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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Kong 最佳实践

认证鉴权

开启 admin-api 并配置安全认证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9 17:36:04

本文介绍 Kong 如何开启 admin-api 并为 admin-api 配置 Basic Auth 安全认证插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操作文档 。

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单击访问链接进入管理控制台页面，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SERVICES，进入服务列表。

3. 单击 ADD NEW SERVIC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内容，URL 的内容填写为 http://127.0.0.1:8001/ ，创建一个服务。 

4. 创建成功后，在服务列表中单击已创建好的服务，进入负服务详情页面，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Routes，进入路由列表。

5. 单击 ADD ROUT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内容，Path 的内容填写为 /admin-api ，创建一个路由。 

操作场景

前置条件

操作步骤

步骤1：在 Kong 的管理控制台上配置 admin api 的服务和路由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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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开浏览器通过公网地址访问 admin api ， uri 的内容填写为 /admin-api 。 

1. 打开 Kong 的管理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CONSUMERS，进入消费者列表。

2. 单击 CREATE CONSUMER，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内容。 

步骤2：为 admin api 配置 basic-auth 安全认证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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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Credentials 左侧的选项选择 BASIC，并单击 CREATE CREDENTIAL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内容，创建一个消费者。

4. 在左侧导航栏中依次单击 SERVICES > admin-api > Plugins > ADD Plugin，选择 Basic Auth 插件并完成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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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开浏览器通过公网地址访问 admin api， uri  的内容填写为 /admin-api ，输入之前配置好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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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说明请参见 Kong API Lookback 。

参考

https://docs.konghq.com/gateway-oss/2.5.x/secure-admin-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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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P 访问控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36:51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 API 网关上通过 Kong IP Restriction 插件实现 IP 访问控制，包括以下两种场景：

本场景操作步骤以黑名单 IP 列表为例，指导如何拒绝某个（些）IP 访问，白名单配置与之类似。

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 IP 限制的 Rout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按钮创建插件。 

操作场景

配置 IP 黑/白名单列表进行访问控制

配置 IP 黑/白名单 CIDR 段进行访问控制

前置条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 操作文档 。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操作步骤

场景一：配置 IP 黑/白名单列表进行访问控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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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插件市场的 Security 分组中选择 IP Restriction 插件，单击 Add Plugin。 

4. 插件配置中填写需要配置限制的 IP 配置，并保存

allow ：填写允许访问的IP，多个 IP 需要填写多个。

deny ：填写拒绝访问的IP，多个 IP 需要填写多个。

consumer ：填写需要应用访问控制的 Consumer ID，如空缺，表示该 IP 访问控制应用于所有 consumer。

注意

allow 和deny 两者至少配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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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返回 route 页面，确定该 route 已经绑定的创建的插件。

6. 发起 API 请求，该 IP 访问被限制。

HTTP/1.1 403 Forbidden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48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Date: Mon, 25 Apr 2022 02:57:32 GMT

X-Kong-Response-Latency: 1

  "message":"Your IP address is not allowed"

;

{

}

场景二：配置 IP 黑/白名单 CIDR 段进行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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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景操作步骤以白名单 IP CIDR 段为例，指导如何允许某个 IP 段的请求访问，黑名单配置与之类似。

1. 进入需要 IP 限制的 Rout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按钮创建插件。

2. 插件配置中填写以下配置，并保存

3. 发起 API 请求，使用不在该 CIDR 段的IP访问，请求被拒绝。

当对一个 IP 同时应用了 allow 和 deny ，该 IP 会被限制访问。

更多相关说明请参见 Kong 插件文档 。

allow ：填写允许访问的 IP CIDR 段。

deny ：填写拒绝访问的 IP CIDR 段。

consumer ：填写需要应用访问控制的 Consumer ID，如空缺，表示该IP访问控制应用于所有 consumer。

注意

allow 和 deny 两者至少配置一项。

HTTP/1.1 403 Forbidden

Date: Mon, 25 Apr 2022 03:06:58 GM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48

X-Kong-Response-Latency: 14

  "message":"Your IP address is not allowed"

;

{

}

注意事项

参考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ip-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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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Key Auth 密钥认证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37:36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 API 网关上通过 Key Authentication 密钥身份认证插件实现认证访问。

本场景操作步骤以配置 Route 插件为例，指导如何实现密钥身份认证访问。

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密钥身份认证访问的 Rout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按钮添加插件。  

3. 在插件市场的 Authentication 分组中选择 Key Auth 插件，单击 Add Plugin。  

操作场景

前置条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操作文档 。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操作步骤

步骤1：配置 Key Authentication 密钥身份认证插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微服务引擎 TS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 共124页

4. 设置密钥身份认证插件参数，并保存。

consumer ：填写需要应用访问控制的 Consumer ID，如空缺，表示该IP访问控制应用于所有 consumer。

key names ：插件将要查找键的参数名称数组（默认为apikey）。客户端必须以其中一个密钥名称发送身份验证密钥，插件将尝试从 header 或

具有相同名称的查询参数读取凭据。

注意

键名只能包含[a-z]，[A-Z]，[0-9]，[_]和[-]。 由于 NGINX 默认值中的附加限制，不允许在标题中使用下划线。

hide credentials ：是否隐藏来自上游服务的凭据。

anonymous ：如果身份验证失败，则用作“匿名”使用者的可选字符串（使用者 uuid）值。如果为空（默认），则请求将失败，并且身份验证失

败4xx。 请注意，此值必须引用 Kong 内部的 Consumer id 属性，而不是其 custom_id。

key in header ：如果启用，插件将要查找键的参数放在 header。

key in query ：如果启用，插件将要查找键的参数放在 query。

key in body ：如果启用，插件将读取请求正文（如果所述请求有一个并且支持其MIME类型）并尝试在其中找到密钥。支持的 MIME 类型是 

application/www-form-urlencoded，application/json 和 multipart/form-data。

run on preflight ：插件是否应在 OPTIONS 预检请求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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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返回 route 页面，确定该 route 已经绑定的创建的插件。 

1. 进入 CONSUMERS 页面创建 Consumer。 

步骤2：创建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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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 Consumer 创建 api key 凭证。 

username ：用户（应用）名，必须指定此字段或 custom_id。

custom_id ：用于将使用者映射到另一个数据库的自定义标识符。必须指定此字段或username。

Tags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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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key 值，默认为空会自动生成 key。 

3. 查看生成的 key。 

1. 未携带 apikey 会返回报错： curl http://kong:8000/{proxy path}/ 。

步骤3：发起 API 请求

    HTTP/1.1 401 Unauth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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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确携带 apikey 则放通请求： curl http://kong:8000/{proxy path}?apikey=<some_key> 。

更多相关说明请参见 Kong 密钥认证插件官方文档 。

    Server:   

    Date: Mon, 25 Apr 2022 14:16:10 GM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Content-Length: 45

    Connection: keep-alive

    WWW-Authenticate: Key realm="kong"

    X-Kong-Response-Latency: 1

    

       "message":"No API key found in request"

     

;

{

}

    HTTP/1.1 200 OK

    Server:   

    Date: Mon, 25 Apr 2022 14:19:19 GMT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Content-Length: 6

    Connection: keep-alive

    X-Kong-Upstream-Latency: 5

    X-Kong-Proxy-Latency: 0

    Via: kong/2.4.1

    ok

;

参考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key-a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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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HMAC Auth 认证访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39:19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 API 网关上通过 HMAC Authentication 认证插件实现认证访问。

1.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 操作文档 。

2.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本场景操作步骤以配置 Route 插件为例，指导如何实现 HMac Auth 认证访问。

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限流的 Rout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按钮创建插件，在 Authentication 分组下选择 Hmac Auth 插

件。

操作场景

前置条件

操作步骤

步骤1：配置 HMAC Authentication 认证插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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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密钥身份认证插件参数，并保存。

consumer ：填写需要应用访问控制的 Consumer ID，如空缺，表示该 IP 访问控制应用于所有 consumer。

hide credentials ：是否隐藏来自上游服务的凭据。

anonymous ：如果身份验证失败，则用作“匿名”使用者的可选字符串（使用者 uuid）值。如果为空（默认），则请求将失败，并且身份验

证失败4xx。 请注意，此值必须引用 Kong 内部的 Consumer id 属性，而不是其 custom_id。

clock skew ：时钟偏移在几秒钟内以防止重放攻击。

validate request body ：是否启用 body 验证。

enforce headers ：客户端至少应用于 HTTP 签名创建的 header 列表。

algorithms ：用户想要支持的 HMAC 摘要算法列表。允许的值为 hmac-sha1，hmac-sha256，hmac-sha384 和 hmac-

sha512，默认全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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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 CONSUMERS 页面创建 Consumer。 

步骤2：创建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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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 Consumer 创建 HMAC Auth 凭证。 

username ：用户（应用）名，必须指定此字段或 custom_id。

custom_id ：用于将使用者映射到另一个数据库的自定义标识符。必须指定此字段或username。

Tags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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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客户端使用以下参数化发送 Authorization 或 Proxy-Authorization header： 

例如：

Authorization: hmac username="username", algorithm="hmac-sha1", headers="x-date digest", signature="Base64(HMAC-

SHA1(signing_str, secret))"

为了生成使用密钥签名的字符串，客户端必须按照它们出现的顺序获取 headers 指定的每个 HTTP 标头的值。

1. 如果标题名称不是 request-line，则附加小写标题名称，后跟 ASCII 冒号：和 ASCII 空格 。

2. 如果标题名称是 request-line，则附加 HTTP 请求行（ASCII 格式），否则追加标题值。

3. 如果 value 不是最后一个值，则附加 ASCII 换行符\n。字符串绝不能包含尾随的 ASCII 换行符。

4. 服务器和请求客户端应与 NTP 同步，并且应使用 X-Date 或 Date header 发送有效日期（使用 GMT 格式, 例如 Mon, 19 Mar 2018 

12:08:40 GMT）。

username ：在 HMAC 签名验证中使用的用户名。

secret ：secret 值，默认为空会自动生成 secret。 

步骤3：签名认证方案

签名参数

username ：凭证的 username。

algorithm ：用于创建签名的数字签名算法。

headers ：用于对请求进行签名的 HTTP 标头名称列表，由单个空格字符分隔。

signature ：客户端生成的 Base64 编码数字签名。

签名字符串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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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将 config.validate_request_body 设置为 true 以验证请求正文。如果启用，插件将计算请求正文的 SHA-256 HMAC 摘要，并将其与 

Digest header 的值进行匹配。 摘要 header 需要采用以下格式： 

Digest: SHA-256=base64(sha256(<body>))  

如果没有请求主体，则应将 Digest 设置为0长度的主体的摘要。

正文验证 Body Validation

注意

为了创建请求主体的摘要，插件需要将其保留在内存中，这可能会在处理大型主体（几个MB）或高请求并发期间对工作者的 Lua VM 造成压

力。

步骤4：API 请求 Demo

# -*- coding: utf-8 -*-

import base64

import datetime

import hashlib

import hmac

import json

import requests

from urllib.parse import urlparse, urlencode

#username

Username = 'xxx'

#secret

Secret = 'xxxx'

# 访问地址

Url = 'http://test.com/'

HTTPMethod = 'POST'  # method

Accept =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urlInfo = urlparse Url

Host = urlInfo.hostname

Path = urlInfo.path

Digest = ''

GMT_FORMAT = '%a, %d %b %Y %H:%M:%S GMT'

xDate = datetime.datetime.utcnow .strftime GMT_FORMAT

# 修改 body 内容

if HTTPMethod == 'POST' :

    body =  "arg1": "a", "arg2": "中文" 

    body_json = json.dumps urlencode body

    body_digest = hashlib.sha256 body_json.encode .digest

    Digest = "SHA-256=" + base64.b64encode body_digest .decode

    print Digest

# 获取签名串

signing_str = 'x-date: %s\ndigest: %s' % 

    xDate, Digest

# 计算签名

sign = hmac.new Secret.encode , msg=signing_str.encode , digestmod=hashlib.sha1 .digest

sign = base64.b64encode sign .decode

auth = "hmac username=\"" + Username + "\", algorithm=\"hmac-sha1\", headers=\"x-date digest\", signature=\""

sign = auth + sig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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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关说明请参见 Kong 插件 。

# 发送请求

headers = 

    'Host': Host,

    'Accept': Accept,

    'Content-Type': ContentType,

    'x-date': xDate,

    'Authorization': sign

if Digest :

    headers 'Digest'  = Digest

if HTTPMethod == 'GET' :

    ret = requests.get Url, headers=headers

if HTTPMethod == 'POST' :

    ret = requests.post Url, headers=headers, data= body_json

print ret.headers

print ret.text

{

}

[ ]

( )

( ( ))

( )

( )

相关说明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hmac-a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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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CL 访问控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39:39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 API 网关上通过 Kong ACL 插件实现访问控制，它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场景：

1.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 操作文档 。

2.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3. 配置了消费者（Consumer）并开启认证。

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登录到 Konga 控制台，进入 Consumer 详情页，选择需要配置访问控制的用户（如Jason），单击 Groups Tab，为该用户分配 Group（如 

access-group）。 

操作场景

配置允许指定用户访问

配置拒绝指定用户访问

前置条件

操作步骤

注意

本操作步骤以允许指定用户访问的配置为例，拒绝指定用户访问的配置与之类似。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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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选择的 Route，单击 ADD PLUGIN，在插件市场的 Security 分组中选择 Acl 插件，单击 Add Plugin。 

4. 插件配置中填写需要配置允许访问的 Group 信息，并保存

allow ：填写允许访问的 Group，多个 Group 需要填写多个。

deny ：填写拒绝访问的 Group，多个 Group 需要填写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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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返回 route 页面，确定该 route 已经绑定的创建的插件。

