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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托管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34:59

TSF 支持以容器的形式托管应用到 TSF 容器集群，您无需理解容器服务底层细节，便可以低门槛拥抱容器技术，最大化地利用资源将应用部署到 TSF，轻松享受 

TSF 的服务注册发现、服务治理、可观测性等一系列能力。

本文介绍容器托管应用方式的相关应用场景，支持的应用类型和部署流程。

云服务器 CVM、Docker 容器和应用的关系如下。

TSF 支持以容器的形式托管 Java 应用、Go应用以及其他多语言（如 PHP，C++ 等）应用，支持 JAR 包、WAR 包以及镜像部署，不同的部署方式需选择的应用运

行环境也会有所不同。

1. 创建集群

2. 将云主机导入集群

3. 创建应用

4. 上传程序包或镜像

5. 创建部署组

6. 部署应用

应用场景

应用托管方式：容器部署方式通过镜像将应用部署在 Docker 容器中，Docker 应用部署时，将在云服务器上创建多个 Docker 容器实例。

应用场景：适用于对容器运行环境需要定制和希望提升资源利用率的场景。

部署方式：支持 JAR 包、WAR 包以及镜像部署，不同的部署方式需选择的应用运行环境也会有所不同。

应用举例：Spring Boot、Dubbo、MySQL、WordPress。

支持的应用类型

Java ：支持 SpringCloud、Dubbo 和其他框架接入。

Go：支持 Go-GRPC 和其他框架接入。

多语言：支持 PHP，C++ 等应用类型。

部署流程

常见问题

TSF 与 TKE 的关系是什么？

应用和服务之间是什么关系？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058#tsf-.E4.B8.8E-tke-.E7.9A.84.E5.85.B3.E7.B3.BB.E6.98.AF.E4.BB.80.E4.B9.8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058#.E5.BA.94.E7.94.A8.E5.92.8C.E6.9C.8D.E5.8A.A1.E4.B9.8B.E9.97.B4.E6.98.AF.E4.BB.80.E4.B9.88.E5.85.B3.E7.B3.BB.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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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3 11:17:40

集群是指云资源管理的集合，包含了运行应用的云主机等资源。TSF 中的集群分为虚拟机集群和容器集群。使用虚拟机或者容器计算资源时，用户需要提前先将云主机

导入集群中，才能进行应用的部署。本文介绍在 TSF 控制台创建容器集群并对集群进行管理的操作方法。

操作流程

您可以将容器服务 TKE 中的容器集群导入到 TSF 控制台进行应用部署，也可以在 TSF 控制台上直接创建容器集群。

整体操作流程如下：

1.1 在容器服务 TKE 控制台创建或注册集群

1.2 在 TSF 控制台导入容器集群服务

1.3 在 TSF 控制台部署应用到容器集群

1.1 TSF 控制台直接创建容器集群

1.2 在容器集群中导入云主机

1.3 在 TSF 控制台部署应用到容器集群

当用户已经在容器服务 TKE 上已经创建好了容器集群，可以直接导入到 TSF 集群列表。这种方式适用于更灵活的容器集群配置场景（如制定 Kubernetes 版本、独

立部署模式集群）。在容器服务 TKE 页面创建集群请参见 容器服务 TKE 集群文档 。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管理，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

3. 设置集群的基本信息。

4. 单击提交，在弹窗中选择确认，进入导入云主机页面。如果选择取消，您后续可以在集群列表中，单击操作列的导入云主机重新导入云主机。

5. 从集群所在 VPC 的云主机列表中，选择需要添加到集群的云主机。

6. 单击下一步，进行云主机配置。

7. 单击提交，等待云主机导入完成，云主机的可用状态将变为“可用”。

操作场景

在 TSF 控制台导入容器集群服务

TSF 控制台直接创建容器集群

说明

 默认情况下每个账号在一个地域最多能创建5个容器集群，如需扩大额度，请 提交工单  给 容器服务 TKE 产品。

在 TSF 控制台导入容器集群服务

集群类型：选择容器集群。

新建类型：选择导入容器服务集群。

所在可用区：选择要导入的容器服务集群所在的可用区。

选择集群：选择要导入的容器服务集群。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集群的描述，不超过200个字符。

