间范围内的访问总数、平均成功率、平均错误率。通过颜色
表示 HTTP 不同的状态码，深绿色为成功状态（2XX）、浅绿色为重定向（3XX）、橘黄色
为客户端请求错误（4XX）、红色为服务器端错误（5XX）。平均错误率=(4XX+5XX)/总流量
× 100%。
将鼠标悬浮到不同颜色的条形框上，查看每个类别的请求数。

在 客户端流量对比客户端流量对比 区域，对比展示微服务与访问当前微服务的客户端之间的 响应时间响应时间、传传
入入 RPS 和传入 RPS 错误率错误率。若客户端属于当前命名空间，单击客户端名称后的 调用链调用链，跳
转至调用链页面。当灰度发布微服务中存在两个版本时，聚合展示两个版本的数据。



查看 API 级别的流量监控数据
通过流量监控面板，查看 API 级别的流量监控数据。支持 Service Mesh 微服务和 Spring Cloud 微服务。

操作步骤

1. 选择查看监控的时间范围，再选择要查看的微服务。 注意注意：支持快速选择时间范围，或自定义时间
范围，时间搜索依据本地系统时间，默认为最近 30 分钟；但时间范围受到 Prometheus 监控数据保
存时长的限制，例如监控数据最多保留 7 天，设置的时间范围为最近 30 天，此时统计数据的时间
范围为 7 天。

2. 单击 API 页签，选择要查看的 API，选择后自动触发刷新监控数据。
API 需要在 API 管理中提前声明。API 与微服务绑定，管理 API 的操作步骤如下。

i. 单击 API 管理管理。

ii. 在 API 管理管理 窗口中，配置以下参数。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API 名称名称 仅支持英文，最多 32 个英文字符。

匹配方式匹配方式 支持精确匹配、前缀匹配和正则匹配。

请求路径请求路径

根据匹配方式的选择不同，输入请求路径。

精确匹配：例如 /path ，将精确匹配该 API 查询数据；

前缀匹配：例如 /path ，将该路径作为前缀的 API 聚合查询；

正则匹配：例如 /path/{param}/path ，{param} 为 API 中的变量。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单选，支持 GET、PUT、POST、DELETE、PATCH、HEAD、OPTIONS。

iii. 如要继续添加 API，单击 添加添加。同时支持修改或删除已有的 API。

iv. 单击 确定确定，完成对 API 的管理。

3. 查看 API 的流量监控数据。

平均响应时间：在所选的时间范围内的平均响应时间（总响应时间/总响应次数）。

响应时间：以平均值、TP 50、TP 95、TP 99 的形式显示请求响应时间。支持查看单独某个
值的响应时间。在曲线上移动鼠标，查看某个时段请求的响应时间。
TP xx 是指满足百分之 xx 的网络请求所需要的最低耗时，常用于系统性能监控场景。

平均 RPS：在所选的时间范围内，RPS 的平均值。



RPS：即每秒的请求次数，显示流量曲线。支持查看总的流量 RPS，或单击选择错误的流量
RPS。

流量：显示了在选定时间范围内的访问总数、平均成功率、平均错误率。通过颜色表示
HTTP 不同的状态码，深绿色为成功状态（2XX）、浅绿色为重定向（3XX）、橘黄色为客户
端请求错误（4XX）、红色为服务器端错误（5XX）。平均错误率=(4XX+5XX)/总流量 ×
100%。



调用链
在微服务架构下，一个请求可能会经过多个服务节点，当企业的一个项目有多个微服务在运行时，追踪调
用路径、监控全局服务、快速定位问题就变得相对复杂。

平台的调用链功能基于 Jaeger 实现，支持通过服务或 TraceID 查询当前命名空间中微服务之间的调用
链，并结合详细的日志数据，能够帮助开发者快速了解各节点的响应情况，定位问题及问题发生的模块。

基础概念说明基础概念说明：

Trace（调用链）是指一次请求调用的链路过程，TraceID 是指这次请求调用的唯一标识，当调用关
系较为复杂时，多条调用链具有相同的 TraceID。

Span 是指一个模块/节点/服务的调用过程，一个 Trace 可能包含多个 Span，调用链中的 Span 可
能跨命名空间。

本文概览本文概览：

操作步骤

查询结果说明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调用链调用链，进入调用链页面。

3. 选择查询方式，单击相应的页签可选择 服务查询服务查询、TraceID 查询查询。

服务查询服务查询：通过服务查询，可在设置主调服务、被调服务及其他搜索条件后，可查询得到所
有满足搜索条件的调用链。

TraceID 查询查询：通过 TraceID 可查看具体的某条调用链。



服务查询

1. 参照以下说明，配置搜索条件。

搜索条搜索条

件件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时间范时间范

围围
否

查询时间范围，可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预置的时间范围，并在右侧自定义设置或查看详细的时间范

围。默认为 最近 30 分钟 。

主调主调/被被

调服务调服务
是

分别单击主调/被调服务的下拉选择框，选择当前命名空间下待查看调用链的的微服务。

主调服务主调服务：调用链路中发出调用请求的客户端服务。

被调服务被调服务：调用链路中接收调用请求的服务端服务。

注意注意：主调服务、被调服务不可同时选择 全部服务 。且主调服务、被调服务之间需有直接调用

关系。

例如：某一完整的调用链路为 a->b->c，a->b 段的主调服务为 a，被调服务为 b；b->c 段的主调服

务为 b，被调服务为 c；主调服务选择 a，被调服务选择 c，则无法查询到调用链记录。



调用链调用链

排序排序
否

查询到的调用链记录的排序规则。

调用时间：由近及远调用时间：由近及远，按照主调服务向被调服务发出调用请求的时间戳由大到小排序，调用时间最

近的记录排列在查询结果的第一行。

主调被调耗时：由长到短主调被调耗时：由长到短，按照被调服务响应主调服务的调用请求的时间由长到短排序，响应时间

最长的记录排列在查询结果的第一行。

最多显最多显

示数量示数量
否

最多可显示的查询结果记录数，即最多显示多少条调用链查询结果。默认为 20，取值不可超过

100。

标签查标签查

询询
否

单击 展开高级搜索展开高级搜索 按钮展开 标签查询标签查询 搜索条件，可通过输入标签，对查询结果进行过滤。

标签由 键 、 值  组成， 键  必须为 string 类型， 值  可以是字符串、布尔值、数字。标签会

匹配 Span 的 Tags，多个标签之间是 and  的关系。

设置标签后，仅显示符合标签搜索条件的查询结果。系统默认添加了两个键 

http.status_code （HTTP 状态码） 和 http.method （HTTP 请求方法），可根据实际

搜索需要设置相应的值，或添加、修改、删除标签。

搜索条搜索条

件件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说明说明

2. （可选）单击选中 仅搜索错误调用链仅搜索错误调用链 后，仅查询作为主调或被调服务的 Span 的 Tags 中，error
的值为 true  或 http.status_code 的值为 4xx 、 5xx  的调用链。

3. 确认搜索条件无误后，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

TraceID 查询

1. 单击 TraceID 查询查询 页签，切换至 TraceID 查询页面。

2. 在 TraceID 输入框中，输入待查询 TraceID 后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

查询结果说明

散点图

调用链详情

调用链日志

散点图

执行 服务查询服务查询 后，会根据查询结果，基于调用链的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抽象出调用链的散点图。



散点：散点的相对大小用于对比展现查询结果中调用链包含的 Span 的个数多少，Span 个数相对较
多的调用链图例对应的散点越大。将光标移动至散点上，可查看：

TraceID：调用链的 id。

startTime：调用链的调用开始时间，对应图的横轴数据。

Duration：调用持续时间，调用链调用请求开始到整个调用结束的持续时间，对应图的纵轴数
据。

图例：主调服务和被调服务相同的散点使用相同的图例，图例显示在散点图下方，图例的名称格式
如： <主调服务名称.服务所在命名空间名称>: <被调服务的 URL 地址，即 Span 的 operation> 。
提示提示：单击图例后，可 隐藏隐藏/显示显示 图例对应的散点。

调用链详情

1. TraceID
2. 调用链日志查看入口：单击后可在右侧展开 调用链日志
3. 微服务调用关系：格式如 主调服务 -> 被调服务

4. 主调服务调用被调服务的耗时：主调服务向被调服务发送调用请求所用的时间
5. 总耗时：整个调用链从开始接受请求到完成响应的持续时间



6. 调用链包含的 Span 个数：单击左侧箭头后展开 Span 列表；当调用链包含错误时，Span 个数右侧
会显示错误的个数

7. 调用链包含的 Span 概览：包括微服务名称及 Span 被调用的次数，格式如 <微服务名称>.<微服务所

在命名空间名称>(<微服务被调用次数>)

8. 当前调用链的开始时间
9. Span 的调用关系列表：单击 Span 左侧箭头可展开 Span 详情

10. Span 的详情：
微服务的 URL 地址，即 Span 的 operation
Service：<微服务名称.服务所在命名空间名称>
Duration：Span 的调用持续时间
Start Time：当前 Span 相对于整个调用链总耗时的开始时间，例如：示例图中的 Span 耗时
5.26 s，调用链中第一个被请求调用的 Span 的开始时间为 0ms
Tags：Span 的标签，可用于高级搜索的标签查询条件
Process：处理调用请求的资源的信息，包括 IP（处理请求的容器 IP）、Hostname（处理请
求的容器组所在的主机名称）等 

调用链日志

默认显示当前调用发生前、后半小时内的日志。支持以下操作：

单击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下拉选择框，可设置日志查询时间范围。

单击  可刷新日志。

单击  可导出日志查询结果。



支持将日志查询结果导出为 .txt  或 .csv  格式的压缩文件，压缩格式为 .zip 。导出前，可通
过单击字段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在导出的日志内容中显示哪些字段对应的值。

单击日志内容右侧的 ，在弹出的复选框中通过单击选择或取消选择字段，可设置是否在日志内容
中显示字段对应的值。

单击指定日志记录右侧的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会展示当前日志打印时间前、后各 5 条日志，便于
运维人员更详细的了解资源产生当前日志的原因。 进一步单击上下文记录上、下的 加载更多加载更多 按
钮，可查询更多的上下文信息。
同时，支持设置日志上下文的显示字段或导出日志上下文，操作如上文所述。



日志
在日志查询分析面板中，可查看登录账号权限内的标准输出（stdout）应用日志，通过日志可了解资源的运
行情况。

支持通过查询指定时间范围内（选择或自定义）的日志，并通过柱状图以及标准输出展示日志查询结果。

同时，支持以下操作：

导出日志数据

设置显示字段

查看日志上下文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日志日志，进入日志查询分析页面。

平台默认显示过去 15 分钟内的所有应用日志，以柱状图的形式呈现，并按照集群名称、节点名称、
应用名称、容器实例、日志输出源等过滤条件类别以不同的颜色显示了详情。支持单击某一个过滤
条件类别后，添加这个类别为查询条件。

