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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产品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5:40:15

腾讯云容器服务（Tencent Kubernetes Engine，TKE）基于原生 kubernetes 提供以容器为核心的、高度

可扩展的高性能容器管理服务，与腾讯云 IaaS 产品紧密结合，助力客户快速实现业务容器化。

以下视频介绍了腾讯云容器服务 TKE，及其核心概念和使用流程：

腾讯云提供多种容器服务，方便您部署、管理和扩展容器，您可以按需选择：

什么是容器服务？

服务说明

腾讯云容器服务 TKE 标准集群 ：基于原生 kubernetes 提供以容器为核心的、高度可扩展的高性能容器管理

服务。

腾讯云容器服务 TKE Serverless 集群 ：是腾讯云容器服务推出的无须用户购买节点即可部署工作负载的服务

模式。

腾讯云容器服务 TKE 边缘集群 ：是腾讯云容器服务推出的用于从中心云管理边缘云资源的容器系统，具备边缘

自治和分布式健康检查能力。

腾讯云容器镜像服务 （Tencent Container Registry，TCR）：为用户提供安全高效的容器镜像托管、分

发等服务，与容器服务 TKE 结合使用，获得容器上云的顺畅体验。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67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98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428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41/3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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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容器服务支持您通过 容器服务控制台  或 云 API  操作集群与服务。

云原生服务：

腾讯云云原生 etcd （Cloud Service for etcd）：是基于开源 etcd 针对云原生服务场景进行优化的 

etcd 托管解决方案，由腾讯云容器团队提供，完全兼容开源的 etcd 分布式存储能力，为用户提供高稳

定、可观测、免运维的云原生 etcd 服务。

云原生资产管理 ：腾讯云容器服务 TKE 推出了云原生资产管理的能力，通过可视化的形式，将用户所有的

资源对象进行展示，该平台具备丰富的过滤查询、类型聚合、状态展示能力，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定位目标对

象。

Prometheus 监控服务 （Managed Service for Prometheus，TMP）：是针对云原生服务场景进

行优化的监控和报警解决方案，全面支持开源 Prometheus 的监控能力，为用户提供轻量、稳定、高可用

的云原生 Prometheus 监控服务。

云原生 AI ：腾讯云容器服务基于在云原生领域的技术沉淀，推出模块化，低耦合、高扩展性的云原生 AI 服

务。

使用说明

通过控制台

集群类型 描述 使用场景 相关文档

Serverles

s 集群

支持添加使用超级节点，无集群管理费

用。快速配置大规格超级节点，即可部

署海量安全沙箱容器，弹性使用近乎无

限的容器资源，且仅需为实际运行的 

Pod 资源付费，轻松承载高稳在线业务

和批量计算业务，保障业务稳定运行的

同时可明显降低资源费用。

适用于高稳定性、高安全性常驻

业务及临时计算任务。支持安全

沙箱容器，业务容器强隔离，无

互相干扰。可秒级启动上万 

Pod，并按实际时长计费。安全

沙箱容器支持超级节点极速启动

容器。

创建 

Serverl

ess 集群  

标准集群

默认集群类型，完全兼容开源 

Kubernetes 集群标准功能，并强化

节点管理、集群网络、容器调度等能

力。单个集群内可同时添加管理超级节

点、原生节点、普通 CVM 节点及 

IDC 内节点，可根据业务场景搭配使

用，实现计算资源最大化利用。

全场景适用，完全兼容开源 

Kubernetes 集群标准能力。

同时支持 超级节点 、 原生节

点 、注册节点及 CVM。支持资

源可视化及优化分析，轻松提升

资源利用率。标准 K8s 集群支

持超级节点支持原生节点。

创建标准

集群

边缘集群 支持添加使用边缘节点，把数据中心 

Kubernetes 集群能力快速延伸到边

缘地域，并使用云原生方式进行资源管

理和应用生命周期管理；同时具备独创

的多地域边缘自治、流量闭环以及分布

式健康状态检查能力。

边缘计算，可通过云原生方式管

理位于边缘的计算资源，如边缘

服务器、边缘物联网设备等，解

决弱网以及节点自治问题。多地

域管理，可以使用单一集群统一

纳管多地域资源，并实现地域内

创建边缘

集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ke2/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78/466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581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83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18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626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98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40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81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21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4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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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容器服务支持 API 接口文档可参见 API 概览 。