6. 使用允许访问用户组内的用户（如 Jason）的凭证发起 API 请求，该请求被允许。

consumer ：填写需要应用访问控制的 Consumer ID，如空缺，表示该 IP 访问控制应用于所有 consumer。

注意

allow 和 deny 两者至少配置一项。

HTTP/1.1 20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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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不在该用户组的用户（如Tom）的凭证发起请求，该请求被拒绝。

更多相关说明请参见 Kong 插件 。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13

Content-Type: text/plain  charset=UTF-8

Date: Wed, 27 Apr 2022 06:46:38 GMT

Server: Cowboy

Vary: Origin

X-Kong-Proxy-Latency: 10

X-Kong-Upstream-Latency: 1775

"ok"

;

{ }

HTTP/1.1 403 Forbidden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49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Date: Wed, 27 Apr 2022 06:44:55 GMT

Server: kong/2.4.1

X-Kong-Response-Latency: 10

 "message":"You cannot consume this service"

;

{

}

相关说明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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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ot Detection 插件拒绝爬虫请求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32:07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 API 网关上通过 Kong Bot Detection 插件屏蔽爬虫访问。 

Bot Detection插件通过检查HTTP请求中User Agent字段，识别发起请求的用户代理软件信息，拒绝爬虫请求。该插件内置了一些基础的校验规则

用于校验请求，您可以参见 爬虫示例  定义爬虫请求。

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反爬虫的 Rout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在插件市场的 Security 分组中选择 Bot Detection 插件，单

击 Add Plugin。 

操作场景

前置条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实例管理 。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插件配置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allow 使用正则表达式定义允许放行的 User-Agent 列表。

deny 使用正则表达式定义拒绝放行的 User-Agent 列表。

操作步骤

https://github.com/Kong/kong/blob/master/kong/plugins/bot-detection/rules.lua#L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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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件配置中使用正则表达式填写需要配置限制的代理信息，例如，拒绝来自 Firefox 的爬虫请求，在 deny 中配置[".*Fire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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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火狐浏览器发起 API 请求，由于请求头带有 

User-Agent:Mozilla/5.0 (Macintosh; Intel Mac OS X 10.15; rv:106.0) Gecko/20100101 Firefox/106.0 ，请求被拒绝。 

更多相关说明请参见 Kong Bot Detection 插件官方文档 。

参考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bot-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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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JWT 认证鉴权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40:36

JWT（JSON Web Token） 是现代 Web 服务中经常用到的认证和授权方式。Kong 能够验证使用 HS256 或 RS256 签名的 JWT 的请求。您可

以为消费者配置 JWT 凭据（公钥和私钥），并用这些凭据签署他们的 JWT。 Kong 支持通过 Query、Cookie、Header 传递 JWT Token。如

果 JWT 的签名通过验证，Kong 将把请求代理到上游服务，否则将丢弃请求。 

JWT 常见的三种签名算法为 HS256、RS256 和 ES256，区别在于消息签名与签名验证需要的 key 不同。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 API 网关上通过 JWT 插件实现下述常见 JWT 认证鉴权场景：

操作场景

HS256 使用同一个 secret_key 进行签名和验证，适用于集中式认证场景，签名和验证都必须由可信方进行。

RS256 是使用 RSA 私钥进行签名，使用 RSA 公钥进行验证，因此可以将验证委托给其他应用。

ES256 使用私钥签名，公钥验证，但是拥有更短的签名长度。

对使用 HS256 签名的请求进行认证鉴权。

对使用 RS256 签名的请求进行认证鉴权。

前置条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实例管理 。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插件配置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uri 

param 

names

用于获取 JWT Token 的 Query 参数列表，当 JWT Token 配置在 URI 时，设置此属性。

cookies 

names
用于获取 JWT Token 的 Cookie 参数列表，当 JWT Token 配置在Cookie时，设置此属性。

key 

claim 

name

Credential 的 key 值，对应的 JWT Claim 的内容，默认为 iss。

secret is 

base64
Credential 的 secret 是否进行 base64 编码。

claims to 

verify
Kong 进行校验的 Claims，支持 exp 或 nbf。

anonym

ous
认证失败时，判断是否作为匿名Consumer。默认为空，表明请求失败时返回4xx。

run on 

preflight
插件是否应在 OPTIONS 预检请求上运行（并尝试进行身份验证）。 如果设置为 false，则将始终允许 OPTIONS 请求。

maximu

m 

expiratio

n

JWT Token 过期时间，支持0-31536000（365天）。当设置该值时，需要在 claims to verify 中指定 exp。默认值为0，

表示无限期。当 Token 过期时请求将被拒绝，返回 HTTP 403。请注意，配置该值时应考虑潜在的时钟偏差。

header 

names
用于获取 JWT Token 的 Header 参数列表。当 JWT Token 配置在 URI 时，设置此属性。

操作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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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登录到 Konga 控制台，进入 Consumer 详情页，选择需要配置访问控制的用户（如clare），单击 Credentials Tab，选择 JWT，单击 创建 

JWT，为该用户创建一个 JWT Token 作为访问凭证。 

3. 配置 JWT 相关参数。

场景一：对使用 HS256 签名的请求进行认证鉴权

步骤1：创建 Consumer

配置项 描述

key 对应 JWT Claims 的 issuer，即签发人。留空则自动生成。

algorithm JWT Token 签名所使用的加密算法，支持 HS256 和 RS256。本场景设置为 HS256。

secret 当签名算法为 HS256 时，设置 secret，用于验证签名，留空则自动生成。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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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生成的用户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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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成对应的 JWT Token。 

1. 进入需要认证的 Service，单击 ADD PLUGIN，在插件市场的 Authentication 分组中选择 Jwt 插件，单击 Add Plugin。 

步骤2：绑定JWT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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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 JWT Token 校验的信息，单击 ADD 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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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携带 JWT Token 请求服务，该请求被拒绝，返回401。

步骤3：测试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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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携带 JWT Token 请求服务，请求成功。

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登录到 Konga 控制台，进入 Consumer 详情页，选择需要配置访问控制的用户（如clarersa），单击 Credentials Tab，选择 JWT，单击 

创建 JWT，为该用户创建一个 JWT Token 作为访问凭证。 

3. 配置JWT相关参数。

curl -i xxxxxxx/test

HTTP/1.1 401 Unauthorized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26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Date: Tue, 29 Nov 2022 12:55:33 GMT

Server: kong/2.5.1

X-Kong-Response-Latency: 23

"message":"Unauthorized"

;

{ }

curl -i 'http://xxxxxx/test' 

--header 'Authorization: Bearer eyJhbGciOixxxxxxxxxxI6IkpXVCJ9.eyJpc3MiOiJoUXY4eGRtWxxxxxxxxxxxzFoQ0VUQnNy

HTTP/1.1 200 OK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Date: Tue, 29 Nov 2022 12:57:38 GMT

Server: apigw/1.0.15

Vary: Accept-Encoding

Via: kong/2.5.1

X-Api-Id: api-1nxxxxkuc

X-Api-Requestid: ab873xxxxd68cac394ddc208

X-Kong-Proxy-Latency: 7

X-Kong-Upstream-Latency: 6

Content-Length: 11

hello Kong

\

;

场景二：对使用 RS256 签名的请求进行认证鉴权

步骤1：创建 Consum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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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生成的用户凭证。

配置项 描述

key 对应 JWT Claims 的 issuer，即签发人。留空则自动生成。

algorithm JWT Token 签名所使用的加密算法，支持 HS256 和 RS256。本场景设置为 RS256。

rsa_public_key 当签名算法为 RS256 时，设置公钥（PEM 格式），用于验证签名。

secret 当签名算法为 RS256 时，设置私钥（PEM 格式），用于验证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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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成对应的 JWT Token。 

步骤2：绑定 JWT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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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需要认证的 Service，单击 ADD PLUGIN，在插件市场的 Authentication 分组中选择 Jwt 插件，单击 Add Plugin。 

2. 填写 JWT Token 校验的信息，单击 ADD 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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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携带 JWT Token 请求服务，该请求被拒绝，返回401。

步骤3：测试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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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携带 JWT Token 请求服务，请求成功。

更多相关说明请参见 Kong JWT 插件官方文章 。

curl -i xxxxxxx/testrsa

HTTP/1.1 401 Unauthorized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26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Date: Tue, 29 Nov 2022 12:55:33 GMT

Server: kong/2.5.1

X-Kong-Response-Latency: 23

"message":"Unauthorized"

;

{ }

curl -i 'http://xxxxxx/testrsa' 

--header 'Authorization: Bearer eyJhbGciOixxxxxxxxxxI6IkpXVCJ9.eyJpc3MiOiJoUXY4eGRtWxxxxxxxxxxxzFoQ0VUQnNy

HTTP/1.1 200 OK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Date: Tue, 29 Nov 2022 12:57:38 GMT

Server: apigw/1.0.15

Vary: Accept-Encoding

Via: kong/2.5.1

X-Api-Id: api-1nxxxxkuc

X-Api-Requestid: ab873xxxxd68cac394ddc208

X-Kong-Proxy-Latency: 7

X-Kong-Upstream-Latency: 6

Content-Length: 11

hello Kong

\

;

参考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j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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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

使用缓存加速访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5:38:37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 API 网关上通过缓存（Proxy Cache）插件实现下述常见缓存场景：

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限流的 Rout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按钮创建插件，在 Traffic Control 分组下选择 Proxy Cache 插

件。

3. 插件配置中填写以下配置，并保存

操作场景

针对指定 API 开启缓存插件。

通过 Admin API 查看指定缓存。

通过 Admin API 删除指定缓存。

前置条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操作文档 。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操作步骤

场景一：针对指定 API 开启缓存插件

response code ：200  // 允许缓存的后端响应码列表。建议输入正常响应码（例如 200），避免异常响应内容被缓存

request method ：GET // 允许缓存的请求方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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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需要根据参数维度缓存，则需要额外配置

5. 发起 API 请求，验证缓存生效

content 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 允许缓存的后端响应 Content-Type，注意该值必须和响应头完全匹配，例如 

"application/json" 和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是不匹配的。

cache ttl ：60 // 缓存时长，单位秒 

vary query params : name, department // 用于缓存 key 的 query 参数名称列表，默认为空

vary headers : x-cache-header // 用于缓存 key 的 header 参数名称列表，默认为空 

首次请求 API URL GET /cache/it ，缓存不存在，会请求到后端，响应头 X-Cache-Status  为 Miss

HTTP/1.1 200 OK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Content-Length: 335

X-Cache-Key: 6fb1b6a4440980c758b0eff31177a41d

X-Cache-Status: Miss

Date: Tue, 26 Apr 2022 16:04:19 GMT

X-Kong-Upstream-Latency: 948

X-Kong-Proxy-Latency: 321

Via: kong/2.4.1

;

缓存 TTL 之内再次请求 GET /cache/it ，会命中缓存，响应头 X-Cache-Status  为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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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Proxy 代理方式开放 admin api （建议开启安全认证）。

2. 调用 Proxy Cache API GET /proxy-cache/:cache_key  查询特定 Cache Key 的缓存内容。

1. 通过 Proxy 代理方式开放 admin api （建议开启安全认证）。

2. 调用 Proxy Cache API DELETE /proxy-cache/:cache_key  删除特定 Cache Key 的缓存内容

HTTP/1.1 200 OK

Server: openresty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X-Cache-Key: 6fb1b6a4440980c758b0eff31177a41d

Age: 2

X-Cache-Status: Hit

Date: Tue, 26 Apr 2022 16:09:23 GMT

Vary: Accept-Encoding

Content-Length: 335

X-Kong-Upstream-Latency: 0

X-Kong-Proxy-Latency: 0

Via: kong/2.4.1

;

当 vary query params  配置了 name  参数：

首次请求 GET /cache/it?name=john ，缓存不存在，会请求到后端，响应头 X-Cache-Status  为 Miss 。

缓存 TTL 之内再次请求 GET /cache/it?name=john ，会命中缓存，响应头 X-Cache-Status  为 Hit 。

缓存 TTL 之携带不同 name 参数请求 GET /cache/it?name=tom ，由于 name 参数不同，响应头 X-Cache-Status  为 Miss 。

场景二：通过 Admin API 查看指定缓存

Cache Key 从 API 请求的响应头 X-Cache-Key  获取

当 Cache 不存在时，返回 404

当 Cache 存在时，返回 200 ，响应 Body 如下

  "ttl": 60,

  "req_body": "",

  "headers": 

    "Date": "Wed, 27 Apr 2022 03:09:39 GMT",

    "X-Cache-Status": "Miss",

    "ETag": "W/\"14f-3sRRcm7jenKggj3qhgagNHIwiqw\"",

    "Vary": "Accept-Encoding",

    "connection": "keep-alive",

    "set-cookie": "sails.sid=s%3AT_YQH4rJgm2TYpJ5o6Ql1nH-vlA6pR19.JR3bgC6WfzWO1OqDPwzaNn%2FXX6PcGdg2vTa

    "content-length": "335",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X-Cache-Key": "6fb1b6a4440980c758b0eff31177a41d"

  ,

  "body": "<cached response body>",

  "status": 200,

  "timestamp": 1651028979,

  "version": 1,

  "body_len": 335

{

{

}

}

场景三：通过 Admin API  删除指定缓存

当缓存存在时，删除成功，返回 204

当缓存不存在时，删除失败，返回 404

注意事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32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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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关说明请参见 Kong Proxy Cache 插件文档 。