3. 在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框中，下拉选择过去的某个时段，也可以选择 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时间，自定义日期和具体时间。
确定了时间范围后，日志的柱状图和详情显示了选定时间段的日志。最多支持查看过去 7 天的日
志。

4. 单击 日志查询条件日志查询条件 下拉选择框，支持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标签或直接输入关键字，过滤、筛选特定资
源或特定日志内容的日志。支持选择 nodename、path、containerid、podname 查询条件。并支
持输入关键字（search:keyword）作为查询条件。

说明说明：

支持选择或输入多个标签，不同资源类型的查询条件之间是 and 关系，同资源类型之间的多
个条件之间是 or 的关系。例如：查询条件为 
podname:pod1 、 podname:pod2 、 nodename:a1 、 search:Keyword ，搜索结果为 a1 节点
上 Pod 名称为 pod1、pod2 的日志，且仅查询含有 Keyword 的日志。

仅关键字查询条件支持模糊搜索。

5. 单击 搜索搜索 按钮。



提示提示：

柱状图显示了当前查询时间范围内的日志总条数和不同时间节点的日志条数。单击柱状图的某个柱
体，查看这个柱状图和下一个柱状图之间的时间范围内的日志。

如果日志条数很多，在右下角的页数框中，输入页数，跳转到对应页数的日志。

单击柱状图右上角的 刷新刷新 按钮，可刷新柱状图和日志数据。

其它操作

导出日志数据导出日志数据

通过导出日志功能，导出当前页面的全部日志信息。

支持将日志查询结果导出为 .txt  或 .csv  格式的压缩文件，压缩格式为 .zip 。

说明说明：

导出的日志压缩文件中，会包含一个 readme.txt  文件，该文件中包含了导出时间、操作人、日志
查询条件、导出字段、导出格式等信息。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柱状图右上角的 导出导出 按钮，在弹出的导出日志对话框中配置以下参数。

字段字段：日志的显示字段，可通过单击字段名称右侧的复选框，选择在导出的日志文件中显示
哪些字段信息。

说明说明：日志类型不同，则可选的显示字段不同，请根据实际需求选择。

格式格式：日志文件的导出格式，支持选择 txt  或 csv 。

2.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导出导出 按钮。浏览器会直接下载导出文件至本地。

设置显示字段设置显示字段

为了便于分析日志内容，获取关键信息，支持设置日志内容的显示字段。例如：集群、命名空间、节点名
称、容器组、路径等字段。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日志内容区域右上角的 设置设置 按钮，在弹出的复选框对话框中单击选择或取消选择显示字段即
可。



查看日志上下文查看日志上下文

支持查看某条日志数据的上下文。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单击日志内容区域右上角的  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会展示当前日志打印时间前、后各 5 条日
志，便于运维人员更详细的了解资源产生当前日志的原因。
进一步单击上下文记录上、下的 加载更多加载更多 按钮，可查询更多的上下文信息。

同时，支持设置日志上下文的显示字段或导出日志上下文。请参考 设置显示字段 和 导出日志数
据，导出日志上下文时无需选择 范围范围，单击 导出导出 按钮后会通过浏览器将日志上下文文件直接下载
至本地。



服务网关
Gateway 为 HTTP 流量配置了一个负载均衡，多数情况下在网格边缘进行操作，用于启用一个服务的入口
（ingress）流量。

Istio Gateway 只配置 HTTP 四层到六层的功能，例如开放端口或者 TLS 配置。绑定一个 VirtualService 到
Gateway 上，就可以使用标准的 Istio 规则来控制进入的 HTTP 流量。

网关管理主要负责微服务外部对微服务的访问流量管理。



创建服务网关
为微服务创建服务网关，服务网关支持通过域名对外网暴露微服务。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网关服务网关，在服务网关列表页，单击 创建网关创建网关。

3. 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网关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点 (.)。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2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开头或结尾。

4. (非必填) 在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 框中，输入网关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如未输入，默认显示为空。

5. 在 网关域名网关域名 框中，先选择域名协议，支持选择 HTTP 或 HTTPS；再选择一个当前项目下的网关域
名，当域名协议为 HTTPS 时，只能选择绑定了证书的网关域名。域名端口不可修改，HTTP 协议为
8080，HTTPS 协议为 8443。

注意注意：HTTPS 域名协议为 Alpha 功能。

6. 在 转发配置转发配置 区域，支持使用多个域名的子路径，配置多条转发规则。

路径路径：以 /  开头，例如 /example ，路径在当前域名下不能重复。

微服务微服务：选择已添加到 Service Mesh 的微服务。
注意注意：当微服务中已创建 uri 类别的条件规则时，则不支持通过该微服务创建网关。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微服务中内部路由的服务端口，支持使用 HTTP/HTTP2 协议的端口。

重写重写 URI：选择是否开启 URI 重写，即是否改写被匹配请求的 URI。
例如子路径规则为 /sub_path ，gateway 接收的完整 URI 为 /sub_path/your_api 。开启
URI 重写时，微服务接收的请求 URI 为 /your_api ， /sub_path  被去除；关闭 URI 重写
时，微服务接收到的请求URI为 /sub_path/your_api ， /sub_path  被保留。

7. 单击 创建创建。

注意注意：

已创建服务网关的微服务，在其服务路由中，无法再创建 uri 类型的条件规则。

微服务内创建的 sourceLabels 条件规则，以及正则匹配方式的条件规则，均不会在网关处生
效，其余规则生效。



查看服务网关详情
查看已创建的服务网关详情。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 服务网关服务网关。

3. 在服务网关页面，以列表的形式展示了所有已创建的网关，部分参数说明如下：

名称名称：显示网关名称，如果创建网关时添加了显示名称，显示名称在名称的下方显示。

网关域名网关域名：显示服务网关的域名访问地址。

转发配置转发配置：显示域名子路径的转发配置。

4. 在网关列表中，单击要查看网关详情的 网关名称网关名称。

5. 在网关详情页面，查看网关名称、显示名称、创建时间、网关域名、转发配置等基本信息，参考 创
建服务网关。



更新服务网关
更新已创建的服务网关，支持更新显示名称和转发配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网关服务网关。

3. 在网关列表页面，单击要更新的 网关名称网关名称，在网关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更新更新。

4. 在更新网关页面，按需更新显示名称和转发配置，参考 创建服务网关。

5. 单击 更新更新。



删除服务网关
删除已创建的服务网关。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网关服务网关。

3. 在网关列表页面，单击要删除的 网关名称网关名称，在网关详情页面，单击 操作操作 > 删除删除。

4. 单击 确定确定，删除网关。



EnvoyFilter
Envoy 是 istio 的核心组件之一，以 sidecar 的方式与服务运行在一起，对服务的流量进行拦截、转发。能
够提供流量路由、流量控制等能力。

EnvoyFilter 提供了一种机制来自定义由 Istio Pilot 生成的 Envoy 配置。

平台上的 EnvoyFilter 资源是项目下资源，可以被项目下多个服务网格、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共享。



Envoy Filter 开发指南
本文翻译自 Istio 官方文档 Envoy Filter，将为您介绍 EnvoyFilter，并说明如何开发 EnvoyFilter。

提示提示：本文内容基于 Istio 1.8 版本编写，如果您所用的 Istio 版本为其他版本，请前往 官网 查看相应版本
的文档。

本文概览：

概述

EnvoyFilter

EnvoyFilter.ApplyTo

EnvoyFilter.ClusterMatch

EnvoyFilter.DeprecatedListenerMatch.ListenerProtocol

EnvoyFilter.DeprecatedListenerMatch.ListenerType

EnvoyFilter.EnvoyConfigObjectMatch

EnvoyFilter.EnvoyConfigObjectPatch

EnvoyFilter.Filter.FilterType

EnvoyFilter.InsertPosition.Index

EnvoyFilter.ListenerMatch

EnvoyFilter.ListenerMatch.FilterChainMatch

EnvoyFilter.ListenerMatch.FilterMatch

EnvoyFilter.ListenerMatch.SubFilterMatch

EnvoyFilter.Patch

EnvoyFilter.Patch.Operation

EnvoyFilter.PatchContext

EnvoyFilter.ProxyMatch



EnvoyFilter.RouteConfigurationMatch

EnvoyFilter.RouteConfigurationMatch.RouteMatch

EnvoyFilter.RouteConfigurationMatch.RouteMatch.Action

EnvoyFilter.RouteConfigurationMatch.VirtualHostMatch

概述

Envoy 是专为大型现代 SOA（面向服务架构）架构设计的 L7 代理和通信总线，是 Istio 的核心组件之一，
以 Sidecar 的方式与服务运行在一起，对服务的流量进行拦截、转发。能够提供流量路由、流量控制等能
力。了解更多…

EnvoyFilter 提供了一种机制来自定义由 Istio Pilot 生成的 Envoy 配置。可以使用 EnvoyFilter 修改特定字
段的值，添加特殊的过滤器，或添加全新的侦听器、集群等。这一功能需要谨慎使用，因为错误的配置，
可能会破坏整个服务网格。

平台上的 EnvoyFilter 资源是项目下资源，可以被项目下多个服务网格、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共享。

不同于其他网络对象，EnvoyFilters 是可叠加应用的。在指定的命名空间中，对于指定的计算组件，可以
存在任意数量的 EnvoyFilters。

EnvoyFilters 的应用顺序为：

1. 根命名空间（rootNamespace，Istio 配置的管理根命名空间）中的所有 EnvoyFilters

2. 计算组件所在命名空间中所有匹配的 EnvoyFilters

注意注意：

此配置为 Break Glass 配置，因此不会有任何的向后兼容能力。该配置可能会根据 Istio 网络子系统
的内部实现进行更改。

在 Istio 代理版本升级时，应密切监控使用这种机制提供的 Envoy 配置，以确保废弃字段被正确地删
除或替换。

当多个 EnvoyFilters 绑定到了指定命名空间中的相同计算组件时，将按照创建时间依次处理所有定
义了如何修改对象的 Patchs。如果多个 EnvoyFilter 配置相互冲突，该行为未定义，影响未知。

要将 EnvoyFilter 资源应用于系统中的所有计算组件（Sidecars 和网关），请在根命名空间中定义该
资源，不要使用 workloadSelector。

示例示例 1 在名称为 istio-config 的根命名空间中，声明了一个全局缺省的 EnvoyFilter 资源 。它在系统中的所
有 Sidecars 上为出站端口 9307 添加了一个自定义协议过滤器，且过滤器需加在终止过滤器 tcp_proxy 之



前才可生效。此外，EnvoyFilter 资源还为网关和 Sidecars 间的所有 HTTP 连接都设置了 30 秒的空闲超
时。

示例示例 1：

示例 2 在 bookinfo 命名空间中，启用了 Envoy 的 Lua 过滤器，用于处理所有到达 bookinfo 命名空间中的
带有标签 app: reviews  的服务的 Pod 的 8080 服务端口的入站 HTTP 调用。Lua 过滤器调用一个外部服
务 internal.org.net:8888 ，该服务需要在 Envoy 中定义一个特殊的集群。该集群也作为这个配置的一
部分添加到 Sidecar 中。

apiVersion: networking.istio.io/v1alpha3

kind: EnvoyFilter

metadata:

  name: custom-protocol

  namespace: istio-config # 在 meshConfig 资源中定义

spec:

  configPatches:

  - applyTo: NETWORK_FILTER

    match:

      context: SIDECAR_OUTBOUND # 将匹配 Sidecars 中所有的出站侦听器

      listener:

        portNumber: 9307

        filterChain:

          filter:

            name: "envoy.tcp_proxy"

    patch:

      operation: INSERT_BEFORE

      value:

        name: "envoy.config.filter.network.custom_protocol"

        config:

         ...