数据集：将新建的集群添加到已有数据集中。非必填字段。数据集使用，请参见 数据集管理 。

导入方式：容器集群只支持重装系统部署方式，该方式会使 root 用户安装 agent。

操作系统：支持 CentOS，TencentOS 和 Ubuntu 三种类型。

登录方式：提供三种对应登录方式。

设置密码：请根据提示设置对应密码。

立即关联密钥：密钥对是通过一种算法生成的一对参数，是一种比常规密码更安全的登录云主机的方式。详请参阅 SSH 密钥 。

自动生成密码：自动生成的密码将通过站内信发送给您，也可登录CVM控制台重置密码。

数据卷挂载：勾选后，自动格式化数据盘成ext4，仅对拥有一块数据盘的节点生效。

容器目录：设置容器和镜像存储目录，建议存储到数据盘。

安全组：安全组具有防火墙的功能，用于设置云主机 CVM 的网络访问控制。详情参见 安全组设置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218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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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容器集群后，您可以使用 TSF 的 K8S 原生部署能力将您的应用快速接入 TSF，详情请参见 K8S 原生部署 ；也可以在 TSF 控制台直接创建并部署应用，详情请

参见 容器托管应用 。

您可以通过 TSF 控制台直接创建容器集群，调用容器服务 TKE 新建集群 API 创建容器集群。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管理，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

3. 设置集群的基本信息。

4. 单击提交，在弹窗中选择确认，进入导入云主机页面。如果选择取消，您后续可以在集群列表中，单击操作列的导入云主机重新导入云主机。

5. 从集群所在 VPC 的云主机列表中，选择需要添加到集群的云主机。

6. 单击下一步，进行云主机配置。

7. 单击提交，等待云主机导入完成，云主机的可用状态将变为“可用”。

导入云主机后，您可以在容器集群服务中创建并部署应用，参见 创建并部署应用 。

1. 在集群列表页中，单击目标集群的ID/名称，进入集群的云主机列表页面。

2. 在云主机节点列表页面，选择需要移出的云主机，单击操作列的删除。

3.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将云主机移出节点。

说明

当集群下存在超级节点，可支持资源灵活弹性调度，单击查看超级节点详情可跳转到超级节点页面。关于超级节点的详情请参见 超级节点概述 。

在 TSF 控制台直接创建容器集群

集群类型：选择容器集群。

新建类型：选择直接创建。

Kubernetes 版本：选择容器集群的 Kubernetes 版本。

所在可用区：选择容器集群所在的可用区

集群网络：为集群内主机分配在主机网络地址范围内的 IP 地址。参见 集群及容器网络设置 。

容器网络：为集群内容器分配在容器网络地址范围内的 IP 地址。参见 集群及容器网络设置 。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集群的描述，不超过200个字符。

数据集：将新建的集群添加到已有数据集中。非必填字段。数据集使用，请参见 数据集管理 。

导入方式：容器集群只支持重装系统部署方式，该方式会使 root 用户安装 agent。

操作系统：支持 CentOS，TencentOS 和 Ubuntu 三种类型。

登录方式：提供三种对应登录方式。

设置密码：请根据提示设置对应密码。

立即关联密钥：密钥对是通过一种算法生成的一对参数，是一种比常规密码更安全的登录云主机的方式。详请参阅 SSH 密钥 。

自动生成密码：自动生成的密码将通过站内信发送给您，也可登录CVM控制台重置密码。

数据卷挂载：勾选后，自动格式化数据盘成ext4，仅对拥有一块数据盘的节点生效。

容器目录：设置容器和镜像存储目录，建议存储到数据盘。

安全组：安全组具有防火墙的功能，用于设置云主机 CVM 的网络访问控制。详情参见 安全组设置 。

移出云主机

注意

只有当节点上没有运行应用时，才可以将节点从集群中移出。停止应用需要到部署组的实例列表页面中操作。

删除集群

注意

集群内存在云主机时，无法删除集群，您需要先移除云主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28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93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40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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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集群列表页中，单击目标集群操作列的删除。

2.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删除集群。

此外，如果从 API 网关访问容器集群中的微服务，则需要在安全组中增加服务的监听端口。例如，provider - demo 的监听端口是18081，需要新增入站规则如下：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集群页面新建容器集群后，在集群列表的集群状态栏可以查看容器集群状态。

