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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服务指南
云原生 etcd
云原生 etcd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7 17:56:47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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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云原生 etcd 服务将于2022年6月8日结束内测，正式对外开放并开始商业化计费，详细资费策略请查看 购买指南。

应用场景
etcd 是一个分布式、高可靠的键值存储，可以容忍集群中部分节点故障，只需存活一半以上节点即可对外提供服务。主要用于元数
据存储、服务发现、分布式选举等场景。基于 etcd 提供的 Watch 机制，可以更便捷的实现发布订阅等功能。
为什么需要云原生 etcd 服务
用户对 etcd 了解程度不够，在使用过程中难以快速上手。
用户维护自建 etcd 时缺乏使用经验，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难以快速定位。
自建 etcd 往往还需要维护一套监控告警系统和备份恢复机制，增加了用户的运维负担。
腾讯云容器团队目前线上运维了上万套 K8S 集群，后端使用了上千套 etcd 集群作为支撑存储。团队在保障 etcd 稳定运行的同时
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可以帮助用户降低 etcd 的运维负担，从而更专注于业务发展。

产品功能
一键部署 etcd 集群：支持集群高可用部署、HTTPS 访问和数据自动压缩等功能。
集成云原生监控能力：提供完善的监控告警机制。
日常运维管理：支持备份恢复、节点扩缩容和版本升级等功能。

产品优势
完善的集群保障机制
安全的数据访问功能：支持开启 HTTPS 双向认证及鉴权，数据访问更加安全。支持通过安全组来限制访问来源。
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支持开启集群备份策略，定时将数据备份到腾讯云对象存储 COS，同时支持根据备份数据恢复故障集群。
高可用部署功能：支持将集群节点部署到不同可用区。在3个不同的可用区场景下，单可用区故障不影响集群正常服务。同时支持
故障节点快速自愈，最大程度降低集群的不可用时间。
可靠的版本更新机制：版本上线前将经过完善的内部测试和大规模验证，通过混沌工程进行故障演练来保证新版本的稳定性。
强大的监控告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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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 etcd 服务无缝对接腾讯云原生监控服务，默认提供您需要关注的各项性能指标和可用性指标，您也可以自行聚合需要的监控
指标和面板，帮助您更好的监控 etcd 集群状态。
全流程的运维服务
用户无需关心云原生 etcd 服务的安装、部署、版本更新及故障处理。

产品定价
云原生 etcd 服务在内测期间本身不收取费用，etcd 在使用过程中将自动创建的云硬盘、对象存储等产品，相关计费详情请参见对
应产品计费介绍 云硬盘价格总览、对象存储计费概述 。

相关服务
腾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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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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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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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指南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16 17:12:46

计费方式
云原生 etcd 提供如下两种计费模式：
计费模式

付费模式

计费周期

适用场景

包年包月

预付费模式， 在新建实例时支付费用。

月

适合业务量较稳定的长期需求，费用较按量计费
模式更为低廉，且购买时长越长，折扣越多。

按量付费

后付费模式， 即先按需申请资源使用，在结算时
会按您的实际资源使用量收取费用。

小时

适合短期适用、临时使用场景，用完可立即释放
实例，节省成本。

实例规格与费用
云原生 etcd 实例基于 CPU、内存、副本数三个维度定义实例规格，在包年包月各个规格定价如下：

按量计费
不满1小时，按照1小时计费。
节点规格

1核2G

2核4G

4核8G

8核16G

8核32G

节点数

元/小时

30天预估费用

1

1.60

1,149.23

3

2.10

1,514.21

5

2.61

1,879.19

1

2.10

1,514.21

3

3.12

2,244.17

5

4.13

2,974.13

1

2.61

1,879.19

3

4.64

3,339.11

5

6.67

4,799.03

1

3.62

2,609.15

3

7.68

5,528.99

5

11.73

8,448.83

1

4.55

3,274.43

3

10.45

7,5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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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规格

16核64G

32核128G

节点数

元/小时

30天预估费用

5

16.35

11,775.23

1

7.50

5,399.63

3

19.31

13,900.43

5

31.11

22,401.23

1

13.40

9,650.03

3

37.02

26,651.63

5

60.63

43,653.23

包年包月
节点规格

1核2G

2核4G

4核8G

8核16G

8核32G

16核64G

节点数

元/月

1

1,044.75

3

1,376.55

5

1,708.35

1

1,376.55

3

2,040.15

5

2,703.75

1

1,708.35

3

3,035.55

5

4,362.75

1

2,371.95

3

5,026.35

5

7,680.75

1

2,976.75

3

6,840.75

5

10,704.75

1

4,908.75

3

12,636.75

5

20,3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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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规格

32核128G

节点数

元/月

1

8,772.75

3

24,228.75

5

39,684.75

欠费说明
欠费、资源到期预警
平台将在实例资源即将到期或欠费前以短信、邮件、站内信的形式发送提醒通知。

回收机制
对于按量计费的后付费场景，用户欠费后24小时内，实例仍可正常使用，超过24小时之后，实例将进入隔离状态并停止计费，实
例进入隔离状态后将不可访问。实例进入隔离状态后7天内，用户可以通过充值将实例恢复到正常状态。如果实例隔离7天后仍然
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则会被完全释放，回收资源，无法恢复。
对于包年包月的场景，实例在到期之后3天内，仍然可以正常访问，超过3天后将进入隔离状态并停止计费，实例进入隔离状态后
将不可访问。实例进入隔离状态后7天内，用户可以通过充值将实例恢复到正常状态。如果实例隔离7天后仍然没有恢复到正常状
态，则会被完全释放，回收资源，无法恢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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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 etcd 版本维护
版本维护机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5 10:17:26
本文为您介绍腾讯云云原生 etcd 和社区版 etcd 支持的版本，帮助您在使用云原生 etcd 时根据业务需求选择更加适合您的版本。

版本定义
大版本：etcd 版本表示为 xyz，其中 x 是主要版本，y 是次要版本，z 是补丁版本，遵循 语义版本控制术语。例如，当前版本
为3.5.4和3.4.13。
小版本：tke.x后缀用来标识当前大版本对应的小版本。例如，当前版本为 v3.4.13-tke.5。
说明：
未带有后缀标识相当于社区开源版本。

版本维护策略
集群创建
平台支持 etcd 最近两个大版本的创建，如3.5.4和3.4.13。当新版本发布并支持升级功能时，较老的一个版本将不再开放创建
功能。例如，当3.6.x版本发布且支持3.5.4升级至3.6.x，3.4.13将不再开放创建功能；若3.6.x版本发布但升级功能未提供，
3.4.13仍然支持新集群创建。
注意：
集群创建时仅支持选择当前大版本所在的最新小版本。

升级和运维保障
云原生 etcd 平台将重点保障最近的两个 etcd 大版本的升级和稳定运行，例如当前最新版本为3.5.4，则平台重点保障3.5.4和
3.4.13的版本升级功能，并提供问题排障、故障恢复、Bugfix 等支持。过期版本的集群存在运行不稳定和集群升级失败的风
险，建议您及时升级。
注意：
集群升级包含大版本升级和小版本升级。

工单答疑
云原生 etcd 提供最近的两个 etcd 大版本的技术支持，例如答疑、在线指导、排查、排错等工作，但对于过期版本的 云原生
etcd 集群，将不保证技术支持的质量和有效性。

etcd 大版本选择建议
本文从稳定性、性能、易用性等几个方面向您提供版本选择建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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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3.4系列版本经历了全球用户两三年时间的大规模使用和验证，整体上稳定性优于3.5系列版本。3.5.4及以上版本修复
了3.5早期版本的严重 Bug，开源项目 K8s 1.25版本也已经默认使用3.5.4版本，核心场景下稳定性已达到生产环境要求。
性能：3.5.4版本合并了一系列性能优化 PR，在集群启动时间、读写 QPS 方面均有明显提升。
易用性：3.5版本通过包模块化解决了3.4及之前版本中依赖管理痛点，减轻了开发者负担，跟随社区使用最新的3.5版本有利于
后续版本升级，可充分享受新版本带来的一系列便利，降低开发者的负担。
综上，新增集群建议您使用3.5.4版本，存量集群迁移可选择与源集群一致的版本。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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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变更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5 10:17:19

v3.4.13 tke revisions
时间

版本

更新内容

202209-02

v3.4.13tke.5

审计日志记录请求错误码。
数据安全提升，增加全量删除请求拦截特性，默认关闭，可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ETCD_FORBID_DELETING_ALL_KEYS=true 开启，可通过 metrics、审计查看拦截的请求详

202208-01

v3.4.13tke.4

情。
数据安全提升，增加大批量删除请求拦截特性，默认关闭，可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ETCD_MAX_DELETE_KEY_NUM=1000 开启（删除 key 数超过1000失败），可通过 metrics、
审计查看拦截的请求详情。
运维能力提升，增加审计特性，覆盖删除请求 (delete/txn)、高延时请求等关键场景。

202207-16

v3.4.13tke.3

性能优化，支持设置最大并发流参数。

202011-02

v3.4.13tke.2

性能优化，优化 count-only 场景性能。
故障诊断能力提升，输出高延时请求的详细请求信息等。
性能优化，查询 limit 参数下堆到索引层。

v3.5.4 tke revisions
时间

版本

更新内容

202211-24

v3.5.4tke.4

移植社区 PR14733，修复 defrag 时可能导致数据不一致的 Bug。

202209-02

v3.5.4tke.3

审计日志记录请求错误码。
数据安全提升，增加全量删除请求拦截特性，默认关闭，可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ETCD_FORBID_DELETING_ALL_KEYS=true 开启，可通过 metrics、审计查看拦截的请求详情。

202208-25

v3.5.4tke.2

数据安全提升，增加大批量删除请求拦截特性，默认关闭，可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ETCD_MAX_DELETE_KEY_NUM=1000 开启（删除 key 数超过1000失败），可通过 metrics、
审计查看拦截的请求详情。
运维能力提升，增加审计特性，覆盖删除请求 (delete/txn)、高延时请求等关键场景。

202207-19

v3.5.4tke.1

性能优化，移植社区 PR14219，支持设置最大并发流参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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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授权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06 18:00:15

账号授权
为便于业务进行更细粒度的权限控制，云原生 etcd 将于2022年5月5日接入 访问管理 CAM，接入 CAM 用户和后台服务均需要
被授权才能正常访问控制台和 API。您可以参考以下步骤为子用户授权和为操作其他云资源进行服务授权。

操作步骤
为子用户授权
云原生 etcd 已在 CAM 中内置了 QcloudCEtcdFullAccess、QcloudCEtcdReadOnlyaccess 两个预设策略，用户完全
访问和只读访问两种场景。若子用户需要访问 etcd 服务控制台和API，请联系拥有管理员权限的账号为子用户授权，以便于用户能
正常使用 etcd 服务。
1. 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中的用户 > 用户列表。
2. 在用户列表页中，选择子用户名称右侧的授权。
3. 在“关联策略”弹窗中选择以下策略：
QcloudCEtcdFullAccess
QcloudCEtcdReadOnlyaccess

4. 单击确定。完成授权后，子账号将可以正常访问 etcd 服务，管理员也可以通过创建自定义策略，为用户设置更精细的权限管
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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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授权
服务授权是指授权当前服务操作其他云资源，例如用户在创建 etcd 时，选择了创建监控服务、创建云标签，则云原生 etcd 服务需
要对云标签、监控服务有相应的操作权限，因此也需要管理员用户为云原生 etcd 服务授权。
1. 登录 云原生 etcd 控制台，弹出服务授权窗口。如下图所示：

2. 单击同意授权，完成身份验证后即可成功授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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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16:09:50

操作场景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腾讯云容器服务控制台中创建托管 etcd 集群，您可根据以下指引进行 etcd 集群的创建。

前提条件
1. 首次使用云原生 etcd 服务需要您为该服务授权名为 TKE_QCSLinkedRoleInEtcdService 的服务相关角色。详情见 账号
授权。
2. 云原生 etcd 服务中使用了云硬盘、对象存储等多种云资源，首次使用之前需确保已经获取相关云资源使用权限。此外，集群创
建过程中也会用到私有网络、子网、安全组等资源。

操作步骤
1. 登录 云原生 etcd 控制台。
2. 进入“etcd 集群”列表页面，在页面上方选择需创建 etcd 集群的地域，单击新建。如下图所示：

创建 etcd 集群详细步骤如下：
1. 集群信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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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信息”页面，根据以下提示设置集群信息。如下图所示：

集群名称：创建的 etcd 集群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
etcd 版本：选择 etcd 版本。
所在地域：选择您希望部署该实例的地域。当前仅支持部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域。集群创建后地域无法修改，建议您根据
所在地理位置选择靠近业务的地域，可降低访问延迟、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集群网络：选择当前地域下已有的私有网络，若在该地域下无可用的私有网络资源，可跳转到私有网络控制台新建，详情请参见
私有网络 VPC。
高可用部署：为了确保集群的高可用性，支持将集群节点随机部署在不同可用区。开启高可用部署，要求至少有3个可选可用区的
子网数量。
节点子网：选择为 etcd 节点分配所选子网地址范围内的 IP 地址，请尽量选择 IP 数量充足且与其他产品使用无冲突的子网。

高可用部署要求至少有3个 etcd 集群节点，若您开启了高可用部署，请确保可用子网至少分布在3个不同的可用区。

内网访问：etcd 集群的对外访问地址默认分配在该所选子网中，请尽量选择 IP 数量充足且与其他产品使用无冲突的子网。
安全组：安全组具有防火墙的功能，用于设置节点的网络访问控制。支持以下设置：
新建并绑定默认安全组，出/入站规则默认放通 0.0.0.0/0 和 ::/0 的所有端口。
添加安全组，可根据业务需要选择自定义配置的安全组规则。更多信息请参见 容器服务安全组设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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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描述：创建集群的相关信息，该信息将显示在集群的“基本信息”页面。

数据备份：设置备份可有效保护集群数据安全，支持设置备份间隔和最大备份数目。集群创建成功后将自动为您创建对象存储
COS 存储桶并按照实际资源使用情况计费，计费方式请参见 对象存储计费概述 。
备份间隔：支持以小时为单位设置备份间隔。
最大备份个数：支持设置最大备份个数（上限为1000），超过该数目后最新备份信息将无法上传至对象存储 COS 存储桶。
监控告警：云原生 etcd 默认提供监控、告警功能，也支持用户额外集成云原生监控服务实现集群的监控、分析和告警，详情请
参见 云原生监控概述 。
已有 Prometheus：支持选择已有 Prometheus 实例，要求该实例与 etcd 集群位于相同 VPC 下。
启用Https：支持开启 HTTPS 双向认证及鉴权，为保障集群数据的安全传输，建议开启。
客户端证书认证：启用 HTTPS 的情况下，支持开启客户端证书认证。
自动压缩：为防止集群性能下降或空间耗尽，可开启自动压缩功能实现对历史数据的定时清理。目前支持周期性压缩和根据
revision 压缩两种压缩模式。
周期性压缩：支持根据“时分秒”来设置压缩周期。
根据 revision 压缩：支持根据保留 revision 数量来设置压缩周期。
2.节点配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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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点配置” 页面，根据以下提示设置节点信息。如下图所示：

节点数量：选择集群内的节点数目，需要至少3个节点数量以确保集群高可用。
节点规格：根据业务需要选择节点规格。
硬盘大小：当前容量固定为50G，不支持修改。可满足绝大多数场景需求，如果您有特殊磁盘容量需求场景，可 提交工单 申请。
注意：
建议测试环境下的节点规格选择1核2G。生产环境下根据业务性能、规模需求建议选择2核4G或4核8G。

3.信息确认
检查并确认集群配置信息，单击创建即可完成创建。
您可在“etcd 集群”列表页面查看集群创建进度。当集群状态为“运行中”时，表示当前集群已成功创建并处于可用状态。如下图
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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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和告警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2 23:18:16

概述
云原生 etcd 默认为您提供节点资源使用率、集群业务指标、实例级别指标、实例接口四个维度的监控指标数据，均支持设置告警，
此外，如果您有自定义监控指标展示的需求，也支持使用 Prometheus 监控 作为额外的监控服务，配置自定义的监控指标。