  - applyTo: NETWORK_FILTER # HTTP 连接管理器是 Envoy 中的一个过滤器

    match:

      # 上下文被省略了，以便它同时适用于 Sidecars 和网关

      listener:

        filterChain:

          filter:

            name: "envoy.http_connection_manager"

    patch:

      operation: MERGE

      value:

        typed_config:

          "@type": 

"type.googleapis.com/envoy.config.filter.network.http_connection_manager.v2.HttpConnectionMa

nager"

          idle_timeout: 30s



示例示例 2：

 apiVersion: networking.istio.io/v1alpha3

kind: EnvoyFilter

metadata:

  name: reviews-lua

  namespace: bookinfo

spec:

  workloadSelector:

    labels:

      app: reviews

  configPatches:

    # 第一个 Patch 将 Lua 过滤器添加到侦听器或 HTTP 连接管理器

  - applyTo: HTTP_FILTER

    match:

      context: SIDECAR_INBOUND

      listener:

        portNumber: 8080

        filterChain:

          filter:

            name: "envoy.http_connection_manager"

            subFilter:

              name: "envoy.router"

    patch:

      operation: INSERT_BEFORE

      value: # lua 过滤器的描述

       name: envoy.lua

       config:

         inlineCode: |

           function envoy_on_request(request_handle)

             -- Make an HTTP call to an upstream host with the following headers, body, and 

timeout.

             local headers, body = request_handle:httpCall(

              "lua_cluster",

              {

               [":method"] = "POST",

               [":path"] = "/acl",

               [":authority"] = "internal.org.net"

              },

             "authorize call",

             5000)

           end

  # 第二个 Patch 添加了被 lua 代码引用的集群 

  # 添加集群时，忽略了 CDS(Content Delivery Service) 匹配

  - applyTo: CLUSTER

    match:

      context: SIDECAR_OUTBOUND

    patch:



示例 3 覆盖了 SNI 主机 app.example.com  在 istio-system 命名空间的入口网关上的 HTTP 连接管理器中
的特定字段（HTTP 空闲超时和 X-Forward-For 受信任跳数）。

示例示例 3：

EnvoyFilter

EnvoyFilter 提供了一种机制来自定义由 Istio Pilot 生成的 Envoy 配置。

    patch:

      operation: ADD

      value: # cluster specification

        name: "lua_cluster"

        type: STRICT_DNS

        connect_timeout: 0.5s

        lb_policy: ROUND_ROBIN

        hosts:

        - socket_address:

            protocol: TCP

            address: "internal.org.net"

            port_value: 8888

apiVersion: networking.istio.io/v1alpha3

kind: EnvoyFilter

metadata:

  name: hcm-tweaks

  namespace: istio-system

spec:

  workloadSelector:

    labels:

      istio: ingress-gateway

  configPatches:

  - applyTo: NETWORK_FILTER # http 连接管理器是 Envoy 的一个过滤器

    match:

      context: GATEWAY

      listener:

        filterChain:

          sni: app.example.com

          filter:

            name: "envoy.http_connection_manager"

    patch:

      operation: MERGE

      value:

        idle_timeout: 30s

        xff_num_trusted_hops: 5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workloadSelector WorkloadSelector

用于选择应用此 Patch 配置的特定的 Pods 或虚拟机组合的标准。

如果省略，此配置中的 Patch 集将应用于同一命名空间中的所有计算

组件实例。如果省略，EnvoyFilter Patch 将应用于同一命名空间中的

所有计算组件。如果 EnvoyFilter 出现在配置根命名空间中，它将应

用于任何命名空间中所有适用的计算组件。

注意注意：如需通过平台的 绑定微服务 功能将 EnvoyFilter 绑定至微服

务，请不要在 EnvoyFilter 中定义该字段，绑定微服务时会自动生成

该字段。

否

configPatches EnvoyConfigObjectPatch[] 一个或多个符合条件的 Patch。 是

EnvoyFilter.ApplyTo

ApplyTo 指定了在 Envoy 配置中，应该在何处应用指定的 Patch。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INVALID -

LISTENER 将 Patch 应用于侦听器。

FILTER_CHAIN 将 Patch 应用于过滤器链。

NETWORK_FILTER 将 Patch 应用于网络过滤器链，用于修改现有过滤器或添加新的过滤器。

HTTP_FILTER
将 Patch 应用于 HTTP 连接管理器中的 HTTP 过滤器链，以修改现有过滤器或添加新的过滤

器。

ROUTE_CONFIGURATION
将 Patch 应用于 HTTP 连接管理器内的路由配置（rds 输出）。这不适用于虚拟主机。目前，

只允许对路由配置对象进行 MERGE 操作。

VIRTUAL_HOST 将 Patch 应用于路由配置中对虚拟主机。

HTTP_ROUTE
将 Patch 应用于在路由配置中匹配的虚拟机的路由对象。目前，只允许对路由对象进行

MERGE 操作。

CLUSTER 将 Patch 应用于 CDS（Content Delivery Service）输出中的集群。也用于添加新的集群。

EnvoyFilter.ClusterMatch

要将 Patch 应用到集群，必须满足 ClusterMatch 中指定的条件。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portNumber uint32 生成此集群的业务端口。若省略，Patch 将适用于任何端口的集群。 否

service string
此集群的完全限定服务名。如果省略，Patch 将适用于任何服务的集群。对于通过服务条目定

义的服务，服务名称与服务条目中定义的主机名称相同。
否

subset string 与服务关联的子集。如果省略，Patch 将适用于服务的任何子集的集群。 否

name string
要匹配的集群的确切名称。如需按名称匹配特定的集群，比如内部生成的 Passthrough

集群，请将 clusterMatch 中的除了名称之外的所有字段置为空。
否

EnvoyFilter.DeprecatedListenerMatch.ListenerProtocol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ALL 所有协议。

HTTP HTTP 或 HTTPS（带终止）/ HTTP2/gRPC

TCP 任何非 HTTP 侦听器。

EnvoyFilter.DeprecatedListenerMatch.ListenerType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ANY 所有侦听器。

SIDECAR_INBOUND Sidecar 内的入站监听器。

SIDECAR_OUTBOUND Sidecar 内的出站监听器。

GATEWAY 网关监听器。

EnvoyFilter.EnvoyConfigObjectMatch

在将 Patch 应用到为指定的代理生成的配置之前，需要满足的一个或多个匹配条件。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context PatchContext
要匹配的特定配置生成上下文。Istio Pilot 在网关的上下文中生成

Envoy 配置，到 sidecar 的入站流量和来自 sidecar 的出站流量。
否



proxy ProxyMatch 匹配与代理关联的属性。 否

listener ListenerMatch (oneof) 匹配 Envoy 侦听器属性。 否

routeConfiguration
RouteConfigurationMatch

(oneof)
匹配 Envoy HTTP 路由配置属性。 否

cluster ClusterMatch (oneof) 匹配 Envoy 集群属性。 否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EnvoyFilter.EnvoyConfigObjectPatch

对各种 Envoy 配置对象所做的更改。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applyTo ApplyTo

指定 Envoy 配置中应该应用 Patch 的位置。匹配将基于 applyTo  选择适当

的对象。

例如：一个带有 HTTPFILTER 的 applyTo  期望在侦听器上有一个 在 

envoy.httpconnection_manager 上有一个网络过滤器选项，和一个应执

行插入的 HTTP 过滤器上的子过滤器选项。  的匹配条件 。类似

地，CLUSTER 上的 applyTo  应该在集群上而不是在侦听器上匹配（如果

提供的话）。

否

match EnvoyConfigObjectMatch 匹配侦听器/路由配置/集群。 否

patch Patch 与操作一起应用的 Patch。 否

EnvoyFilter.Filter.FilterType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INVALID 占位符。

HTTP HTTP 过滤器。

NETWORK Network 过滤器。

EnvoyFilter.InsertPosition.Index



索引在过滤器链中的位置。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FIRST 先插入。

LAST 最后插入。

BEFORE 在命名过滤器之前插入。

AFTER 在命名过滤器之后插入。

EnvoyFilter.ListenerMatch

必须满足侦听器匹配中指定的条件，才能将 Patch 应用于所有过滤器链中的特定侦听器或侦听器内的特定
过滤器链。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portNumber uint32
发送/接收流量的业务端口/网关端口。如果未指定，则匹配所有侦听器。即使为实

例/Pod 端口生成入站侦听器，也应该只使用服务端口来匹配侦听器。
否

filterChain FilterChainMatch
匹配侦听器中的特定过滤器链。 如果指定，Patch 将应用于过滤器链（如果指定，

则为特定过滤器），而不应用于侦听器中的其他过滤器链。
否

name string 按名称匹配特定侦听器。 Pilot 生成的侦听器通常命名为 IP:Port 。 否

EnvoyFilter.ListenerMatch.FilterChainMatch

对于具有多个过滤器链的侦听器（例如，具有宽松 mTLS 的 Sidecar 上的入站侦听器、具有多个 SNI 匹配
的网关侦听器），过滤器链匹配可用于选择要修补的特定过滤器链。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name string 分配给过滤器链的名称。 否

sni string
过滤器链的匹配条件使用的 SNI 值。 如果过滤器链没有 sni 匹配，则此条件将

评估为 false。
否



transportProtocol string

仅适用于 SIDECARINBOUND 上下文。 如果非空，则在确定过滤器链匹配时要

考虑传输协议。 当 tlsinspector 侦听器过滤器检测到该值时，该值将与新连接的

传输协议进行比较。

接受的值包括：

raw_buffer：默认值，在未检测到传输协议时使用。

tls：当 TLS 检查器检测到 TLS 协议时设置。

否

applicationProtocols string

仅适用于 Sidecar。 如果非空，则在确定过滤器链匹配时要考虑一组逗号分隔的

应用程序协议。 当一个侦听器过滤器（例如 http_inspector）检测到该值时，该

值将与新连接的应用程序协议进行比较。

接受的值包括：h2、http/1.1、http/1.0。

否

filter FilterMatch

要应用 Patch 的特定过滤器的名称。 将此设置为 

envoy.httpconnectionmanager  以向 HTTP 连接管理器添加过滤器或应

用 Patch。

否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EnvoyFilter.ListenerMatch.FilterMatch