缓存内容包含响应 Body 和响应 Headers （不缓存 Hop-By-Hop headers ）

如需在客户端中通过 Cache-Control  请求头对缓存行为进行动态控制，则需要在插件中启用 cache-control  配置项

X-Cache-Status  响应头说明：

Miss ：请求匹配缓存策略，但未命中缓存

Hit ：请求命中缓存

Bypass ：请求和缓存插件配置规则不匹配

Refresh ：缓存未过期，但由于请求头中 Cache-Control  原因请求绕过了缓存

参考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proxy-cache/
http://www.w3.org/Protocols/rfc2616/rfc2616-sec13.html#sec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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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精细化限流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09:39:01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 API 网关上通过 Kong 限流插件实现下述常见限流场景：

1. 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需要配置限流插件的 Kong 网关实例详情页，在配置管理页查看管理控制台登录方式。

2.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限流的 Rout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按钮添加插件，在 Traffic Control 分组下选择 Rate Limiting 插

件。

操作场景

针对特定 API 请求路径进行全局限流

针对客户端 IP 维度进行限流

针对业务调用者（Consumer）进行限流

针对后端（Service）进行限流

前置条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实例管理 。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操作步骤

场景一：针对特定 API 请求路径进行全局限流，每秒1000次。

注意

由于 Kong 的实体上同种插件只允许绑定一个，所以如果需要对不同路径的API进行限流，建议配置多个 Route 来应对，并针对不同的 

Route 分别绑定插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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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件配置中填写以下配置，并保存。

4. 发起 API 请求，确认响应头中包含下列信息。

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限流的 Rout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按钮添加插件，在 Traffic Control 分组下选择 Rate Limiting 插

件。

2. 插件配置中填写以下配置，并保存。

3. 发起 API 请求，确认响应头中包含下列信息。

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限流的 Consumer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按钮添加插件，在 Traffic Control 分组下选择 Rate 

second ：1000  // 表示每秒限制最多请求 1000 次

limit by ：path // 按照请求路径限流，

path ：填写实际业务 API 调用填写（只支持完整路径），只有匹配该路径的请求才会被限流。

X-RateLimit-Remaining-Second: 999 // 剩余限流次数

X-RateLimit-Limit-Second: 1000 // 限流配置量

场景二：针对客户端 IP 维度进行限流，每秒1000次

second ：1000  // 表示每秒限制最多请求 1000 次

limit by ：ip // 按照客户端 IP 进行限流

X-RateLimit-Remaining-Second: 999 // 剩余限流次数

X-RateLimit-Limit-Second: 1000 // 限流配置量

场景三：针对业务调用者（Consumer）维度进行限流，每秒1000次

注意

按 Consumer 限流需要提前通过认证插件 Consumer 认证，详情可参见 Kong 认证插件文档 。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key-a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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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ing 插件。 

2. 插件配置中填写以下配置，并保存。

3. 发起 API 请求，确认响应头中包含下列信息

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限流的 Servic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按钮添加插件，在 Traffic Control 分组下选择 Rate Limiting 

插件。

2. 插件配置中填写以下配置，并保存。

3. 发起 API 请求，确认响应头中包含下列信息。

1. 准备一台在 Kong 实例所在 VPC 中可以访问的 Redis 实例（限流插件只支持 IP 端口方式访问 Redis），推荐使用 腾讯云 Redis 服务 。

2. 在限流插件配置中填写以下配置，并保存。

second ：1000  // 表示每秒限制最多请求 1000 次

limit by ：consumer // 按照 Consumer 进行限流

X-RateLimit-Remaining-Second: 999 // 剩余限流次数

X-RateLimit-Limit-Second: 1000 // 限流配置量

场景四：针对后端（Service）进行限流，每秒1000次

second ：1000  // 表示每秒限制最多请求 1000 次

limit by ：service // 按照 Service 进行限流

X-RateLimit-Remaining-Second: 999 // 剩余限流次数

X-RateLimit-Limit-Second: 1000 // 限流配置量

使用 Redis 作为限流存储

redis host ： <redis_ip>  // Redis I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re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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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起绑定限流插件的 API 请求，确认响应头中包含 X-RateLimit-*  响应头。

更多相关说明请参见 Kong Rate Limiting 插件官方文档 。

redis port ： <redis_port>  // Redis 端口

redis password ： <redis_password>  // Redis 访问密码

redis timeout ：2000 // Redis 访问超时时间，单位为毫秒，不建议设置过长

注意事项

当请求超过限流上限，触发限流后，插件会返回 HTTP/1.1 429  响应。

limit_by  配置指定限流的维度，当 limit_by  配置的条件没有匹配成功时，插件默认按照客户端 IP 的维度进行限流。

举例：在场景一的例子中，我们配置了对 /demo/api  的路径进行限流。对于经过了插件，但是请求路径不是 /demo/api  的请求会对不同的

客户端 IP 分别进行限流。

policy  配置指定了限流计数存储，为了性能最优，建议设置为自购的 redis  或 local 。

参考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rate-limiting/


微服务引擎 TS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4 共124页

使用熔断保护后端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09:39:08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 API 网关上通过 Kong 熔断插件实现下述常见熔断场景：

1. 支持响应时间模式和错误码模式。针对不同模式配置熔断开启条件，错误条件支持响应时间模式和错误码模式。

 a. 响应时间模式：需配置后端服务响应时间阈值，超出响应时间阈值为一次错误，到达熔断开启条件触发熔断。 

 b. 错误码模式：需配置异常状态 HTTP 状态码，状态码使用英文逗号隔开，请求返回异常状态码为一次错误，到达熔断开启条件触发熔断。

2. 支持熔断后半开探测：第一次触发熔断，熔断2s，超过时间后，重新转发后端，进行错误条件和健康条件判断。 

 a. 满足错误条件时，熔断4s，以此类推，直到达到预设的最大探测等待时间，停止指数递增。 

 b. 满足健康条件（即正常状态达到连续正常请求次数）时，结束熔断。

3. 支持自定义熔断返回：可自定义配置熔断状态 HTTP 状态码、熔断状态 HTTP 响应内容、熔断状态响应头。

操作场景

根据后端响应时间进行熔断。

根据错误码进行熔断。

前置条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实例管理 。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插件说明

插件名称：TSE BREAKER

分类：Traffic Control

概述：实现对客户端的请求进行熔断，从而保护上游业务服务。

具体能力：

插件配置

字段名称
是否必

填
字段说明

响应时间阈值 否 >=1。上游服务后端最大响应时间，单位为秒。

异常状态 HTTP 状态

码
否 默认503，支持[500,……599]。上游服务处于异常状态时返回的HTTP状态码范围。

错误率阈值 否 上游服务在一定时间内触发异常状态的请求次数比例阈值。

连续错误数阈值 否 >=1，上游服务连续触发异常状态的请求次数阈值。

最大探测等待时间 否 >=3，最大 300，单位秒，上游服务熔断的最大持续时间。

连续正常请求次数 是 >=1，上游服务处于健康状态时的连续正常请求次数。

熔断状态 HTTP 状态

码
否 当上游服务处于不健康状态时返回的 HTTP 错误码。

熔断状态 HTTP 响应

内容
否 当上游服务处于不健康状态时返回的 HTTP 响应体信息。

熔断状态响应头 否
当上游服务处于不健康状态时返回的 HTTP 响应头信息。该字段仅在配置

了 break_response_body 属性时生效。

操作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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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配置熔断的 Servic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添加插件，在 Traffic Control 分组下选择 TSE 

BREAKER 插件。

2. 本场景模拟当后端服务返回500，501，502时认为后端异常，连续3次请求错误时触发熔断，熔断返回自定义内容。 

在插件中填写以下配置：

3. 发起API请求，查看在三次返回500后熔断成功，返回自定义熔断响应。

场景一：根据错误码进行熔断

错误判断条件：后端服务返回500,501,502

熔断开启条件：连续错误数超过3次

熔断响应配置（可选）

状态码：503

响应头：example-resp-header:kong-cb

响应内容：Service is broken

HTTP/1.1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自定义响应状态码

Example-Resp-Header: kong-cb  //自定义响应头

Service is broken    //自定义响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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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配置熔断的 Servic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添加插件，在 Traffic Control 分组下选择 TSE 

BREAKER 插件。

2. 本场景模拟当后端服务响应超过15秒时认为后端异常，连续4次请求错误时触发熔断，请求连续正确2次即关闭熔断。 

在插件中填写以下配置：

3. 发起 API 请求，查看在4次请求超时后熔断成功，2次请求正常后关闭熔断。

场景二：根据响应时间进行熔断

错误判断条件：后端服务响应时间超过15秒

熔断开启条件：连续错误数超过4次

熔断响应配置（可选）

状态码：503

响应头：example-resp-header:kong-cb

响应内容：Service is broken

熔断关闭条件：连续正常请求达到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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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流量镜像插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10:23:25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网关上通过 Kong 流量镜像插件实现下述常见镜像场景：

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配置流量镜像的 Servic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添加插件，在 Traffic Control 分组下选择 TSE 

TRAFFIC MIRROR 插件。

2. 在本场景中，模拟将线上30%的流量镜像到 Host 类型的测试后端。

3. 在插件中填写以下配置，单击 ADD PLUGIN：

操作场景

将生产流量的一定比例镜像到测试后端

将生产流量镜像到多个测试后端

前置条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实例管理 。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插件说明

插件名称；TSE TRAFFIC MIRROR

插件分类：Traffic Control

概述：实现对客户端的请求进行流量镜像，在线流量将被镜像到测试后端，镜像后端返回的响应数据会被自动丢弃，保证镜像后端的测试业务不会影

响到线上业务，广泛用于在测试环境中模拟在线流量对新功能进行测试的场景。

具体能力：

支持镜像到 Kong Upstream 或镜像服务地址。

支持根据采样比例镜像：支持配置转发给镜像后端的流量比例。

支持根据请求参数进行镜像：通过将插件配置在 Route 上，匹配到请求参数的请求会进行镜像。

支持镜像到多后端。

插件配置

配置项
是否必

填
配置说明

镜像比例 是 转发到镜像服务的请求比例，支持1-100。

后端地址类型 是 镜像服务类型，支持填写 Host 或 Upstream。

后端地址-Host 否 镜像服务地址，需包含 schema（http/https）和 Host 地址，例如 http://127.0.0.1。

后端地址-Port 否 镜像服务端口，支持1-65535。

后端地址-

Upstream
否

镜像服务的 Kong Upstream，需包含 schema（http/https）和 Upstream 名称，例如 

http://myupstream。

后端地址-Path 否 镜像服务路径，不指定则默认使用当前请求路径。

操作步骤

场景一：根据采样比例镜像

镜像比例：30%

后端地址类型：Host

后端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微服务引擎 TS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8 共124页

4. 发起 API 请求，查看镜像后端收到一定比例的镜像请求。

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配置镜像的 Servic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添加插件，在 Traffic Control 分组下选择 TSE 

BREAKER 插件。

2. 本场景模拟将流量镜像到多个 Upstream。 

在插件中填写以下配置：

Host：填写测试服务访问地址，例如 http://example-test-service

Port：填写测试服务端口

Path：选填，不填使用真实请求路径 

场景二：镜像到多个后端

镜像比例：100%

后端地址类型：Upstream

添加多个后端地址，每个后端地址填写：

Upstream：填写镜像服务所在的 Upstream

Path：选填，填写镜像请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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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起 API 请求，在两个 Upstream 查看发起的镜像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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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路由

对接云服务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5 14:51:21

该任务指导您通过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 快速将部署在 云服务器 CVM  内的服务对第三方开放出来。

1. 登录 云服务器 CVM  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安全组，进入安全组列表。

2. 选择地域后，单击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内容，创建一个安全组。

3. 单击确定后进入安全组详情页面，依次选择安全组规则 > 入站规则，即可到达入站规则列表。

4. 单击添加规则，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依次添加10.0.0.0/8 、192.168.0.0/16、172.16.0.0/12三个 VPC 内网网段，协议端口均填写“ALL”，策略

均配置为“允许”。单击完成，添加三条入站规则。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准备一台 云服务器 CVM （参见 创建实例 ），部署在 VPC 内作为后端服务，以下简称为“后端 CVM”。

已创建类型为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参见 创建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 ），创建的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 必须和后端 CVM 处于同一地域和同

一 VPC 下。

操作步骤

步骤1：放通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 内网网段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v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42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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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返回安全组详情页面，依次选择关联实例 > 云服务器 > 新增关联，将刚创建好的安全组关联到后端 CVM 上，即可实现放通 VPC 内网网段。

1. 登录 微服务引擎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原生 API 网关 > Kong。

2. 在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 列表中选择已创建的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 ，单击网关 ID 即可进入网关详情页。

3. 在网关详情页上方导航栏选择配置管理，找到 Kong 管理控制台的地址和管理员账号、密码，使用账号和密码登录 Kong 的管理控制台。 

4. 在 Kong 管理控制台左侧导航栏单击 Services，进入服务列表。

5. 单击 ADD NEW SERVIC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内容，创建一个 Service。 

创建 Service 时，URL 字段请填写后端 CVM 的内网 IP，端口为 80，填写格式为“协议://CVM 内网 IP:80”，其他字段可选填。 

步骤2：在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 的管理控制台上配置服务和路由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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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Service 列表中单击已创建好的 Service 名称，进入 Service 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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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Service 详情页的左侧导航栏单击 Routes，进入 Route 列表。 

8. 单击 ADD ROUT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内容，创建一个 Route。 

Route的 Path 必填，其他字段可选填。Path 代表路径，必须以“/”开头，您可用代理地址+路径访问到后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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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微服务引擎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原生 API 网关 > Kong。