前提条件
已 创建 etcd 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 云原生 etcd 控制台。
2. 进入 “etcd 集群”列表页面，在页面上方选择相关地域，在下方集群列表中找到您需要操作的 etcd 集群。

查看监控指标
可从实例列表页，单击对应集群

图标，进入实例详情页 > 实例监控。如下图所示：

指标释义
聚合方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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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监控图表中展示的数据所属时间范围。
粒度：图表中每个数据点的聚合方式，原始数据默认为 15s 采集一次，控制台可选择按 1 分钟、5 分钟聚合展示平均值。
自动刷新：图表自动刷新的周期，支持按 30s/5min/30min/1h 自动刷新图表，默认关闭。
指标概览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说明

节点资源

CPU 用
量占
request
百分比

百分比

节点当前 CPU 用量占用当前节点 Pod CPU request 值（用户创建实例时选
择的 CPU 规格）的比例

节点资源

文件系统
读取速率

MiBytes/s

节点数据盘读操作每秒数据量

节点资源

文件系统
写入速率

MiBytes/s

节点数据盘写操作每秒数据量

节点资源

内存使用
量占
request
百分比

百分比

节点内存当前用量占 Pod MEM request 值（用户创建实例时选择的内存规
格）的比例

节点资源

内存使用
总量

MiBytes

节点内存使用量

节点资源

网络接收
速率

MiBytes

节点网卡数据接收速率

节点资源

网络发送
速率

MiBytes

节点网卡数据发送速率

业务指标

数据库
key 数
量

个

节点中 key 的数量，数据来源 etcd metrics，计算公式：
etcd_debugging_mvcc_keys_total{job="$job"}

业务指标

数据库
MVCC
写入次数

次

节点中数据写入次数，计算公式：etcd_mvcc_put_total{job="$job"}

业务指标

数据库大
小

MiBytes

节点中统计的数据库大小，计算公式：
etcd_debugging_mvcc_db_total_size_in_bytes{job="$job"}

业务指标

共识提议
apply 速
率

次/s

通常应该很小（即使在高负载下也只有几千个）。 如果指标差异持续上升，则表
明 etcd 服务器过载。 可能是高耗查询导致的（如大范围查询或大型 txn 操
作），计算公式：
rate(etcd_server_proposals_applied_total{job="$job"}[5m])

业务指标

共识提议
commit
速率

次/s

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单个 member 与 leader 之间持续较大的延迟
表明该成员运行缓慢或不健康，计算公式：
rate(etcd_server_proposals_committed_total{job="$job"}[5m])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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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说明

业务指标

排队等待
共识提议
总量

个

该指标上升表示存在高客户端负载或成员无法提交提议，计算公式：
etcd_server_proposals_pending{job="$job"}

业务指标

失败共识
提议增长
速率

次/s

该指标通常与两个问题有关：与 leader 选举相关的临时故障或由于集群中的仲
裁损失而导致的较长时间故障，计算公式：
ate(etcd_server_proposals_failed_total{job="$job"}[5m])

实例级指
标

集群是否
有
Leader

布尔值

如果没有 leader ，则实例不可用，计算公式：
max(etcd_server_has_leader{job="$job"})

实例级指
标

Leader
切换总次
数

次

如果没有 leader ，频繁的 leader 变动会显着影响 etcd 的性能，可能是由于
网络连接问题或 etcd 集群的负载过大，计算公式：
max(etcd_server_leader_changes_seen_total{job="$job"})

实例接口
监控

gRPC
调用速率

次/s

特定 method 操作的 grcp 调用速率，计算公式：
sum(rate(grpc_server_handled_total{job="$job"}[1m])) by
(job,grpc_method,instance)

配置告警规则
1. 在实例详情页 > 实例监控中单击配置告警。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 共131页

容器服务

2. 进入云监控新建告警策略页，选择对应的指标设置告警，详细告警设置指引可参见 新建告警策略。

配置 Prometheus 监控
如果您需要更多维度的 etcd 指标展示与分析，可为实例关联 Prometheus 监控实例，通过 Grafana 配置更多自定义指标展
示。云原生 etcd 支持将原生 etcd metric 输出到 Prometheus 监控 服务。
说明：
由于云原生 etcd 将为您创建默认的 Grafana Dashboard，因此 Prometheus 实例需开启 Grafana ，否则无法关联
到云原生 etcd。

1. 在实例监控页中，单击配置 Prometheus 监控。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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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窗中为实例选择合适的 Prometheus 监控实例。

注意：
默认 Dashboard 不允许修改，如果您有自定义修改的需求，可以复制默认 Dashboard 进行修改。

默认 Dashboard 示例图如下：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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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使用 Grafana 查看 Prometheus 监控，请参见 Grafana 可视化。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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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扩容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2 23:03:11

操作场景
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在控制台为 etcd 集群进行节点扩容。

前提条件
已 创建 etcd 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 云原生 etcd 控制台。
2. 进入“etcd 集群”列表页面，在页面上方选择相关地域，在下方集群列表中找到您需要操作的 etcd 集群。
3. 在需要进行节点扩容的集群右侧操作栏中，单击调整规格，如下图所示：

4. 在弹窗中调整集群扩容后的节点数量。

5. 单击确定即可开始创建新节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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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目标集群进入集群详情页，在节点管理中查看节点详情。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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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压缩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2 18:53:13

操作场景
集群运行过程中，对 etcd 键值的所有更新操作都将被记录。为防止集群性能下降或存储空间耗尽，云原生 etcd 支持通过自动压缩
功能实现对数据的定时清理，目前支持周期性压缩和根据 revision 压缩两种压缩模式。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在控制台为 etcd 集群
设置数据自动压缩。

前提条件
已 创建 etcd 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 云原生 etcd 控制台。
2. 进入“etcd 集群”列表页面，在页面上方选择相关地域，在下方集群列表中找到您需要操作的 etcd 集群。
3. 在需要配置数据压缩的集群右侧操作栏中，选择更多 > 压缩参数配置，如下图所示：

4. 在弹窗中勾选启用自动压缩功能并选择自动压缩模式，如下图所示：

周期性压缩：支持根据“时分秒”来设置压缩周期。
根据 revision 压缩：支持根据保留 revision 数量来设置压缩周期。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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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完成自动压缩配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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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2 16:44:38

操作场景
云原生 etcd 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备份操作，每次备份的结果将以快照的方式展示在快照列表中。您可以通过快照将集群恢复到之前
的某个状态。本文将为您介绍应如何管理 etcd 集群快照。
注意：
etcd 集群创建成功后将自动为您创建对象存储 COS 存储桶并按照实际资源使用情况计费，备份快照将被存储在该存储桶
中。对象存储 COS 计费方式详情请参见 对象存储计费概述 。

前提条件
已 创建 etcd 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 云原生 etcd 控制台。
2. 进入“etcd 集群”列表页面，在页面上方选择相关地域，并在下方集群列表中选择需要操作的 etcd 集群。
3. 在列表页的操作栏中选择更多 > 快照参数设置或单击目标集群进入快照管理页，如下图所示：

快照策略管理
查看快照策略
etcd 集群在创建时默认开启数据备份功能，系统将根据备份参数生成对应的定期快照策略，您可前往快照管理页查看策略详情，如
下图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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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快照策略
您可通过单击快照策略模块右上角的修改来更新定期快照策略，如下图所示：

快照策略名称：保留当前策略名称。
备份间隔：支持以小时为单位设置备份间隔。
最大备份个数：支持设置最大备份个数（上限为1000），超过该数目后最新备份信息将无法上传至对象存储 COS 存储桶。
关闭快照策略
您可通过单击快照策略模块右上角的关闭来关闭定期快照策略。关闭 etcd 定期快照策略后，已创建快照不会被删除。

备份操作
定期备份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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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依据快照策略对集群进行定期备份，您可前往“快照管理”页面查看定期快照列表。如下图所示：

立即备份
系统支持立即备份操作，您可前往“快照管理”页面单击立即备份，并在弹窗中输入快照名称，该快照将被展示在快照列表中。操作
如下图所示：

快照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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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d 集群快照支持恢复和删除操作，如下图所示：

快照恢复
您可单击快照操作中的恢复，将集群实例恢复到当前快照所记录状态。
注意：
恢复过程将会使用快照数据覆盖集群现有数据，且恢复过程中集群暂时不可用，请谨慎操作。

快照删除
您可单击快照操作中的删除，该快照将从快照列表和对应存储桶中删除，删除后不可恢复。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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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资产管理平台
资源可视化
Node Map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4 15:14:02

概述
传统的对象管理页面一般都是通过列表形式展开的，例如 TKE 集群里现有的资源对象列表，但列表的展示方式具备如下缺点：每一
行都是一些抽象的数字，可读性不高；对象之间没有明确的标识区分；无法支持某种形态的排序。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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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 Map 主要通过可视化的页面展示节点的各项状态和指标，帮助用户了解当前集群节点的资源利用率、装箱率情况，辅助用户
分析节点可能存在的问题。

注意事项
Node Map 不支持统计超级节点的各项指标。

使用方式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选择云原生资产管理 > Node Map。
3. 在“Node Map”页面中，选择地域、集群类型和集群后，进行查看。

Node Map 功能说明
Node Map 分为概览和资源对象热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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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半区域是集群里的节点概览。
2. 下半区域是集群里的每一个节点资源对象。

集群/节点概览
集群/节点概览如下图所示：

节点概览：展示当前集群中不同节点类型的节点数量和所占比例；展示当前集群节点的总核数和总内存数。
成本概览（仅供参考）：展示当前集群中过去一个月不同节点类型的成本所占比例和价格，根据集群中使用的节点和刊例价推算
得出。价格仅供参考，完整的准确价格请查看腾讯云 费用中心。
CPU 利用率分布：根据节点24小时利用率均值查看集群中节点 CPU 利用率分布情况。
说明：
CPU 利用率定义：节点真实 CPU 资源使用量除以节点规格。

CPU 装箱率分布：根据节点24小时利用率均值查看集群中节点 CPU 装箱率分布情况。
说明：
CPU 装箱率定义：节点上所有 Pod 的 CPU Request 之和除以节点规格。

内存利用率分布：根据节点24小时利用率均值查看集群中节点内存利用率分布情况。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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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内存利用率定义：节点真实内存资源使用量除以节点规格。

内存装箱率分布：根据节点24小时利用率均值查看集群中节点内存装箱率分布情况。
说明：
内存装箱率定义：节点上所有 Pod 的内存 Request 之和除以节点规格。

CPU 使用比例：根据右上角的指定周期时间段查看集群中节点 CPU 使用比例走势情况。
内存使用比例：根据右上角的指定周期时间段查看集群中节点内存使用比例走势情况。

节点对象查看
节点对象如下图所示，您可以通过节点筛选、分组、状态进行节点的过滤和聚合展示。

筛选：根据相关指标筛选得到目标节点，若您不选择，则是默认选择了所有的节点。支持过滤多个属性，取交集。
聚合：对筛选出来的节点进行分组，每一组节点在同一个浅色框内，一个框内的每个节点具有相同的属性值。
状态：您可以通过节点状态进行筛选，支持选择CPU 峰值利用率、CPU 利用率均值和 CPU 装箱率。
CPU 利用率峰值：节点 CPU 峰值利用率，分24小时，7天，20天维度。
CPU 利用率均值：节点 CPU 均值利用率，分24小时，7天，30天维度。
CPU 装箱率：节点 CPU 均值装箱率，分24小时，7天，30天维度。
注意：
在节点对象热图中的节点，默认按照当前选择的“节点状态”属性值进行升序排列。例如，您选择的节点状态是
“24h CPU 利用率均值”，则节点对象热图里的节点默认是按照节点24h CPU 利用率均值升序排列。

筛选后的节点由绿、蓝、红三色区分。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调整三种状态的阈值范围。如下图所示：

节点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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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鼠标悬浮在节点对象上后，您可以查看节点详情，并进行如下操作：

1. 单击详情，查看当前节点的详情信息。如下图所示：

节点详情
功能开关
Request 推荐：集群级别的功能开关。开启后，可以根据 Workload 的使用情况，给 Workload 推荐合适的
Request。更多请参考 Request 推荐。
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集群级别的功能开关。开启后，可以虚拟放大原生节点规格，调度更多的 Pod。更多请参考 原生节
点专用调度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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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信息
节点规格：节点的 CPU 和内存量。
装箱率：节点上所有 Pod 得 Request 之和除以节点规格。
24h 利用率均值：节点 CPU 和内存24小时均值利用率。
24h 利用率峰值：节点 CPU 和内存24小时峰值利用率。
节点走势图信息
CPU 使用比例：
根据右上角的指定周期时间段查看集群中节点 CPU 使用比例走势情况。
内存使用比例：
根据右上角的指定周期时间段查看集群中节点内存使用比例走势情况。
Pod 详情
CPU 用量走势图
申请量：Pod 的 Request 数值。
实际用量：Pod 实际的用量。
推荐量：Pod 推荐的用量。需要提前开启 Request 推荐。
Pod 信息
Pod 名称：Pod 的名字。
Pod 状态：Pod 的状态。
所属 Workload：当前 Pod 所属的 Workload。
Request：黑字部分是当前 Pod 的 Request 配置，蓝字部分是当前 Pod 通过 Request 推荐，推荐的建议数值（需要
打开 Request 推荐组件）。
注意：
a. 单击蓝字部分推荐的 Request，您可以一键更新该 Pod 所属的 Deployment 的 Request 数值。
b. 一键更新 Request 能力属于原生节点专有能力，如果 Workload 有部分 Pod 不在原生节点上，需要先将
Pod 迁移到原生节点。更多请参考 Request 推荐。

2. 单击驱逐，将节点内的 Pod 从节点中驱逐到集群内其他节点。
3. 单击移出，将节点移出节点池。
若节点在节点池：当前节点归属节点池管理，需要前往节点池页面处理。
若节点不在节点池：可以将节点从集群中删除。若节点是按量计费的节点，支持同时销毁节点。
4. 单击取消封锁，将节点调度进新的 Pod。
说明：
节点在驱逐之后，会自动封锁。单击取消封锁后，该节点可以继续调度进新的 Po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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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 Map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4 15:14:10

概述
传统的对象管理页面一般都是通过列表形式展开的，例如 TKE 集群里现有的资源对象列表，但列表的展示方式具备如下缺点：每一
行都是一些抽象的数字，可读性不高；对象之间没有明确的标识区分；无法支持某种形态的排序。为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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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load Map 主要通过可视化的页面展示工作负载的各项状态和指标，帮助用户了解当前工作负载的配置量和实际使用情况，辅
助用户分析工作负载可能存在的问题。

注意事项
Workload Map 不支持提供超级节点上的 Pod 推荐值的监控数据。在聚合监控指标时，如果有 Workload 的 Pod 在超级节点
上，则在统计 Workload 和 Cluster 级别的推荐值时，会缺少部分数据。

使用方式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选择云原生资产管理 > Workload Map。
3. 在“Workload Map”页面中，选择地域、集群类型和集群后，进行查看。

Workload Map 功能说明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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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 Map 分为概览和资源对象热图，如下图所示：

1. 上半区域是集群里的 Workload 概览。
2. 下半区域是集群里的每一个 Workload 资源对象。

工作负载概览
工作负载概览如下图所示：

工作负载概览：展示当前集群中是有推荐 Request 的工作负载的数量和所占比例；展示当前集群节点的总核数和总内存数。
注意：
首先需要打开 Request 推荐功能，才会推荐工作负载调整 Request 数值。更多请参考 Request 推荐。

CPU 用量：集群中工作负载的 CPU 用量情况。
申请量：集群中所有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的 Request 的 CPU 之和。
实际用量：集群中所有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实际的 CPU 用量之和。
推荐量：集群中所有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推荐的 CPU 用量之和。需要提前开启 Request 推荐。
内存用量：集群中工作负载的内存用量情况。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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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量：集群中所有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的 Request 的内存之和。
实际用量：集群中所有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实际的内存用量之和。
推荐量：集群中所有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推荐的内存用量之和。需要提前开启 Request 推荐。