匹配过滤器链中特定过滤器的条件。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否必是否必

填填

name string 要匹配的过滤器名称。 否

subFilter SubFilterMatch
此过滤器中要匹配的下一级过滤器。 通常用于 HTTP 连接管理器过滤器和 Thrift 过

滤器。
否

EnvoyFilter.ListenerMatch.SubFilterMatch

在另一个过滤器中匹配特定过滤器的条件。 该字段通常用于匹配 envoy.httpconnectionmanager  网络过
滤器中的 HTTP 过滤器。 这也适用于 Thrift 过滤器。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name string 要匹配的过滤器名称。 否

EnvoyFilter.Patch

Patch 定义了应该如何修改所选对象。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否必填是否必填

operation Operation 确定应如何应用 Patch。 否

value Struct 正在修补的对象的 JSON 配置。 这将使用 json 合并语义，将路径中现有的原型合并。 否

EnvoyFilter.Patch.Operation

操作表示应如何将 Patch 应用于所选配置。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INVALID -

MERGE 使用 json 合并语义，将提供的配置与生成的配置合并。

ADD
将提供的配置添加到现有列表（监听器、集群、虚拟主机、网络过滤器或 http 过滤器）。 当 applyTo

设置为 ROUTECONFIGURATION  或 HTTPROUTE  时，将忽略此操作。

REMOVE
从列表（侦听器、集群、虚拟主机、网络过滤器或 http 过滤器）中移除所选对象。 不需要指定值。 当

applyTo 设置为 ROUTECONFIGURATION  或 HTTPROUTE  时，将忽略此操作。

INSERT_BEFORE

对命名对象数组进行插入操作。 此操作通常仅在过滤器的上下文中有用，其中过滤器的顺序很重要。 对

于集群和虚拟主机，数组中元素的顺序无关紧要。 在所选过滤器或子过滤器之前插入。 如果没有选择过

滤器，指定的过滤器将被插入到列表的前面。

INSERT_AFTER

对命名对象数组进行插入操作。 此操作通常仅在过滤器的上下文中有用，其中过滤器的顺序很重要。 对

于集群和虚拟主机，数组中元素的顺序无关紧要。 在选定的过滤器或子过滤器之后插入。 如果没有选择

过滤器，指定的过滤器将被插入到列表的末尾。

EnvoyFilter.PatchContext

PatchContext 根据流量流向和计算组件类型选择一类配置。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ANY Sidecar 和网关中的所有侦听器/路由/集群。

SIDECAR_INBOUND Sidecar 中的入站侦听器/路由/集群。

SIDECAR_OUTBOUND Sidecar 中的出站侦听器/路由/集群。

GATEWAY 网关侦听器/路由/集群。

EnvoyFilter.ProxyMatch

要匹配的代理的一个或多个属性。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proxyVersion string

golang regex 格式 (RE2) 中的正则表达式，可用于使用特定版本的 Istio 代理选择代理。 指

定代理的 Istio 版本是从连接到 Pilot 时的代理提供的节点元数据字段 ISTIOVERSION 中获

取的。 该值作为环境变量 (ISTIOMETAISTIOVERSION) 嵌入到 Istio 代理的 Docker 镜像

中。 自定义代理实现应提供此元数据变量以利用 Istio 版本检查选项。

否

metadata map

连接到 Istio Pilot 时匹配代理提供的节点元数据。 

注意注意：虽然 Envoy 的节点元数据是 Struct 类型，但 Pilot 只处理字符串键值对。 元数据中指

定的所有键必须与精确值匹配。 如果任何指定的键不存在或值不匹配，将匹配失败。

否

EnvoyFilter.RouteConfigurationMatch

必须满足 RouteConfigurationMatch 中指定的条件才能将 Patch 应用于路由配置对象或路由配置中的特定
虚拟主机。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是

否否

必必

填填

portNumber uint32
为其生成此路由配置的服务端口号或网关服务器端口号。 如果省略，则适用于所有

端口的路由配置。
否

portName string 仅适用于 GATEWAY 上下文。 为其生成此路由配置的网关服务器端口名称。 否

gateway string

生成此路由配置的 Istio 网关配置的命名空间/名称。 仅当上下文为 GATEWAY 时

适用。 应该采用命名空间/名称格式。 将此字段与 portNumber 和 portName 结合

使用，可以为网关配置对象中的特定 HTTPS 服务器准确选择 Envoy 路由配置。

否

vhost VirtualHostMatch 匹配路由配置中的特定虚拟主机并将 Patch 应用到虚拟主机。 否

name string
要匹配的路由配置的名称。 可用于按名称匹配特定的路由配置，例如内部生成的所

有 Sidecar 的 http_proxy  路由配置。
否

EnvoyFilter.RouteConfigurationMatch.RouteMatch

匹配路由配置中虚拟主机内的特定路由。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name string
默认生成的 Route 对象被命名为 default 。 使用虚拟服务生成的路由对象，将携带在虚拟服

务的 HTTP 路由中使用的名称。
否

action Action 匹配具有特定操作类型的路由。 否



EnvoyFilter.RouteConfigurationMatch.RouteMatch.Action

Action 指的是 Envoy 在 HTTP 路由匹配时采取的路由动作。

名称名称 说明说明

ANY
所有三个路由操作，包括：将流量路由到集群/加权集群、重定向请求、直接响应具有特定负载的请

求。

ROUTE 将流量路由到集群/加权集群。

REDIRECT 重定向请求。

DIRECT_RESPONSE 直接响应具有特定负载的请求。

EnvoyFilter.RouteConfigurationMatch.VirtualHostMatch

匹配路由配置中的特定虚拟主机。

参数参数 类型类型 说明说明
是否是否

必填必填

name string
Istio 生成的 VirtualHosts 对象被命名为 host:port ，其中主机通常对应于 VirtualService

的主机字段或注册表中服务的主机名。
否

route RouteMatch 匹配虚拟主机内的特定路由。 否



创建 EnvoyFilter
创建 EnvoyFilter 时，可根据当前项目下服务网格支持的 Istio 版本添加不同适配版本的 EnvoyFilter 资源，
使一个 EnvoyFilter 可以适配不同服务网格的 Istio 版本。

进一步将创建的 EnvoyFilter 绑定到微服务后，即可将用户自定义的能力通过 EnvoyFilter 下发到服务网格
下的微服务。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EnvoyFilter，进入 EnvoyFilter 列表页面。

3. 单击 创建创建 EnvoyFilter 按钮，进入创建 EnvoyFilter 页面。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名称名称：EnvoyFilter 的名称，支持输入 a-z 、 0-9 、 - ，以 a-z 开头，长度不超过 32 个字
符。
创建成功后，不支持修改。

（可选）显示名称显示名称：EnvoyFilter 的显示名称。

5. 在 配置信息配置信息 区域，单击 Istio 适配版本卡片上的 + ，添加适配平台支持的 Istio 版本的 EnvoyFilter
资源。

提示提示：

至少需要添加适配 1 个 Istio 版本的 EnvoyFilter 资源。

服务网格支持适配多个版本的 Istio，Istio 版本不同时，EnvoyFilter 的结构体不同。以下场景
需添加适配多个 Istio 版本的 EnvoyFilter：

当前环境的 Istio 需要升级时，为不影响正常业务运行，在升级前请先创建出适配高版
本 Istio 的 EnvoyFilter，Istio 升级后服务可自动绑定适配版本的 EnvoyFilter。

当前项目下的服务网格部署了不同版本的 Istio。

6. 在添加适配相应 Istio 版本的 EnvoyFilter 资源页面，可在 YAML（读写）框中编写 EnvoyFilter 资源
的配置信息。

提示提示：



写入的内容需符合 YAML 编写规范。

单击 YAML（读写）框下方的 查看查看，可查看示例；单击 写入写入，可将示例写入 YAML（读写）
框中。

可参考 EnvoyFilter 开发指南 编写。

7.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即可添加适配相应版本 Istio 的 EnvoyFilter 资源。

提示提示：

单击已添加的适配版本卡片，可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查看 EnvoyFilter 的配置信息。

单击已添加的适配版本卡片右侧的  > 更新更新，可更新 EnvoyFilter 资源的配置信息。

单击已添加的适配版本卡片右侧的  > 删除删除，可删除当前适配版本的 EnvoyFilter 资源。

8.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成功后，进入 EnvoyFilter 的详情页面。

后续操作

EnvoyFilter 创建成功后，通过 绑定微服务 即可将该 EnvoyFilter 的能力下发给服务网格下的微服务。



绑定微服务
通过把已创建的 EnvoyFilter 绑定到微服务，即可将该 EnvoyFilter 的能力下发给部署了服务网格的集群下
的 Service Mesh 微服务。

约束与限制

仅支持绑定 Service Mesh 微服务。

仅支持绑定当前登录用户可访问的命名空间下的微服务。

当服务网格纳管了多个集群时，将 EnvoyFilter 绑定到主集群下命名空间中指定的的微服务后，可自
动将 EnvoyFilter 绑定到从集群下的同名命名空间中的同名微服务。

前提条件

当前项目关联的集群中，至少有一个为指定服务网格的主集群。

当前 EnvoyFilter 适配的 Istio 版本，包含了待绑定微服务所属服务网格部署的 Istio 版本。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EnvoyFilter，进入 EnvoyFilter 列表页面。

3. 单击待绑定微服务的 EnvoyFilter 记录右侧的  > 绑定微服务绑定微服务。

提示提示：也可以通过单击待绑定微服务的 EnvoyFilter 名称名称，进入详情页后，在 绑定微服务绑定微服务 页签下执
行绑定操作。

4. 在弹出的 绑定微服务绑定微服务 对话框中，参考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提示提示：

通过服务网格、命名空间筛选出来的微服务，均为服务网格主集群下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
绑定主集群下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后，会自动绑定从集群下同名命名空间中的同名微服务。