集群在删除期间，无法对外提供服务，请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影响。

集群及容器网络设置

集群网络与容器网络是集群的基本属性。通过设置集群网络和容器网络可以规划集群的网络划分。

集群网络：将为集群内主机分配在节点网络地址范围内的 IP 地址，您可以选择私有网络中的子网用于集群的节点网络，更多私有网络介绍请参见 私有网络和子网  。

容器网络：将为集群内容器分配在容器网络地址范围内的 IP 地址，您可以自定义三大私有网段作为容器网络， 根据您选择的集群内服务数量的上限，自动分配适当

大小的 CIDR 段用于 kubernetes service，同时容器网络自动为集群内每台云主机分配一个24位的网段用于该主机分配 Pod 的 IP 地址。

集群网络与容器网络的关系

集群网络和容器网络网段不能冲突；

同一 VPC 内，不同集群的容器网络网段不能冲突；

容器网络和 VPC 路由冲突时，优先在容器网络内转发。

集群网络与腾讯云其他资源通信

集群内容器与容器之间互通；

集群内容器与节点直接互通；

集群内容器与 腾讯云数据库 TencentDB 、 云数据库 Redis 、 云数据库 Memcached  等资源同一 VPC 下内网互通。

安全组设置

用户将容器集群导入云主机时需要设置安全组，设置方法请参见 容器服务安全组设置 。

协议 端口号 网段 是否允许

TCP 18081 0.0.0.0/0 允许

查看容器集群创建事件

闲置中：容器集群内没有云主机，处于完全不可用状态，可以通过导入云主机方式唤醒集群或者删除集群

创建中：集群正在创建，正在申请云资源，单击集群状态栏的查看进度可查看创建进度

运行中：集群正常运行

异常：集群中存在异常，如节点网络不可达等，可单击查看异常原因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20046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db-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2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1/74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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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云服务器加入容器集群后，项目属性为何变为"默认项目"？

如何手动恢复 tsf-agent 进程？

TSF 容器集群数达到上限如何处理？

TSF 不同集群内的服务是否支持相互调用？

TSF 如何设置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

CVM 集群应用的日志清理机制是什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E4.BA.91.E6.9C.8D.E5.8A.A1.E5.99.A8.E5.8A.A0.E5.85.A5.E5.AE.B9.E5.99.A8.E9.9B.86.E7.BE.A4.E5.90.8E.EF.BC.8C.E9.A1.B9.E7.9B.AE.E5.B1.9E.E6.80.A7.E4.B8.BA.E4.BD.95.E5.8F.98.E4.B8.BA.26quot.3B.E9.BB.98.E8.AE.A4.E9.A1.B9.E7.9B.AE.26quot.3B.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E4.BA.91.E6.9C.8D.E5.8A.A1.E5.99.A8.E5.8A.A0.E5.85.A5.E5.AE.B9.E5.99.A8.E9.9B.86.E7.BE.A4.E5.90.8E.EF.BC.8C.E9.A1.B9.E7.9B.AE.E5.B1.9E.E6.80.A7.E4.B8.BA.E4.BD.95.E5.8F.98.E4.B8.BA.26quot.3B.E9.BB.98.E8.AE.A4.E9.A1.B9.E7.9B.AE.26quot.3B.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tsf-.E5.AE.B9.E5.99.A8.E9.9B.86.E7.BE.A4.E6.95.B0.E8.BE.BE.E5.88.B0.E4.B8.8A.E9.99.90.E5.A6.82.E4.BD.95.E5.A4.84.E7.90.86.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tsf-.E4.B8.8D.E5.90.8C.E9.9B.86.E7.BE.A4.E5.86.85.E7.9A.84.E6.9C.8D.E5.8A.A1.E6.98.AF.E5.90.A6.E6.94.AF.E6.8C.81.E7.9B.B8.E4.BA.92.E8.B0.83.E7.94.A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tsf-.E5.A6.82.E4.BD.95.E8.AE.BE.E7.BD.AE.E5.BC.80.E5.8F.91.E7.8E.AF.E5.A2.83.E5.92.8C.E6.B5.8B.E8.AF.95.E7.8E.AF.E5.A2.83.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cvm-.E9.9B.86.E7.BE.A4.E5.BA.94.E7.94.A8.E7.9A.84.E6.97.A5.E5.BF.97.E6.B8.85.E7.90.86.E6.9C.BA.E5.88.B6.E6.98.AF.E4.BB.80.E4.B9.88.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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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空间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1 14:22:58