工作负载对象查看
工作负载对象如下图所示，您可以通过工作负载的筛选、聚合、状态进行 Workload 的过滤和聚合展示。

筛选：根据相关指标筛选得到目标 Workload，若您不选择，则是默认选择了所有的Workload。支持过滤多个属性，取交集。
聚合：对筛选出来的 Workload 进行分组，每一组节点在同一个浅色框内，一个框内的每个 Workload 具有相同的属性值。
状态：您可以通过状态进行筛选，支持选择CPU 利用率峰值、CPU 利用率均值和 CPU 装箱率。
CPU 利用率峰值：Workload CPU 峰值利用率，分24小时，7天，30天维度。
CPU 利用率均值：节点 CPU 均值利用率，分24小时，7天，30天维度。
CPU 装箱率：节点 CPU 均值装箱率，分24小时，7天，30天维度。
注意：
在工作负载对象热图里的节点，默认按照当前选择的“状态”属性值进行升序排列。例如，您选择的工作负载状态是
“24h CPU 利用率均值”，则工作负载对象热图里的工作负载默认是按照工作负载24h CPU 利用率均值升序排
列。

筛选后的 Workload 由绿、蓝、红三色区分。您可以单击页面右下角的

，调整三种状态的阈值范围。如下图所示：

工作负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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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鼠标悬浮在工作负载对象上后，您可以查看当前工作负载的详情信息，并进行如下操作：

1. 单击详情，查看当前工作负载的详情信息。工作负载详情
功能开关
Request 推荐：集群级别的功能开关。开启后，可以根据 Workload 的使用情况，给 Workload 推荐合适的
Request。更多请参考 Request 推荐。
推荐值（蓝色字体）：标识当前工作负载的 Request 推荐值，单击后支持更新（仅在开启 Request 推荐且有推荐值的情
况下展示）。
工作负载信息
24h 利用率均值：工作负载 CPU 和内存24小时均值利用率。
24h 利用率峰值：工作负载 CPU 和内存24小时峰值利用率。
工作负载走势图信息
CPU 用量：当前工作负载的 CPU 用量情况。
申请量：当前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的 Request 的 CPU 数值之和。
实际用量：当前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实际的 CPU 用量之和。
推荐量：当前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推荐的 CPU 用量之和。需要提前开启 Request 推荐。
内存用量：当前工作负载的内存用量情况。
申请量：当前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的 Request 的内存数值之和。
实际用量：当前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实际的内存用量之和。
推荐量：当前工作负载中所有 Pod 推荐的内存用量之和。需要提前开启 Request 推荐。
Pod 详情
CPU 用量走势图
申请量：Pod 的 Request 数值。
实际用量：Pod 实际的用量。
推荐量：Pod 推荐的用量。
Pod 详情
Pod 名称：Pod 的名字。
Pod 状态：Pod 的状态。
所在节点：当前 Pod 所属的节点。
节点类型：当前 Pod 所属节点的节点类型。
2. 单击推荐，展示当前工作负载的 Request 推荐值。（仅开启 Request 推荐且有推荐值的情况下，支持单击）
3. 单击删除，将删除该工作负载。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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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化
Request 智能推荐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5 17:27:07

简介
组件介绍
Kubernetes 可以有效的提升业务编排能力和资源利用率，但如果没有额外的能力支撑，提升的能力十分有限，根据 TKE 团队之
前统计的数据：Kubernetes 降本增效标准指南 | 容器化计算资源利用率现象剖析，TKE 节点的资源平均利用率也只有14%左
右。如下图所示：

Kubernetes 集群的资源利用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根据 Kubernetes 的资源调度逻辑，在创建 Kubernetes 工作负载时，通常
需要为工作负载配置合适的资源 Request 和 Limit，表示对资源的占用和限制，其中对利用率影响最大的是 Request。为防止自
己的工作负载所用的资源被别的工作负载所占用，或者是为了应对高峰流量时的资源消耗诉求，用户习惯于为 Request 设置较大的
数值，Request 和实际使用资源之间的差值，是不能被其它工作负载所使用的，因此造成了浪费。Request 数值设置不合理，造
成了 Kubernetes 集群资源利用率低。
容器服务 TKE 支持在集群中安装 Request 智能推荐组件。Request 智能推荐可以为 Kubernetes 的 Workload 推荐容器级
别资源的 Request/Limit 数值，减少资源浪费。

部署在集群内的资源对象
开启集群的 Request 智能推荐 , 将在集群内部署以下 Kubernetes 对象：
Kubernetes 对象名称

类型

默认占用资源

所属 Namespaces

analytics.analysis.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recommendations.analysis.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crane-system

Namespace

-

-

housekeeper-default

Analytics

-

cran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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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 对象名称

类型

默认占用资源

所属 Namespaces

recommendation-config

ConfigMap

-

crane-system

craned

ClusterRole

-

-

craned

ClusterRoleBinding

-

-

craned

Service

-

crane-system

craned

ServiceAccount

-

crane-system

craned

Deployment

-

crane-system

功能说明
支持为 Deployment、StatefulSet、DaemonSet 中的每一个 Container 智能推荐合适的资源 Request/Limit。
支持一键更新：使用推荐值一键更新 Workload 中 Container 的资源值。
支持维持 Request/Limit 比例：推荐的 Request/Limit 会维持初始 Workload 中 Container 设置的 Reqeust/Limit 之间
的比例，若 Limit 在创建 Workload 时没有设置，则不会推荐 Limit。
控制台的 Request 推荐一键更新能力会默认给工作负载加上 nodeSelector 的属性，Workload 在更新时， Pod 将只能调
度到原生节点上，若原生节点资源不足，会引发 Pod 的 Pending。

Request 推荐原理
组件在 crane-system 命名空间下创建 Analytics CR 对象，覆盖所有集群中的所有 Kubernetes 原生工作负载
（Deployment、DaemonSet、StatefulSet），会分析工作负载最长 14 天的监控数据数据，10 分钟更新一次推荐值。
然后根据 Analytics 生成集群内每个工作负载的 Recommendation CR 对象，用于存储推荐的数据。
Recommendation CR 如果产生了推荐数据，就会把推荐数据写入到对应工作负载的 Annotation 里。

注意事项
环境要求
Kubernetes 版本：1.10+
节点要求
容器服务控制台中一键更新 Workload Request 功能会将工作负载迁移至 原生节点，若您的集群原生节点上资源不足，会导致
Pod 发生 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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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资源要求
支持 Deployment、StatefulSet、DaemonSet。
不支持 Job、CronJob，不支持不是由 Workload 管理的 Pod。
推荐阈值
推荐最小值：单个容器推荐的 CPU 最小值是0.125核，即125m；内存的最小值是125Mi。

使用说明
安装组件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选择云原生资产管理 > Node Map。
说明：
您也可以在云原生资产管理 > Workload Map 中进行安装。

3. 在“Node Map”页面中，鼠标悬浮到页面下方某一个 Node 上，单击“详情”。
4. 在该 Node 的详情页的右上角，打开“Request 推荐”开关，进行调度器的参数配置。

注意：
该功能是集群级别的全局开关，开启后，会自动分析工作负载历史的监控数据，推荐合适的 Request 数值。
开启后非立即生效，为准确计算推荐值，需要分析该 Workload 的历史资源使用数据。
不同的 Workload 的计算时间长度可能不一致，集群中不同的 Workload 之间互相可能会有影响。
开启该功能后，对至少运行一天的 Workload 产生推荐数据。
对于开启功能后新建的 Workload，一般情况下，也需要一天的时间才会产生 Workload 的推荐数据。
建议工作负载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再使用推荐值更新 Workload。

使用组件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选择云原生资产管理 > Workload Map。
说明：
Workload Map 主要通过可视化的页面展示工作负载的各项状态和指标，帮助用户了解当前工作负载的配置量和实际使
用情况，辅助用户分析工作负载可能存在的问题。更多可参考文档 Workloa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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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Workload Map 页面，鼠标悬浮到页面下方某一个 Workload 上，单击推荐。

4. 在弹窗中，单击确认，即可使用推荐的 Request 数值更新原始 Workload 里面的数值。
说明：
容器服务控制台中一键更新 Workload Request 功能会将工作负载迁移至 原生节点，若您的集群原生节点上资源不
足，会导致 Pod 发生 Pending。

后台获取推荐数值
Request 智能推荐组件会将每个工作负载的推荐值保存在该工作负载的 YAML 里，您可以通过标准的 Kuberentes API 获取每
个工作负载的推荐值，然后集成到业务的发布系统中。如下所示查看工作负载下每个容器的 Request 推荐量：
apiVersion: apps/v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annotations:
analysis.crane.io/resource-recommendation: |
containers:
# 若一个 Pod 里有多个容器，每个容器都有 CPU 和 Memory 的 Request 的推荐值
- containerName: nginx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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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125m
memory: 125Mi

注意：
组件本身不会推荐 Limit，在控制台使用 Request 推荐值更新 Workload 时，会维持该 Workload Request 和 Limit
的比值以保证 QoS 不会发生变化。您如果在后台获取到 Request 推荐值，可以作为参考更新原始 Workload 的资源配
置量。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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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抢占式 Job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20:22:56

简介
在 Kuberentes 集群中，因为容器化的方式，可以在一个节点上运行更多的业务，但这样也会引发业务之间资源的竞争。此时会使
用 Request 来保证 Pod 申请资源的最小量，以防止在发生资源竞争时，没有足够的资源可用。但是这部分通过 Request 申请的
资源量被永久“占用”，无法被别的业务使用，在流量波谷时，会造成较大浪费。因此 TKE 推出了可抢占式 Job，该类型 Job 使
用的资源是集群中的闲置资源，不占用集群/节点真实的剩余可调度量，在发生资源竞争时，该部分资源会被优先回收，保证正常使
用 Request 资源的业务的稳定性。

部署在集群内的资源对象
可抢占式 Job 需要首先在集群中安装 QoSAgent 组件，该组件在集群中部署的资源对象包括：

Kubernetes 对象名称

类型

默认占用资源

所属
Namespaces

avoidanceactions.ensurance.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nodeqoss.ensurance.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podqoss.ensurance.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timeseriespredictions.prediction.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kube-system

Namespace

-

-

all-be-pods

PodQOS

-

kubesystem

qos-agent

ClusterRole

-

-

qos-agent

ClusterRoleBinding

-

-

crane-agent

Service

-

kubesystem

qos-agent

ServiceAccount

-

kubesystem

qos-agent

Daemonset

-

kubesystem

功能说明
因为只有原生节点才有闲置资源，所以该功能仅支持在 原生节点 中使用。
支持为 Job、CronJob 分配集群中的闲置资源。
该部分闲置资源不占用集群中的剩余可调度资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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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资源竞争时，闲置资源会被优先回收，因此被称之为可抢占式 Job。
节点和集群的闲置资源数值是动态变化的，根据实际的负载动态变化。当集群/节点闲置资源小于 Job 对闲置资源申请时，导致
Pod 会 Pending。

Request 推荐原理
闲置资源的分配方式是根据 Kubernetes 原生的 Extended Resource 实现。通过 Extended Resource 回收节点的剩余
可用资源形成共享资源池，共享资源池不占用实际集群/节点的 CPU/RAM 可调度资源量。
如下图所示，QoS Agent 组件将集群中所有没有被真正使用的资源中抽取一部分资源，根据节点历史负载画像情况预测出安全
的 Extended Resource 数值，该部分资源可以被声明使用 Extended Resource 的 Job/CronJob 使用。

使用可抢占式 Job
安装组件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集群。
2. 在“集群管理”页面单击目标集群 ID，进入集群详情页。
3. 选择左侧菜单栏中的组件管理，进入 “组件列表” 页面。
4. 在“组件列表”页面中选择新建，并在“新建组件”页面中勾选 QoS Agent。
5. 单击完成即可安装组件。

部署可抢占式 Job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集群。
2. 在“集群管理”页面单击目标集群 ID，进入集群详情页。
3. 选择左侧菜单栏中的工作负载，单击 Job/CronJob。
4. 在 Job/CronJob 资源列表页面，单击新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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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建组件”页面中开启可抢占功能。如下图所示：

开启可抢占的能力之后，Job/CronJob 的资源输入方式发生了变化，无需输入 Request/Limit 变为了 Extended CPU 和
Extended 内存：
Extended CPU：申请原生节点中的空闲 CPU 资源。Extended CPU 限制只能是整数。
Extended 内存：申请原生节点中的空闲内存资源。Extended 内存限制只能是整数。如下图所示：

6. 通过声明使用 Extended Resource 的闲置资源创建出来的可抢占类型的 Job：

注意：
若您没有原生节点，或原生节点没有足够多的闲置资源，则可能有如下报错："Insufficient gocran.io/memory"，表
示没有足够的闲置内存资源；如果是"Insufficient gocran.io/cpu"，表示没有足够的闲置 CPU 资源。此时需要增加
原生节点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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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错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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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优化
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
产品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0 15:35:09

简介
组件介绍
Kuberentes 的调度逻辑为按照 Pod 的 Request 进行调度。节点上的可调度资源会被 Pod 的 Request 量占用，且无法腾
挪。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是容器服务 TKE 基于 Kubernetes 原生 Kube-scheduler Extender 机制实现的调度器插件，可以
虚拟放大节点的容量，用来解决节点资源都被占用，但本身利用率很低的问题。

部署在集群内的 Kubernetes 对象
类型

请求资源

所属
Namespace

Deployment

每个实例 CPU:
200m Memory：
200Mi，共计1个实
例

kubesystem

Deployment

每个实例 CPU:
200m Memory：
200Mi，共计1个实
例

kubesystem

crane-scheduler

Deployment

每个实例 CPU:
200m Memory：
200Mi，共计3个实
例

kubesystem

crane-scheduler-controller

Service

-

kubesystem

crane-scheduler

Service

-

kubesystem

crane-scheduler

ClusterRole

-

kubesystem

crane-descheduler

ClusterRole

-

kubesystem

crane-scheduler

ClusterRoleBinding

-

kubesystem

Kubernetes 对象名称

crane-scheduler-controller

crane-deschedu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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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 对象名称

类型

请求资源

所属
Namespace

crane-descheduler

ClusterRoleBinding

-

kubesystem

crane-scheduler-policy

ConfigMap

-

kubesystem

crane-descheduler-policy

ConfigMap

-

kubesystem

ClusterNodeResourcePolicy

CRD

-

-

CraneSchedulerConfiguration

CRD

-

-

NodeResourcePolicy

CRD

-

-

crane-scheduler-controllermutating-webhook

MutatingWebhookConfiguration

-

-

应用场景
场景1：解决节点装箱率高但利用率低的问题

基本概念
装箱率：节点上所有 Pod 的 Request 之和除以节点实际的规格。
利用率：节点上所有 Pod 得真实用量之和除以节点实际的规格。

Kubernetes 原生调度器是基于 Pod Request 资源进行调度，因此，即使此时节点上的真实用量很低，但节点上所有 Pod 的
Request 之和接近节点实际规格，也无法调度新的 Pod 上来，造成较大的资源浪费。并且，业务通常为了保证自己服务的稳定
性，倾向申请过量的资源，即较大的 Request，导致节点资源被占用，无法腾挪。此时节点的装箱率很高，但实际资源利用率较
低。
此时可以使用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虚拟放大节点的 CPU 和内存的规格，使得节点可调度资源被虚拟放大，可以调度进更多的
Pod。示例图如下所示：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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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2：节点水位线的设置
节点的水位线设置用于保障节点的稳定性的同时，设置节点的目标利用率：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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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时的水位控制：设定原生节点目标资源利用率，保障稳定性。Pod 调度时，高于该水位的节点将不被选中。
运行时的水位控制：设定当前原生节点目标资源利用率，保障稳定性。节点运行时，高于该水位的节点可能引发驱逐。因为驱逐
本身是高位动作，因此注意以下事项：
注意事项
1. 为避免驱逐关键的 Pod，该功能默认不驱逐 Pod。对于可以驱逐的 Pod，用户需要显示给判断 Pod 所属 workload。例如，
statefulset、deployment 等对象设置可驱逐 annotation：
descheduler.alpha.kubernetes.io/evictable: 'true'