在配置过程中，可切换服务网格、命名空间，针对不同的服务网格、命名空间分别进行配
置。切换过程中，不影响已配置数据。例如：在命名空间 ns 1  中，选中了 3 个微服务，切
换至命名空间 ns 2 ，选中了 4 个微服务，执行绑定操作时，会将选中的 7 个微服务都绑
定。



i.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单击展开下拉选择框，选择 1 个当前项目关联的集群（该集群为服务网格的主集
群）上部署的服务网格。
选择服务网格后，可筛选出部署了服务网格的主集群下的所有命名空间。

ii.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单击展开下拉选择框，选择 1 个部署了服务网格的主集群下的命名空间。
选择命名空间后，可筛选出该命名空间下，未绑定过当前 EnvoyFilter 的微服务。
提示提示：仅支持选择当前登录用户具有访问权限的命名空间。

iii. 搜索框搜索框：可输入微服务名称进行模糊搜索。
iv. 可绑定微服务列表可绑定微服务列表：列表中展示已选择的命名空间中未绑定过当前 EnvoyFilter 的微服务。
单击微服务名称左侧的复选框，可选中/撤销选中微服务，被选中的微服务会自动出现在右侧
的 已选中微服务列表已选中微服务列表 中。

v. 已选中微服务列表已选中微服务列表：在 可绑定微服务列表可绑定微服务列表 中，被选中的微服务会自动出现在该列表中。
执行绑定操作后，该列表中的微服务将绑定当前 EnvoyFilter。

vi. 清空选项清空选项：清空 已选中微服务列表已选中微服务列表 中微服务，清空后，可绑定微服务列表可绑定微服务列表 中所有微服务均
显示为未选中。

vii. 撤销选中状态撤销选中状态：撤销选中 已选中微服务列表已选中微服务列表 中指定的微服务，撤销后，该微服务从 已选中已选中
微服务列表微服务列表 中删除，在 可绑定微服务列表可绑定微服务列表 中显示为未选中。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绑定绑定 按钮，绑定所有选中的微服务。
绑定微服务后，EnvoyFilter 的能力会自动下发给已绑定微服务。当已绑定的微服务所属服务网格有
从集群，且从集群下有同名的命名空间，命名空间中有和已绑定微服务同名的微服务
时，EnvoyFilter 的能力也会自动下发给这些同名的微服务。



解绑微服务
将已绑定 EnvoyFilter 的微服务和 EnvoyFilter 解绑后，微服务将不再具有 EnvoyFilter 的能力。

注意注意：当服务网格纳管了多个集群时，将主集群下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与 EnvoyFilter 解绑后，从集群下的
同名命名空间中的同名微服务也会自动与该 EnvoyFilter 解绑。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EnvoyFilter，进入 EnvoyFilter 列表页面。

3. 单击待解绑的 EnvoyFilter 名称名称，进入 EnvoyFilter 详情页面。

4. 单击 绑定微服务绑定微服务 页签，进入当前 EnvoyFilter 已绑定微服务的列表页面。

提示提示：列表中仅展示服务网格主集群下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

5. 单击待解绑微服务记录右侧的  > 解绑解绑。

提示提示：单击微服务名称左侧的复选框，选择一个或多个微服务后单击 批量解绑批量解绑 按钮，可批量解绑微
服务。
仅当选择了一个或多个微服务后，界面显示 批量解绑批量解绑 按钮。

6.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更新 EnvoyFilter
支持更新已创建 EnvoyFilter 的显示名称、已添加的 Istio 适配版本，或为已创建 EnvoyFilter 添加适配平台
支持的 Istio 版本的 EnvoyFilter 资源。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EnvoyFilter，进入 EnvoyFilter 列表页面。

3. 单击待更新 EnvoyFilter 名称名称，进入 EnvoyFilter 详情页面。

4. 在右上角，单击 操作操作 > 更新更新，进入更新 EnvoyFilter 页面。

提示提示：单击已添加的 Istio 适配版本卡片右上角的  > 更新更新，可单独更新指定的 Istio 适配版本的
配置信息。

5. 请参考 创建 EnvoyFilter 的参数说明更新 EnvoyFilter 的显示名称、已添加的 Istio 适配版本，或为
已创建 EnvoyFilter 添加适配平台支持的 Istio 版本的 EnvoyFilter 资源。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并应用更新并应用/更新更新 按钮，即可更新已有 EnvoyFilter。
EnvoyFilter 更新后，变更的配置信息会自动同步至已绑定的微服务。



删除 EnvoyFilter
支持删除未绑定任何微服务的 EnvoyFilter。

前提条件

待删除 EnvoyFilter 未绑定任何微服务。当 EnvoyFilter 绑定了微服务时，需要先通过 解绑微服务，将该
EnvoyFilter 绑定的所有微服务都解绑后，才可删除该 EnvoyFilter。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EnvoyFilter，进入 EnvoyFilter 列表页面。

3. 单击待删除 EnvoyFilter 记录右侧的  > 删除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资源列表
本功能将 Istio 资源按类型分类，方便平台高阶用户查看 Istio 原生资源（资源 YAML 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资源列表资源列表，进入资源列表页面。

3. 在页面左侧的 Istio 资源资源 区域，资源类别根据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序，并分为命名空间相关和集群相
关两大类。找到要查看的资源类别，支持在搜索框中搜索。单击 资源类别名称资源类别名称。

4. 在页面右侧的资源列表中，找到要查看的资源名称，单击 资源名称资源名称。

5. 在弹出的 资源详情信息资源详情信息 窗口的 YAML（只读）（只读） 区域，查看资源的 YAML 编排文件，同时支持以下
操作：

单击 导出导出，可下载已编辑的 YAML 编排文件。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Spring Cloud 网关列表（Alpha）
对于 Spring Cloud 微服务，用户可以通过自建网关进行服务暴露和网关上的流量治理。支持通过创建网关
引擎类型为 Spring Cloud Gateway 的微服务应用，部署 Spring Cloud 网关。



部署网关
通过创建网关引擎类型为 Spring Cloud Gateway 的微服务应用，部署 Spring Cloud 网关。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 Spring Cloud 区段中的 网关列表网关列表，在网关列表页面，单击 部署网关部署网关。

3. 在 部署网关部署网关 页面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网关引擎类型网关引擎类型：支持 Spring Cloud Gateway。

网关名称网关名称：网关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 和中横线，不支持以中横线结尾，最多 63 个字符。

选择镜像选择镜像：单击下拉选择框，选择 Spring Cloud Gateway 功能镜像。

版本版本：选择镜像 tag，确定要使用的镜像。

4. 在 服务配置服务配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非必填）命令命令：在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

（非必填）启动参数启动参数：在输入框中，根据需要输入容器启动时要执行的自定义命令的参数。

（非必填）环境变量环境变量：设置容器的环境变量。
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和对应的值。
或单击 添加引用添加引用 按钮，在 键键 栏中，输入环境变量的键；在 值值 栏中，选择要引用的对象（可
选：配置字典、保密字典、fieldRef、resourcefieldRef），再选择具体要引用的字段，例如：
配置项的 键键 或 fieldRef/resourcefieldRef 的字段，将会引用相应的字段作为环境变量的值。
注意注意：通过环境变量添加相同的引用字段，会覆盖配置文件或镜像的相关配置。

说明说明：如果只添加启动命令，则使用该命令启动容器，参数为空，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无
效；如果只添加启动参数，则使用镜像的 Entrypoint 加该参数启动容器，镜像的 CMD 无效；如果
启动命令和启动参数均添加，则使用该命令加该参数启动容器，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无效；
如果命令和参数均不添加，则使用镜像的 Entrypoint 和 CMD 启动容器。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在 YAML（读写）（读写） 区域，输入 Spring Cloud 配置文件，单击 写入写入，同时支持以
下操作：

单击 导入导入，导入已有的 YAML 文件内容作为编辑内容。



单击 导出导出，将 YAML 导出保存成一个文件。

单击 清理清理，清空所有编辑内容，会同时清空表单中的编辑内容。

单击 查找查找，在框中输入关键字，会自动匹配搜索结果，并支持前后搜索查看。

单击 复制复制，复制编辑内容。

单击 日间日间 或 夜间夜间 模式，屏幕会自动调节成对应的查看模式。

单击 全屏全屏，全屏查看内容；单击 退出全屏退出全屏，退出全屏模式。

5. 在 服务访问服务访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端口端口：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可添加一条服务端口和容器端口的映射记录。
1. 单击 协议协议 下拉选择框，选择端口的协议。
2. 在 服务端口服务端口 输入框中，输入服务访问暴露的端口。
3. 在 主机端口主机端口 输入框中，输入通过 NodePort 进行外网访问时使用的主机端口。

6. 在 资源设置资源设置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资源需求资源需求：容器资源的 请求值请求值（requests），容器启动时所需的节点计算资源值。

资源限制资源限制：容器资源的 限制值限制值（limits），限制容器实例运行过程中，最多可使用的节点计算
资源值。

说明说明：

资源值的可选单位说明如下：
CPU（必填）：核（core）、m（millicore），1 核 = 1000 m。
内存内存（必填）：Mi（1 MiB = 2^20 bytes）、Gi（1 GiB = 2^30 bytes）,1 Gi = 1024 Mi。

7. 在 服务运维服务运维 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部署模式部署模式：支持 非定点部署非定点部署 和 定点部署定点部署。

非定点部署非定点部署：网关实例随机调度到集群中的任意节点上。

定点部署定点部署：适用于集群中仅特定节点可对外访问的场景。在 选择节点选择节点 框中，选择可调
度的节点部署网关实例，支持多选。

实例数实例数：期望运行的 Pod 实例个数，默认为 1 个，请依据实际的业务请求量设置。

发布策略发布策略：在 发布方式发布方式 区域，支持选择 滚动发布滚动发布 或 快速发布快速发布。



发布间隔发布间隔：滚动发布的时间间隔。

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滚动发布时，每次更新的实例个数。不能大于实例数。

8. 完成参数配置后，单击 创建创建。



网关治理
进入网关详情页进行网关治理，目前支持通过管理路由规则，实现动态路由。



新建路由规则
新建动态路由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 Spring Cloud 区段中的 网关列表网关列表。

3. 在网关列表页面，单击要新建路由规则的网关对应的 网关治理网关治理。

4. 在网关详情页的 路由规则列表路由规则列表 区域，单击 新建路由规则新建路由规则。

5. 在 新建路由规则新建路由规则 窗口，在 名称名称 框中，输入路由规则的名称。

6. 在 流量来源流量来源 区域，设置流量匹配条件。单击 添加添加，支持新增一个匹配条件。多个条件之间是 and
的关系。条件类别条件类别 和 条件内容条件内容 说明如下。

条件类别条件类别 是否唯一是否唯一 条件内容说明条件内容说明

请求 Path 是 多条内容用英文逗号分隔，示例：/red/{segment},/blue/{segment}

请求 Cookie 否 键值对。值支持 Java 正则表达式。

请求 Header 否 键值对。值支持 Java 正则表达式。

请求 Host 是 多条内容用英文逗号分隔，示例：**.somehost.org、**.anotherhost.org。

请求 Method 是 多条内容用英文逗号分隔，示例：GET,POST。

请求的查询参数 是 键值对。值支持 Java 正则表达式。

特定的请求时间 是 使用时间选择控件，要求包含年月日时分秒。

指定的远程地址 是 必须包含子网掩码。示例：192.168.1.1/24。

7. 在 流量目的地流量目的地 区域，配置符合匹配条件流量的转发目的地。

选择应用选择应用：选择一个已创建的微服务应用。

选择微服务选择微服务：选择微服务应用中的一个已发布 Spring Cloud 微服务。

8. 单击 确定确定。新建后路由规则处于生效状态。



更改路由规则生效状态
更改路由规则生效状态，使其生效或不生效。更改后实时有效。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 Spring Cloud 区段中的 网关列表网关列表。

