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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介绍如何从零开始，开通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 TDCC 服务，注册集群，创建应用并配置分发策略，实现多云多集群的

应用管理。

在使用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 TDCC 服务之前，您需要 注册腾讯云账号 ，并完成 实名认证 。

开通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 TDCC 服务，请参见 购买指南 。

在 腾讯云控制台  中，选择云产品 > 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 ，进入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控制台，按照界面提示开通云原生分布

式云中心服务并为服务授权。（如果您已为该服务授权，请跳过该步骤。）

1. 如果完成服务授权，将跳转至服务开通页面设置基本信息，该信息将用于配置 Hub 集群：

2. 单击完成开通服务，开通过程可能持续数分钟，完成后自动进入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控制台。

1. 登录 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控制台 ，进入分布式基础设施 > 集群页面。

2. 单击注册集群，添加一个集群，命名为 "cluster1"，支持添加 TKE 集群或非 TKE 集群。详细步骤请参见 创建注册集

群 。

步骤1：注册腾讯云账号

步骤2：开通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

服务授权

说明

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基于容器服务打造，在服务授权步骤将请求容器服务权限，请单击同意授权。

配置并开通 Hub 集群

说明

 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通过后台托管的 Hub Cluster 集群来管理其他注册进来的 Child Cluster 子集群。

开通地域：选择 Hub Cluster 的地域，当前仅支持广州，未来会支持更多地域。

可用区：选择 Hub Cluster 的可用区。

集群网络：选择一个子网。 访问 Hub Cluster的kube-apiserver 需要使用弹性网卡，因此需要您提供 VPC 子

网。TKE 会自动在选定的子网内创建代理弹性网卡。

步骤3：注册集群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s_url=https%3A%2F%2Fcloud.tencent.com%2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17/6325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cc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c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17/63255#.E5.88.9B.E5.BB.BA.E6.B3.A8.E5.86.8C.E9.9B.86.E7.B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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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注册集群的创建。为体验多集群的应用管理，本文将会再注册一个外部集群 "cluster2"。 

1. 登录 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控制台 ，进入分布式应用管理 > 应用管理页面。

2. 单击左侧命名空间标签页，单击新建创建一个命名空间，例如 "nginx-test"。

3. 在新建 Namespace 页面的底端，需要为该资源配置分发策略，支持选择 新建分发策略，已有分发策略，不指定分发策

略，此处选择新建分发策略。

4. 在新建分发策略下，单击选择已有集群，选择您的应用想要分发部署的集群，后台将自动为其创建分发策略。

步骤4：创建命名空间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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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创建Namespace，完成资源创建，进入命名空间列表页面，可以看到Namespace命名空间已创建成功。 

6. 单击创建出的 Namespace 名称进入详情页面，查看该 Namespace 的基本信息，关联的分发策略和拓扑图，单击实

例管理标签页可以看到该 Namespace 已成功部署到多个集群上。

1. 登录 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控制台 ，进入分布式应用管理 > 应用管理页面。

步骤5：创建工作负载

说明

创建工作负载Workload，以及其他各种 K8s 资源与创建命名空间的流程基本一致，您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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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左侧工作负载 > Deployment 标签页，单击新建创建一个Deployment工作负载，本文将创建一个 my-nginx 工

作负载。

3. 在新建 Workload 页面的底端，需要为该资源配置分发策略，此处选择已有分发策略，单击下拉菜单，选择上一步创建

出的分发策略。

4. 单击创建Workload，完成资源创建，进入工作负载列表页面，可以看到该工作负载已创建成功。 

5. 单击创建出的 Deployment 名称进入详情页面，查看该 Deployment 的基本信息，关联的分发策略和拓扑图，单击实

例管理标签页可以看到该 Deployment 已成功部署到多个集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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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控制台 ，进入分布式应用管理 > K8s资源页面。

2. 单击 my-nginx 工作负载进入详情页面，单击进入实例管理标签页，查看 my-nginx 工作负载已成功部署到多个集

群。

步骤6：模拟灰度发布

说明

nginx 应用已成功发布至两个集群上，单独升级其中一个集群上的 nginx 版本，模拟灰度发布操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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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其中一个集群上实例，单击新建差异化策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差异化策略，以本文为例升级该实例的镜像版本

为 nginx:1.14.2 。更多差异化策略信息参见 差异化策略 。

4. 单击完成完成差异化策略配置，查看实例列表页面，查看该差异化策略已创建成功。

5. 单击集群名称进入集群管理页面，查看 my-nginx 工作负载信息，镜像版本已升级至 nginx:1.14.2，表明该针对该集群

的差异化配置已生效，my-nginx 应用在该集群上实现了灰度升级。 

apiVersion  apps.clusternet.io/v1alpha1

kind  Localization

metadata

  labels

 f07d0bec-fac8-4ed1-b4e5-1e2f00111111  Deployment

  name  my nginx overrides

  namespace  clusternet b5vgv

spec

  priority  300

  feed

 apiVersion  apps/v1

 kind  Deployment

 name  my nginx

 namespace  nginx test

  overridePolicy  ApplyLater

  overrides

  name  update image version

   type  JSONPatch

   value  

            path  "/spec/template/spec/containers/0/image"

             value  "nginx:1.14.2"

             op  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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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17/6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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