2. 在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 列表中选择已创建的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单击网关 ID 即可进入网关详情页。

3. 在网关详情页上方导航栏选择配置管理，找到 Kong 代理地址，其中公网代理地址用于从公网发起访问，内网代理地址用于从腾讯云 VPC 网络环境

发起访问。

4. 在浏览器中打开“公网代理地址+ 步骤2  中 Route 的路径”即可访问到 CVM 中部署的服务。

注意

由于 Kong 控制台的限制，创建 Route 时，输入 Path 后必须按回车键确认，才能创建成功。

步骤3：通过云原生 API 网关 Kong 访问后端服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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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URL 重写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4 10:16:49

本文介绍如何将 API 发布到 Kong 网关上，并实现 URL 重写。

1.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网关实例管理 。

2. 进入 TSE 控制台 ，并找到需要的实例。

3. 进入实例详情页后，在配置管理找到管理控制台的地址和访问方式。

4. 访问 Konga 管理控制台。

操作场景

前置条件

操作步骤

场景一：通过 Service 和 Route 配置实现 URL 前缀改写

示例

原始 API 调用 URL 为 http://<backend>/anything/api/<sub_path>   

发布到 Kong 网关后，调用 URL 改写为 http://<kong>/new/path/<sub_path>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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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 ADD NEW SERVICE创建 Service。 

填写相应信息并设置 Path 为 /anything/api 。 

2. 单击 ADD ROUTE 在该 Service 上创建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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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Path 为 /new/path ，且开启 Strip Path 选项（默认开启）。 

3. 请求 http://<kong>/new/path/user  时，后端接收到的请求路径为 /anything/api/user 。

1. 创建 Service，Path 可以任意设置。

2. 在该 Service 上创建 Route，设置 Path 为 /users 。

3. 单击 ADD PLUGIN 新建插件。 

在该 Route 上创建 Request Transformer 插件。 

场景二：通过 Request Transformer 插件实现完整 URL 改写

示例

原始 API 调用 URL 为 http://<backend>/anything/user_list   

发布到 Kong 网关后，调用 URL 改写为 http://<kong>/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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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配置 replace.uri  为 /anything/user_list ，该路径为后端接收到的实际请求路径。 

4. 请求 Route 后，后端接收到的请求路径为 /anything/path （原始 Service Path 配置被覆盖）。

1. 创建 Service，Path 可以任意设置。

2. 在该 Service 上创建 Route，设置 Path 为 /user/(?<user_id>\w+) 。 

场景三：通过 Request Transformer 插件实现部分 URL 改写

示例

原始 API 调用 URL 为 http://<backend>/anything/<user_id>/get  

发布到 Kong 网关后，调用 URL 改写为 http://<kong>/user/<user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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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该 Route 上创建 Request Transformer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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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配置 replace.uri  为 /anything/$(uri_captures['user_id'])/get ，该路径为后端接收到的实际请求路径。 

4. 请求 http://<kong>/user/user_a  后，后端接收到的请求路径为 /anything/user_a/get 。

相关参考

Kong 插件文档

https://docs.konghq.com/hub/kong-inc/request-trans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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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重写插件改写请求或响应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10:23:19

本文介绍如何在 Kong 云原生网关上通过 Kong 插件实现下述常见请求/响应改写场景：

操作场景

支持在请求阶段对 header/query/body 进行改写

支持在响应阶段对 header/body 进行改写

前置条件

已购买 Kong 网关实例，详情请参见 实例管理 。

配置了后端（Service）以及路由（Route）。

插件说明

插件名称：TSE PROXY REWRITE

插件分类：Transformations

概述：实现对客户端的请求和响应进行改写，支持使用Nginx内置变量。

具体能力：

支持在请求或响应阶段对 query/header 参数进行新增、编辑、删除。

当 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json, multipart/form-data,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时，支持在请求或响应阶段对 

body 字段进行新增、编辑、删除。

支持使用nginx变量重写请求/响应。

插件配置

配置项
是否

必填
配置说明

Heade

r 参数
否

支持配置多条，每条配置项包括生效阶段、操作类型、键、值。

生效阶段：支持请求、响应。

操作类型：支持新增、删除、编辑。

键值：输入请求/响应的 Header 参数名和值。

支持以 $var 的格式包含 NGINX 变量，例如 $remote_addr $balancer_ip。

Query 

参数
否

支持配置多条，每条配置项包括生效阶段、操作类型、键、值。

生效阶段：支持请求。

操作类型：支持新增、删除、编辑。

键值：输入请求的 Query 参数名和值。

支持以 $var 的格式包含 NGINX 变量，例如 $remote_addr $balancer_ip。

Body 否

支持配置多条，每条配置项填写生效阶段、操作类型、键、值。

生效阶段：支持请求、响应。

操作类型：支持新增、删除、编辑。

键值：当 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json, multipart/form-data, 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 时，输入 body 字段的参数名和值。

注意

当操作类型为编辑时，如果指定的参数不存在，则会按照新增操作新增键和值；如果指定的参数已存在，则会进行值替换。

操作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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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配置响应改写的 Servic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添加插件，在 Transformations 分组下选择 TSE 

PROXY REWRITE 插件。

2. 在插件中填写以下配置，实现响应阶段新增一个 Header 参数。 

3. 发起 API 请求，查看后端服务的响应是否新增添加的 Header 参数。

场景一：实现响应阶段增加 Header 参数

HTTP/1.1 200 OK

Addheader: test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Length: 20

Content-Type: application/octet-stream

Date: Thu, 22 Dec 2022 06:31:11 GMT

Server: nginx/1.20.1

Via: kong/2.5.1

X-Kong-Proxy-Latency: 30

X-Kong-Upstream-Latency: 66

this is test service

场景二：实现请求阶段改写 Query 参数



微服务引擎 TS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3 共124页

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配置请求改写的 Servic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添加插件，在 Transformations 分组下选择 TSE 

PROXY REWRITE 插件。

2. 在插件中填写以下配置，实现响应阶段改写 Query 参数。 

3. 发起 API 请求，查看后端服务是否收到改写的 Query 参数。

1. 登录 Konga 管理控制台，进入需要配置请求改写的 Service 详情页，单击 Add Plugin 添加插件，在 Transformations 分组下选择 TSE 

PROXY REWRITE 插件。

2. 在插件中填写以下配置，实现响应阶段增加 Body 参数。 

场景三：实现响应阶段增加 Body



微服务引擎 TS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4 共124页

3. 发起 API 请求，查看后端服务的响应是否收到新增的 Body 参数。

注意

对 body 参数的操作，需要请求传入 Content-Type 的 Header。仅当 Content-Type 为 application/json, multipart/form-

data,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时，才会进行 body 字段的改写。

HTTP/1.1 200 OK

Connection: keep-alive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Date: Thu, 22 Dec 2022 06:53:43 GMT

Server: nginx/1.20.1

Via: kong/2.5.1

X-Kong-Proxy-Latency: 22

X-Kong-Upstream-Latency: 63

Content-Length: 54

"myreturn":"this is test service","addbody":"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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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lo 最佳实践

最佳实践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6:31

配置中心最佳实践围绕 Apollo 展开，目前 Apollo 社区已经基于多个开源项目总结了多套实践。为了方便云上用户使用，TSE 引用并将最佳实践整理

并二次分发，感谢 apollo-use-cases  的整理与贡献。

分类 实践场景

接入 通过 Java Agent 探针技术实现应用无缝接入 Apollo 配置中心

中心化配置管理

Dubbo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中心化配置

spring-boot-dubbo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中心化配置

netflix-archaius 使用 Apollo 配置中心作为其服务端

日志

spring-boot-logger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动态调整 Logging Level

spring-cloud-logger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动态调整 Logging Level

Spring/SpringMVC 项目下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调整日志的属性值

服务治理

spring-cloud-zuul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路由

spring-cloud-zuul-ratelimit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限流

spring-cloud-gateway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路由

sentinel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中心化流控规则配置

其他

通过 Apollo 管理启动前需要加载的 properties 文件配置

spring-boot-encrypt 实现 Apollo 中存储加密配置

dynamic-datasource 实现动态切换数据源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9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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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

通过 Java Agent 探针技术实现应用无缝接入 Apollo 配置

中心
最近更新时间：2021-08-24 10:11:52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 Java Agent 技术无缝集成 Apollo 配置中心，典型使用场景如：

获取 社区 Demo >>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为 spring-boot-agent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agent.Application  启动 Demo，程序会打印 application.properties 配置的 888 。

4. 编译 apollo-agent 模块，得到 apollo-agent-1.0-SNAPSHOT.jar，然后在 VM options 中，添加如下 javaagent 配置：

javaagent 需要自行替换 apollo-agent-1.0-SNAPSHOT.jar 的决定路径。

5. 重新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agent.Application  启动 Demo，即可输出 Apollo 中配置的 666 。

操作场景

有些配置已经打到 jar 包里了，而源码不方便修改

不想改动项目代码直接集成 Apollo

说明

通过 Java Agent 的偷懒方式有缺陷，很难使用到配置变更动态生效功能，本文仅提供场景实例思路，建议您按照官方 wiki 的方式正确接

入。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test.input  666=

-javaagent:xxx\apollo-agent-1.0-SNAPSHOT.jar

-Ddev_meta=http://127.0.0.1:8801

-Denv=DEV

-Dapp.id=spring-boot-agent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spring-boot-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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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配置管理

Dubbo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中心化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1-08-24 10:15:44

本文介绍 Dubbo  如何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中心化配置。

获取 社区 Demo >>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dubbo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配置 zookeeper 的地址。 

 key为 zookeeper.address ，例如：zookeeper.address = 127.0.0.1:2181。

3. 启动 zookeeper。

4.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dubbo.service.Server  启动 Demo 服务端。

5.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dubbo.client.Consumer  启动 Demo 调用端。

6. 在调用端输入任意字符后按回车，即可发起一次 Dubbo 服务请求并输出服务端的响应。 

 例如：输入 dubbo ，服务端会响应 Hello dubbo 。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https://github.com/apache/incubator-dubbo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dub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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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boot-dubbo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中心化配

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6:06

本文介绍 Dubbo Spring Boot Starter  如何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中心化配置。

获取 社区 Demo >>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spring-boot-dubbo-provider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启动 zookeeper。

4.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boot.starter.dubbo.provider.Server  启动 Demo 服务端。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spring-boot-dubbo-consumer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boot.starter.dubbo.consumer.Consumer  启动 Demo 调用端。

4. 在调用端输入任意字符后按回车，即可发起一次 Dubbo 服务请求并输出服务端的响应。 

 例如：输入 dubbo ，服务端会响应 Hello dubbo 。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服务端配置

# Base packages to scan Dubbo Components (e.g @Service , @Reference)

dubbo.scan.basePackages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boot.starter.dubbo.provider

## ApplicationConfig Bean

dubbo.application.name  spring-boot-dubbo-provider

## RegistryConfig Bean

dubbo.registry.protocol  zookeeper

dubbo.registry.address  127.0.0.1:2181

=

=

=

=

调用端配置

## ApplicationConfig Bean

dubbo.application.name  spring-boot-dubbo-consumer

## RegistryConfig Bean

dubbo.registry.protocol  zookeeper

dubbo.registry.address  127.0.0.1:2181

=

=

=

https://github.com/apache/incubator-dubbo-spring-boot-project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spring-boot-dub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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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archaius 使用 Apollo 配置中心作为其服务端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6:11

Netflix 开源的一系列组件（Zuul、Hystrix、Eureka、Ribbon）的配置管理使用的是自家的 Archaius ，遗憾的是 Netflix 没有开源 Archaius 

的服务端，现在可以使用 Apollo 作为 Archaius 的服务端使用。

获取 社区 Demo >>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netflix-archaius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netflix.archaius.Application  启动 Demo。

4. 程序会在控制台输出 hystrix.command.default.circuitBreaker.forceClosed 参数值的变化。

5. 在 Apollo 配置中心修改配置，把 hystrix.command.default.circuitBreaker.forceClosed  的值改为 true  并发布配置。

操作场景

Apollo 可以为 Netflix 微服务全家桶提供集中化的配置管理

Archaius 可以作为 Apollo Client 的另一种选择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hystrix.command.default.circuitBreaker.forceClosed  false=

说明

Archaius 默认30秒从服务端更新一次配置信息，所以需要等待30秒配置生效。

https://github.com/Netflix/archaius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netflix-archa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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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spring-boot-logger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动态调整

Logging Level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5:45

本文介绍 Spring Boot Logging  如何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调整 Logging Level。

获取 社区 Demo >>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spring-boot-logger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boot.logger.Application  启动 Demo。

4. 程序只会持续打印 error 级别日志。

5. 在 Apollo 配置中心修改配置，把 logging.level.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boot.logger  的值改为 debug  并发布配

置。

6. 程序输出 debug、info、warn、error 等级别日志，说明动态调整 Logging Level 生效了。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logging.level.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boot.logger  warn=

说明

更多信息请参见 spring boot动态调整线上日志级别 。

https://docs.spring.io/spring-boot/docs/current/reference/html/howto-logging.html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spring-boot-logger
http://www.kailing.pub/article/index/arcid/189.html


微服务引擎 TS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1 共124页

spring-cloud-logger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动态调整

Logging Level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5:49

本文介绍 Spring Boot Logging  在 Spring Cloud 环境下如何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方便地实现动态调整 Logging Level。

获取 社区 Demo>>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spring-cloud-logger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cloud.logger.Application  启动 Demo。