流量闭环。边缘计算边缘云原生

多地域管理流量闭环。

注册集群

可以将用户本地基础设施的 

Kubernetes 集群或者其他云厂商的 

Kubernetes 集群注册到容器服务进

行统一管理，并使用 云原生分布式云中

心  产品实现多云多集群的统一管理。

多云管理，灵活接入和管理企业

的各种计算资源。高可用容灾，

统一治理多集群应用、流量、存

储等。自动发布，可对接现有 

DevOps 系统，实现多云发

布。多云纳管生态开源高可用容

灾。

创建注册

集群

通过云 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18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17/632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6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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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5:40:15

腾讯云容器服务 TKE 是基于 Kubernetes（K8s）实现的，K8s 是 Google 开源的容器集群管理系统。在 

Docker 技术的基础上，为容器化的应用提供部署运行、资源调度、服务发现和动态伸缩等一系列完整功能，提高

了大规模容器集群管理的便捷性。

Kubernetes 的优势如下：

编排优势

Kubernetes 采用优雅的软件工程设计，通过模块化、微服务的方式，实现模块化设计，使得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的使用场景 ，通过灵活插拔方式，采用自定义的网络、存储、调度、监控、日志等模块。

Kubernetes 项目的社区秉承开源、开放的心态，可以支持容器、网络、存储实施方案。

TKE 对比自建容器服务

优势 腾讯云容器服务（TKE） 自建容器服务

简单易用

简化集群管理

腾讯云容器服务提供超大规模容器集群管理、资源调

度、容器编排、代码构建，屏蔽了底层基础构架的差

异，简化了分布式应用的管理和运维，您无需再操作

集群管理软件或设计容错集群架构，因此也无需参与

任何相关的管理或扩展工作。

您只需启动容器集群，并指定想要运行的任务即可，

腾讯云容器服务帮您完成所有的集群管理工作，让您

可以集中精力开发 Docker 化的应用程序。

自建容器管理基础设施通常涉及

安装、操作、扩展自己的集群管

理软件、配置管理系统和监控解

决方案，管理复杂。

灵活扩展

灵活集群托管，集成负载均衡

您可以使用腾讯云容器服务灵活安排长期运行的应用

程序和批量作业。您还可以使用 API 获得最新的集群

状态信息，以便集成您自己的自定义计划程序和第三

方计划程序。

腾讯云容器服务与负载均衡集成，支持在多个容器之

间分配流量。您只需指定容器配置和要使用的负载均

衡器，容器服务管理程序将自动添加和删除。另外腾

讯云容器服务可以自动恢复运行状况不佳的容器，保

证容器数量满足您的需求，以便为应用程序提供支

持。

需要根据业务流量情况和健康情

况人工确定容器服务的部署，可

用性和可扩展性差。

安全可靠 资源高度隔离，服务高可用

腾讯云容器服务在您自己的云服务器中启动，不与其

他客户共享计算资源。

自建容器服务因其内核问题及 

Namespace 不够完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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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容器服务监控为容器集群、服务、实例提供数据收集和数据展示功能。使用容器服务监控，您可以查看集群、