2. 建议为集群开启事件持久化，以便更好的监控组件异常以及故障定位。驱逐 Pod 时会产生对应事件，可根据 reason 为
“Descheduled” 类型的事件观察 Pod 是否被重复驱逐。
3. 驱逐动作对节点的要求：集群需要有3个及以上的低负载原生节点，低负载定义是 Node 负载小于运行时的水位控制
4. 节点维度过滤后，开始驱逐 node 上 workload, 这时候是 workload 级别的过滤，需要工作负载的副本数大于等于2 或者是
workload spec replicas 的一半及以上
5. Pod 维度，Pod 的负载大于节点的驱逐水位，则不可驱逐，避免驱逐到其他节点造成其他节点负载高

场景3：指定命名空间下的 Pod 在下次调度时只调度到原生节点上
原生节点是由腾讯云 TKE 容器服务团队面向 Kubernetes 环境推出的全新节点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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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节点支持节点规格放大，Request 推荐等能力，因此为了充分利用
原生节点的优势，建议您将工作负载调度到原生节点上。在开启原生节点调度器时，您可以选择命名空间，指定命名空间下的 Pod
在下次调度时只调度到原生节点上。
注意：
若此时原生节点资源不足，会导致 Pod Pending。

限制条件
该功能仅支持原生节点，更多请参考 原生节点概述。
需要保证 Kubernetes 版本至少为这三个及以上的版本：v1.20.6-tke.24，v1.18.4-tke.28，v1.16.3-tke.30。集群版本
升级请参考 升级集群。

风险控制
该组件卸载后，只会删除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有关调度逻辑，不会对原生 Kube-Scheduler 的调度功能有任何影响。原生节点
上存量的 Pod 因为已经调度，不受影响。但原生节点上 kubelet 重启时，可能会引发 Pod 的驱逐，因为此时可能原生节点上
Pod 的 Request 之和可能大于原生真实的规格。
当调低放大系数时，原生节点上存量的 Pod 因为已经调度，不受影响。但原生节点上 kubelet 重启时，可能会引发 Pod 的驱
逐，因为此时可能原生节点上 Pod 的 Request 之和可能大于原生节点当前放大后的规格。
用户看到 Kubernetes 集群中的 Node 资源和对应的 CVM 节点资源不一致。
未来可能会发生负载过高、稳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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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规格放大以后，节点 kubelet 层和资源 QoS 相关模块可能收到影响，例如 kubelet 绑核，原来4核的节点被当做8核调
度，Pod 绑核可能受到影响。

节点规格放大原理
用户设定节点规格放大系数以后，后台部署 Crane Resource Controller，该 Controller 会获取该系数，并不断的校验 Node
的系数是否和用户指定的系数一致。详细步骤如下：
1. 用户提交 ClusterNodeResourcePolicy CRD，通过 Label Selector 来指定需要放大的节点，Label Selector 选中的
节点，将统一采用节点放大的参数。
2. Crane Resource Controller 会读取 CRD 中指定的静态超卖参数，为每个节点 Patch Node Annotation，Controller
会不停的将放大系数记录到 Node 的 Annotation 中， Reconcile Loop 保持最终一致性。
3. Kubelet 在上报节点资源的时候，请求会被 Controller 的 Webhook 拦截，并将其 Capacity 和 Allocatable 进行虚拟放
大，得到新的 Capacity 和 Allocatable。
4. 用户调度器就会通过新 Capacity 和 Allocatable 调度，从而调度更多的 Pod。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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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3 17:12:49
本文向您介绍如何使用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

安装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选择云原生资产管理 > Node Map。
3. 在“Node Map”页面中，鼠标悬浮到页面下方某一个 Node 上，单击“详情”。
4. 在该 Node 的详情页的右上角，打开“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开关。

注意：
该能力为全局能力，即一个集群只需要开启一次即可，其他节点详情页里的开关会同步开启/关闭。该组件仅针对 原生节点
生效，若原生节点资源不足，容易引发 Pod Pending。

使用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
设置节点放大系数和水位线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2. 在左侧选择云原生资产管理 > Node Map。
3. 在“Node Map”页面中，鼠标悬浮到页面下方某一个需要进行节点放大的原生节点上，单击“详情”。
4. 在该原生节点的详情页的右上角，单击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右侧的“编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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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编辑页面，设置节点放大系数和水位线。如下图所示：

规格放大：虚拟放大原生节点规格，调度更多的 Pod，让当前节点装箱率突破 100%。
节点 CPU 放大系数：支持输入1～3之间的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节点内存放大系数：支持输入1～2之间的数字，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注意：
当前节点规格放大系数仅会虚拟放大当前 原生节点 的规格，该功能有一定的风险：若节点上调度过多的 Pod，且
Pod 真正使用的总资源量大于节点规格，会引发 Pod 的驱逐和重新调度。

调度时水位控制：设定当前原生节点目标资源利用率，保障稳定性。Pod 调度时，高于该水位的节点将不被选中。
调度时 CPU 目标利用率：支持输入0～100之间的整数。
调度时内存目标利用率：支持输入0～100之间的整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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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水位控制：设定当前原生节点目标资源利用率，保障稳定性。节点运行时，高于该水位的节点可能引发驱逐，前提需要
在指定工作负载上标识可驱逐的标签。
运行时 CPU 目标利用率：支持输入0～100之间的整数。注意：运行时 CPU 目标利用率要大于调度时 CPU 目标利用率
运行时内存目标利用率：支持输入0～100之间的整数。注意：运行时内存目标利用率要大于调度时内存目标利用率
注意：
为避免驱逐关键的 Pod，该功能默认不驱逐 Pod。对于可以驱逐的 Pod，用户需要显示给判断 Pod 所属
workload。例如，statefulset、deployment 等对象设置可驱逐 annotation：
descheduler.alpha.kubernetes.io/evictable: 'true'

设置指定命名空间的 Pod 调度至原生节点
除了设置当前原生节点上放大系数和水位控制参数之外，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还支持设置指定命名空间下的 Pod 调度到原生节点
上，帮助用户自动化迁移 Pod，充分利用原生节点的优势。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2. 在“集群管理”页面单击目标集群 ID，进入集群详情页。
3. 选择左侧菜单栏中的组件管理，进入 “组件列表” 页面。
4. 在“组件列表”页面中选择 “cranescheduler（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单击更新配置。
5. 选择命名空间。指定命名空间下的Pod 只能调度到原生节点上，若 原生节点 资源不足，会引发 Pod Pending。

节点规格放大能力说明
若指定了节点的 CPU 和内存的放大系数，您可以查看原生节点上和放大系数相关的 Annotation：
expansion.scheduling.crane.io/cpu , expansion.scheduling.crane.io/memory ，示例如下：
kubectl describe node 10.8.22.108
...
Annotations: expansion.scheduling.crane.io/cpu: 1.5 # CPU 放大系数
expansion.scheduling.crane.io/memory: 1.2 # 内存放大系数
...
Allocatable:
cpu: 1930m # 该节点原始可调度资源量
ephemeral-storage: 47498714648
hugepages-1Gi: 0
hugepages-2Mi: 0
memory: 1333120Ki
pods: 253
...
Allocated resources:
(Total limits may be over 100 percent, i.e., overcommitted.)
Resource Requests Limit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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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960m (49%) 8100m (419%) # 该节点 Request 和 Limit 占用量
memory 644465536 (47%) 7791050368 (570%)
ephemeral-storage 0 (0%) 0 (0%)
hugepages-1Gi 0 (0%) 0 (0%)
hugepages-2Mi 0 (0%) 0 (0%)
...

说明：
当前节点原始 CPU 可调度量：1930m
节点上所有 Pod 得总 CPU Request 申请量 960m
正常情况下，该节点只能最多调度 1930m-960m=970m CPU
但实际上该节点 CPU 的可调度量已经被虚拟放大成：1930m*1.5=2895m；实际剩余 CPU 可调度资源为：2895-960
=1935m
此时，创建一个工作负载，只有一个 Pod，CPU 申请量为 1500m，如果没有节点放大的能力，则无法调度到该节点。
apiVersion: apps/v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namespace: default
name: test-scheduler
labels:
app: nginx
spec:
replicas: 1
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nginx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app: nginx
spec:
nodeSelector: # 指定节点调度
kubernetes.io/hostname: 10.8.20.108 # 指定使用被样例中的原生节点
containers:
- name: nginx
image: nginx:1.14.2
resources:
requests:
cpu: 1500m # 申请量大于放大之前的节点可调度量，但有小于放大之后的节点可调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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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s:
- containerPort: 80

该工作负载创建成功：
% kubectl get deployment
NAME READY UP-TO-DATE AVAILABLE AGE
test-scheduler 1/1 1 1 2m32s

再次检查节点的资源占用情况：
kubectl describe node 10.8.22.108
...
Allocated resources:
(Total limits may be over 100 percent, i.e., overcommitted.)
Resource Requests Limits
-------- -------- -----cpu 2460m (127%) 8100m (419%) # 该节点 Request 和 Limit 占用量。可以看到，Request 总和超过了节点原始可调
度量，节点规格放大成功。
memory 644465536 (47%) 7791050368 (570%)
ephemeral-storage 0 (0%) 0 (0%)
hugepages-1Gi 0 (0%) 0 (0%)
hugepages-2Mi 0 (0%) 0 (0%)

自定义设置节点放大系数和水位线
注意：
自定义设置节点放大系数和水位线十分灵活，可以选择一个节点或节点池、一批节点或节点池、甚至整个集群配置相同的节
点规格放大系数、水位线。
您可以创建多个配置文件作用到不同的节点上。若一个节点被多个配置文件声明，且不同的文件声明的参数不一样，会导致
异常问题。

除控制台的操作外，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的参数配置也支持通过 YAML 配置，每个配置文件保存在名为
clusternoderesourcepolicies 的资源对象里，您可以直接创建该类型的资源对象：
apiVersion: scheduling.crane.io/v1alpha1
kind: ClusterNodeResourcePolicy
metadata:
name: housekeeper-policy-np-88888888-55555 # name 不能重名
spec: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0 共131页

容器服务

applyMode: annotation # 默认值，暂不支持其它数值
nodeSelector: # 用来选取一组相同配置的节点，比如下面是用来选取一个原生节点，它的 ID 是 np-88888888-55555。
也可以使用一批节点共有的标签，实现批量节点的选择。
matchLabels:
cloud.tencent.com/node-instance-id: np-88888888-55555
template:
spec:
# evictLoadThreshold 是原生节点运行时水位控制，设定当前这批原生节点驱逐资源利用率，保障稳定性。Pod 在原生节
点上运行时，高于该水位的原生节点可能发生驱逐。为避免驱逐关键的 Pod，该功能默认不驱逐 Pod。对于可以驱逐的 Po
d，用户需要显示给判断 Pod 所属 workload。例如，statefulset、deployment 等对象设置可驱逐 annotation：desche
duler.alpha.kubernetes.io/evictable: 'true'。
# evictLoadThreshold 要大于 targetLoadThreshold，否则驱逐后，节点可能持续被调度新的 Pod 导致抖动
evictLoadThreshold:
percents:
cpu: 80
memory: 80
resourceExpansionStrategyType: static # 默认值，暂不支持其它数值
staticResourceExpansion:
ratios: # 节点规格放大系数，设定当前这批原生节点的放大系数
cpu: "3" # 节点 CPU 的放大系数。建议不要设置得过大，否则可能有稳定风险，控制台限制最大数值为3
memory: "2" # 节点内存的放大系数。建议不要设置得过大，否则可能有稳定风险，控制台限制最大数值为3
# targetLoadThreshold 是原生节点调度时水位控制，设定当前这批原生节点目标资源利用率，保障稳定性。Pod 调度时，
高于该水位的原生节点将不被选中。
# targetLoadThreshold 要小于 evictLoadThreshold，否则驱逐后，节点可能持续被调度新的 Pod 导致抖动
targetLoadThreshold:
percents:
cpu: 70
memory: 70

您可以修改或者创建该类型的资源对象。如下图所示，您可以在控制台上查看存量的 clusternoderesourcepolicies。
1. 登录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集群。
2. 单击需要查看原生节点专用调度器的集群 ID，进入资源对象浏览器页面。在左上角的方框里搜索
clusternoderesourcepolicies，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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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通过控制台页面给原生节点配置的调度参数。这些文件的名字的命名方式为：housekeeper-policy-np88888888-55555，其中 np-88888888 为该原生节点的节点池ID，np-88888888-55555 为该原生节点的节点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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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资源控制
QoSAgent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03 09:07:31
QoS Agent 是腾讯云基于服务质量增强的扩展组件。提供丰富的能力，在提升集群资源利用率的同时，提供稳定性质量保障。
注意：
QoS 相关的能力仅支持在 原生节点 上使用，若您的节点不是原生节点，或工作负载不在原生节点上，相关能力无法生效。

部署在集群内的 Kubernetes 对象
Kubernetes 对象名称

类型

默认占用资源

所属
Namespaces

avoidanceactions.ensurance.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nodeqoss.ensurance.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podqoss.ensurance.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timeseriespredictions.prediction.crane.io

CustomResourceDefinition

-

-

kube-system

Namespace

-

-

all-be-pods

PodQOS

-

kubesystem

qos-agent

ClusterRole

-

-

qos-agent

ClusterRoleBinding

-

-

crane-agent

Service

-

kubesystem

qos-agent

ServiceAccount

-

kubesystem

qos-agent

Daemonset

-

kubesystem

功能说明
功能

说明

CPU 使用
优先级

CPU 使用优先级的功能可以通过对工作负载设置优先级，保证高优先级业务在发生资源竞争时的资源供给量，
并压制低优先级业务。详情见 CPU 使用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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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CPU
Burst

CPU Burst 可以临时给延迟敏感型应用提供超过 Limit 数量的资源，保证其稳定性。详情见 CPU Burst。

CPU 超线
程隔离

避免高优先级容器线程的 L2 Cache 受到运行在同一个 CPU 物理核上的低优先级线程的影响。详情见 CPU
超线程隔离。

内存 QoS
增强

全方位提升内存表现，以及灵活限制容器对内存的使用。详情见 内存 QoS 增强。

网络 QoS
增强

全方位提升网络表现，以及灵活限制容器对网络的使用。详情见 网络 QoS 增强。

磁盘 IO
QoS 增强

全方位提升磁盘表现，以及灵活限制容器对磁盘的使用。详情见 磁盘 IO QoS 增强。

部署方式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集群。
2. 在“集群管理”页面单击目标集群 ID，进入集群详情页。
3. 选择左侧菜单栏中的组件管理，在“组件列表”页面中选择新建。
4. 在“新建组件”页面中勾选 QoS Agent。
5. 单击完成即可安装组件。

注意：
在部署完成之后，因为集群的 cgroup 驱动可能不同，需要您手动选择对应的驱动。操作方式如下：
1.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里，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2.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选择 cgroupDrive 选项右侧的下拉框，选择与自己集群匹配的
cgroupDrive。
3. 单击完成。

常见问题
如何确认自己集群的 cgroupDrive？
集群的 cgroupDrive 只可能是 cgroupfs 或 systemd。
确认方式：
首先查看集群的运行时，可以在集群的“基本信息”页里的“运行时组件”判断当前集群是 docker 还是 containerd。
如果运行时是 docker 的话，在集群的任意节点上执行 docker info 查看 Cgroup Driver 的字段内容。
如果运行时是 containerd，在集群的任意节点的 /etc/containerd/config.toml 文件里，如果字段：SystemdCgroup =
true，代表是 systemd，否则是 cgroup。