4. 程序只会持续打印 error 级别日志。

5. 在 Apollo 配置中心修改配置，把 logging.level.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cloud.logger  的值改为 debug  并发布配

置。

6. 程序输出 debug、info、warn、error 等级别日志，说明动态调整 Logging Level 生效了。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logging.level.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cloud.logger  warn=

https://docs.spring.io/spring-boot/docs/current/reference/html/howto-logging.html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spring-cloud-lo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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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SpringMVC 项目下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

调整日志的属性值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5:56

本文介绍如何在 Spring / SpringMVC 项目下，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调整日志的属性值。

获取 社区 Demo >>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spring-mvc-logger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在项目中的 LoggerStartupListener 监听器中设置需要动态更新的值 appname ，并且在 logback.xml 中引用 ${appname} 。

4. 用 tomcat 启动 spring-mvc-logger  项目。

5. 可以看到打印日志：

6. 在 Apollo 配置中心修改配置，把 apollo.setting.app.name  的值改为 newvalue  并发布配置。

7. 可以看到打印日志已更新：

说明 logback.xml 中 app_name 的值随着 apollo 配置的更新而动态更新了。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apollo.setting.app.name = spring-mvc-logger

app_name=spring-mvc-logger timestamp=2021-03-20 13:34:45.406 level=INFO msg=the value of the logback fie[ ][ ][ ][

app_name=newvalue timestamp=2021-03-20 13:38:23.928 level=INFO msg=reload loggerContext , you can see t[ ][ ][ ][

说明

更多信息可请参见 GitHub 文档 。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spring-mvc-logger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issues/2482#issuecomment-80190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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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治理

spring-cloud-zuul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路由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5:15

本文介绍 Spring Cloud Zuul  如何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路由。

获取 社区 Demo>>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spring-cloud-zuul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cloud.zuul.Application  启动 Demo。

4. 程序会自动打开 http://localhost:9090 ，显式内容为 GitHub 首页。

5. 在 Apollo 配置中心修改配置，把 zuul.routes.test.url  的值改为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  并发布配置。 

 例如：可以以文本模式在原来生效的 zuul.routes.test.url  前面加上 #  注释掉，同时把原来注释掉的指向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  的配置取消注释掉来快速修改。

6. 刷新 http://localhost:9090  页面，显式的内容会变成 Apollo 配置中心的 GitHub 首页，说明动态路由已生效。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server.port  9090

zuul.routes.test.path  /**

zuul.routes.test.url  https://github.com

#zuul.routes.test.url =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

=

=

=

https://cloud.spring.io/spring-cloud-netflix/single/spring-cloud-netflix.html#netflix-zuul-reverse-proxy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spring-cloud-zu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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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cloud-zuul-ratelimit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

动态限流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5:20

本文介绍 Spring Cloud Zuul  的第三方限流插件 marcosbarbero/spring-cloud-zuul-ratelimit  如何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限流。

获取 社区 Demo >>

1. 启动本机 Redis 或者手动修改对应配置。

2.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spring-cloud-zuul-ratelimit  的项目，也可以沿用 spring-cloud-zuul  的项目（注意配置文件中 app.id  

配置）。

3.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4.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cloud.zuul.Application  启动 Demo。

5. 手动打开 http://localhost:9090/limit ，页面显示 429  访问过载：

6. 在 Apollo 配置中心修改配置，把 zuul.ratelimit.default-policy-list[0].limit  的值改为 1  并发布配置，再次访问，即可在5秒时间窗口内访问

到1次 http://localhost:9090/limit  端点，说明动态路由已生效。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zuul.routes.test.path  /limit/**

zuul.routes.test.url  forward:/index

zuul.ratelimit.enabled  true

zuul.ratelimit.repository  REDIS

zuul.ratelimit.behind-proxy  true

zuul.ratelimit.add-response-headers  true

zuul.ratelimit.default-policy-list[0].limit  0

zuul.ratelimit.default-policy-list[0].quota  1000

zuul.ratelimit.default-policy-list[0].refresh-interval  5

zuul.ratelimit.default-policy-list[0].type[0]  user

zuul.ratelimit.default-policy-list[0].type[1]  origin

zuul.ratelimit.default-policy-list[0].type[2]  url

# 通过实例配置覆盖默认配置，注意这里的`test`需要和网关对应路由的`test`关联

# zuul.ratelimit.policy-list.test[0].limit = 1

# zuul.ratelimit.policy-list.test[0].quota = 1000

# zuul.ratelimit.policy-list.test[0].refresh-interval = 5

# zuul.ratelimit.policy-list.test[0].type[0] = user

# zuul.ratelimit.policy-list.test[0].type[1] = origin

# zuul.ratelimit.policy-list.test[0].type[2] = url

=

=

=

=

=

=

=

=

=

=

=

=

https://cloud.spring.io/spring-cloud-netflix/single/spring-cloud-netflix.html#netflix-zuul-reverse-proxy
https://github.com/marcosbarbero/spring-cloud-zuul-ratelimit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spring-cloud-zuul-rate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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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更详细的限流配置，请参见 marcosbarbero/spring-cloud-zuul-ratelimit  或者 Spring Cloud 入门教程9、服务限流/API限流

（Zuul+RateLimiter） 。

https://github.com/marcosbarbero/spring-cloud-zuul-ratelimit
https://ken.io/note/spring-cloud-zuul-ratelimiter-quick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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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cloud-gateway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

路由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5:25

本文介绍 Spring Cloud Gateway  如何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路由。

获取 社区 Demo >>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spring-cloud-Gateway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cloud.gateway.SpringCloudGatewayApplication  启动 Demo。

4. 打开 http://localhost:9090 ，显式内容为 GitHub 首页。 

5. 在 Apollo 配置中心修改配置，把 spring.cloud.gateway.routes[0].uri  的值改为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  并发布配置。 

  例如：可以以文本模式在原来生效的 spring.cloud.gateway.routes[0].uri  前面加上 #  注释掉，同时把原来注释掉的指向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  的配置反注释掉来快速修改。

6. 刷新 http://localhost:9090  页面，显式的内容会变成 Apollo 配置中心的 GitHub 首页，说明动态路由已生效。

7. 如果浏览器缓存影响测试，可以配置 actuator  使用 org.springframework.cloud.gateway.actuate.GatewayControllerEndpoint  提供的端

点查看路由配置。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server.port  9090

spring.cloud.gateway.routes[0].id  github_route

spring.cloud.gateway.routes[0].uri  https://github.com/

#spring.cloud.gateway.routes[0].uri =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

spring.cloud.gateway.routes[0].predicates[0]  Path=/**

=

=

=

=

https://cloud.spring.io/spring-cloud-static/spring-cloud-gateway/2.0.3.RELEASE/single/spring-cloud-gateway.html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spring-cloud-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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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inel 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中心化流控规则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5:30

本文介绍 Sentinel  如何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中心化流控规则配置。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基于 Apollo 配置中心的 Sentinel 流控规则配置实战（一）

基于 Apollo 配置中心的 Sentinel 流控规则配置实战（二） 

https://github.com/alibaba/Sentine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A0NjAzOQ==&mid=2257484007&idx=1&sn=26e228c98d0743df098969be4a86f106&chksm=9345ba1fa43233090885ba37b601ed9f28e278c6585b5c73c5e6d801615240defd48786a79f5&token=159781885&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A0NjAzOQ==&mid=2257484017&idx=1&sn=cce834ad61e172a439f86e188e243144&chksm=9345ba09a432331fe5652240c6bebe50d687e58e7a82e1fcd2911a4b43f14c86a5c426c1c731&scene=0&xtrack=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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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通过 Apollo 管理启动前需要加载的 properties 文件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4:55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 apollo 管理来管理启动前需要加载的 properties 文件，常见于数据源或者一些不怎么变更的文件 properties 配置，主要抽离文

件配置的重复内容和屏蔽环境差异，一般用于容器环境, 通过ENV注入所需变量配置.

操作场景

操作说明

约定应用加载的配置文件名称，放到公共 namespace 抽离公共配置，项目有需要特别修改的，直接关联公共 namespace 覆盖或增加响应配

置。示例中使用 config.properties 和 db-config.properties ，对应公共 namespace  PLATFORM.config.properties 和

PLATFORM.db-config.properties ：

config.properties：不经常修改或者非数据源但启动前需要加载的配置项。

db-config.properties：数据源相关的配置。

确保需要托管文件在项目中存在，空文件也可。

选择 apollo 托管则全部以 apollo 上配置为准，文件内已有内容会被覆盖。

除了公共 properties 文件外，其他 properties 文件默认也会被扫到并从 apollo 拉取：

如果不存在会报错退出，建立对应文件名的私有 namespace 即可。

如果不想404直接退出,可以传入环境变量 APOLLO_FORCE_PROPERTIES=fa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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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boot-encrypt 实现 Apollo 中存储加密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5:00

本文介绍如何结合 jasypt-spring-boot  实现 Apollo 中存储加密配置。

获取 社区 Demo >>

1.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spring-boot-encrypt  的项目。

2.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可以通过文本模式直接复制、粘贴下面的内容）：

3.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spring.boot.encrypt.Application  启动 Demo。

4. 程序会输出解密后的明文配置。

5. 使用 EncryptUtil 小工具输出加密后的配置，加解密的 keyjasypt.encryptor.password 自己指定，添加配置时使用 ENC() 包含配置，如加密

配置为 xxx，则 ENC(xxx) 。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jasypt.encryptor.password  klklklklklklklkl

test.input  ENC(Ore69lUopDHL5R8Bw/G3bQ==)

test.input1  ckl

=

=

=

https://github.com/ulisesbocchio/jasypt-spring-boot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spring-boot-encr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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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datasource 实现动态切换数据源
最近更新时间：2021-07-21 11:25:04

本文介绍 Spring Boot默认的HikariCP DataSource  如何通过 Apollo 配置中心实现动态切换数据源（其它类型的 DataSource 也是类似的，可

以参考本文步骤）。

获取 社区 Demo >>

1. 创建 test1 数据库，导入 test1.sql。

2. 创建 test2 数据库，导入 test2.sql。

3. 在 Apollo 配置中心创建 AppId 为 dynamic-datasource  的项目。

4. 在默认的 application  下做如下配置（按照实际的数据库连接信息填写）：

5. 运行 com.ctrip.framework.apollo.use.cases.dynamic.datasource.Application  启动 Demo。

6. 程序启动后会持续打印 kl。

7. 在 Apollo 配置中心修改配置，把 spring.datasource.url  的值切换到 test2  并发布配置。

8. 程序会持续打印 ckl，说明动态切换数据源已生效。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spring.datasource.url  jdbc:mysql://127.0.0.1:3306/test1?autoReconnect=true&useUnicode=true&characterEncoding

spring.datasource.username  xxx-user

spring.datasource.password  xxx-password

# hikari specific settings

spring.datasource.hikari.maximumPoolSize  1

=

=

=

=

说明

更多信息请参见 Apollo 应用之动态调整线上数据源（DataSource） 。

https://github.com/brettwooldridge/HikariCP
https://github.com/ctripcorp/apollo-use-cases/tree/master/dynamic-datasource
http://www.kailing.pub/article/index/arcid/198.html


微服务引擎 TS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1 共124页

本地开发环境连接 Apollo 公网地址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31 15:59:05

本文档指导您使用本地开发环境连接 Apollo 公网地址。

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连接 Apollo 公网地址，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分别为：

1. 通过 Java System Property apollo.config-service(1.9.0+) 或者 apollo.configService(1.9.0之前)。在 Java 程序启动脚本中，可以指

定 -Dapollo.config-service=http://config-service-url:port 。

2. 通过操作系统的 System Environment APOLLO_CONFIG_SERVICE(1.9.0+) 或者 APOLLO_CONFIGSERVICE(1.9.0之前)。

3. 通过 server.properties 配置文件，可以在 server.properties 配置文件中指定 apollo.config-service= http://config-service-

url:port(1.9.0+)  或者 apollo.configService= http://config-service-url:port(1.9.0之前)。

您可以查看 Apollo 官方文档  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操作场景

操作说明

如果是运行 JAR 文件，需要注意格式是 java -Dapollo.configService=http://config-service-url:port -jar xxx.jar

也可以通过程序指定，如 System.setProperty("apollo.config-service", "http://config-service-url:port");

说明

 config-service-url:port 为腾讯云微服务引擎 Apollo 实例的公网地址。

注意

 key 为全大写，且中间是 _  进行分隔。

说明

 config-service-url:port 为腾讯云微服务引擎 Apollo 实例的公网地址。

附录

https://www.apolloconfig.com/#/zh/usage/java-sdk-user-guide?id=_1222-%e8%b7%b3%e8%bf%87apollo-meta-server%e6%9c%8d%e5%8a%a1%e5%8f%91%e7%8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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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缺环境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5 15:10:42

本任务指导您使用腾讯云 Apollo 添加环境后，在 Apollo 控制台完成 补缺环境 的操作。

1. 登录腾讯云 TSE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apollo，进入 Apollo 注册配置中心的实例列表页面。

3. 在目标实例 ID 操作列处，单击 控制台，输入目标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 Apollo 控制台。 

当您进入 Apollo 控制台页面后，如果当前未创建任何应用，则无需额外操作，新增加的环境会在您创建应用后，自动展示在环境列表上。

当您已经在 Apollo 控制台页面创建了应用，单击进入应用详情后，右上角会出现如下提示： 

“当前应用有环境缺失，请单击页面左侧补缺环境补齐数据”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场景一：未创建应用

场景二：已创建应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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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需要单击 补缺环境，补齐新增环境的数据。单击后，环境信息会自动出现在左侧的 环境列表 中。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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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已经创建了多个应用，进入每个应用后，均会提示您进行缺失环境的数据补齐。