节点、服务、实例、容器等近30个指标的监控统计数据，验证集群是否正常运行并创建相应告警，监控指标覆盖面

您的集群在私有网络中运行，因此您可以使用您自己

的安全组和网络 ACL，这些功能为您提供了高隔离水

平，并帮助您使用云服务器构建高度安全可靠的应用

程序。

容器服务采用分布式服务架构，保证服务的故障自动

恢复、快速迁移；结合有状态服务后端的分布式存

储，实现服务和数据的安全、高可用。

户、设备、内核模块隔离性都比

较差。

高效

镜像快速部署，业务持续集成

腾讯云容器服务运行在您的私有网络中，高品质的 

BGP 网络保证镜像极速上传下载，轻松支持海量容器

秒级启动，极大程度降低了运行开销，使您的部署更

加专注于业务运行。

您可以在腾讯云容器服务上部署业务，开发人员在 

GitHub 或其他代码平台提交代码后，容器服务可立

即进行构建、测试、打包集成，将集成的代码部署到

预发布环境和现网环境上。

自建容器服务的网络无保证，因

此无法保证使用镜像创建容器的

效率。

低成本

性价比高

相比独立集群或者自建集群，容器服务托管集群具有极高

性价比，您只需花费少量费用即可获得高稳定、高可靠、

可扩展的集群管理面，免去运维烦恼。

需要投入资金构建、安装、运

维、扩展自己的集群管理基础设

施，成本开销大。

云原生

云原生场景优化

由腾讯云 TKE 容器服务团队面向 Kubernetes 环境

推出的全新节点类型—— 原生节点 ，依托腾讯云千万

核容器运维的技术沉淀，为用户提供原生化、高稳

定、快响应的 K8s 节点管理能力。

提供内核层面的优化，适用于云原生场景。

底层资源无法改动，虽然 

Kuberentes 屏蔽底层基础架

构，但是实际开发过程需要对底

层架构适配。

降本增效

FinOps 理念实践

发布 云原生资产管理平台 ，从成本洞察、作业调度、精细

调度等多方面帮助用户理解成本分布和资源用量情况，让

云上的每一部分花费都得到最大价值。

虽然提供了弹性工具，但配置

难、反应慢导致可以性不强，而

且可视化能力不足。

无服务

Serverless 形态

超级节点 是腾讯云全新升级的节点产品形态，向用户提供

可用区级别的、支持自定义规格的节点能力，使用超级节

点类似于使用一台超大规格的 CVM，资源管理和资源扩

缩容都更简单。

自己搭建复杂，维护困难，需要

大量底层资源，无法真正做到 

Serverless 化。

TKE 监控对比自建容器监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81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83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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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并且在持续增加中。

优势 腾讯云容器服务（TKE） 自建容器服务

指标完整 涉及到集群、节点、服务、容器、Pod（实例） 等近30个指标
指标不完整，很多需要开

发

搭建成本

低
创建集群时自带 人工搭建，成本高

运维成本

低
平台助力运维，保证数据准确性 人工维护

存储成本

低
每个指标免费保存3个月数据 根据存储大小计算

扩展性高 平台侧会不断完善和增加新的指标项
需要技术人员大量投入开

发新指标

告警 有 无

问题排查

手段

控制台可以方便查看容器 log， 并与 webshell 结合一键登录

容器快速排查问题

需要手动登录到容器或者

机器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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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架构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5:40:15

以下视频介绍了腾讯云容器服务的架构及相关功能：

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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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介绍腾讯云容器服务系统的设计和实现，产品架构如下图所示：

1. 腾讯云容器服务基于原生 Kubernetes 进行适配和增加，支持原生 Kubernetes 能力。

2. 提供了腾讯云的 Kubernetes 插件，帮助用户快速在腾讯云上构建 Kubernetes 集群。

3. 腾讯云容器服务在 Kubernetes 上层，提供了集群管理、应用管理、CI/CD 等进阶能力。

架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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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4:19:34

以下视频介绍了腾讯云容器服务的典型应用场景：

微服务架构适用于构建复杂的应用，将单体式应用从不同维度拆分成多个微服务，每个微服务的内容使用一个 

docker 镜像管理。微服务架构如下图所示： 

微服务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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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持续集成与持续交付提供优秀的 DevOps 环境，极大提高软件发布效率。

强调开发人员提交了新代码之后，立即进行构建、（单元）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您可以确定新代码和原有代码能否

正确地集成在一起。

腾讯云容器服务部署微服务特点及优势

简化了集群管理，无需安装和管理操作集群。

无缝衔接了腾讯云的计算、网络、存储、监控、安全能力，直接使用腾讯云 IaaS 能力。

支持服务编排，服务粒度管理应用，简单易懂，资源高度隔离、服务高可用。

持续集成与持续交付

持续集成

持续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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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集成的基础上，将集成后的代码部署到运行环境。