如何选择作用的业务或者节点？
支持通过标签或者世界选择某种资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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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同时存在下面两种 selector 的时候，会取“与”，也即满足所有条件。

labelSelector
labelSelector 通过关联资源对象的 label 对资源对象进行筛选，常用的使用方式是，业务侧在指定的工作负载上打上特定的标
签，并将该标签提供给运维侧，运维在创建 PodQOS 时通过 labelSelector 字段关联该标签，即可赋予不同的业务不同的 QoS
能力。
scopeSelector
scopeSelector 由多个 MatchExpressions 组成，这些 MatchExpressions 之间是“与”的关系，MatchExpressions
中有三个字段，分别是 ScopeName，Operator 和 ScopeName 对应的 Values；
其中 ScopeName 包括 QOSClass，Priority，Namespace 三种；
QOSClass 是指希望关联具有特定的 QOSClass 的 Workload，Values 可以填：Guaranteed，Burstable，
BestEffort 中的一种或多种；
Priority 是指希望关联具有特定的 Priority 的 workload，Values 可以填特定的 priority 数值，如["1000", "20003000"]，支持 priority 范围；
Namespace 是指希望关联特定的 Namespace 的 Workload，Values 可以填一个或个多。
Operator 包含两种，分别是 In 和 NotIn，不填默认为 In。
如下面的例子，表示将满足 app-type=offline 的 BestEffortPod，CPU 优先级设置为7：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offline-task
spec:
allowedActions:
- eviction
resourceQOS:
cpuQOS:
cpuPriority: 7
scopeSelector:
matchExpressions:
- operator: In
scopeName: QOSClass
values:
- BestEffort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app-type: 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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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使用优先级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1:11:26

功能介绍
部署服务过程中，通常会将一类业务进程部署到某台服务器上，服务器的 CPU 利用率取决于业务进程的压力情况，一般情况下，服
务器的整体 CPU 利用率往往比较低。为了提高服务器CPU的利用率，可以在服务器上混合部署一些优先级较低的任务，这样可以
显著提高整机的 CPU 利用率，降低硬件成本。这里定义混部到机器上的优先级较低的任务称之为“离线任务”或是“低优先级任
务”。
混合部署解决了 CPU 利用率低的问题，但是会导致混布任务之间的 CPU 争抢，从而使得原先的重要业务指标（运行时长，延迟
等）受到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CPU QoS 引入了绝对抢占机制，允许重要业务进程在可运行的时候无条件抢占不重要业务进
程，保证在提高整机 CPU 利用率的同时，重要业务进程不受影响。

基本原理
用户可以通过给任务/容器设定不同的优先级，来指定内核对任务/容器的调度行为。例如优先级为0的容器和优先级为7的容器同时运
行在同一个CPU上时，优先级为0的容器只要可以运行，总是会无条件抢占优先级为7的容器，直至高优先级容器进程运行完成或是
阻塞休眠，低优先级容器中的进程才会被调度执行。
QoS Agent 支持用户设置8个不同级别（0-7）的优先级，优先级为0-6之间的容器则不存在绝对抢占的关系，按照 CPU 的使用
比例进行资源的划分和限流。可以将一些离线作业优先级设置为7，在提高机器利用率的同时，保证高优和延迟敏感的在线业务不受
离线业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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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优先级之间 CPU QoS 行为

使用方式
1. 部署 QoS Agent。
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CPU 使用优先级。
4. 单击完成。
5. 部署离线业务。
6. 部署关联离线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降低优先级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low
spec:
labelse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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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Labels:
k8s-app: low # 选择需要降低优先级的业务的 Label
resourceQOS:
cpuQOS:
cpuPriority: 7 # 将指定业务的 cpuPriority 设置为7，7表示优先级最低，发生资源竞争时会被优先抢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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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Burst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1:11:34

功能介绍
部分业务使用 Quota 限制 cgroup 占用 CPU 的份额，在有的场景下，cgoup 会达到 Quota 的限制，此时会导致业务的性能收
到影响。CPU Burst，可以让 cgroup 中的进程在达到 Quota 限制时，可以超出一定的 Quota 限额，从而达到提高业务性能的
目的。

基本原理
因为 cgroup 配置一定的 Quota 比例之后，并不一定每个周期都100%的使用了 Quota 配额，当有的周期没有使用完 Quota
时，将对应的 Quota 收集起来，在该 cgroup 消耗完 Quota 时，能继续使用之前收集的 Quota，CPU Burst 功能就是利用之
前周期未使用的 Quota，这样长时间来看，该 cgroup 是并没有超过整体的 Quota 的。能在需要更多的 CPU 时间的某些周期里
边，突破 Quota 的限制，达到提升业务性能的目的。

使用方式
1. 部署 QoS Agent。
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 CPU Burst。
4. 单击完成。
部署 PodQOS 对象，选择作用的 Pod 和 burstQuota，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burst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mysql # 作用的 Pod
resourceQOS:
cpuQOS:
cpuBurst:
burstQuota: "40.0" # burstQuota 表示该 Pod 能 Burst 到的最大核数

最佳实践
部署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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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Version: apps/v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labels:
k8s-app: mysql
qcloud-app: mysql
name: mysql
spec:
progressDeadlineSeconds: 600
replicas: 1
revisionHistoryLimit: 10
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mysql
qcloud-app: mysql
strategy:
type: Recreate
template:
metadata:
creationTimestamp: null
labels:
k8s-app: mysql
qcloud-app: mysql
spec:
containers:
- env:
- name: MYSQL_ROOT_PASSWORD
value: mysql
image: mysql:5.6.51
imagePullPolicy: Always
name: mysql
resources:
limits:
cpu: "2"
memory: 8Gi
requests:
cpu: "2"
memory: 8Gi
securityContext:
privileged: false
volumeMounts:
- mountPath: /var/lib/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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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data
terminationMessagePath: /dev/termination-log
terminationMessagePolicy: File
dnsPolicy: ClusterFirst
imagePullSecrets:
- name: qcloudregistrykey
restartPolicy: Always
hostNetwork: true
schedulerName: default-scheduler
securityContext: {}
terminationGracePeriodSeconds: 30
volumes:
- hostPath:
path: /data2/mysql
type: DirectoryOrCreate
name: data

# 登陆 mysql，IP 为高优 Pod 的 IP
mysql -u root -h $IP -pmysql
# 创建对应的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sbtest
# 在主机上执行
sysbench oltp_read_only --tables=10 --table_size=3000000 --mysql-host=$IP --mysql-user=root --mysql-pass
word=mysql --threads=10 --mysql-db=sbtest prepare

# 另一台主机上执行如下命令进行压测，mysql-host是高优pod的ip
# 1. 长期压力
sysbench oltp_read_only --tables=10 --table_size=3000000 --mysql-host=$IP --mysql-user=root --mysql-pass
word=mysql --mysql-db=sbtest --time=300 --threads=2 --report-interval=1 run
# 2. 突发压力
#!/bin/bash
while [ 1 ]
do
sysbench oltp_read_only --tables=10 --table_size=3000000 --mysql-host=$IP --mysql-user=root --mysql-pass
word=mysql --mysql-db=sbtest --time=1 --events=800 --threads=20 --report-interval=1 run
sleep 10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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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测结束会获取 Latency 信息

开启 Burst：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burst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mysql
resourceQOS:
cpuQOS:
cpuBurst:
burstQuota: "40.0"

查看 Pod annotation， burstQuota 设置成功：

再次用上文提到的长期压力和突发压力进行压测，获取 Latency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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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超线程隔离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1:11:41

功能介绍
常见的 SMP 处理器存在多个层级，包含线程、物理核、处理器等结构，在开启超线程的情况下，一个物理核上一般会包含2个线
程，且同核上的2个线程共享 L2 Cache。

当高优先级容器与低优先级容器同时运行时，可能会出现高优先级容器的线程与低优先级容器的线程在同一个物理核甚至在同一个超
线程 CPU 上执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 CPU 使用优先级 能保证高优先级容器线程总能抢占低优先级容器的线程，但是只
要低优先级容器线程运行，就会占用物理核上共享的 L2 Cache，导致高优先级容器线程的 L2 Cache 受到影响。

为了避免高优先级容器线程的 L2 Cache 受到运行在同一个物理核上的低优先级线程的影响，QoS Agent 引入了超线程隔离机
制。在处理器资源富余的情况下，保证高优先级容器线程所在物理核上没有低优先级容器线程的干扰。
在不同场景下的超线程干扰隔离策略：
Thread 1

Thread 2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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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 1

Thread 2

Action

高优先级

高优先级

不采取任何行为

高优先级

低优先级

将 sibling 上的低优先级任务限流并限制负载均衡时低优先级任务迁移到 sibling 上

低优先级

低优先级

尝试拉取其它核上的高优先级任务

使用方式
1. 部署 QoS Agent。
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 CPU 超线程隔离。
4. 勾选 CPU 使用优先级，用于标识高优先级业务。
5. 单击完成。
6. 部署业务。
7.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使用超线程隔离的 Workload 的 Label，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ht-1
spec: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memcached # 选择需要降低优先级的业务的 Label
resourceQOS:
cpuQOS:
cpuPriority: 0 # 标识为高优先级业务
htIsolation:
enable: true # 开启 CPU 超线程隔离能力。enable 可取 true/false，代表针对 PodQOS 关联到的业务是否开启超线程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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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 QoS 增强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1:11:50
内存 QoS 增强能力提供了一系列功能，保证业务内存方面的服务质量保证。全方位提升内存表现，以及灵活限制容器对内存的使
用。

功能一：异步回收
功能介绍
内存异步回收允许容器内部设置一个阈值，超过该阈值则会触发后台异步回收，保证对应 memcg 内使用维持一定量的空闲内存；
对后续的内存分配提供保障，减少其进入直接内存回收的次数。

使用方式
1. 部署 QoS Agent。
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 内存 QoS 增强。
4. 单击完成。
5. 部署业务。
6.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作用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sql
spec:
resourceSelectors:
- kind: Deployment
apiVersion: apps/v1
name: mysql # 选择作用的业务
nameSpace: default
resourceQOS:
memoryQOS:
memAsyncReclaim:
asyncRatio: 90 # asyncRatio代表异步回收水位线，当 cgroup 中内存用量超过这个比例开始回收，取值[0-100], 建议
设置90以上；默认为0，表示关闭
asyncDistanceFactor: 200 # asyncDistanceFactor 控制每次触发异步回收的时候，尝试回收的页面总数，默认为1。
取值范围为[1, 150000]

功能二：全局水位分级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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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全局水位分级是指针对不同优先级的 cgroup，拥有不同的全局内存水位线；高优先级容器拥有更低的水位先，同等条件下更容
易获得内存；低优先级的容器拥有更高的水位先，同等条件下更容易触发回收，进入直接回收流程。

使用方式
1. 部署 QoS Agent。
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 内存 QoS 增强。
4. 单击完成。
5. 部署业务。
6.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作用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test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low # 选择作用的业务 Label
resourceQOS:
memoryQOS:
memWatermark:
watermarkRatio: 50 # watermarkRatio 取值范围为[-75,75]；负值表示降低水位，主要针对在线容器；正值表示抬升
水位；主要针对离线容器；

针对离线业务创建 PodQOS 对象：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sql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mysql
resourceQOS:
memoryQOS:
memWatermark:
watermarkRatio: -50

功能三：pagecache limit
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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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容器级别的 pagecache 隔离。

使用方式
1. 部署 QoS Agent。
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 内存 QoS 增强。
4. 单击完成。
5. 部署业务。
6.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作用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sql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mysql-pi-000006 # 选择作用的业务 Label
resourceQOS:
memoryQOS:
memPageCacheLimit:
pageCacheMaxRatio: 20 # pageCacheMaxRatio 代表 pagecache 占用内存限额的最大比例，基于当前 memory
的限制值，所以如果要使用这个特性，limits 中必须有 memory 的限制。比如 Pod 内存限制10GB，pageCacheMaxRa
tio 占20%，就是限制 pagecache 最多使用2GB。
pageCacheReclaimRatio: 5 # pageCacheReclaimRatio 代表 pagecache 超额后的回收比例，具体是指占 pagecac
he 最多使用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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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QoS 增强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1:11:59
网络 QoS 增强能力提供了一系列功能，保证业务网络方面的服务质量保证。全方位提升网络表现，以及灵活限制容器对网络的使
用。

功能一：出入方向限速
功能介绍
限制某个容器的入、出带宽。

使用方式
1. 部署 QoS Agent。
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网络 QoS 增强。
4. 单击完成。
5. 部署业务。
6.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作用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a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a # 选择需要降低优先级的业务的 Label
resourceQOS:
netIOQOS:
netIOLimits:
rxBps: 50 # rxBps 代表入方向的最大带宽，单位为 Mbps，0表示无限制，最大可以输入13位的整数
txBps: 50 # txBps 代表出方向的最大带宽，单位为 Mbps，0表示无限制，最大可以输入13位的整数

功能二：优先级（带宽绝对抢占）
功能介绍
用户为不同的容器设置不同的优先级，按照优先级分配网口的带宽资源。以三档优先级为例说明网络入带宽的调度策略，可扩展到更
多档优先级：
最高优先级（优先级为0）的容器不受网络 QoS 限制，可任意使用带宽资源。
所有较低优先级（优先级为1、2）容器使用的带宽之和小于 rx_bps_max 减最高优先级带宽时，每个容器可以使用的带宽不受
限制，并都可以超过 rx_bps_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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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较低优先级（优先级为1、2）容器使用的带宽之和大于 rx_bps_max 时，最多可以使用 rx_bps_max 减较高优先级容
器的总流量的差值，如果差值小于 rx_bps_min，则保障低优先级容器至少可使用 rx_bps_min 的带宽。
最高优先级（优先级为0）容器的带宽可以突破 rx_bps_max/tx_bps_max，较低优先级容器不能突破此参数。

用户场景
场景一
高优先级容器使用带宽较低时，将空闲带宽分配给低优先级容器。
高优先级容器使用带宽较高，超过 rx_bw_max 时，只给低优先级容器分配最低保障带宽。

场景二
高优先级容器使用带宽较低时，将空闲带宽分配给低优先级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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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一个中间优先级的容器时，抢占相对较低优先级容器的带宽。

场景三
高优先级容器使用带宽较低时，将空闲带宽分配给低优先级容器。
新增一个中间优先级的容器时，抢占相对较低优先级容器的带宽。最多能抢占的带宽要减去较高优先级容器所用带宽，还要减去
较低优先级容器最低保障带宽。

使用方式
1. 部署 QoS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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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 网络 QoS 增强。
4. 单击完成。
5. 部署业务 A。
6.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作用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a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a # 选择业务的 Label
resourceQOS:
netIOQOS:
netIOPriority: 6 # 选择网络优先级，0-7，总共8级

7. 部署业务 B。
8.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作用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b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b # 选择业务的 Label
resourceQOS:
netIOQOS:
netIOPriority: 7 # 选择网络优先级，0-7，总共8级

该功能需要搭配 NodeQOS 中的节点带宽限制联合使用，配合 NodeQOS 指定 rxBpsMin，rxBpsMax，txBpsMin，
txBpsMax。
rxBpsMin：per-priority 级别的入方向最低保障带宽。为该级别的容器所共享。目前不同优先级的入方向最低保障带宽相同。
优先级0除外。
txBpsMin：per-priority 级别的出方向最低保障带宽。为该级别的容器所共享。目前不同优先级的出方向最低保障带宽相同。
优先级0除外。
rxBpsMax：网口的最大入带宽。
txBpsMax：网口的最大出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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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单位为Mbps。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NodeQOS
metadata:
name: total
spec:
netLimits:
rxBpsMin: 10
rxBpsMax: 10240
txBpsMin: 10
txBpsMax: 10240

功能三：端口白名单
功能介绍
为了防止低优先级容器被饿死，有两种机制：
1. per-priority 的最低保障带宽：由该优先级的容器所共享。
2. 端口白名单机制：用户可以将容器中的某个本地端口、或对端端口添加到白名单，这个端口的流量将不被限流。通常用于保护特
定协议的控制报文。

使用方式
1. 部署 QoS Agent。
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 网络 QoS 增强。
4. 单击完成。
5. 部署业务。
6.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作用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a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a # 选择业务的 Label
resourceQOS:
netIO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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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listPorts: # 代表业务a的本地端口 5201 和远端端口 5205 被设置为白名单端口，不做限流。lports,rports 默认值
都为0，取值范围为0 ~ 13位整数
lports: 5201
rports: 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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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 IO QoS 增强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9 11:12:10
磁盘 IO QoS 增强能力提供了一系列功能，保证业务磁盘方面的服务质量保证。全方位磁盘网络表现，以及灵活限制容器对网络的
使用。