3. 在网关列表页面，单击要更改规则生效状态的网关对应的 网关治理网关治理 按钮。

4. 在网关详情页的 路由规则列表路由规则列表 区域，找到要更改规则生效状态的 路由规则路由规则，打开或关闭 生效状态生效状态
列对应的开关，即可使规则生效或不生效。



更新路由规则
更新路由规则。不支持更新路由规则名称。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 Spring Cloud 区段中的 网关列表网关列表。

3. 在网关列表页面，单击要更新规则的网关对应的 网关治理网关治理 按钮。

4. 在网关详情页的 路由规则列表路由规则列表 区域，找到要更新的 路由规则路由规则，单击列表右侧对应的 ，再单击 更更
新新。

5. 在 更新路由规则更新路由规则 窗口，更新配置参数。参考 新建路由规则。

6. 单击 确定确定。更新后实时有效。



删除路由规则
删除不再需要的路由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 Spring Cloud 区段中的 网关列表网关列表。

3. 在网关列表页面，单击要删除规则的网关对应的 网关治理网关治理 按钮。

4. 在网关详情页的 路由规则列表路由规则列表 区域，找到要删除的 路由规则路由规则，单击列表右侧对应的 ，再单击 删删
除除。

5. 在确认窗口，单击 删除删除。删除后实时有效。



网关运维
对已创建的网关微服务进行运维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业务视图后，选择要进入的项目下命名空间。

2. 单击左导航栏 Spring Cloud 区段中的 网关列表网关列表。

3. 在网关列表页面，找到要运维的网关，支持以下操作。

上线/下线：上线处于 离线离线 状态的网关，或下线处于 在线在线 状态的网关。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网关的镜像版本。

扩缩容：更新网关的实例总数。

设置发布策略：更新网关的发布策略。

删除：删除不再需要的网关。

操作步骤 上线/下线

1. 单击要上线或下线的网关右侧对应的 ，再单击 上线上线/下线下线。

2.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确定确定。

操作步骤 更新镜像版本

1. 单击要更新镜像版本的网关右侧对应的 ，再单击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

2. 在 更新镜像版本更新镜像版本 窗口中，更新计算组件的镜像版本。不支持更新镜像地址。

3. 单击 确定确定。

操作步骤 扩缩容

1. 单击要扩缩容的网关右侧对应的 ，再单击 扩缩容扩缩容。

2. 在 扩缩容扩缩容 窗口中，更新网关的期望实例总数，请依据实际的业务请求量设置。

3. 单击 确定确定。



操作步骤 设置发布策略

1. 单击要设置发布策略的网关右侧对应的 ，再单击 发布策略发布策略。

2. 在 发布策略发布策略 窗口中，更新微服务采用的发布策略。

发布方式发布方式：支持选择 滚动发布滚动发布 和 快速发布快速发布。

发布间隔发布间隔：滚动发布的时间间隔。

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每次更新实例个数：滚动发布时，每次更新的实例个数。不能大于实例数。

3. 单击 确定确定。

操作步骤 删除

1. 单击要删除的网关右侧对应的 ，再单击 删除删除。

2.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删除删除。



条件规则说明
场景说明场景说明

在产品发布过程中，逐步扩大使用用户的范围，从内部用户（测试账户）到 VIP 用户，再到更大范
围的活跃用户，最终到所有用户。

根据不同用户信息（ID、性别、操作系统）进行流量分流，根据用户对新版本的使用情况，可以更
精准的反馈产品的问题、特性，从而更好的完善产品。例如：用户标签有 vip 的流量分配给 A 服务
的 v1 版本，没有 vip 的流量分配给 A 服务的 v2 版本，值可以为单个值或者字符串列表。

基于 Cookie、Header 分配，设置 key 和 value，每个类型有 exact、prefix、regex 三种设置方式，
范围内的用户访问到新版本。例如：header 包含 agent=chrome 流量分配给 A 服务的 v1 版
本，header 包含 agent=IE=11 的流量分配给 A 服务的 v2 版本，header 值支持单个值或者字符串
列表。

基于 URL param 分配：根据 URL 某一个参数值的范围进行分配。例如：URL 包含参数 uid=1 的流
量分配给 A 服务的 v1 版本，参数 uid = 2 的流量分配给 A 服务的 v2 版本，param 值可以为单个值
或者字符串列表。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规则类型规则类型 描述描述 Key 匹配方式匹配方式 Value

uri 基于 URI 路径分配。 -

exact：完全匹配规则，如果 URI 和规

则完全相同，则匹配成功。

prefix：前缀匹配规则，如果 URI 包含

相应的前缀，则匹配成功。

regex：区分大小写的正则表达式匹配

规则，如果 URI 与正则表达式相匹

配，则匹配成功。

/api/namespace

/api/namespace/default

scheme
基于 HTTP scheme

分配。
-

exact：完全匹配规则，如果 URI 和规

则完全相同，则匹配成功。

prefix：前缀匹配规则，如果 URI 包含

相应的前缀，则匹配成功。

regex：区分大小写的正则表达式匹配

规则，如果 URI 与正则表达式相匹

配，则匹配成功。

填写 http  或 https



method
基于 HTTP 的请求方

式分配。
-

exact：完全匹配规则，如果 URI 和规

则完全相同，则匹配成功。

prefix：前缀匹配规则，如果 URI 包含

相应的前缀，则匹配成功。

regex：区分大小写的正则表达式匹配

规则，如果 URI 与正则表达式相匹

配，则匹配成功。

填写 GET 、 POST  或 PUT

headers
基于 HTTP Header

分配。

例如 

user

exact：完全匹配规则，如果 URI 和规

则完全相同，则匹配成功。

prefix：前缀匹配规则，如果 URI 包含

相应的前缀，则匹配成功。

regex：区分大小写的正则表达式匹配

规则，如果 URI 与正则表达式相匹

配，则匹配成功。

例如 testuser

port 基于主机端口分配。 -
exact：完全匹配规则，如果 URI 和规

则完全相同，则匹配成功。
例如 8080

sourceLabels

使用计算组件 label

限制特定客户端计算

组件。

例如 

app

exact：完全匹配规则，如果 URI 和规

则完全相同，则匹配成功。
例如 ratings

规则类型规则类型 描述描述 Key 匹配方式匹配方式 Value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微服务内创建的 sourceLabels 条件规则，以及正则匹配方式的条件规则，均不会在网关处生效，其
余规则生效。

条件规则的优先级高于权重规则，未设置条件规则时，全部流量按权重规则分配。

一个条件规则组归属于一个微服务；一个条件规则组中可以添加多个条件规则。

如有多个条件规则组，按照先后顺序确定优先级，优先级数字越小的优先级越高。

操作步骤

1. 选择已添加到微服务列表中的微服务，确定条件规则组归属的微服务。

2. 参考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设置流量分配的条件规则。
一个条件规则中的多个条件为 且（and）的关系，每个条件类别只能设置一个条件。

单击 添加条件规则添加条件规则，在条件规则组内添加一个条件规则，组内条件规则之间为 或（or）的关
系。

单击 添加条件规则组添加条件规则组，可以为更多服务设置条件规则。





权重规则说明
场景说明场景说明

根据自定义权重，将流量按比例分配到不同的微服务。例如在灰度发布场景中，先为新版本定一个较低的
流量分配比例进行小范围试验，后续逐步提高流量分配到新版本的比例，逐步稳定升级。

参数说明参数说明

权重填写百分比为 0 - 100 的整数，已填写的权重百分比总和为100。当一个微服务的百分比为 100% 时，
匹配这条规则的所有请求都会被转发到相应的计算组件上；当一个微服务的百分比为 0% 时，计算组件不
会承担任何请求。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权重规则的优先级低于条件规则，已设置条件规则时，未匹配任意条件规则的流量，按权重规则分
配。



管理视图
管理视图主要面向平台管理员，专注于平台级的管理，例如服务网格管理，Istio 监控，健康检查，在项目
下命名空间启停 Service Mesh，添加外部服务等。

项目

监控

服务网格

健康检查

外部服务



项目
针对项目下命名空间，进行微服务治理相关设置。

设置命名空间的可见性

管理网关域名



设置命名空间可见性
在服务网格中，不同命名空间的微服务无法互相发现，默认仅支持命名空间内的微服务互相调用，从而提
升整体性能和安全性（不限制未通过服务网格的发现、访问和调用）。

当在服务网格中，有跨命名空间调用需求时，管理员可以在管理视图设置命名空间可见性，支持将指定命
名空间设置为公开命名空间，公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允许被当前服务网格下其它命名空间的微服务调
用。

例如：部署了服务网格的集群中存在命名空间 ns1 ，ns1 中部署了公共服务，管理员需要设置 ns1 为公开
命名空间，该公共服务方可被其它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调用。

前提条件

服务网格正常运行。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列表页，单击要修改可见性的命名空间所在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3. 在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详情页面的命名空间区域，找到要修改可见性的命名空间。

4. 单击命名空间对应的 ，再单击 设置可见性设置可见性。

5. 在 设置可见性设置可见性 窗口，开启或关闭 公开命名空间公开命名空间 开关。

6. 单击 确定确定。



管理网关域名
平台管理员在管理视图统一管理用于服务网关的网关域名。

使用场景

平台管理员在各个项目下的集群中，统一创建并管理网关域名，从而达到分配域名、防止域名冲突
的目的。参考创建网关域名。用户后续在业务视图中创建网关时，需使用已分配的域名进行创建。

当集群中发生命名空间的新增或删除后，需要在各命名空间中同步域名资源，参考 同步网关域名。

平台管理员查看、管理网关域名的使用，参考 查看网关域名详情。

平台管理员回收网关域名，删除域名资源，参考 删除网关域名。



创建网关域名
在指定项目下，创建网关域名资源，并分配给集群。

前提条件

准备好要创建的全域名，不能与 Service Mesh 中的已创建域名重复。

一个域名只能分配给一个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列表页，单击要创建网关域名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3. 在项目详情页面，单击 添加网关域名添加网关域名。

4. 在 添加网关域名添加网关域名 窗口，配置以下参数。

网关域名网关域名：输入要创建的域名。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选择要分配域名的项目下集群。

（非必填）证书证书：选择与域名绑定的证书，首先选择一个当前项目所选集群下的命名空间，
再选择一个容器平台中 TLS 类型的保密字典作为证书。
在业务视图创建 HTTPS 协议的服务网关时，仅可选择绑定证书的域名。
注意注意：该功能为 Alpha 功能。证书绑定域名后，目前不支持更换。

5. 单击 添加添加。



同步网关域名
当域名所属集群中，发生了命名空间的新增或删除，在各命名空间中同步域名资源。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列表页，单击要同步网关域名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3. 在项目详情页面，在网关域名列表区域，找到需要同步的网关域名。

4. 在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 列中，单击对应的 。

5. 同步成功后，叹号提示及同步按钮消失，同步后预计 1~2 分钟生效。



查看网关域名详情
查看使用网关域名的服务网关列表，支持删除服务网关。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列表页，单击要查看网关域名详情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3. 在项目详情页面，在网关域名列表区域，单击要查看详情的 网关域名网关域名。