每个应用的补缺环境功能，只需要单击一次即可，重复单击会造成当前应用下此环境报错不可使用，如出现此问题，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协助处

理。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step=0&sourc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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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VPC 后 Apollo 内网访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8 11:41:20

本文指导您在 TSE 控制台新增接入到 Apollo 实例的 VPC 后，访问该 VPC 下的 Apollo 内网地址。

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连接到新增 VPC 下的 Apollo 内网地址，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分别为：

1. 通过 Java System Property apollo.config-service(1.9.0+) 或者 apollo.configService(1.9.0之前)。在 Java 程序启动脚本中，可以指

定 -Dapollo.config-service=http://config-service-url:port 。

2. 通过操作系统的 System Environment APOLLO_CONFIG_SERVICE(1.9.0+) 或者 APOLLO_CONFIGSERVICE(1.9.0之前)。

3. 通过 server.properties 配置文件，可以在 server.properties 配置文件中指定 apollo.config-service= http://config-service-

url:port(1.9.0+)  或者 apollo.configService= http://config-service-url:port(1.9.0之前)。

您可以参见 Apollo 官方文档  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操作场景

操作说明

如果是运行 JAR 文件，需要注意格式是 java -Dapollo.configService=http://config-service-url:port -jar xxx.jar

也可以通过程序指定，如 System.setProperty("apollo.config-service", "http://config-service-url:port");

说明

 config-service-url:port 为新增 vpc 下的 Apollo 内网地址。

注意

 key 为全大写，且中间是 _  进行分隔。

说明

 config-service-url:port 为新增 vpc 下的 Apollo 内网地址。

附录

https://www.apolloconfig.com/#/zh/usage/java-sdk-user-guide?id=_1222-%e8%b7%b3%e8%bf%87apollo-meta-server%e6%9c%8d%e5%8a%a1%e5%8f%91%e7%8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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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llo 2.0.1 升级需知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7 10:17:41

当选择将您在微服务引擎 TSE 创建的 Apollo 引擎升级到 2.0.1 以上的版本时，由于版本间开源代码的改动，可能会出现以下两个兼容性问题。请参考

以下的说明与解决方案。

由于升级到 2.0.1 版本后数据库结构的变化，如果您当前的浏览器缓存了 TSE Apollo 旧版本的登录信息，将会导致升级后控制台页面出现500错误。

请尝试清理浏览器缓存后重新打开控制台。

Apollo 2.0.1 版本新支持了配置控制台密码规则的功能，您可以自定义对控制台登录密码的规范。由于本次升级 Apollo 默认内置了对登录密码的规范

（如必须包含数字和字母，长度8-20位，且不能包含常用密码，常用密码的定义可以由用户自行设置，未定义时则默认

为"1234"、"777"、"qwer"、"asdf"等），如果您尝试修改的密码过于简单，可能会因为触发校验规则而不通过。

请尝试在 Apollo 开源控制台调整对常用密码的定义，或者避免设定一个过于简单的密码。

常用密码具体设置：

管理员工具--系统参数，选择ApolloPortalDB，key为apollo.portal.auth.user-password-not-allow-list，查询后，再进行设置，多个常

用密码需要使用英文逗号隔开，保存成功后1分钟生效。

问题一：升级后浏览器缓存导致控制台无法访问

现象

解决方案

问题二：在TSE控制台修改密码时报错

现象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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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loud 最佳实践

接入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 ZooKeeper-CVM 部署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09:56

本文以一对 Demo 示例（包含一个 provider 应用和一个 consumer 应用）介绍如何将通过 CVM 部署的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微服务引擎托管

的 ZooKeeper 注册中心，并实现简单的服务访问。帮助您快速了解如何使用 TSE ZooKeeper 注册中心。

1. 登录 TSE 控制台 。

2. 单击已创建的引擎实例的“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页面上方选择“访问管理”页签，可以获取 Zookeeper 注册中心实例访问 IP。 

4. 进入下载好 Demo 源码目录。

5. 打包 Demo 源码成 jar 包。在 tse-simple-demo-main 源码根目录下，打开终端窗口，执行 mvn clean package 命令，对项目进行打包编

译。编译成功后，可以在如下目录看到生成如下表所示的2个ZooKeeper Jar 包。

6. 将编译好的 jar 包上传至云服务器，详细操作请参见 如何将本地文件拷贝到云服务器 。

7. 登录云服务器，进入到刚刚上传 jar 文件所在的目录，可看到文件已上传到云服务器。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已创建 TSE ZooKeeper 注册中心，请参见 引擎管理 。

已 购买云服务器 CVM ，且云服务器所在的私有网络 VPC 与 ZooKeeper 注册中心所在的 VPC 相同。

下载 Github 的 Demo 源码  到本地并解压。

本地编译构建打包机器环境已安装了Java JDK、Maven，并且能够访问 Maven 中央库。

操作步骤

软件包所在目录 软件包名称 说明

\tse-simple-demo-main\tse-zookeeper-provider-

demo\target

tse-zookeeper-provider-demo-1.0-

SNAPSHOT.jar

服务生产

者

\tse-simple-demo-main\tse-zookeeper-consumer-

demo\target

tse-zookeeper-consumer-demo-1.0-

SNAPSHOT.jar

服务消费

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91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416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e-simple-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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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执行如下命令指定注册中心地址参数并运行该应用。

9. 运行成功后，登录 TSE 控制台 。进入注册中心实例的服务管理页面，若出现以下页面，则证明服务注册成功。 

10. 登录云服务器，执行如下命令，调用 consumer 接口访问 provider 服务。

   返回结果如下：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 Zookeeper 注册中心，配置文件格式需如下所示：

nohup java -Dspring cloud zookeeper connect-string= TSE Zookeeper注册中心实例访问IP:2181  -jar jar包名称  &. . . [ ] [ ]

curl localhost:19001/ping/test

注意事项

spring:

  cloud:

    zookeeper:

      connect-string: zookeeper注册中心IP:2181

      discovery:

        register: true

        enabled: true

        prefer-ip-address: true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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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 ZooKeeper-TKE 部署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10:39

本文以一对 Demo 示例（包含一个 provider 应用和一个 consumer 应用）介绍如何将通过 TKE 部署的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微服务引擎托管

的 ZooKeeper 注册中心，并实现简单的服务访问。帮助您快速了解如何使用 TSE ZooKeeper 注册中心。

1. 创建 TKE 容器集群。 

登录 TKE 控制台 ，新建一个标准集群，容器集群所在的私有网络 VPC 需要与已创建好的 ZooKeeper 引擎所在的私有网络保持一致。具体操作

参见 快速创建一个标准集群 。

2. 获取 ZooKeeper 注册中心实例访问 IP。 

登录 TSE 控制台 ，单击已创建好的 ZooKeeper 引擎实例的“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访问管理页签可以获取 ZooKeeper 注册中心实例

访问 IP。 

3. 下载 Github 的 Demo 源码  到本地并解压。

4. 打包 Demo 源码成 jar 包。 

在 tse-simple-demo-main 源码根目录下，打开终端窗口，执行 mvn clean package  命令，对项目进行打包编译。编译成功后，可以在如下目

录看到生成如下表所示的2个 ZooKeeper Jar 包。

5. 制作 provider 和 consumer 应用容器镜像并上传至镜像仓库。

5.1 编写 dockerfile 并生成镜像，dockerfile 内容参见：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已创建 TSE ZooKeeper 注册中心，请参见 引擎管理 。

本地编译构建打包机器环境已安装了 Java JDK、Maven，并且能够访问 Maven 中央库。

操作步骤

软件包所在目录 软件包名称 说明

\tse-simple-demo-main\tse-zookeeper-provider-

demo\target

tse-zookeeper-provider-demo-1.0-

SNAPSHOT.jar

服务生产

者

\tse-simple-demo-main\tse-zookeeper-consumer-

demo\target

tse-zookeeper-consumer-demo-1.0-

SNAPSHOT.jar

服务消费

者

FROM openjdk:8

ADD ./ jar包名称.jar  /root/app.jar

ENTRYPOINT   "sh", "-c", "java $JAVA_OPTS -jar /root/app.jar"

[ ]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ke2/clu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5423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e-simple-dem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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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 镜像仓库快速入门  上传 Spring Cloud 应用镜像至 TKE 镜像仓库

6. 在 TKE 容器集群中创建工作负载并选择对应镜像文件

6.1 登录 TKE 控制台 ，找到已创建好的 TKE 容器集群，单击集群 ID，进入集群的工作负载 >  Deployment页面，创建工作负载并选择对应镜像

文件，详细操作参见 Deployment 管理 。

6.2 Deployment 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创建 Deployment，出现如下页面时，代表 Deployment 创建成功。 

7. 验证服务注册成功。

登录 TSE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zookeeper，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页面上方选择服务管理页签，若出现以下页面，

镜像：选择已上传的 Spring Cloud 应用镜像。

镜像版本：选择已上传的 Spring Cloud 应用镜像版本。

环境变量：新增环境变量 JAVA_OPTS  并指定为 

-Dspring.cloud.zookeeper.connect-string=[TSE Zookeeper注册中心实例访问IP:21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41/6391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ke2/clu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170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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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证明服务注册成功。

8. 验证服务调用。

登录 Consumer 服务所在的 Pod，执行 curl 命令调用 Consumer 接口访问 Provider 服务。 

访问结果如下：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 Zookeeper 注册中心，配置文件格式需如下所示：

curl localhost:19001/ping/test

注意事项

spring:

  cloud:

    zookeeper:

      connect-string: zookeeper注册中心IP:2181

      discovery:

        register: true

        enabled: true

        prefer-ip-address: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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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 ZooKeeper-TEM 部署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7 14:44:25

本文介绍如何将通过 TEM 部署的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微服务引擎托管的 zookeeper 注册中心。接入无需修改任何代码。

1. 在 TEM 控制台  中创建环境。具体操作请参见 创建环境 。

2. 在 TSE 控制台  创建 zookeeper 注册中心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 创建微服务引擎实例 。

3. 在 TEM 控制台  单击环境名，进入基本信息页，一键关联 TSE 中的 Zookeeper 注册中心。 

4. 在 TEM 控制台  创建应用，并部署至所创建的环境。具体操作请参见 创建并部署应用 。

5. 在 TSE 控制台  中验证服务注册。单击进入注册中心实例的服务管理页面，若出现以下页面，则证明服务注册成功。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Zookeeper 注册中心，配置文件格式需如下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说明

创建 zookeeper 注册中心实例时，若不开启公网访问，则所选定的 VPC 需要与 TEM 已创建的环境的 VPC 保持一致。

注意事项

spring:

  cloud:

    zookeep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e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71/5329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41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e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e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71/5329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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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string: zookeeper注册中心IP:2181

      discovery:

        register: true

        enabled: true

        prefer-ip-address: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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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 Nacos-CVM 部署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7 14:40:31

本文以一对 Demo 示例（包含一个 provider 应用和一个 consumer 应用）介绍如何将通过 CVM 部署的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微服务引擎托管

的 Nacos 注册中心，并实现简单的服务访问。帮助您快速了解如何使用 TSE Nacos 注册中心。

1. 登录 TSE 控制台 。

2. 单击已创建好的 Nacos 引擎实例的“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页面上方选择"访问控制"页签，可以获取 Nacos 注册中心实例访问 IP。 

4. 进入下载好的 Demo 源码目录。

5. 打包 Demo 源码成 jar 包。在 tse-simple-demo-main 源码根目录下，打开终端窗口，执行 mvn clean package  命令，对项目进行打包编

译。编译成功后，可以在如下目录看到生成如下表所示的2个 Nacos Jar 包。

6. 将编译好的 jar 包上传至云服务器，详细操作请参见 如何将本地文件拷贝到云服务器 。

7. 登录云服务器，进入到刚刚上传 jar 文件所在的目录，可看到文件已上传到云服务器。 

8. 执行如下命令指定注册中心地址参数并运行该应用。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已创建 TSE Nacos 注册中心，请参见 引擎管理 。

已 购买云服务器 CVM ，且云服务器所在的私有网络 VPC 与 Nacos 注册中心所在的 VPC 相同。

下载 Github 的 Demo 源码  到本地并解压。

本地编译构建打包机器环境已安装了Java JDK、Maven，并且能够访问 Maven 中央库。

操作步骤

软件包所在目录 软件包名称 说明

tse-nacos-spring-cloud-provider-

demo\target

tse-nacos-spring-cloud-provider-demo-

2.0.1.RELEASE.jar

服务生产

者

tse-nacos-spring-cloud-consumer-

demo\target

tse-nacos-spring-cloud-consumer-demo-

2.0.1.RELEASE.jar

服务消费

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91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63997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e-simple-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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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登录 TSE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nacos，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10. 在页面上方选择访问控制页签，找到控制台访问的公网地址和登录用户名密码，通过 web 访问 Nacos 原生控制台。 

11. 在 Nacos 原生控制台页面，选择服务管理 > 服务列表，可以看到注册成功的服务。 

  

12. 登录云服务器，执行如下命令，调用 consumer 接口访问 provider 服务。

   运行结果如下： 

   

nohup java -Dspring cloud nacos discovery server-addr= TSE Zookeeper注册中心实例访问IP:8848  -jar jar包名称  &. . . . [ ] [ ]

curl localhost:8080/echo/st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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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 Nacos-TKE 部署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7 14:40:51

本文以一对 Demo 示例（包含一个 provider 应用和一个 consumer 应用）介绍如何将通过 TKE 部署的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微服务引擎托管