通过在腾讯云容器服务上部署服务，开发人员在 Git 或其他代码平台提交新代码后，可立即进行构建、测试、打包

集成。在持续集成的基础上，将集成的代码部署到预发布环境和现网环境上。

持续集成与持续交付过程如下图所示：

个人或企业业务迁移到腾讯云上，可选择腾讯云的容器服务来简化上云配置，简化集群管理，提升业务交付速率。

腾讯云容器服务让您一键单击创建服务，快速实现应用容器化部署，同时也可达到弹性扩缩、按需部署、高可用、易

扩容、开发友好、降低人力成本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优势

业务快速上云



容器服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 共23页

产品功能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5:40:15

通过腾讯云容器服务可简单高效地管理您的容器集群，整个过程安全可靠，能够无缝衔接腾讯云计算、存储、网络。

通过腾讯云容器服务提供的应用管理功能，能够帮助您一键快速创建多个服务， 部署不同环境应用。

集群管理

模块 功能点

集群构成

首发推出基于 FinOps 理论的 原生节点 和 超级节点 ，助力用户降本增效

支持 CVM 大部分机型，可以新增和添加已有主机，完整支持列表请 查看  

支持 注册节点 ，允许用户将非腾讯云的主机，托管到容器服务 TKE 集群

集群内主机支持跨可用区部署

用户独占集群、VPC 安全隔离

自定义集群网络，容器网络灵活配置

集群管理

支持集群动态伸缩，节点升降配，一键升级集群

支持 注册集群 ，统一管理包括用户在腾讯云上集群、第三方服务商集群、自建机房集

群、边缘集群等，提供一致的管理和访问体验

丰富的监控指标，支持自定义告警策略

提供专门用于容器场景的 内核优化镜像

自定义 Kubernetes 组件 启动参数  

Kubernetes 

管理

支持 kubernetes 多版本，提供版本升级功能

Kubernetes 证书管理，kubectl 直接操作集群

数十种 自动伸缩指标 ，支持丰富的弹性能力

资源对象浏览器，可以一键查看集群中所有资源对象包括CRD

丰富的 七层接入 能力支持

十几种不同的 扩展组件 增强集群表现

应用管理

模块 功能点

应用构成
支持 TKE 多种服务类型

支持 Kubernetes Deployment、DaemonSet 等多种资源

应用管理 应用支持我的模板、模板市场快速创建

支持更新应用实时对比查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81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40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8466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579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17/63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412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477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89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568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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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为您提供高效的容器管理方案，支持服务的快速创建、快速扩缩容、负载均衡、服务发现、服务监控、健康

检查等特性，您可以通过服务管理方便快捷的管理您的容器。

配置项用来规定一些程序在启动时读入设定，提供了一种修改程序设置的方法， 针对不同的对象可以使用不同的配

置项。

应用内服务一键部署/停止

模板管理
支持我的模板、模板市场

模板支持一键复制

服务管理

模块 功能点

服务部署

支持单实例多容器的服务部署

支持多种服务访问方式

支持服务内实例跨可用区部署

支持设置亲和性和反亲和性调度

服务管理

支持服务的滚动更新和快速更新

支持服务的动态扩缩容

支持远程登录到服务内容器

服务运维

支持查看服务详细的监控指标

支持查看服务内容器的 stdout 和 stderr 日志

支持设置服务告警策略

支持设置存活检查和就绪检查两种健康检查方式

容器异常自动恢复

配置项管理

模块 功能点

配置项管

理

配置项支持多版本

支持可视化和 YAML 两种编辑形式

配置项使

用

配置项以数据卷的形式挂载到容器目录

配置项导入成环境变量

配置项替代应用模板变量

镜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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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镜像仓库包含了 Dockerhub 官方镜像和用户私有镜像，镜像管理可以让您快速创建镜像、快速部署服务。