4. 在网关域名详情页，在基本信息区域，查看网关域名的 所属集群所属集群、添加时间添加时间 和 证书证书。

5. 在服务网关列表区域，查看使用网关域名的服务网关列表。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名称名称 服务网关的名称。

网关域网关域

名名
服务网关使用的当前网关域名。



转发配转发配

置置
服务网关的所有域名子路径转发配置。

创建时创建时

间间
服务网关的创建时间。

快捷操快捷操

作作
删除删除：单击要删除的服务网关右侧对应的  图标，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删除删除，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删删

除除，删除服务网关。

参数参数 说明说明



删除网关域名
平台管理员回收网关域名，删除域名资源。

前提条件

域名未被服务网关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项目项目。

2. 在项目列表页，单击要删除网关域名的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3. 在项目详情页面的网关域名列表区域，单击待删除网关域名对应的 ，再单击 删除删除。

4.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删除删除。删除后，普通用户在业务视图新建服务网关时，无法再选择该网关域
名。



监控
嵌入 Istio Grafana 仪表板来监控 Istio 的整体运行状态。服务网格的状态为 成功成功 时方可查看。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2.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单击要查看监控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

3.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

4. 在监控页面，查看 Istio Grafana 仪表板的默认 Dashboard（Istio Default Dashboard），包括常用
的 Mesh 信息和性能 Performance 信息。

常用常用 Mesh 信息信息：Global Request Volume、Gloabal Success Rate、4xxs、5xxs、Virtual
Services、Destination Rules、Gateways、Authentication Mesh Policies；

性能性能 Performance 信息信息：vCPU Usage、Memory and Data Rates、Proxy Resource
Usage、Pilot Resource Usage、Mixer Resource Usage、Galley Resource Usage、Citadel
Resource Usage。

5. 支持选择切换查看其它预置的 Dashboard。

Istio Galley Dashboard



Istio Mesh Dashboard

Istio Performance Dashboard

Istio Service Dashboard

Istio Citadel Dashboard

Istio Workload Dashboard

Istio Mixer Dashboard

Istio Pilot Dashboard

Controller Dashboard

更多信息，参考 Istio 文档。



服务网格
在您开始体验 Service Mesh 的各项微服务治理功能之前，管理员需要首先为每一个需要微服务治理的
Kubernetes 集群，部署包括 Istio 服务网格管理平台在内的所有 Service Mesh 组件，并接入必要的外部组
件，使集群具备容器化微服务治理的能力。

服务网格管理功能将部署 Service Mesh 组件流程可视化。管理员只需配置主要参数，可以方便快捷的执行
部署服务网格、修改服务网格参数等操作。

管理员在平台管理的 Kubernetes 集群上，部署一套完整的 Service Mesh 组件，接入必要的外部组
件，参考 创建服务网格。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中，查看服务网格的基本信息和参数配置，参考 查看服务网格详情。

如果根据实际情况，在创建服务网格后需要调整 Istio 的参数配置，或接入组件的对接参数，参考 更
新服务网格。

如果集群不再需要微服务治理，计划卸载 Service Mesh 相关组件，参考 删除服务网格。

主从多集群管理模式说明

当创建的服务网格纳管了多个集群时，多个集群之间为主从关系，有 1 个主集群，其他集群为从集群，主
集群上的服务策略配置可自动同步至从集群相应的服务上。例如：为主集群下命名空间中微服务设置了熔
断策略，也会自动为从集群下同名命名空间中的同名微服务设置相同的熔断策略。

满足以下条件后，当主集群的微服务异常时，流量可自动切换至从集群上对应微服务，从而实现微服务的
多活容灾。

主从集群之间可直接通过 Pod IP 访问 Pod。

主从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相同。

从集群下，具有与主集群同名的命名空间，并且命名空间下有同名的微服务。



创建服务网格
平台借助 Istio 多集群管理能力，通过创建服务网格，可在平台管理的一个或多个 Kubernetes 集群中，部
署一套完整的 Service Mesh 平台组件，并接入必要的外部组件，使服务网格纳管的所有集群都具备容器化
微服务治理的能力。

前提条件

要部署服务网格的集群中已安装 olm-operator 组件。系统将通过 Operator 的方式，安装 Service
Mesh 平台组件。

集群中已部署 Prometheus 工具。

已部署集群可访问的外部 Elasticsearch 工具，也支持使用系统默认 Elasticsearch 工具。

如果待创建服务网格需要纳管多个集群，从集群部署服务网格时，需要访问主集群（创建时选择的
集群）的 15012  端口。需要确保：

当主集群为 高可用集群高可用集群 时，主集群的负载均衡设备的 15012  端口和所有控制节点的 
15012  端口均开放，且负载均衡设备的 15012  端口能将流量转发到控制节点的 15012  端
口；
当主集群为 单点集群单点集群 时，主集群控制节点的 15012  端口开放。

操作步骤

1. 管理员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3.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面单击 创建服务网格创建服务网格。

4. 在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参考以下说明，配置基本信息。

名称名称：服务网格的名称。
名称支持小写英文字母、数字 0 ~ 9、中横线。字符数大于等于 1 个，小于等于 32 个。不支
持以中横线开头或结尾。

显示名称显示名称（非必填）：服务网格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集群集群：选择要部署服务网格的集群（主集群），不支持选择已部署服务网格的集群，每个集
群只能属于一个服务网格，不能重复部署。

5. 单击 下一步下一步 按钮，参考以下说明，配置网络相关参数。



Istio 版本版本

集群集群 kubernetes 版本版本：待部署服务网格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

Istio 版本版本：兼容集群 kubernetes 版本的 Istio 版本。平台的推荐（默认）设置为：
当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为 1.16 时，Istio 版本默认为 v1.6.5；
当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为 1.17 ~ 1.19 之间的任意版本时，Istio 版本默认为
v1.8.3。
单击 版本设置版本设置 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设置 Istio 版本。
注意注意：当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为 v1.19 时，Istio 版本为 1.8.3，不支持设置；Istio
版本选择 v1.6.5 时，该版本仅支持单集群部署，无法添加从集群。

组件配置组件配置

组件高可用组件高可用：开启/关闭高可用部署组件的开关。默认关闭，如开启，将通过调整 Istio
及 Jaeger 相关组件的实例下限数为 2 的方式，进行高可用部署，并可根据流量自动扩
缩容。

调用链配置调用链配置

采样率采样率：根据业务需要设置调用数据的采样率，控制 Jaeger 采集集群中数据的比率。
范围为 0-100，单位为 %，默认值为 100%。

对接对接 Kafka：开启时，调用链数据将通过 Kafka 写入 Elasticsearch，避免流量过大时
增加对 Elasticsearch 的写入压力，但存在一定的调用链查询延迟；关闭时，调用链数
据将直接写入 Elasticsearch。

网关配置网关配置

入口网关入口网关：部署 Istio-IngressGateway 入口网关组件，外部请求将通过所选节点访问
网格内服务。仅支持采用 NodePort 模式的 定点部署定点部署，需要选择入口网关实例部署的
节点，可多选。
提示提示：当 组件高可用组件高可用 开关打开时，至少需要选择两个 2 个节点。

启用启用 HTTP/2：开启时，网关使用 HTTP/2 与客户端建立链接；关闭时，网关使用
HTTP/1.1 与客户端建立链接。
注意注意：开启时，因 envoy 兼容性问题，网关无法正常返回 404，建议谨慎开启；关闭
时，网关将启用 HTTP/1.1，网关可以正常返回404。

出口网关出口网关：部署 Istio-EgressGateway 出口网关组件。访问外部服务时，出口流量通过
出口网关以受控的方式访问外部服务，实现服务网格出口流量的监控和审查。支持 非非
定点部署定点部署 和 定点部署定点部署。

非定点部署非定点部署：出口网关实例随机调度到集群中的任意节点上。

定点部署定点部署：需要选择出口网关实例部署的节点，可多选，适用于集群中仅特定



节点可对外访问的场景。
提示提示：当 组件高可用组件高可用 开关打开时，至少需要选择两个 2 个节点。
注意注意：定点部署时，不支持选择存在污点的集群内节点。如果节点仅有 key 为 
node-role.kubernetes.io/master  的污点，即表示控制节点的污点，节点可
以选择，并标识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

Sidecar 配置配置

资源配额资源配额：创建服务网格后，单一 Sidecar 容器可使用的资源（CPU、内存）的默认限制值
（limits）。默认值为 CPU 0.1 核，内存 128Mi，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但不能超过当前命名
空间容器限额（LimitRange）的最大限制值。

接入组件接入组件

系统默认系统默认：使用系统默认的 Elasticsearch 工具，不可修改。

手动输入手动输入：使用系统外部已有的 Elasticsearch 工具，配置以下参数。

URL：Elasticsearch 工具的访问地址，选择以 http://  或 https://  开头。

用户名用户名：访问 Elasticsearch 工具的用户名。

密码密码：访问 Elasticsearch 工具的用户密码。

6.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创建创建 按钮。
创建成功后，跳转到服务网格详情页面，系统将依次开始部署各个组件 Chart。在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区域单

击集群 部署状态部署状态 右侧 ，查看部署进度。

后续操作

服务网格支持纳管多个集群，可通过 添加从集群 为服务网格添加从集群。



管理集群
服务网格可纳管多个集群，多个集群之间为主从关系。服务网格创建成功后，可通过添加集群为服务网格
添加从集群。

添加从集群后，主集群上的服务策略配置可自动同步至从集群相应的服务上。例如：为主集群下命名空间
中微服务设置了熔断策略，也会自动为从集群下同名命名空间中的同名微服务设置相同的熔断策略。

满足以下条件后，当主集群的微服务异常时，流量可自动切换至从集群上对应微服务，从而实现微服务的
多活容灾。

主从集群之间可直接通过 Pod IP 访问 Pod。

主从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相同。

从集群下，具有与主集群同名的命名空间，并且命名空间下有同名的微服务。

本文概览：

添加从集群

更新集群

移除从集群

添加从集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待添加集群中已安装 olm-operator 组件。系统将通过 Operator 的方式，安装 Service Mesh 平台组
件。

待添加集群中已部署 Prometheus 工具。

待添加集群与主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相同，主从集群之间可直接通过 Pod IP 访问 Pod。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管理员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3.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面单击待添加集群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进入服务网格详情页面。



4. 在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区域，单击 添加集群添加集群 按钮，在添加集群页面，参考以下说明，配置相关参数。

集群集群：选择要部署服务网格的集群（从集群），不支持选择已部署服务网格的集群，每个集
群只能属于一个服务网格，不能重复部署。
提示提示：仅支持添加 Kubernetes 版本与主集群 Kubernetes 版本相同的集群为从集群。

网关配置网关配置

出口网关出口网关：部署 Istio-EgressGateway 出口网关组件。访问外部服务时，出口流量通过出口网
关以受控的方式访问外部服务，实现服务网格出口流量的监控和审查。支持 非定点部署非定点部署 和
定点部署定点部署。