命名空间（Namespace）是对一组资源和对象的抽象集合，用于对服务相互访问的隔离，在网络连通性的前提下，同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可以相互发现和相互调用。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 TSF 命名空间功能的使用：

命名空间有三种类型：

场景：用户希望部署一套开发环境和一套测试环境，两套环境支持部署同一个应用不同版本的程序包。两套环境可以共享一个集群作为底层部署资源。

解决方案：

1. 创建两个非全局命名空间分别为 dev-env  和 test-env  作为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

2. 创建一个虚拟机集群，并绑定 dev-env  和 test-env  命名空间。

3. 创建应用（如 promotion ），并创建 2 个部署组（ dev-promotion  和 test-promotion ），分别选择 dev-env  和 test-env  命名空间。

4. 部署组 dev-promotion  部署程序包版本 v1.1，部署组 test-promotion  部署程序包版本 v1.0。

在网络连通性的前提下，同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可以相互发现和相互调用。如果要实现跨集群的服务访问，有两个前提：

1. 集群内实例网络互通

命名空间分类

类型 个数限制 说明

系统命名空间 创建每个集群时会自动创建一个 命名规则是 <cluster-name>_default ，不支持绑定到其他集群

非全局命名空间 每个用户可以创建多个 不同非全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之间不能相互调用

全局命名空间 每个用户在每个地域下只能创建一个
非全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可以调用全局命名空间内服务

全局命名空间内服务支持相互调用，不支持调用非全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

注意

全局命名空间特性仅适用于1.18.0版本之后的 SDK。

原生应用不支持全局命名空间特性。

应用场景

使用命名空间划分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

注意

 如果用户希望开发和测试环境的部署资源是隔离的，可以使用两个集群来划分开发和测试环境。

实现服务跨集群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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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群关联相同的命名空间。多个集群通过命名空间名称（而不是命名空间 ID）作为关联的 key。用户可以在命名空间一级页面中看到关联的集群信息。

例如：有2个集群分别是 cluster-1 和 cluster-2，两个集群内实例网络互通（如在相同 VPC 内），并且都关联了命名空间 test-namespace。要实现跨集群访

问，需要确保在创建部署组 provider-group 和 consumer-group 时，使用相同的命名空间 test-namespace。 

场景：在电商场景中，订单业务和物流业务都希望访问用户信息服务。此时可以使用不同命名空间来划分业务领域，将相对独立的业务（如订单和物流业务）部署在非全

局命名空间，将公共服务（如用户信息服务）部署在全局命名空间中。

解决方案：

1. 创建两个非全局命名空间 order-biz 和 logistics-biz 作为订单和物流的业务领域。

2. 创建全局命名空间 common-biz 作为公共服务的业务领域。

3. 将订单业务的服务部署在 order-biz  命名空间内，将物流的服务部署在 logistics-biz 内，将用户信息服务部署在 common-biz 内。

4. order-biz 和 logistics-biz 命名空间内的服务可以访问 common-biz 内的用户信息服务。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命名空间，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命名空间。

3. 填写命名空间信息。

4. 单击提交，完成创建。

1. 选择目标集群，进入集群详情页，单击命名空间标签页。

使用全局命名空间来部署公共服务

创建命名空间并关联集群

创建命名空间

名称：不能为空。最长60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及分隔符（“-”)，且不能以分隔符开头或结尾。

勾选是否为全局命名空间：每个租户限制创建一个全局命名空间。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集群的描述，不超过200个字符。

数据集：将新建的集群添加到已有数据集中。非必填字段。数据集使用，请参见 数据集管理 。

集群关联命名空间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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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命名空间列表左上方，单击关联命名空间。

3. 选择要关联的命名空间，并单击提交。

前提条件：删除命名空间前，需要先解除命名空间与集群的绑定关系（解除命名空间绑定时，需要先删除具有该命名空间属性的全部部署组）。不支持删除系统命名空

间。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

2. 选择目标集群，进入集群详情页，单击命名空间标签页。

3. 在命名空间列表的操作列，单击解除绑定。

1. 在控制台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命名空间 。

2. 在命名空间列表的操作列，单击删除。

3. 单击确认，即可删除命名空间。

Code 是标识命名空间的业务 ID，在 API 网关配置微服务 API 后，调用 API 时需要带上 Code 来访问命名空间内微服务。详细指引请参见 使用指引 。