模块 功能点

镜像管理

支持创建私有镜像仓库

支持查看和使用 DockerHub 镜像仓库

支持管理多个镜像命名空间

镜像使用
提供高速的内网通道用于镜像创建服务

支持公网上传下载镜像

CI/CD
支持设置私有镜像自动构建

支持设置镜像的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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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5:40:15

集群是指容器运行所需云资源的集合，包含若干台云服务器 CVM、负载均衡器等腾讯云资源。您可以在集群中运行

您的应用程序。

腾讯云容器服务提供 Master 和 Etcd 全部托管的 Kubernetes 集群管理服务。该模式下 Kubernetes 集群的 

Master 和 Etcd 会由腾讯云技术团队集中管理和维护，您只需要购置集群运行负载所需的工作节点即可，无需关

心集群的管理面。托管集群具体可分为：标准集群、Serverless 集群、边缘集群、注册集群。

默认集群类型，完全兼容开源 Kubernetes 集群标准功能，并强化节点管理、集群网络、容器调度等能力。单

个集群内可同时添加管理超级节点、原生节点、普通 CVM 节点及 IDC 内节点，可根据业务场景搭配使用，实

现计算资源最大化利用。

您无须购买节点即可部署工作负载的无服务器 Kubernetes 集群，与容器服务托管集群相同，不收取托管的 

Master 和 Etcd 等控制面资源的费用。

支持在同一个集群中管理位于多个机房的节点、一键将应用下发到所有边缘节点，并具备边缘自治和分布式健康

检查能力。

可以将用户本地基础设施的 Kubernetes 集群或者其他云厂商的 Kubernetes 集群注册到容器服务进行统一

管理，并使用云原生分布式云中心产品实现多云多集群的统一管理。

腾讯云容器服务提供集群完全自主可控的 Master 独立部署模式。该模式下 Kubernetes 集群的 Master 和 

Etcd 将会部署在您购置的云服务器上，您拥有 Kubernetes 集群的所有管理和操作权限。

节点是组成容器集群的基本元素。节点取决于业务，可以为虚拟机或物理机。每个节点都包含运行 Pod 所需要的基

本组件，包括 Kubelet、Kube-proxy 等。

Docker 容器旨在让用户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运行独立的程序，一个节点可运行多个容器。

基础概念

集群

托管集群

标准集群

Serverless 集群

边缘集群

注册集群

独立集群

节点

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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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镜像用于部署容器服务，每个镜像有特定的唯一标识（镜像的 Registry 地址+镜像名称+镜像 Tag）。

目前镜像支持 Docker Hub 官方镜像和用户私有镜像。

节点池提供统一机型、统一标签、Taint 及节点池动态扩缩容等功能。您可以借助这些能力方便快捷地创建、管理

和销毁节点，以及实现节点的动态扩缩容。

可运行在集群中的 Kubernetes 应用程序，容器服务支持创建应用市场应用、第三方应用及私有应用。

镜像仓库用于存放 Docker 镜像，Docker 镜像可用于部署容器服务。

目前可承载适用于多场景的 Kubernetes 社区应用，支持使用应用市场中的应用包在特定集群创建应用并运行。

安全组是一种虚拟防火墙，具备有状态的数据包过滤功能。它用于设置单台或多台云服务器的网络访问控制，是腾讯

云提供的重要的网络安全隔离手段。更多安全组的介绍请参见 安全组 。

提供事件持久化组件、日志采集组件、GPU 管理组件、对象存储和文件存储组件等，支持用户通过安装上述扩展组

件为集群扩展相关功能。

一个 Kubernetes 集群支持设置多个命名空间（Namespace），每个命名空间相当于一个相对独立的虚拟空

间，不同空间的资源相互隔离互不干扰。集群可通过命名空间对资源进行分区管理。

镜像

进阶概念

节点池

应用

镜像仓库

应用市场

安全组

扩展组件

命名空间

工作负载

类型 描述

Deploy

ment

声明了 Pod 的模板和控制 Pod 的运行策略，适用于部署无状态的应用程序。您可以根据业务

需求，对 Deployment 中运行的 Pod 的副本数、调度策略、更新策略等进行声明。

Statef

ulSet

主要用于管理有状态的应用，创建的 Pod 拥有根据规范创建的持久型标识符。Pod 迁移或销毁

重启后，标识符仍会保留。在需要持久化存储时，您可以通过标识符对存储卷进行一一对应。如

果应用程序不需要持久的标识符，建议您使用 Deployment 部署应用程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13/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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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 Kubernetes 中可以部署各种容器，其中一部分是通过 HTTP、HTTPS 协议对外提供七层网络服务，另