使用限制
1. 部署 QoS Agent。
2. 在集群里的“扩展组件”页面，找到部署成功的 QoS Agent，单击右侧的更新配置。
3. 在修改 QoS Agent 的组件配置页面，勾选 磁盘 IO QoS 增强。
4. 输入参数指定限制的磁盘名称，如：vda,vdb。
5. 单击完成。
开启功能之后，还需要执行如下操作（如果有两个磁盘，则需要执行两次如下命令，第二次执行时将第一行的磁盘名字更换成第二个
磁盘的名字）：
DISK_HOLDER=vda
# 开启BFQ
echo bfq > /sys/block/${DISK_HOLDER}/queue/scheduler
# 针对多容器场景下，提升调度均衡性
echo bfq > /sys/block/$DISK_HOLDER/queue/scheduler
echo 0 > /sys/block/$DISK_HOLDER/queue/iosched/low_latency
echo 1 > /sys/block/$DISK_HOLDER/queue/iosched/better_fairness
echo 1 > /sys/block/$DISK_HOLDER/queue/iosched/group_share
echo 50 > /sys/block/$DISK_HOLDER/queue/iosched/timeout_sync
# 增大磁盘队列深度
echo 1000 > /sys/block/$DISK_HOLDER/queue/nr_requests
echo 64 > /sys/block/$DISK_HOLDER/queue/max_sectors_kb

功能一：磁盘 IOPS 限制（direct IO + buffer IO）
1. 根据上述使用限制部署组件、打开相关开关、输入相关磁盘、执行相关命令。
2. 部署业务。
3.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作用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a
spec:
labelse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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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Labels:
k8s-app: a # 选择业务的 Label
resourceQOS:
diskIOQOS:
diskIOLimit:
readIOps: 1024 # readIOps 代表限制 Pod 读 IO 的量，单位为 IOPS/s
writeIOps: 1024 # writeIOps 代表限制 Pod 写 IO 的量，单位为 IOPS/s

针对 buffer IO 的限速机制
由于低版本内核或 cgroup v1 对 Buffer IO 无法有效限速，有可能造成 Buffer IO 干扰业务正常 IO（数据库场景经常使用
direct IO）。TKE 基于 cgroup v1 提供了 Buffer IO 限速功能。基于 cgroup v2 的 Buffer IO 限速和上游内核保持一致。
cgroup v1 无法支持限速的主要原因在于异步刷脏页的时候，内核无法得知这个 IO 应该提交给哪个 blkio cgroup。示例如下：

为了解决这个记账问题，TKE 将 page cache 所属的 cgroup 和对应的 blkio cgroup进 行绑定。之后异步刷盘时，内核线程便
可以确定目标 blkio cgroup。

功能二：磁盘 BPS 限制（direct IO + buffer IO)
1. 根据上述使用限制部署组件、打开相关开关、输入相关磁盘、执行相关命令。
2. 部署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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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署关联该业务的 PodQOS 对象，选择需要作用的业务，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nsurance.crane.io/v1alpha1
kind: PodQOS
metadata:
name: a
spec:
labelselector:
matchLabels:
k8s-app: a
resourceQOS:
diskIOQOS:
diskIOLimit:
readBps: 1048576 # readBPS 限制 Pod 读带宽，单位为 mbps
writeBps: 1048576 # writeBPS 限制 Pod 写带宽，单位为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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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theus 监控服务
Prometheus 监控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30 11:02:01

产品简介
Prometheus 监控服务（Managed Service for Prometheus，TMP）
产品概述
产品优势
应用场景
基本概念
相关限制
功能特性
开服地域

购买指南
说明
计费方式和资源使用

操作指南
快速入门
快速使用 Prometheus 监控服务
集群监控实例管理
创建监控实例
关联集群
销毁监控实例
数据采集配置
数据采集配置
精简监控指标
按量付费免费指标
容器常用指标推荐
非容器场景监控
集成中心
预聚合
创建聚合规则
告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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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告警策略
关闭告警策略
策略类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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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监控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6 17:14:52

操作场景
您在创建完 Prometheus 监控服务实例后可以将当前地域中的集群与此实例相关联。关联同一 Prometheus 实例中的集群可以
实现监控指标的联查和统一告警。目前 Prometheus 监控服务功能服务支持的集群类型包括托管集群、独立集群、 Serverless
集群以及边缘集群。本文介绍如何在腾讯云容器服务控制台中创建和管理监控实例，您可根据以下指引进行监控实例的创建。

操作步骤
服务授权
初次使用 Prometheus 监控服务功能服务需要授权名为 TKE_QCSLinkedRoleInPrometheusService 的服务相关角色，
该角色用于授权 Prometheus 监控服务功能服务对相关云产品的访问权限。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弹出服务授权窗口。
2. 单击前往访问管理，进入角色管理页面。
3. 单击同意授权，完成身份验证后即可成功授权。如下图所示：

创建监控实例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
2. 进入 Prometheus 监控服务实例列表页面，单击实例列表上方的新建。
3. 新建会跳转到 Prometheus 监控服务 页面。
4. 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购买对应的实例，新建的购买参数详情请参见 创建实例。
5. 单击完成，即可完成创建。此时单击“前往关联容器服务”，查看容器侧的 Prometheus 实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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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您可在该列表页面查看实例创建进度。当实例状态为“运行中”时，表示当前实例已成功创建并处于可用状态。如下图所示：

说明：
若实例创建花费时间过长，或显示状态为异常，可 在线咨询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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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20:26:29

操作场景
本文档介绍如何在 Prometheus 监控服务中关联集群与监控实例，关联成功后即可编辑数据采集规则等配置。当前支持跨 VPC
关联，支持在同一个监控实例内监控不同地域不同 VPC 下的集群。

前提条件
已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并创建集群。
已创建 监控实例。

操作步骤
关联集群
注意：
关联集群成功后将在集群中安装监控数据采集插件，该插件在解除关联的同时会被删除。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
2. 在监控实例列表页，选择需要关联集群操作的实例名称，进入该实例详情页。
3. 在“集群监控”页面，单击关联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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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的“关联集群”窗口，选择相关集群。

集群类型：容器服务的标准集群、 Serverless 集群、边缘集群、注册集群。
跨 VPC 关联：开启后支持在同一个监控实例内监控不同地域不同VPC下的集群。
公网 CLB：若您的实例所在的 VPC 与想要关联集群网络互通则无需创建；若您的实例所在的 VPC 与想要关联的集群网
络不互通，则必须勾选创建公网 CLB，否则无法进行跨 VPC 集群的数据采集。例如：若您实例所在的 VPC 与想要关联
集群所在的 VPC 已经通过 云联网 打通，则不需要创建公网 CLB。
地域：选择集群所在地域。
集群：选择需要关联的集群，支持多选。
全局标记：用于给每个监控指标打上相同的键值对。
5. 单击确定即可将所选集群和当前监控实例关联。

解除关联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Prometheus 监控。
2. 在监控实例列表页，选择解除关联的实例名称，进入该实例详情页。
3. 在“关联集群”页面，单击实例右侧的解除关联。
4. 在弹出的“解除关联集群”窗口，单击确定即可解除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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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30 11:36:18

操作场景
本文档介绍如何为已完成关联的集群配置监控采集项。

前提条件
在配置监控数据采集项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已成功创建 Prometheus 监控实例。
已将需要监控的集群关联到相应实例中。

操作步骤
配置数据采集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
2. 在监控实例列表页，选择需要配置数据采集规则的实例名称，进入该实例详情页。
3. 在“集群监控”页面，单击实例右侧的数据采集配置，进入采集配置列表页。
4. 在“数据采集配置”页中，单击“自定义监控”，新增数据采集配置。Prometheus 监控服务预置了部分采集配置文件，用来
采集常规的监控数据。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配置新的数据采集规则来监控您的业务数据。通过控制台新增配置
监控 Service
i. 单击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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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新建采集配置”弹窗中，填写配置信息。如下图所示：

监控类型：选择 “Service监控” 。
名称：填写规则名称。
命名空间：选择 Service 所在的命名空间。
Service：选择需要监控的 Service 名称。
ServicePort：选择相应的 Port 值。
MetricsPath：默认为 /metrics，您可根据需求执行填写采集接口。
查看配置文件：单击“配置文档”可查看当前配置文件。如果您有 relabel 等相关特殊配置的需求，可以在配置文件内进行
编辑。
探测采集目标：单击探测采集目标，即可显示当前采集配置下能够采集到的所有 target 列表，您可通过此功能确认采集配
置是否符合您的预期。
监控工作负载
i. 单击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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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新建采集配置”弹窗中，填写配置信息。如下图所示：

监控类型：选择 “工作负载监控” 。
名称：填写规则名称。
命名空间：选择工作负载所在的命名空间。
工作负载类型：选择需要监控的工作负载类型。
工作负载：选择需要监控的工作负载。
targetPort：填写暴露采集指标的目标端口，通过端口找到采集目标。若端口填写错误将无法获取到正确的采集目标。
MetricsPath：默认为 /metrics，您可根据需求执行填写采集接口。
查看配置文件：单击“配置文档”可查看当前配置文件。如果您有 relabel 等相关特殊配置的需求，可以在配置文件内进行
编辑。
探测采集目标：单击探测采集目标，即可显示当前采集配置下能够采集到的所有 target 列表，您可通过此功能确认采集配
置是否符合您的预期。
通过 yaml 文件新增配置
i. 单击YAML新增。
ii. 在弹窗中，选择监控类型，并填写相应配置。
您可以按照社区的使用方式通过提交相应的 yaml 来完成数据采集的配置。
工作负载监控：对应配置为 PodMonitors。
service 监控：对应配置为 ServiceMonitors。
RawJobs 监控：对应配置为 RawJobs。
5. 单击确认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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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该实例的“数据采集配置”页中，查看采集目标状态。如下图所示：

targets（3/3）表示（实际抓取的 targets 数为3 / 探测的采集目标数为3）。当实际抓取数和探测数的数值相等时，显示为
up，即表示当前抓取正常。当实际抓取数小于探测数时，显示为 down，即表示有部分 endpoints 抓取失败。
单击上图中的字段值（3/3）即可查看采集目标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down 的失败状态：

您还可以在该实例的“集群监控”页中，单击集群名称右侧的更多 > 查看采集目标，查看该集群下所有的采集目标情况。

查看已有配置
注意：
查看已有配置的 YAML 文件仅支持“自定义监控”，不支持“基础监控”。基础监控的数据采集配置全已产品化，您只需
要通过点击/勾选来增加/减少监控指标。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
2. 在监控实例列表页，选择需要配置数据采集规则的实例名称，进入该实例详情页。
3. 在“集群监控”页面，单击实例右侧的数据采集配置，进入采集配置列表页。选择“自定义监控”，单击右侧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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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的“编辑RawJobs”窗口，查看 yaml 文件中当前配置的所有监控对象。如下图所示：

查看采集目标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服务。
2. 在监控实例列表页，选择需要查看 Targets 的实例名称，进入该实例详情页。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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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集群管理”页面，单击实例右侧的查看采集目标。

4. 在 Targets 列表页即可查看当前数据拉取状态。如下图所示：

状态为“不健康”的 endpoints 默认显示在列表上方，方便及时查看。
实例中“采集目标”页面支持检索，可以按资源属性进行过滤。

相关操作
挂载文件到采集器
在配置采集项的时候，如果您需要为配置提供一些文件，例如证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采集器挂载文件，文件的更新会实时同步到
采集器内。
prometheus.tke.tencent.cloud.com/scrape-mount = "true"
prom-xxx 命名空间下的 configmap 添加如上 label，其中所有的 key 会被挂载到采集器的路径
/etc/prometheus/configmaps/[configmap-name]/ 。
prometheus.tke.tencent.cloud.com/scrape-mount = "true"
prom-xxx 命名空间下的 secret 添加如上 label，其中所有的 key 会被挂载到采集器的路径
/etc/prometheus/secrets/[secret-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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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3 20:55:45

注意
TMP 将于2022年10月27日调整免费指标的免费存储时长为15天。存储时长超过15天的实例，将按照超出的天数，收取
免费指标的存储费用。具体收费规则可参考 计费说明。

本文档介绍如何精简 Prometheus 监控服务的采集指标，避免不必要的费用支出。

前提条件
在配置监控数据采集项前，您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已成功 创建 Prometheus 监控实例。
已将需要 监控的集群关联到相应实例 中。

精简指标
通过控制台精简指标
Prometheus 监控服务提供了一百多个免费的基础监控指标，完整的指标列表可查看 按量付费免费指标。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
2. 在监控实例列表页，选择需要配置数据采集规则的实例名称，进入该实例详情页。
3. 在“集群监控”页面，单击集群右侧的数据采集配置，进入采集配置列表页。
4. 基础指标支持通过产品化的页面增加/减少采集对象，单击右侧的“指标详情”。
5. 在以下页面您可以查看到每个指标是否免费，指标勾选表示会采集这些指标，建议您取消勾选付费指标，以免造成额外的成本。
仅基础监控提供免费的监控指标，完整的免费指标详情见 按量付费免费指标。付费指标计算详情见 Prometheus 监控服务按量
计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9 共131页

容器服务

通过 YAML 精简指标
TMP 目前收费模式为按监控数据的点数收费，为了最大程度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建议您针对采集配置进行优化，只采集需要的指
标，过滤掉非必要指标，从而减少整体上报量。详细的计费方式和相关云资源的使用请查看 文档。
以下步骤将分别介绍如何在自定义指标的 ServiceMonitor、PodMonitor，以及原生 Job 中加入过滤配置，精简自定义指标。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
2. 在监控实例列表页，选择需要配置数据采集规则的实例名称，进入该实例详情页。
3. 在“集群监控”页面，单击集群右侧的数据采集配置，进入采集配置列表页。
4. 单击实例右侧的编辑查看指标详情。ServiceMonitor 和 PodMonitor
ServiceMonitor 和 PodMonitor 的过滤配置字段相同，本文以 ServiceMonitor 为例。
ServiceMonitor 示例：
apiVersion: monitoring.coreos.com/v1
kind: ServiceMonitor
metadata:
labels:
app.kubernetes.io/name: kube-state-metrics
app.kubernetes.io/version: 1.9.7
name: kube-state-metrics
namespace: kube-system
spec:
endpoints:
- bearerTokenSecret:
key: ""
interval: 15s # 该参数为采集频率，您可以调大以降低数据存储费用，例如不重要的指标可以改为 300s，可以降低20倍
的监控数据采集量
port: http-metrics
scrapeTimeout: 15s # 该参数为采集超时时间，Prometheus 的配置要求采集超时时间不能超过采集间隔，即：scrape
Timeout <= interval
jobLabel: app.kubernetes.io/name
namespaceSelector: {}
selector:
matchLabels:
app.kubernetes.io/name: kube-state-metrics

若要采集 kube_node_info 和 kube_node_role 的指标，则需要在 ServiceMonitor 的 endpoints 列表中，加入
metricRelabelings 字段配置。注意：是 metricRelabelings 而不是 relabelings。
添加 metricRelabelings 示例：
apiVersion: monitoring.coreos.com/v1
kind: ServiceMonitor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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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s:
app.kubernetes.io/name: kube-state-metrics
app.kubernetes.io/version: 1.9.7
name: kube-state-metrics
namespace: kube-system
spec:
endpoints:
- bearerTokenSecret:
key: ""
interval: 15s # 该参数为采集频率，您可以调大以降低数据存储费用，例如不重要的指标可以改为 300s，可以降低20倍
的监控数据采集量
port: http-metrics
scrapeTimeout: 15s
# 加了如下四行：
metricRelabelings: # 针对每个采集到的点都会做如下处理
- sourceLabels: ["__name__"] # 要检测的label名称，__name__ 表示指标名称，也可以是任意这个点所带的label
regex: kube_node_info|kube_node_role # 上述label是否满足这个正则，在这里，我们希望__name__满足kube_nod
e_info或kube_node_role
action: keep # 如果点满足上述条件，则保留，否则就自动抛弃
jobLabel: app.kubernetes.io/name
namespaceSelector: {}
selector:

原生 Job
如果使用的是 Prometheus 原生的 Job，则可以参考以下方式进行指标过滤。
Job 示例：

scrape_configs:
- job_name: job1
scrape_interval: 15s # 该参数为采集频率，您可以调大以降低数据存储费用，例如不重要的指标可以改为 300s，可以
降低20倍的监控数据采集量
static_configs:
- targets:
- '1.1.1.1'

若只需采集 kube_node_info 和 kube_node_role 的指标，则需要加入 metric_relabel_configs 配置。注意：是
metric_relabel_configs 而不是 relabel_configs 。
添加 metric_relabel_configs 示例：

scrape_configs:
- job_name: jo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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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pe_interval: 15s # 该参数为采集频率，您可以调大以降低数据存储费用，例如不重要的指标可以改为 300s，可以
降低20倍的监控数据采集量
static_configs:
- targets:
- '1.1.1.1'
# 加了如下四行：
metric_relabel_configs: # 针对每个采集到的点都会做如下处理
- source_labels: ["__name__"] # 要检测的label名称，__name__ 表示指标名称，也可以是任意这个点所带的label
regex: kube_node_info|kube_node_role # 上述label是否满足这个正则，在这里，我们希望__name__满足kube_nod
e_info或kube_node_role
action: keep # 如果点满足上述条件，则保留，否则就自动抛弃

5. 单击确定。

屏蔽部分采集对象
屏蔽整个命名空间的监控
TMP 关联集群后，默认会纳管集群中所有 ServiceMonitor和 PodMonitor，若您想屏蔽某个命名空间下的监控，可以为指定命
名空间添加 label： tps-skip-monitor: "true" ，关于 label 的操作请 参考。
屏蔽部分采集对象
TMP 通过在用户的集群里面创建 ServiceMonitor 和 PodMonitor 类型的 CRD 资源进行监控数据的采集，若您想屏蔽指定
ServiceMonitor 和 PodMonitor 的采集，可以为这些 CRD 资源添加 labe： tps-skip-monitor: "true" ，关于 label 的操作
请 参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02 共131页

容器服务

告警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01 14:41:02

操作场景
本文档介绍如何在云原生监控功能服务中查看告警历史。

前提条件
在查看告警历史前，需要完成以下前置操作：
已成功创建 Prometheus 监控实例。
已将需要监控的集群关联到相应实例中。
已将需要采集的信息添加到集群数据采集配置。
已配置告警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
2. 在监控实例列表页，选择需要查看告警历史的实例名称，进入该实例详情页。
3. 在“告警配置”页面，选择“告警历史”。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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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方式和资源使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6 14:55:04

注意
TMP 将于2022年10月27日调整免费指标的免费存储时长为15天。存储时长超过15天的实例，将按照超出的天数，收取
免费指标的存储费用。具体收费规则可参考 计费说明。

使用 Prometheus 监控服务（TMP）时，将会在您的账户下创建 TKE Serverless 集群、内外网 负载均衡 CLB 资源。
Prometheus 服务将收取 Prometheus 服务本身的费用，及用户实际使用的云资源费用。本文向您介绍使用 Prometheus 监
控服务时资源的使用情况。

资源列表
TMP 实例
TMP 上线了“收费指标采集速率”的能力，您可以用该数值估算监控实例/集群/采集对象/指标等多个维度的预估费用：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Prometheus 监控。
2. 在 Prometheus 监控列表中，查看“收费指标采集速率”。该指标表示 TMP 实例的收费指标采集速率，根据用户的指标上报
量和采集频率预估算出。该数值乘以 86400 则为一天的监控数据点数，根据 按量计费 可以计算预估的监控数据刊例价。

您也可以在“关联集群”、“数据采集配置”、“指标详情”等多个页面查看到不同维度下的收费指标采集速率。

TKE Serverless 集群
每创建一个 Prometheus 监控实例后，会在用户的账户下创建一个按量付费 TKE Serverless 集群，用于数据采集。可以在
TKE 的集群列表中，集群类型为 Serverless 集群 查看资源信息。
注意事项
该 TKE Serverless 集群的名称为 Prometheus 监控服务实例的 ID，集群描述里面说明为 “Prometheus监控专用，请勿修
改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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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
计费方式为按量计费，计费详情请参见 TKE Serverless 集群 产品定价。
TKE Serverless 集群会按照监控量进行自动扩缩容，监控规模和 TKE Serverless 集群费用的关系可参考：
用户上报的瞬时 Series 量级

预估需要的 TKE Serverless 资源

对应的刊例价费用/日

<50w

1.25核 1.6GiB

1.3元

100w

0.5核1.5GiB*2

5.5元

500万

1核3GiB*3

11元

2000万

1核6GiB*5

30元

3000万

1核6GiB*8

48元

TKE Serverless 集群成本示例如下：
一个新初始化的 Prometheus 实例所用 TKE Serverless 集群消耗了：CPU:1.25 核、内存:1.5GiB。预计一天刊例价费用
为：0.12 x 24 + 0.05 x 24 = 4.8 元

负载均衡 CLB
使用 Prometheus 服务监控关联集群监控容器服务，常规情况下会在用户账户下创建一个内网 CLB 用于打通采集器与用户集群的
网络。若用户关联了边缘集群，或跨集群关联了未打通网络的集群，支持创建公网的 CLB 进行网络联通，此时会创建一个公网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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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这些 CLB 资源会收取费用，创建的公网 LB 可在 负载均衡控制台 查看资源信息，如下图所示：

该资源按实际使用量计费，计费详情请参见负载均衡 标准账户类型计费说明 文档。

资源销毁
目前不支持用户直接在对应控制台删除资源，例如需要在 Prometheus 监控销毁监控实例，对应的所有资源会一并销毁。腾讯云
不主动回收用户的监控实例，若您不再使用 Prometheus 监控服务，请务必及时删除监控实例，以免发生资源的额外扣费。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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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监控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6 17:15:05

操作场景
当您不需要再使用 Prometheus 监控服务监控集群时，可以通过 Prometheus 监控控制台删除所有监控实例，系统会自动卸载
监控组件并销毁相关资源。

操作步骤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中的 Prometheus 监控。
2. 在监控实例列表页中找到需要删除的实例，单击实例名称右侧的销毁/退还。
3. 在“销毁/退还”弹窗中确认监控实例信息后，单击确定。

说明
实例删除后，Prometheus 监控控制台不再展示该实例信息。
实例删除后，实例内已有的监控功能组件等资源及配置均将被删除，实例关联的集群将自动解除关联不再被监控，实
例关联的 TKE Serverless 集群将随实例一并删除。
删除操作不可逆，以上实例数据将无法恢复，请谨慎操作。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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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 AI 指南
云原生 AI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21 10:30:43

云原生 AI 简介
云原生业已成为了云计算行业下一代的标准。目前，除了传统应用与基础架构的云原生化，AI 与大数据也开始拥抱云原生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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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原生 AI 旨在利用云原生的思想和技术，为 AI 场景的数据处理、模型训练、模型上线推理等需求构建弹性可扩展的系统架构的技
术，在支持更广泛、多样的用户需求的同时，提高开发、运维和设备的效率。
本篇文档将详细介绍云原生 AI 的产品优势，目标场景以及长期愿景。云原生 AI 的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说明：
云原生 AI 服务目前处于内测阶段，该服务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仅对底层使用的资源 (计算、存储、网络等) 收费。
如果您需要开通云原生 AI 服务，可通过 提交工单 来联系我们。

云原生 AI 目标场景
● 计算机视觉：金融上的人脸识别、OCR、关键点检测、工业质检等
● 自然语言处理：翻译、审核、医疗等
● 内容推荐：广告、商品、视频
● 信号处理：语音识别，声纹识别、TTS (Text to Sound)、降噪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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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AI 陪练、晋级挑战赛、掉线代打
● 多模态：合成主播、AR/VR

云原生 AI 目标用户
● AI 平台 / 运维工程师：利用云原生 AI 平台提供的模块，快速构建 / 自定义扩展一个满足算法工程师需求的平台。
● 算法工程师：开发、管理、测试、上线算法模型。

云原生 AI 优势
下图展示了云原生 AI 的核心优势，这些优势服务于云原生 AI 的核心愿景：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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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控制台指南
管理 AI 环境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2 16:36:03
本文档向您介绍什么是 AI 环境，及如何管理 AI 环境，包括创建 AI 环境、查看 AI 环境以及删除 AI 环境。

AI 环境概述
AI 环境是云原生 AI 服务的重要抽象概念。一个 AI 环境运行在特定（TKE/EKS）容器集群上，运维人员可按需管理 AI 环境的生
命周期。例如，针对不同的上层 AI 业务，AI 运维方可以基于不同组件搭建符合不同业务需求的 AI 环境。

操作步骤
创建 AI 环境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云原生 AI。
2. 在 “AI 环境列表页”，单击新建，进入 “新建 AI 环境” 页面，参考以下提示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环境名称：自定义，可根据业务需求等信息进行命名，方便后续资源管理。
地域：希望部署 AI 环境集群所在的地域。
集群类型：希望部署 AI 环境集群的类型。
集群：希望部署 AI 环境的特定集群。
部署组件：希望在 AI 环境部署的组件，您也可以在环境新建完成后通过 组件管理 来安装或删除组件。
3. 单击创建即可创建 AI 环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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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AI 环境
成功创建 AI 环境后，您可以在 AI 环境列表页查看 AI 环境。如下图所示：

删除 AI 环境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云原生 AI。
2. 在 “AI 环境” 列表页面，选择目标环境行的最右侧的删除按钮。
3. 在 “删除 AI 环境” 弹窗中，阅读删除说明，单击确定删除 AI 环境。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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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组件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2 16:35:57

简介
创建好 AI 环境以后，您可以自行拼装 AI 组件，搭建 AI 平台。本文档将介绍如何对 AI 组件进行增删改查：
注意：
AI 组件底层基于 Helm Chart 实现。创建 AI 环境后，不建议您前往应用市场相关页面管理 AI 组件，请直接在 AI 环境管
理 AI 组件，以免造成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AI 组件列表
组件名称

业务场景

组件介绍

TF Operator

模型训练

安装后，用户可以运行 TF 单机 / 分布式训练任务。

PyTorch
Operator

模型训练

安装后，用户可以运行 PyTorch 单机 / 分布式训练任务。

MPI Operator

弹性训练

用户可以运行弹性训练任务，充分利用算力资源。

Fluid

缓存加速

Fluid 通过使用分布式缓存引擎（GooseFS/Alluxio）为云上应用提供数据预热与加速，
同时可以保障缓存数据的可观测性，可迁移性和自动化的水平扩展。

Elastic
Jupyter
Operator

算法调试

为用户按需提供弹性的 Jupyter Notebook 服务，按需分配计算资源。

AI 组件生命周期管理
创建 AI 组件
1. 登录 容器服务控制台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云原生 AI。
2. 在 “AI 环境” 列表页面，选择目标 AI 环境 ID，进入该 AI 环境 “基本信息” 页面。
3. 选择左侧菜单栏中的组件管理，进入 “组件列表” 页面。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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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新建，进入 “新建 AI 组件” 页面，参考以下提示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主要参数信息如下：
组件名：自定义组件名称。
命名空间：安装组件的命名空间
Chart：对应组件的安装包，一次只能安装一个组件。
参数：和组件配置有关的参数，创建组件以后仍然可以参考 “更新 AI 组件” 指引来更新相关参数。
5. 单击完成即可创建 AI 组件。

查看 AI 组件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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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创建 AI 环境后，可以在 AI 环境内查看已经安装的 AI 组件列表，如下图所示：

删除 AI 组件
1. 选择某个 AI 环境 id，进入 AI 环境的 “基本信息” 页面。
2. 选择左侧菜单栏中的组件管理，进入 “组件列表” 页面。
3. 选择需更新的组件所在行右侧的删除。
4. 在弹出的 “删除组件” 弹窗中，阅读删除说明并单击确定完成删除。

更新 AI 组件
1. 选择某个 AI 环境 id，进入 AI 环境的 “基本信息” 页面。
2. 选择左侧菜单栏中的组件管理，进入 “组件列表” 页面。
3. 选择需更新的组件所在行右侧的更新配置。
4. 在弹出的 “更新组件” 页面中，按需进行组件参数配置，并单击完成。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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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组件列表
Fluid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5 16:32:40

简介
Fluid 是一个开源的 Kubernetes 原生分布式数据集编排和加速引擎，目前它由云原生计算基金会 CNCF 作为 Sandbox 项目托
管。主要服务于云原生场景下的数据密集型应用，例如大数据应用、AI 应用等。通过定义数据集资源的抽象，实现如下功能：
数据集抽象原生支持：将数据密集型应用所需基础支撑能力功能化，实现数据高效访问并降低多维管理成本。
云上数据预热与加速：Fluid 通过使用分布式缓存引擎（GooseFS/Alluxio）为云上应用提供数据预热与加速，同时可以保障缓
存数据的可观测性、可迁移性和自动化的水平扩展。
数据应用协同编排：在云上调度应用和数据时，同时考虑两者特性与位置，实现协同编排，提升性能。
多命名空间管理支持：用户可以创建和管理不同 namespace 的数据集。
异构数据源管理：一次性统一访问不同来源的底层数据（对象存储 COS，HDFS 和 Ceph 等存储)，适用于混合云场景。

重要概念
Dataset：数据集是逻辑上相关的一组数据的集合，会被运算引擎使用，例如大数据的 Spark，AI 场景的 TensorFlow。而这些
数据智能的应用会创造工业界的核心价值。Dataset 的管理实际上也有多个维度，例如安全性，版本管理和数据加速。我们希望从
数据加速出发，对于数据集的管理提供支持。
Runtime：实现数据集安全性，版本管理和数据加速等能力的执行引擎，定义了一系列生命周期的接口。可以通过实现这些接口，
支持数据集的管理和加速。
GooseFSRuntime：来源于腾讯云 COS 团队 GooseFS，基于 Java 实现的支撑 Dataset 数据管理和缓存的执行引擎实现，
支持对象存储 COS。GooseFS 为腾讯云产品，有专门的产品级支持，但是代码不开源。Fluid 通过管理和调度 GooseFS
Runtime 实现数据集的可见性，弹性伸缩， 数据迁移。
AlluxioRuntime：来源于 Alluixo 社区，是支撑 Dataset 数据管理和缓存的执行引擎实现，支持 PVC，Ceph，CPFS 计算，
有效支持混合云场景。但是 Alluxio 为开源社区方案，对于数据缓存的稳定性和性能优化，腾讯云会和社区一起推动，但是时效性
和响应会有延时。Fluid 通过管理和调度 Alluxio Runtime 实现数据集的可见性，弹性伸缩， 数据迁移。
-

Alluxio

GooseFS

底层存储类型

PVC，Ceph，HDFS，CPFS，NFS...

OSS，EMR，PVC，Ceph，HDFS，CPFS，NFS...