非定点部署非定点部署：出口网关实例随机调度到集群中的任意节点上。

定点部署定点部署：需要选择出口网关实例部署的节点，可多选，适用于集群中仅特定节点可
对外访问的场景。
说明说明：定点部署时，不支持选择存在污点的集群内节点。如果节点仅有 key 为 node-

role.kubernetes.io/master  的污点，即表示控制节点的污点，节点可以选择，并标
识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添加添加 按钮。
添加成功后，系统将在集群上依次开始部署各个组件 Chart。在服务网格详情页面的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区域

单击集群 部署状态部署状态 右侧 ，查看部署进度。

更新集群

支持更新主、从集群的 出口网关出口网关 配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管理员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3.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面单击待添加集群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进入服务网格详情页面。

4. 在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区域，单击待更新集群记录右侧的  > 更新更新，参考以下说明更新 网关配置网关配置 的 出口网出口网
关关。

说明说明：出口网关出口网关 用于部署 Istio-EgressGateway 出口网关组件。访问外部服务时，出口流量通过出
口网关以受控的方式访问外部服务，实现服务网格出口流量的监控和审查。支持 非定点部署非定点部署 和 定定
点部署点部署。

非定点部署非定点部署：出口网关实例随机调度到集群中的任意节点上。



定点部署定点部署：需要选择出口网关实例部署的节点，可多选，适用于集群中仅特定节点可对外访
问的场景。
说明说明：定点部署时，不支持选择存在污点的集群内节点。如果节点仅有 key 为 node-

role.kubernetes.io/master  的污点，即表示控制节点的污点，节点可以选择，并标识 控制控制
节点节点。

5.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 更新更新 按钮。
更新成功后，系统将重新在集群上部署服务网格。在服务网格详情页面的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区域单击集群

部署状态部署状态 右侧 ，查看部署进度。

移除从集群

支持将从集群从服务网格中移除。移除后，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管理员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3.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面单击待添加集群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进入服务网格详情页面。

4. 在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区域，单击待移除从集群记录右侧的  > 移除移除。

5.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框中，单击 确定确定 按钮。
移除集群后，集群上的服务将不再被服务网格管理。



查看服务网格详情
查看服务网格的基本信息、参数配置和接入组件；查看服务网格的监控数据和健康状态。

操作步骤

1. 管理员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3.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面单击要查看详情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

4.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面，单击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页签。

查看服务网格的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包括名称、显示名称、状态和创建时间等信息。

状态状态：包括 部署中部署中、正常正常、异常异常 三种状态。

部署中部署中：表示有组件正在部署中。将鼠标移动到图示上，可查看详细的部署状态。

正常正常：表示全部组件部署成功，组件状态正常。

异常异常：表示有组件部署失败，由于组件依次部署，后续组件将不会开始部署。单击右
侧的 查看健康检查查看健康检查，可查看详细的健康检查信息。

查看 高可用配置高可用配置。

组件高可用组件高可用：是否开启了组件高可用。

查看服务网格的 调用链配置调用链配置。

采样率采样率：Jaeger 采集集群中数据的采样率。

对接对接 Kafka：是否开启 Jaeger 对接 Kafka。

查看服务网格的 Sidecar 配置配置。

资源配额资源配额：单一 Sidecar 容器可使用的资源（CPU、内存）的默认限制值（limits）。

查看服务网格的 网关部署网关部署 参数。

入口网关入口网关：入口网关部署模式。

入口网关节点入口网关节点：入口网关实例部署的节点。



出口网关出口网关：出口网关部署模式。

出口网关节点出口网关节点：出口网关实例部署的节点。

启用启用 HTTP/2： 是否开启 HTTP/2 支持。

查看服务网格的 接入组件接入组件，支持查看 Elasticsearch 工具的访问地址。

查看部署服务网格的 集群信息集群信息。

单击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 可查看集群的基本信息和 网关配置网关配置 信息。

单击 部署状态部署状态 右侧 ，查看部署进度。

5. 单击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页签，参考 健康检查 文档。

6. 单击 监控监控 页签，参考 监控 文档。

7. 单击 外部服务外部服务 页签，参考 外部服务 文档。



更新服务网格
更新服务网格的参数配置。

注意注意：

更新后，系统将会重新部署与更新的参数配置有关的 Service Mesh 组件，重新部署时仍会使用第一
次部署时的 Chart 版本。

不支持更新名称、部署服务网格的集群。

前提条件

服务网格未处于 部署中部署中 状态。

操作步骤

1. 管理员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在服务网格列表页面找到要更新的服务网格，单击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

3.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 更新更新。

4. 更新服务网格的配置参数，参考 创建服务网格。

5. 单击 更新更新。

6. 在确认窗口中，单击 确认确认。



删除服务网格
删除服务网格。
注意注意：删除服务网格的同时，将卸载所有 Service Mesh 组件；解除与接入组件（Elasticsearch、
Prometheus）的绑定关系；删除所有在 Service Mesh 上创建的资源。

前提条件

服务网格未处于 部署中部署中 状态。

服务网格中无微服务。

操作步骤

1. 管理员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

2. 在左导航栏中单击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在服务网格列表页面找到要删除的服务网格，单击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

3.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单击页面右上角的 操作操作 > 删除删除。

4. 在 删除服务网格删除服务网格 窗口，在输入框中输入服务网格名称，再单击 删除删除。

后续操作

1. 删除服务网格操作不可撤销，删除过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期间无法重复执行删除操作。

2. 根据实际需要，可选择手动删除 Elasticsearch 中的残余数据。



健康检查
平台为集群内的 Service Mesh 服务组件，以及重要系统功能提供健康状态的检查。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平台的后台检查程序可定时运行并刷新健康状态，您也可以手动触发健康状态检查。

通过查看组件和功能的健康检查结果，管理员能够及时了解系统运行状态，辅助定位问题，参考查
看健康检查结果。

了解健康检查功能的覆盖范围，参考支持健康检查的组件 和 支持健康检查的功能。



查看健康检查结果
后台检查程序可定时运行并刷新健康状态，您也可以手动触发健康状态检查。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2.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单击要查看健康状态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

3.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单击 健康检查健康检查 页签。

4. 在 组件检测组件检测 区域，查看组件健康状态。支持检查的组件包括核心组件和外部组件两类，参见支持健
康检查的组件。

组件状态标记为绿色，表示组件健康；组件状态为红色，表示组件不健康，将鼠标移动到相
应的组件上，查看错误信息。

单击右上角的刷新按钮，可启动检查程序，刷新组件状态。刷新按钮左侧的时间为上次刷新
组件健康状态的时间。

下图所示的图标表示系统正在执行检查程序，检查完成后将自动刷新组件健康状态。

5. 在 功能检测功能检测 区域，查看功能检查状态。检查覆盖重要的系统功能，参见支持健康检查的功能。

在功能卡片上，查看每个功能的检测项列表。检测项状态标记为绿色，表示检测项健康；检
测项状态为红色，表示检测项不健康，将鼠标移动到相应的检测项上，查看错误信息。

单击右上角的刷新按钮，可启动检查程序，刷新检测项状态。刷新按钮左侧的时间为上次刷
新检测项健康状态的时间。



下图所示的图标表示系统正在执行检查程序，检查完成后将自动刷新检测项健康状态。



支持健康检查的组件

组件类型组件类型 组件名称组件名称

核心组件

istio-pilot

istio-sidecar-injector

istio-citadel

istio-policy

istio-telemetry

istio-gallery

istio-ingressgateway

istio-egressgateway

asm-controller

外部组件

Grafana

Jaeger-operator

Jaeger-prod-collector

Jaeger-prod-es-index-cleaner

Jaeger-prod-query

flagger

Elasticsearch（访问状态）

Prometheus（访问状态）



支持健康检查的功能
SideCar 注入注入：检测项包括 istio-sidecar-injector 和 istio-citadel 组件状态。

监控监控：检测项包括 prometheus 访问状态、grafana 组件状态和 serviceMonitor 状态。



外部服务
在 Service Mesh 上添加外部服务，支持将其绑定到 Egress（出口网关），使得对外访问流量从 Egress 发
出，以便对流量进行监控。



添加外部服务
在 Service Mesh 上，添加外部服务到服务网格，支持绑定注册到 Egress。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2.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单击要添加外部服务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

3.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单击 外部服务外部服务 页签，进入外部服务列表页面。

4. 单击 添加外部服务添加外部服务。

5. 在添加外部服务页面，配置以下参数。

服务名称服务名称：外部服务的名称。以 a-z、0-9开头结尾，支持使用 a-z、0-9，-，最多32个字符。
注意注意：创建成功后不支持更新。

（非必填）显示名称显示名称：外部服务的显示名称。支持中文字符。

服务协议服务协议：选择外部服务的访问协议。支持选择 HTTP/HTTP2/HTTPS 或 TCP。
注意注意：创建成功后不支持更新。

访问地址访问地址：外部服务的域名地址，支持输入一个全域名。

（非必填）服务服务 IP：当服务协议为 HTTP/HTTP2/HTTPS 时，若存在服务IP，则请求通过访
问地址重定向至服务IP访问，支持输入多个；当服务协议为 TCP 时，不配置此项。

目的端口目的端口：添加外部服务的端口，支持最多添加 5 个端口。

协议协议：外部服务的端口协议。当服务协议为 HTTP/HTTP2/HTTPS 时，端口协议支持
选择 HTTP、HTTP2 或 HTTPS；当服务协议为 TCP 时，端口协议支持选择 TCP。

端口号端口号：外部服务的端口号。

绑定绑定 Egress：选择是否绑定 Egress。绑定后，请求将通过Egress 访问外部服务。

6. 单击 添加添加。



查看外部服务详情
查看添加到 Service Mesh 的外部服务详情。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2.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单击要查看外部服务详情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

3.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单击 外部服务外部服务 页签。

4. 在外部服务列表，单击要查看外部服务详情的 外部服务外部服务 名称，进入外部服务详情页。

5. 查看外部服务的详细信息，参数说明参见添加外部服务。



更新外部服务
更新已添加的外部服务。
注意注意：不支持更新 名称名称、服务协议服务协议。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2.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单击要更新外部服务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

3.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单击 外部服务外部服务 页签。

4. 在外部服务列表，找到要更新的外部服务，单击右侧对应的 ，再单击 更新更新。

5. 更新，参数说明参见添加外部服务。



移除外部服务
移除已添加的外部服务。
注意注意：移除后，外部服务可能将无法访问，且访问流量将无法被监控。

操作步骤

1. 登录平台，进入管理视图后，单击左导航栏中的 服务网格服务网格。

2. 在服务网格列表页，单击要移除外部服务的 服务网格名称服务网格名称。

3. 在服务网格详情页，单击 外部服务外部服务 页签。

4. 在外部服务列表，找到要移除的外部服务，单击右侧对应的 ，再单击 移除移除。

5. 移除后，外部服务可能将无法访问，且访问流量将无法被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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