一部分是通过 TCP、UDP 协议提供四层网络服务。而 Kubernetes 定义的服务（Service）资源是用来管理集

群中四层网络的服务访问。基于四层网络，Service 提供了集群内容器服务的暴露能力。

Ingress 能够提供七层网络下 HTTP、HTTPS 协议服务的暴露，同时也包括各种七层网络下的常见能力。

Ingress 是允许访问到集群内 Service 规则的集合，您可以通过配置转发规则，实现不同 URL 可以访问到集群内

不同的 Service。

存储卷（Volume）的核心只是一个目录，其中可能包含一些数据，Pod 中的容器可以访问该目录。存储卷的生命

周期与 Pod 相同，并且长于该 Pod 下运行的容器，通常会在容器重启时保留数据。

集群内的存储资源。例如，节点是集群的资源。PV 独立于 Pod 的生命周期，根据不同的 StorageClass 类型创

建不同类型的 PV。

固定 

Pod IP 

类型 

Statef

ulSet

腾讯云容器服务提供扩展 StatefulSet 固定 IP 的能力，该类型的 StatefulSet 创建的 Pod 

将通过弹性网卡分配真实的私有网络内的 IP 地址。腾讯云容器服务 VPC-CNI 的插件负责 IP 

分配，当 Pod 重启或迁移，可实现 IP 地址不变。

Daem

onSet

主要用于部署常驻集群内的后台程序，例如节点的日志采集。DaemonSet 保证在所有或部分

节点上均运行指定的 Pod。新节点添加到集群内时，也会有自动部署 Pod。节点被移除集群

后，Pod 将自动回收。

Job Job 控制器会创建一个或者多个 Pod，这些 Pod 按照运行规则运行，直至运行结束。

CronJ

ob
根据指定的预定计划周期性地运行一个 Job。

服务

Ingress

配置项

ConfigMap：key-value 类型的键值对，通过 ConfigMap 您可以将配置和运行的镜像进行解耦，使得应用

程序有更强的移植性。

Secret：key-value 类型的键值对，用于存储密码、令牌、密钥等敏感信息，降低直接对外暴露的风险。

存储卷

PersistentVolume（PV）

PersistentVolumeClaim（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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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内的存储请求。例如，PV 是 Pod 使用节点资源，PVC 则声明使用 PV 资源。当 PV 资源不足时，PVC 也

可以动态创建 PV。

描述存储的类型，集群管理员可以为集群定义不同的存储类别。

StorageClass

参考文档

Docker 官方文档

Kubernetes 官方文档

https://docs.docker.com/glossary/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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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 Kubernetes 名词对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5:40:15

本文主要进行腾讯云容器服务 TKE 与原生 Kubernetes 名词对照。如下表：

容器服务 TKE 原生 Kubernetes

集群 Cluster

节点 Node

节点池 NodePool

容器 Container

镜像 Image

实例 Pod

命名空间 Namespace

无状态工作负载 Deployment

有状态工作负载 StatefulSet

任务 Job

定时任务 CronJob

服务 Service

路由 Ingress

标签 Label

配置项 Configmap

密钥 Secret

卷 Volume

PV PersistentVolume

PVC PersistentVolumeClaim

自动伸缩 HPA

虚拟集群 IP Cluster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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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端口 NodePort

负载均衡 LoadBalancer

节点亲和性 NodeAffinity

应用亲和性 PodAffinity

应用非亲和性 PodAntiAffinity

选择器 LabelSelector

注解 Annotation

触发器 Webhook

端点 Endpoint

资源配额 Resource Quota

资源限制 Limit Range

模板 Templ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