支持方式

开源社区

腾讯云产品

组件安装
前置依赖
Kubernetes 集群（version >= 1.14）
集群支持 CSI 功能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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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配置
在通过 Helm 部署的过程中，所有的配置项都集中于 values.yaml 。
以下是部分较为可能需要自定义的字段：
参数

描述

默认值

workdir

缓存引擎备份元
数据地址

/tmp

dataset.controller.image.repository

Dataset
Controller 镜
像所在仓库

dataset.controller.image.tag

Dataset
Controller 镜
像的版本

csi.registrar.image.repository

CSI registrar
镜像所在仓库

csi.registrar.image.tag

CSI registrar
镜像的版本

"v1.2.0"

csi.plugins.image.repository

CSI plugins
镜像所在仓库

"ccr.ccs.tencentyun.com/fluid/fluid-csi"

csi.plugins.image.tag

CSI plugins
镜像的版本

"v0.6.0-def5316"

csi.kubelet.rootDir

kubelet root
文件夹

"/var/lib/kubelet"

runtime.mountRoot

缓存引擎 fuse
mount 点的
Root 地址

"/var/lib/kubelet"

runtime.goosefs.enable

开启
GooseFS 缓
存引擎支持

"true"

runtime.goosefs.init.image.repository

GooseFS 缓
存引擎初始化镜
像所在仓库

"ccr.ccs.tencentyun.com/fluid/init-users"

runtime.goosefs.init.image.tag

GooseFS 缓
存引擎初始化镜
像的版本

"v0.6.0-0cd802e"

runtime.goosefs.controller.image.repository

GooseFS 缓
存引擎控制器镜
像所在仓库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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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6.0-0bfc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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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默认值

runtime.goosefs.controller.image.tag

GooseFS 缓
存引擎控制器镜
像的版本

"v0.6.0-bbf4ea0"

runtime.goosefs.runtime.image.repository

GooseFS 缓
存引擎镜像所在
仓库

"ccr.ccs.tencentyun.com/fluid/goosefs"

runtime.goosefs.runtime.image.tag

GooseFS 缓
存引擎镜像的版
本

"v1.1.10"

runtime.goosefs.fuse.image.repository

GooseFS 缓
存引擎 Fuse
组件镜像所在仓
库

"ccr.ccs.tencentyun.com/fluid/goosefs-fuse"

runtime.goosefs.fuse.image.tag

GooseFS 缓
存引擎 Fuse
组件镜像的版本

"v1.1.10"

runtime.alluxio.runtimeWorkers

Alluxio 缓存引
擎控制器最大并
发 worker 数
量

"3"

runtime.alluxio.portRange

Alluxio 缓存引
擎组件端口占用
分配段

"20000-26000"

runtime.alluxio.enable

开启 Alluxio
缓存引擎支持

"true"

runtime.alluxio.init.image.repository

Alluxio 缓存引
擎初始化镜像所
在仓库

"ccr.ccs.tencentyun.com/fluid/init-users"

runtime.alluxio.init.image.tag

Alluxio 缓存引
擎初始化镜像的
版本

"v0.6.0-def5316"

runtime.alluxio.controller.image.repository

Alluxio 缓存引
擎控制器镜像所
在仓库

runtime.alluxio.controller.image.tag

Alluxio 缓存引
擎控制器镜像的
版本

"v0.6.0-0cd802e"

runtime.alluxio.runtime.image.repository

Alluxio 缓存引
擎镜像所在仓库

"ccr.ccs.tencentyun.com/alluxio/alluxio"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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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默认值

runtime.alluxio.runtime.image.tag

Alluxio 缓存引
擎镜像的版本

"release-2.5.0-2-SNAPSHOT-a05eadcff1"

runtime.alluxio.fuse.image.repository

Alluxio 缓存引
擎 Fuse 组件
镜像所在仓库

"ccr.ccs.tencentyun.com/alluxio/alluxio-fuse"

runtime.alluxio.fuse.image.tag

Alluxio 缓存引
擎 Fuse 组件
镜像的版本

"release-2.5.0-2-SNAPSHOT-a05eadcff1"

最佳实践
请参见 Fluid 使用文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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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 Operato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2 16:35:51

简介
TF-Operator 是 Kubeflow 社区开发，用以支持在 Kubernetes 上部署执行 TensorFlow 分布式训练任务的组件。
在部署完成之后，用户可以创建、查看、删除 TFJob。

前置依赖
Kubernetes 集群（version >= 1.16）

部署
在通过 Helm 部署的过程中，所有的配置项都集中于 values.yaml 。
以下是部分较为可能需要自定义的字段：
参数

描述

默认值

image.repository

TF-Operator 镜像所在仓库

image.tag

TF-Operator 镜像的版本

"latest"

namespace.create

是否为 TF-Operator 创建独立的命名
空间

true

namespace.name

部署 TF-Operator 的命名空间

"tf-operator"

ccr.ccs.tencentyun.com/kubeflow-oteam/tfoperator

最佳实践
请参见 运行 TF 训练任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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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orch Operato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8 11:43:10

简介
PyTorch-Operator 是 Kubeflow 社区开发，用于支持在 Kubernetes 上执行 PyTorch DDP（distributed data
parallel）模式分布式训练任务的组件。
在部署完成之后，用户可以创建、查看、删除 PyTorchJob。

前置依赖
Kubernetes 集群（version >= 1.16）

部署
在通过 Helm 部署的过程中，所有的配置项都集中于 values.yaml 。
以下是部分较为可能需要自定义的字段：
参数

描述

默认值

image.repository

PyTorch-Operator 镜像所在仓库

image.tag

PyTorch-Operator 镜像的版本

"latest"

namespace.create

是否为 PyTorch-Operator 创建独立的
命名空间

true

namespace.name

部署 PyTorch-Operator 的命名空间

"pytorch-operator"

ccr.ccs.tencentyun.com/kubeflowoteam/pytorch-operator

最佳实践
请参见 运行 Pytorch 训练任务。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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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I Operato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2 16:35:45

简介
MPI-Operator 是 Kubeflow 社区开发，用于支持以 Horovod 为代表的数据并行分布式训练在 Kubernetes 集群上部署运行
的组件。
在部署完成之后，用户可以创建、查看、删除 MPIJob。

前置依赖
Kubernetes 集群（version >= 1.16）

部署
在通过 Helm 部署的过程中，所有的配置项都集中于 values.yaml 。
以下是部分较为可能需要自定义的字段：
参数

描述

默认值

image.repository

MPI-Operator 镜像所在仓库

image.tag

MPI-Operator 镜像的版本

"latest"

namespace.create

是否为 MPI-Operator 创建独立的命名
空间

true

namespace.name

部署 MPI-Operator 的命名空间

"mpi-operator"

ccr.ccs.tencentyun.com/kubeflow-oteam/mpioperator

最佳实践
请参见 运行弹性训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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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 Jupyter Operato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2 16:35:37

简介
elastic-jupyter-operator 是 Kubernetes 原生的弹性 Jupyter 服务。为用户按需提供弹性的 Jupyter Notebook 服务。
elastic-jupyter-operator 提供以下特性：
GPU 空闲时自动释放资源到 Kubernetes 集群。
资源延迟申请，在使用时按需申请对应 CPU/内存/GPU 资源。
多 Jupyter 共享资源池，提高资源利用率。

部署
在通过 Helm 部署过程中，所有的配置项都集中于 values.yaml 。
以下是部分较为可能需要自定义的字段：
参数

描述

默认值

image.repository

镜像所在仓库

ccr.ccs.tencentyun.com/kubeflow-oteam/elastic-jupyter-operator

image.tag

镜像的版本

"v0.1.1"

namespace.name

命名空间

"enterprise-gateway"

使用
说明：
更多详细说明，请参见 使用文档。

1.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一个 Jupyter Gateway CR：
kubectl apply -f ./config/samples/kubeflow.tkestack.io_v1alpha1_jupytergateway.yaml

YAML 文件内容如下：
apiVersion: kubeflow.tkestack.io/v1alpha1
kind: JupyterGateway
metadata:
name: jupytergateway-sample
spec:
cullIdleTimeout: 3600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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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ullIdleTimeout 是一个配置项，在 Kernel 空闲指定 cullIdleTimeout 秒内，会由 Gateway 回收对应 Kernel 以释放
资源。
2.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一个 Jupyter Notebook CR 实例，并且指定对应的 Gateway CR：
kubectl apply -f ./config/samples/kubeflow.tkestack.io_v1alpha1_jupyternotebook.yaml

YAML 文件内容如下：
apiVersion: kubeflow.tkestack.io/v1alpha1
kind: JupyterNotebook
metadata:
name: jupyternotebook-sample
spec:
gateway:
name: jupytergateway-sample
namespace: default

3. 集群上所有资源如下所示：
NAME READY STATUS RESTARTS AGE
pod/jupytergateway-sample-6d5d97949c-p8bj6 1/1 Running 2 11d
pod/jupyternotebook-sample-5bf7d9d9fb-nq9b8 1/1 Running 2 11d
NAME TYPE CLUSTER-IP EXTERNAL-IP PORT(S) AGE
service/jupytergateway-sample ClusterIP 10.96.138.111 <none> 8888/TCP 11d
service/kubernetes ClusterIP 10.96.0.1 <none> 443/TCP 31d
NAME READY UP-TO-DATE AVAILABLE AGE
deployment.apps/jupytergateway-sample 1/1 1 1 11d
deployment.apps/jupyternotebook-sample 1/1 1 1 11d
NAME DESIRED CURRENT READY AGE
replicaset.apps/jupytergateway-sample-6d5d97949c 1 1 1 11d
replicaset.apps/jupyternotebook-sample-5bf7d9d9fb 1 1 1 11d

4. 通过 NodePort、kubectl port-forward、ingress 等方式将 Notebook CR 对外暴露提供服务，这里以 kubectl portforward 为例，执行命令如下：
kubectl port-forward jupyternotebook-sample-5bf7d9d9fb-nq9b8 8888

API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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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API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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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
运行 TF 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2 16:35:20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运行 TF 训练任务。

前提条件
AI 环境中已安装 TF Operator。
AI 环境中有 GPU 资源。

操作步骤
以下操作指南参考 TF-Operator 官方提供的 PS/Worker 模式的 分布式训练案例。

准备训练代码
本示例中使用 Kubeflow 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 dist_mnist.py。

制作训练镜像
镜像的制作过程较简单，只需基于一个 TensorFlow 1.5.0 的官方镜像，并将代码复制到镜像内，并配置好 entrypoint 即可。
说明：
如果不配置 entrypoint，也可以在提交 TFJob 时配置容器的启动命令。

任务提交
1. 准备一个 TFJob 的 YAML 文件，定义2个 PS 和4个 Worker。

用户需要用上传后的训练镜像地址替换 <训练镜像> 所在占位。

apiVersion: "kubeflow.org/v1"
kind: "TFJob"
metadata:
name: "dist-mnist-for-e2e-test"
spec:
tfReplicaSpecs:
PS:
replicas: 2
restartPolicy: Never
template: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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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s:
- name: tensorflow
image: <训练镜像>
Worker:
replicas: 4
restartPolicy: Never
template:
spec:
containers:
- name: tensorflow
image: <训练镜像>

2. 执行以下命令，通过 kubectl 提交该 TFJob：
kubectl create -f ./tf_job_mnist.yaml

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任务状态：
kubectl get tfjob dist-mnist-for-e2e-test -o yaml
kubectl get pods -l pytorch_job_name=pytorch-tcp-dist-mnist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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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PyTorch 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2 16:35:09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运行 PyTorch 训练任务。

前提条件
AI 环境中已安装 PyTorch Operator。
AI 环境中有 GPU 资源。

操作步骤
以下操作指南参考 PyTorch-Operator 官方提供的分布式训练 案例。

准备训练代码
本示例使用 Kubeflow 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 mnist.py。

制作训练镜像
训练镜像的制作过程较简单，只需基于一个 PyTorch 1.0 的官方镜像，将代码复制到镜像内，并配置好 entrypoint 即可。（如
果不配置 entrypoint，用户也可以在提交 PyTorchJob 时配置启动命令。）
注意：
训练代码基于 PyTorch 1.0 构建，由于 PyTorch 在版本间可能存在 API 不兼容的问题，上述训练代码在其他版本的
PyTorch 环境下可能需要自行调整代码。

任务提交
1. 准备一个 PyTorchJob 的 YAML 文件，定义1个 Master Worker 和1个 Worker。

用户需要用上传后的训练镜像地址替换 <训练镜像> 所在占位。
由于在资源配置中设置了 GPU 资源，在 args 为训练配置的 backend 为 "nccl"；在未使用 （Nvidia）GPU 的任
务中，请使用其他（例如 gloo）backend。

apiVersion: "kubeflow.org/v1"
kind: "PyTorchJob"
metadata:
name: "pytorch-dist-mnist-nccl"
spec:
pytorchReplicaSpecs:
Master:
replicas: 1
restartPolicy: On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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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metadata:
annotations:
sidecar.istio.io/inject: "false"
spec:
containers:
- name: pytorch
image: <训练镜像>
args: ["--backend", "nccl"]
resources:
limits:
nvidia.com/gpu: 1
Worker:
replicas: 1
restartPolicy: OnFailure
template:
metadata:
annotations:
sidecar.istio.io/inject: "false"
spec:
containers:
- name: pytorch
image: <训练镜像>
args: ["--backend", "nccl"]
resources:
limits:
nvidia.com/gpu: 1

2. 执行以下命令，通过 kubectl 提交该 PyTorch Job：
kubectl create -f ./pytorch_job_mnist_nccl.yaml

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该 PyTorch Job：
kubectl get -o yaml pytorchjobs pytorch-dist-mnist-nccl

4.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 PyTorch 任务创建的相关 Pod：
kubectl get pods -l pytorch_job_name=pytorch-dist-mnist-nccl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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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弹性训练任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2 16:34:59

概述
传统分布式深度学习任务（例如 Tensorflow Job）在提交训练任务后，无法再动态调整 Worker 数量。但在某些场景下，需要
弹性训练能力，例如，集群中存在一批算力需求波动大的高优任务（例如周期性波动的在线任务)，集群的整体平均资源利用率较
低，因为波谷期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这种场景下，可以在集群中运行弹性训练任务，充分利用集群闲置资源。
MPI Operator 通过对接 Horovod 的 Elastic 模式，可以让 MPI Job 具备动态调整训练 Workers 数量的能力。您可以结合云
原生的低成本算力能力（竞价实例）以及多维度弹性能力（例如 HPA、VPA、CA）充分利用空闲的算力资源，以大幅降低训练成
本。本文介绍如何运行 MPI 任务。

前提条件
AI 环境中已安装 MPI Operator。
AI 环境中有 GPU 资源。

操作步骤
MPI-Operator 官方提供了多个训练案例，本文将以 Horovod Elastic 训练为例。

准备训练代码
本示例中使用 Horovod 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 tensorflow2_mnist_elastic.py。

制作训练镜像
Horovod 官方提供的 horovod/horovod:0.20.0-tf2.3.0-torch1.6.0-mxnet1.5.0-py3.7-cpu 镜像中已经包含了该训练代码。
注意：
如果采用其他 Horovod 镜像作为基础镜像来制作训练镜像，请将训练代码复制至到镜像内。
由于训练代码是基于 TensorFlow 2.3.0 构建，如果采用不同的 TensorFlow 版本，请注意 API 兼容性。

腾讯云自研优化镜像
说明：
镜像仓库 ccr.ccs.tencentyun.com/ti_containers/ti-tensorflow 中内置了由腾讯优图实验室和机智团队合作开发的 Tihorovod，针对腾讯云网络环境特点进行了定制优化。

标签（tag）列表
1.15.2-gpu-cu100-py3
2.0.0-gpu-cu100-py3
2.1.0-gpu-cu101-p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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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gpu-cu112-py3
2.4.0-gpu-cu113-py3

任务提交
1. 准备一个 MPIJob 的 YAML 文件，定义一个 Horovod Elastic 任务，至少需要1个 Worker，至多接受3个 Worker，最初
创建2个 Worker。
apiVersion: kubeflow.org/v1
kind: MPIJob
metadata:
name: tensorflow-mnist-elastic
spec:
slotsPerWorker: 1
cleanPodPolicy: Running
mpiReplicaSpecs:
Launcher:
replicas: 1
template:
spec:
containers:
- image: horovod/horovod:0.20.0-tf2.3.0-torch1.6.0-mxnet1.5.0-py3.7-cpu
name: mpi-launcher
command:
- horovodrun
args:
- -np
- "2"
- --min-np
- "1"
- --max-np
- "3"
- --host-discovery-script
- /etc/mpi/discover_hosts.sh
- python
- /examples/elastic/tensorflow2_mnist_elastic.py
resources:
limits:
cpu: 1
memory: 2Gi
Worker:
replicas: 2
template: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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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s:
- image: horovod/horovod:0.20.0-tf2.3.0-torch1.6.0-mxnet1.5.0-py3.7-cpu
name: mpi-worker
resources:
limits:
cpu: 2
memory: 4Gi

2. 执行以下命令，通过 kubectl 提交该 MPIJob：
kubectl create -f ./tensorflow-mnist-elastic.yaml

3. 如需修改 Worker 数量，可以通过 kubectl edit 或 kubectl patch 来修改该 MPIJob 的
spec.mpiReplicaSpecs[Worker].repl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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