注意

集群仅支持关联自定义命名空间。

删除命名空间

解除关联集群

删除命名空间

设置 Cod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namespa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644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4 共237页

容器托管应用

容器托管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4:27:19

在容器服务集群中部署应用，您需要先在 TSF 控制台中创建好容器服务集群和命名空间，再使用应用程序包或者镜像来部署应用。本文介绍在容器服务集群中部署应用

的操作方法。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应用管理 。

3. 在应用列表左上方，单击新建应用。设置应用信息后，单击提交完成创建。

4. 单击提交，在弹窗中选择上传镜像，跳转至上传镜像页面。如果选择关闭，您后续可以在应用详情页面选择镜像页签，重新上传镜像/程序包。

您可以选择自己制作镜像并推送到镜像仓库，也可以直接上传程序包，控制台将自动为您制作镜像并上传。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刚刚创建好的应用 ID/应用名。

2. 在应用部署组页面，选择镜像标签页。

1. 仓库类型选择个人仓库，单击上传程序包/镜像。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已创建好 集群  和 命名空间 。

已准备好容器镜像或者程序包。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应用

应用名：填写应用名称，最长60个字符，只能包含小写字母、数字及分隔符（“-”、“_”)，且不能以分隔符开头或结尾。

部署方式：选择容器部署。

业务类型：选择业务应用，微服务网关应用部署操作请参见 部署微服务网关 。

开发语言：选择您的开发语言。

说明

关于开发语言、开发框架和应用类型的选型原则和建议，请参见 技术栈选型 。

开发框架：选择您的开发框架。

应用类型：

普通应用：适用于 Spring Cloud 或者 Dubbo 应用。

Mesh 应用：适用于 Service Mesh 方式接入。

原生应用：适用于 Spring Cloud 原生应用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数据集：选择“无”。用户可以通过数据集管理配置不同的子账号和协作者使用不同资源的权限，详情参阅 数据集管理 。

备注：选填，可留空。

步骤2：上传镜像或程序包

个人仓库提供基础的云上镜像托管、分发服务，限额使用，仅面向个人使用或企业客户临时测试使用。个人版服务为云上共享服务，即所有个人版用户将共享服

务后端及数据存储，且镜像托管及上传下载具有配额限制。容器镜像服务个人版不收取费用，可直接开通使用。

企业仓库提供企业级的独享镜像安全托管服务，面向需要在生产业务中使用云原生制品托管服务的个人及企业客户。当前容器镜像服务企业版支持包年包月或按

量计费购买。

说明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个人仓库和企业仓库上传镜像的方法。

个人仓库 企业仓库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app?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9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401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46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7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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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自己制作镜像并推送到镜像仓库，也可以直接上传程序包，控制台将自动制作镜像并上传。

  

2. 单击上传程序包并制作镜像，右上角将出现任务进行的状态。

3. 单击任务进行中将看到任务进行的详情，若任务失败，可查看任务失败的原因。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刚刚创建好的应用 ID/应用名。

2. 在应用部署组页面，单击新建部署组，填写部署组信息。

镜像：根据使用指引制作镜像并上传。详细操作参见 镜像仓库 。

JAR 包部署：直接上传程序包，无需制作镜像。

JDK 版本：支持 KNOA JDK8，KNOA JDK11，OPEN JDK8 和 OPEN JDK17。

上传程序包：单击选择文件，选择编译为 fatjar 格式的程序包，程序包格式说明参见 程序包格式说明 。

程序包版本：填写版本号。

WAR 包部署：直接上传程序包，无需制作镜像。

上传程序包：单击选择文件，选择编译为 war 格式的程序包，程序包格式说明参见 程序包格式说明 。

程序包版本：填写版本号。

部署应用

部署组名称：填写部署组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及分隔符(“-”)，且必须以字母开头，数字或字母结尾。