的 Nacos 注册中心，并实现简单的服务访问。帮助您快速了解如何使用 TSE Nacos 注册中心。

1. 创建 TKE 容器集群。 

登录 TKE 控制台 ，新建一个标准集群，容器集群所在的私有网络 VPC 需要与已创建好的 Nacos 引擎所在的私有网络保持一致。具体操作参见 

快速创建一个标准集群 。

2. 获取 Nacos 注册中心实例访问 IP。 

登录 TSE 控制台 ，单击已创建好的 Nacos 引擎实例的“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在访问控制页签可以获取 Nacos 注册中心实例访问 IP。 

3. 下载 Github 的 Demo 源码  到本地并解压。

4. 打包 Demo 源码成 jar 包。 

在 tse-simple-demo-main 源码根目录下，打开终端窗口，执行 mvn clean package  命令，对项目进行打包编译。编译成功后，可以在如下目

录看到生成如下表所示的2个 Nacos  Jar 包。

5. 制作 provider 和 consumer 应用容器镜像并上传至镜像仓库。

5.1 编写 dockerfile 并生成镜像，dockerfile 内容参见：

5.2 参见 镜像仓库快速入门  上传 Spring Cloud 应用镜像至 TKE 镜像仓库。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已创建 TSE Nacos 注册中心，请参见 引擎管理 。

本地编译构建打包机器环境已安装了 Java JDK、Maven，并且能够访问 Maven 中央库。

操作步骤

软件包所在目录 软件包名称 说明

tse-nacos-spring-cloud-provider-

demo\target

tse-nacos-spring-cloud-provider-demo-

2.0.1.RELEASE.jar

服务生产

者

tse-nacos-spring-cloud-consumer-

demo\target

tse-nacos-spring-cloud-consumer-demo-

2.0.1.RELEASE.jar

服务消费

者

FROM openjdk:8

ADD ./ jar包名称.jar  /root/app.jar

ENTRYPOINT   "sh", "-c", "java $JAVA_OPTS -jar /root/app.jar"

[ ]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ke2/clu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5423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e-simple-dem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41/639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6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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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TKE 容器集群中创建工作负载并选择对应镜像文件。

6.1 登录 TKE 控制台 ，找到已创建好的 TKE 容器集群，单击集群 ID，进入集群的工作负载 >  Deployment页面，创建工作负载并选择对应镜像

文件，详细操作参见 Deployment 管理 。

6.2 Deployment 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创建 Deployment，出现如下页面时，代表 Deployment 创建成功。 

7. 验证服务注册成功。

7.1 登录 TSE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nacos，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7.2 在页面上方选择访问控制页签，找到控制台访问的公网地址和登录用户名密码，通过 web 访问 Nacos 原生控制台。 

镜像：选择已上传的 Spring Cloud 应用镜像。

镜像版本：选择已上传的 Spring Cloud 应用镜像版本。

环境变量：新增环境变量 JAVA_OPTS  并指定为 

-Dspring.cloud.nacos.discovery.server-addr=[Nacos 注册中心实例访问 IP:884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ke2/clu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170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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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 Nacos 原生控制台页面，选择服务管理 > 服务列表，可以看到注册成功的服务。 

8. 验证服务调用。

登录 Consumer 服务所在的 Pod，执行 curl 命令调用 Consumer 接口访问 Provider 服务。 

访问结果如下：

curl localhost:8080/echo/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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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 Consul-CVM 部署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5:11:51

本文以一对 Demo 示例（包含一个 provider 应用和一个 consumer 应用）介绍如何将通过 CVM 部署的 Spring Cloud 应用接入微服务引擎托管

的 Nacos 注册中心，并实现简单的服务访问。帮助您快速了解如何使用 TSE Nacos 注册中心。

2. 登录云服务器，执行如下命令创建相关资源。

2.1 执行如下命令创建数据文件夹。

2.2 执行如下命令创建日志文件夹

2.3 执行如下命令创建配置文件。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已创建 TSE Consul 注册中心，请参见 引擎管理 。

已 购买云服务器 CVM ，且云服务器所在的私有网络 VPC 与 Consul 注册中心所在的 VPC 相同。

下载 Github 的 Demo 源码  到本地并解压。

本地编译构建打包机器环境已安装了Java JDK、Maven，并且能够访问 Maven 中央库。

步骤1：准备配置

1. 下载 Consul ，并将下载好的的安装包上传至云服务器 CVM。详细操作请参见 如何将本地文件拷贝到云服务器 。

mkdir -p /data/consul/data

mkdir -p /data/consul/lo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58391
https://buy.cloud.tencent.com/cvm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e-simple-demo
https://releases.hashicorp.com/consul/1.8.6/consul_1.8.6_linux_amd64.zi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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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i ，写入如下配置文件内容后，单击 esc ，输入 :wq 后回车，完成配置文件创建。

3. 进入 Consul 安装包所在的目录，执行如下命令解压 Consul 安装包。

4. 执行如下命令启动 Consul Agent。

1. 下载 Github 的 Demo 源码  到本地并解压。

2. 打包 demo 源码成 jar 包。在 tse-simple-demo-main 源码根目录下，打开终端窗口，执行 mvn clean package  命令，对项目进行打包编

译。编译成功后，可以在如下目录看到生成如下表所示的2个 Consul Jar 包。

3. 将编译好的 jar 包上传至云服务器，详细操作请参见 如何将本地文件拷贝到云服务器 。

4. 登录云服务器，进入到刚刚上传 jar 文件所在的目录，可看到文件已上传到云服务器。 

vim /data/consul/config/config.json

 "datacenter": "dc1"

 "data_dir": "/data/consul/data/"

 "node_name": "consul-agent-node"

 "server": false

 "bind_addr": "{{ GetInterfaceIP \"eth0\" }}"

 "client_addr": "127.0.0.1"

 "log_json": true

 "log_level": "info"

 "log_rotate_max_files": 10

 "log_rotate_duration": "24h"

 "log_file": "/data/consul/log/"

 "retry_join": 

     "[TSE Consul Node1 Address]"

     "[TSE Consul Node2 Address]"

     "[TSE Consul Node3 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注意

Consul Agent 支持本地模式和局域网模式两种部署模式：

本地模式：本地模式请指定 client_addr 为127.0.0.1，需要在每台 CVM 实例部署 Agent。

局域网模式：局域网模式请指定 client_addr 为0.0.0.0，只需指定几台 CVM 实例部署 Agent，部署后同一局域网内的 Agent 

即可互相连通。

unzip consul_1.8.6_linux_amd64.zip

./consul agent --config-dir=/data/consul/config

步骤2：应用接入

软件包所在目录 软件包名称 说明

\tse-simple-demo-main\tse-consul-provider-

demo\target

tse-consul-provider-demo-1.0-

SNAPSHOT.jar

服务生产

者

\tse-simple-demo-main\tse-consul-consumer-

demo\target

tse-consul-consumer-demo-1.0-

SNAPSHOT.jar

服务消费

者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e-simple-dem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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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执行如下命令指定注册中心地址参数并运行该应用。

1. 登录 TSE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consul，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页面上方选择服务管理页签，出现如下页面代表服务注册成功。单击服务名称或者操作栏的查看实例列表可以查看服务的详细信息，如ID、地址、

端口等信息。

4. 登录云服务器，执行如下命令，调用 consumer 接口访问 provider 服务。

返回结果如下：

说明

[TSE Consul Client Agent IP] 为 步骤1：准备配置 中的 json 文件中的 client_addr 参数值。

nohup java -Dspring cloud consul host= TSE Consul Client Agent IP  -jar jar包名称  &. . . [ ] [ ]

步骤3：验证服务注册成功

curl http://localhost:18084/ping-provider/st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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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Spring Cloud 下测试环境路由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2 14:55:15

Spring Cloud Tencent 新增了 spring-cloud-tencent-plugin-starts 模块，在此模块下实现不同业务场景的解决方案。现阶段我们主要聚焦

在精细化流量治理能力场景化方案上，并按照开发流程拆分为三个阶段：

1. 开发测试阶段的多测试环境场景。

2. 发布阶段的金丝雀发布、蓝绿发布、全链路灰度等。

3. 生产运行阶段的单元化、AB 测试等。 

本文档展示开发测试阶段的多测试环境场景实战，详细介绍 Spring Cloud Tencent 实现多测试环境场景的方案。

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一个微服务架构系统下的不同微服务可能是由多个团队进行开发与维护的，每个团队只需关注所属的一个或多个微服务，而各个团

队维护的微服务之间可能存在相互调用关系。如果一个团队在开发其所属的微服务，调试的时候需要验证完整的微服务调用链路。此时需要依赖其他团队

的微服务。在部署开发联调环境时，会遇到以下问题：

此时可以使用测试环境路由的架构来帮助部署一套运维简单且成本较低开发联调环境。测试环境路由是一种基于服务路由的环境治理策略，核心是维护一

个稳定的基线环境作为基础环境，测试环境仅需要部署需要变更的微服务。多测试环境有两个基础概念，如下所示：

1. 基线环境（Baseline Environment）：完整稳定的基础环境，是作为同类型下其他环境流量通路的一个兜底可用环境，用户应该尽量保证基线环

境的完整性、稳定性。

2. 测试环境（Feature Environment）：一种临时环境，仅可能为开发/测试环境类型，测试环境不需要部署全链路完整的服务，而是仅部署本次有

变更的服务，其他服务通过服务路由的方式复用基线环境服务资源。

部署完成多测试环境后，开发者可以通过一定的路由规则方式，将测试请求打到不同的测试环境，如果测试环境没有相应的微服务处理链路上的请求，那

么会降级到基线环境处理。因此，开发者需要将开发新测试的微服务部署到对应的测试环境，而不需要更新或不属于开发者管理的微服务则复用基线环境

的服务，完成对应测试环境的测试。

虽然测试环境路由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开发测试环境解决方案，但是能够开箱即用的生产开发框架却不多，往往需要开发者二次开发相应的功能。因此需要

一个相对完善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实现测试环境路由，简化开发难度并提升开发效率。

服务路由抽象出最简化的模型如下图所示，解决的是 “哪些请求转发到哪些实例” 的问题。细化来看，包含三个问题：1. 如何精确标识请求？2. 如何精

确标识实例？3. 如何转发？

前言

基础知识

测试环境路由

如果所有团队都使用同一套开发联调环境，那么一个团队的测试微服务实例无法正常运行时，会影响其他依赖该微服务的应用也无法正常运行。

如果每个团队有单独的一套开发联调环境，那么每个团队不仅需要维护自己环境的微服务应用，还需要维护其他团队环境的自身所属微服务应用，效

率大大降低。同时，每个团队都需要部署完整的一套微服务架构应用，成本也随着团队数的增加而大大上升。

服务路由



微服务引擎 TSE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4 共124页

在流量的微观世界里，统一通过标签（属性）来标识一个实体，例如请求有来源调用服务、目标环境标签等，服务实例则有版本号、实例分组、环境分组

等标签。服务路由则是将满足标签匹配条件的请求转发到满足匹配条件的服务实例。所以服务路由的模型可拆解出如下的的专业术语：

服务实例注册到注册中心时，会带上标签信息。服务调用方从注册中心获取到服务实例信息就包含了实例的标签信息。

有一类请求标签数据需要在业务响应链路上一直传递，例如全链路追踪里的 TraceId 、测试环境路由的 FeatureEnv 标签等。

服务路由和负载均衡都是解决选择服务实例的问题。区别在于服务路由是从全量的服务实例中挑选出一批满足路由规则的服务实例，而负载均衡则是从路

由匹配之后的服务实例列表中挑选出一个适合处理请求的实例。

测试环境路由的样例实现以下图为例，一共有两个测试环境以及一个基线环境。流量从端到端会依次经过以下组件：App > 网关 > 用户中心 > 积分中心 

> 活动中心。

服务实例染色 （为服务实例设置标签信息）

流量染色（为请求设置标签信息）

服务路由（根据路由策略，把请求转发到目标实例）

服务实例标签如何传递到调用方

标签全链路透传

服务路由和负载均衡的区别

测试环境路由实现原理

方案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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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一节服务路由章节所述，为了达到测试环境路由的能力，开发工作需要做三件事情：

1. 服务实例染色（标识实例属于哪个测试环境）

2. 流量染色（标识请求应该被转发到哪个测试环境）

3. 服务路由

 a. 网关根据请求的目标测试环境标签转发到对应的目标测试环境的用户中心。 

 b. 服务调用时，优先转发到同测试环境下的目标服务实例，如果同测试环境下没有服务实例则转发到基线环境。

下文将会详细介绍服务实例染色、流量染色和服务路由这三部分的原理。

在多测试环境的场景中，需要对每个测试环境部署的实例进行区分，因此需要在实例上打 <featureenv=测试环境名>  的标签。Spring Cloud 

Tencent 一共支持三种服务实例染色方式。

在 Spring Boot 的 application.yml 配置文件里配置以下内容即可实现染色：

服务实例染色

方式一：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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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loud Tencent 应用在启动时，读取配置文件并解析出 idc=shanghai 和 env=f1 标签信息。 

如果以上配置文件放在项目源码里，要实现不同的实例具有不同的标签值则需要打不同包。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同一个运行包设置不同的标签值：

1. 通过 -D 启动参数覆盖，例如 -Dspring.cloud.tencent.metadata.content.idc=guangzhou。

2. 通过 Spring Boot 标准方式，把 application.yml 外挂本地磁盘上。

环境变量在容器场景下非常方便，Spring Cloud Tencent 约定了前缀为 SCT_METADATA_CONTENT_ 的环境变量为实例的标签信息，例

如：

前面两种方式为 Spring Cloud Tencent 内置的方式，但是不一定符合每个生产项目的规范，因此 Spring Cloud Tencent 还提供了一种允许开发

者自定义标签 Provider 的方式。例如以下两种实践场景：

1. 把实例标签放到机器上的某一个配置文件里，例如 /etc/metadata。

2. 应用启动时，调用公司的 CMDB 接口获取元信息。 

这种场景下，只要实现 InstanceMetadataProvider SPI 扩展即可。

流量染色即为每个请求打上目标测试环境标签，路由转发时根据请求标签匹配目标服务实例。而流量染色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2.2 小节介绍了可以为服务实例设置一系列的标签信息，例如 idc=shanghai、env=f1 等。在有些场景下，期望所有经过当前实例的请求都带上当前

实例的标签信息。例如经过 env=f1 的实例的请求都携带 env=f1 的标签信息。 

服务实例染色有三种方式，对应的定义哪些标签需要作为请求标签透传到链路上也有三种方式，核心思想就是定义需要全链路传递的标签键值对的键列

表。

1. 通过配置文件的 spring.cloud.tencent.metadata.content.transitive=["idc", "env"] 配置项指定。

2. 通过 SCT_METADATA_CONTENT_TRANSITIVE=IDC,ENV 环境变量指定。

3. 通过实现 InstanceMetadataProvider#getTransitiveMetadataKeys() 方法指定。

静态染色是把服务实例的某些标签作为请求标签，服务实例标签相对静态，应用启动后初始化一次之后就不再变更。但是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下，不同的请

求往往需要设置不同的标签信息。此时则需要通过动态染色的能力。

为请求动态染色也非常简单，只需增加以 X-Polaris-Metadata-Transitive- 为前缀的 HTTP 请求头即可，例如：X-Polaris-Metadata-

Transitive-featureenv=f1。这样 featureenv=f1 就能够作为请求标签在链路上透传。

网关常常作为流量的入口或者中转站。经过网关的请求，可以根据某些染色规则为请求增加标签信息。例如满足请求参数 uid=1000 请求打上 

featureenv=f1 标签。 

网关流量染色是非常实用的能力，在 Spring Cloud Tencent 里实现了非常灵活基于染色规则的 Spring Cloud Gateway 染色插件。例如以下染色

规则可以实现为 uid=1000 的请求打上 featureenv=f1 标签、uid=1001 的请求打上 featureenv=f2 标签。更详细的染色规则，可以参考文档。

spring:

  cloud:

    tencent:

      metadata:

        content:

          idc: shanghai

          env: f1

方式二：环境变量

SCT_METADATA_CONTENT_IDC=shanghai

SCT_METADATA_CONTENT_ENV=f1 

Spring Cloud Tencent 应用在启动时，自动会读取环境变量并解析出 IDC=shanghai 和 ENV=f1 标签信息。

方式三：自定义实现 SPI

流量染色

方式一：静态染色

方式二：动态染色

方式三：网关流量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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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Spring Cloud Tencent 也预留了 TrafficStainer SPI ，用户可以实现自定义流量染色插件。

北极星提供了非常完善的服务治理能力，上层的服务框架基于北极星原生 SDK 就能快速实现强大的服务治理能力。Spring Cloud Tencent 就是在北

极星的基础上实现了服务路由能力。

北极星服务路由实现原理并不复杂，如下图所示，从注册中心获取到所有实例信息，再经过一系列的 RouterFilter 插件过滤出满足条件的实例集合。

在多测试环境场景下主要用到了 MetadataRouter （元数据路由）插件，此插件核心能力是根据请求的标签完全匹配服务实例的标签。 

例如请求有两个标签 key1=value1和 key2=value2，MetadataRouter 则会筛选出所有实例中包含同时满足 key1=value1 和 key2=value2 的

服务实例。在多测试环境场景下，Spring Cloud Tencent 缺省使用 featureenv 标签，通过 featureenv 标签筛选出属于同一个测试环境的服务实

例。

Spring Cloud Tencent 实现路由核心分成两个部分：

1. 扩展 RestTemplate 、 Feign、SCG 获取请求的标签信息并塞到 RouterContext （路由信息上下文）里。

    "rules":

        

            "conditions":

                

                    "key":"${http.query.uid}",

                    "values": "1000" ,

                    "operation":"EQUALS"

                

            ,

            "labels":

                

                    "key":"featureenv",

                    "value":"f1"

                

            

        ,

        

            "conditions":

                

                    "key":"${http.query.uid}",

                    "values": "1001" ,

                    "operation":"EQUALS"

                

            ,

            "labels":

                

                    "key":"featureenv",

                    "value":"f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g Cloud Tencent 路由功能原理

Spring Cloud Tencent 服务路由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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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展 Spring Cloud 负载均衡组件（Hoxton 版本之前为 Ribbon，2020版本之后为 Spring Cloud LoadBalancer），在扩展的实现里调用

北极星的服务路由 API 实现服务实例过滤。 

扩展部分逻辑较为复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spring-cloud-starter-tencent-polaris-router 模块源码。

在上一节中详细介绍了测试环境路由的实现原理，这一节则详细介绍站在用户的视角需要操作的内容。

通过 Spring Cloud Tencent 实现流量的测试环境路由非常简单，核心包含三步：

1. 服务增加测试环境路由插件依赖

2. 部署的实例打上环境标签

3. 为请求流量打上环境标签

完成以上三个步骤即可。

Spring Cloud Tencent 中的 spring-cloud-tencent-featureenv-plugin 模块闭环了测试环境路由全部能力，所有服务只需要添加该依赖即可

引入测试环境路由能力。

spring-cloud-tencent-featureenv-plugin 默认以 featureenv 标签作为匹配标签，用户也可以通过系统内置的 system-feature-env-

router-label=custom_feature_env_key 标签来指定测试环境路由使用的标签键。以下三种方式以默认的 featureenv 作为示例。

在服务实例的配置文件中添加配置，如在 bootstrap.yml添加如下所示即可：

在服务实例所在的操作系统中添加环境变量也可进行打标，例如：SCT_METADATA_CONTENT_featureenv=f1 

自定义实现 InstanceMetadataProvider#getMetadata() 方法的返回值里里包含 featureenv 即可。

基线环境标签值

注意，基线环境部署的服务实例不需要设置 featureenv 标签，表明其不属于任何测试环境，才可在请求没有匹配到对应测试环境的时候，匹配到基线

环境。

如下图所示，在客户端发出的 HTTP 请求里，新增 X-Polaris-Metadata-Transitive-featureenv=f1 请求头即可实现染色。该方式是让开发者

在请求创建的时候根据业务逻辑进行流量染色。

测试环境路由用户操作指引

步骤1：添加测试环境路由插件依赖

步骤2：服务实例打上环境标签

方式一：配置文件

spring:

  cloud:

    tencent:

      metadata:

        content:

          featureenv: f1  # f1 替换为测试环境名称

方式二：环境变量

方式三：SPI 方式

流量染色

方式一：客户端染色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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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染色是开发者配置一定的染色规则，让流量经过网关时自动染色，使用起来相当方便。例如把 uid=1 用户的请求都转发到 f1 环境，把 uid=0 用户

的请求都转发到 f2 环境。只需要配置一条染色规则即可实现。

方式二：网关动态染色（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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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Cloud Tencent 通过实现 Spring Cloud Gateway 的 GlobalFilter 来实现流量染色插件，开发者只需要添加 spring-cloud-

tencent-gateway-plugin 依赖，并在配置文件中打开染色插件开关（spring.cloud.tencent.plugin.scg.staining.enabled=true）即可引

入流量染色能力。

往请求中加入固定的 Header 是网关最常见的插件，如下图所示。可以在每个环境部署一个网关，所有经过网关的请求都增加 X-Polaris-

Metadata-Transitive-featureenv=f1 请求头即可。此种方式需要每个环境部署网关，成本高，所以使用频率相对较低。

方式三：网关静态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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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上操作步骤即可实现测试环境路由，您可运行 Spring Cloud Tencent 下 polaris-router-featureenv-example 完整体验。

测试环境路由在微服务架构系统的开发阶段是非常实用的功能，能够大大降低测试环境的维护成本、资源成本，同时能够极大的提高研发效率。通过操作

指引的章节可以看出通过 Spring Cloud Tencent 实现测试环境路由非常简单的，只需要部署的服务实例增加相应的环境标签以及在请求头中增加一

个标签即可。

业界常见的测试环境路由实现方案往往需要下发路由规则给链路上的服务，从而实现路由能力。但是通过北极星的元数据路由能力，整个方案里无需下发

任何路由规则，只需要在实例设置相应的标签信息即可，操作成本非常低。

如果项目刚好使用 Spring Cloud Gateway 作为网关，那么集成 Spring Cloud Tencent 里的网关染色插件能够进一步降低流量染色成本，客户端

无需做任何事情，只需要配置网关染色规则即可实现流量染色。

目前 Spring Cloud Tencent 主要实现了微服务之间调用流量的测试环境路由能力，不涉及消息队列、任务调度的测试环境路由能力。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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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os 最佳实践

Nacos 多活容灾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7:25:26

当您在生产环境中已经使用了自建的 Nacos 集群，并希望在腾讯云中部署灾备集群时；或者对集群的高可用、稳定性以及网络上的跨地域延迟有要求

时，可以参考本指引配置多活容灾与就近访问方案，以提供跨云、跨 IDC 机房之间的应用访问，或者腾讯云内的跨集群之间的应用访问。

Nacos 的核心功能为服务注册发现与配置管理，故 Nacos 多活容灾方案需要包括数据同步与服务注册发现同步：

例如：当您在自建 IDC 机房和腾讯云分别部署了一整套应用和 Nacos 集群，可以通过本方案配置多活容灾与就近访问。即 IDC 机房内的 consumer 

应用调用 provider 应用时，优先访问 IDC 内的 provider 应用，如果找不到该应用，则访问腾讯云中的 provider 应用。

Nacos 多活部署架构图

1. 登录 TSE 控制台 ，新建一个 nacos 实例，并获取客户端访问地址。详细操作请参见 引擎管理 。 

操作场景

操作原理

数据同步：Nacos 的配置数据、用户信息、命名空间数据、访问控制等信息在数据库中持久化存储，因此首先需要使用 TSE Nacos 的数据同步功

能实现源数据库到 TSE Nacos 数据库的全量迁移与实时增量同步，以保证每个 Nacos 集群都会有全量配置数据。

服务注册发现同步：采用 Java agent 的形式，在不改变业务代码的情况下，通过字节码增强的方式，实现服务的双注册和发现，以此提供服务同

时在不同集群间路由的能力。

前提条件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6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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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访问 Github 地址 ，下载 Polaris Java Agent（支持 Nacos 双注册双发现）。 

通过 TSE Nacos 的配置数据同步能力，将源 Nacos 数据库导入与同步至 TSE Nacos 集群。请参考 Nacos 数据同步 。

2. 将原本注册在自建集群中的服务依次重新部署并双注册至 TSE Nacos 集群，部署时需要添加如下参数：

Java Agent 参数配置 

polaris java agent 提供以下配置项，所有的配置项通过系统变量（-D参数）的方式进行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1：开启数据同步

步骤2：配置自建集群中的服务双注册发现

1. 将提前下载好的 polaris java agent zip 包上传到您的服务所部署的路径下并解压，确认该位置可以被正常访问。

java   

-javaagent:/*/polaris-java-agent-v*/polaris-agent-core-bootstrap.jar   

-Dplugins.enable=nacos-all-plugin   

-Dnacos.cluster.name=*   

-Dother.nacos.server.addr=**.**.**.**   

-Drouter.nearby.level=nacos_cluster -jar xx.jar

说明

 四处 *  分别代表 polaris java agent 所在的路径、版本号、集群名称、另一个 Nacos 集群的客户端访问地址。

配置项 描述
必

填
可选值 默认值

plugins.en

able

选择需要加载的插

件
是 nacos-all-plugin

nacos

-all-

plugin

nacos.clu

ster.name

Nacos 集群名称/

标签，唯一标识即

可

是 唯一标识即可 无

other.nac

os.server.

addr

另一个 Nacos 集

群的访问地址
是 无 无

https://github.com/polarismesh/polaris-java-agent/releas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8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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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署成功后，在 TSE Nacos 原生控制台的服务管理页面可以看到注册的服务。Nacos 原生控制台的访问方式请参见 访问控制 。此时服务在自建 

Nacos 集群和 TSE Nacos 集群中均进行了注册。

4. 观察自建的 Nacos 集群和 TSE 的 Nacos 集群，依次验证下注册、发现、反注册，看是否均符合预期。待所有服务均重新部署完毕后，在自建 

Nacos 集群和 TSE Nacos 集群的控制台均能看到所有服务以及其下的实例信息。

重复 步骤2  中的操作，将原本注册至 TSE Nacos 集群中的服务依次重新部署，并双注册至自建 Nacos 集群。请注意将 Java Agent 参数配置项中

的 nacos.cluster.name  与 other.nacos.server.addr  修改为合适的值。

完成以上步骤后，您已经成功配置了自建 Nacos 集群与 TSE Nacos 集群之间的多活方案，建议您保持 TSE Nacos 数据同步任务的持续运行，并

保持在自建 Nacos 集群更新配置数据，以保证集群之间的数据一致。

router.nea

rby.level

就近路由级别 否 null：不开启就近路由，采用客户端配置的路由策略，默认为轮询策略。

nacos_cluster：开启集群级别的就近路由，优先路由至相同 

nacos.cluster.name 下的服务。

null

步骤3：配置 TSE Nacos 集群中的服务双注册发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64/63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