集群：选择应用要部署所在的集群

命名空间：选择应用要部署所在的命名空间。

关联应用：选择部署组关联的应用。关联应用字段决定了后续镜像来源和应用配置来源。

日志配置项：选择日志配置项，用于采集应用的业务日志数据。

日志投递：指定日志的转储方式，将规则指定路径中的日志内容投递到指定的接收端。如果配置为"无"，将不投递业务日志。更多关于日志投递的功能说明请参

见 日志投递 。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选填，可留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9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03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03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5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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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保存&下一步，从关联集群的可用云主机列表勾选用于部署的云主机。

4. 单击部署应用，设置部署信息。

5. 设置高级参数。

镜像仓库类型：选择个人仓库或者企业仓库。

数据卷：为容器提供存储，目前支持临时路径、主机路径、云硬盘数据卷、文件存储NFS、配置文件、PVC，还需挂载到容器的指定路径中。

数据卷类型 描述

使用临时路

径
/

使用主机路

径

将容器所在宿主机的文件目录挂载到容器的指定路径中（即对应 Kubernetes 的 HostPath）。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不设置源路径

（即对应 Kubernetes 的 EmptyDir）。如果不设置源路径，系统将分配主机的临时目录挂载到容器的挂载点。指定源路径的本地硬盘

数据卷适用于将数据持久化存储到容器所在宿主机，EmptyDir 适用于容器的临时存储。

使用 NFS 

盘
只需填写 NFS 路径。使用 NFS 数据卷适用于多读多写的持久化存储，也适用于大数据分析、媒体处理、内容管理等场景。

使用已有 

Persisten

tVolume

Claim

使用已有 PersistentVolumeClaim 声明工作负载的存储，自动分配或新建 PersistentVolume 挂载到对应的 Pod 下。主要适用于 

StatefulSet 创建的有状态应用。

使用 

ConfigMa

p

ConfigMap 以文件系统的形式挂载到 Pod 上，支持自定义 ConfigMap 条目挂载到特定的路径。

使用 

Secret
Secret 以文件系统的形式挂载到 Pod 上，支持自定义 Secret 条目挂载到特定的路径。

启动参数（选填，仅适用普通应用）：设置 Java 应用的启动参数。参数会通过 JAVA_OPTS  环境变量带到容器运行环境中，参见 制作镜像  中的使用方式。 

在 Java 启动环境变量中应用容器参数应采用 $(var_name) 的形式。

环境变量：设置应用容器中的变量。

自定义：您可以自定义环境变量

Field：容器路径，包含 metadata.name、metadata.namespace、spec.nodeName、spec.serviceAccountName、 status.hostIP、

status.podIP。

ResourceField：容器资源，通常支持资源限制和请求，例如 limits.cpu、limits.memory、limits.ephemeral-storage、requests.cpu、

requests.memory 和 requests.ephemeral-storage。

参数 说明

更新方式

快速更新：直接关闭所有实例，启动相同数量的新实例。

滚动更新（推荐）：对实例进行逐个更新，这种方式可以让您不中断业务实现对服务的更新。

更新间隔 滚动更新的更新时间间隔。

更新策略

滚动更新方式可以设置更新策略：

启动新的 Pod，停止旧的 Pod（默认）：需确认集群有足够的 CPU 和内存用于启动新的 Pod，否则可能导致集群崩溃。

停止旧的 Pod，启动新的 Pod ：适用于需要同时部署多个容器部署组，且集群内剩余资源不够时。

自定义：需要设置允许超出所需规模的最大 Pod 数量和允许最大不可用的 Pod 数量

策略配置
可以设置批量启动或停止的 Pod 数量，可以设置百分比或正整数。详情请参见 Kubernetes Deployment 滚动更新策略  和 容器服务实例

优雅下线  最佳实践进行配置。

健康检查 关于健康检查的作用和配置详情参见 

  健康检查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007
https://kubernetes.io/zh/docs/concepts/workloads/controllers/deployment/#%E7%AD%96%E7%95%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696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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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服务预热策略。当更新方式选择滚动更新时，建议开启服务预热，关于服务预热的作用和配置详情参见 服务预热 。

7. 设置 Agent 配置信息。请选择需要挂载的 Agent，并填写版本号，如不填写将默认为您安装最新稳定版本。

8. 设置资源配置信息。

9. 设置访问配置信息。

存活检查：用于判断何时重启实例。

就绪检查：用于判断 Pod 何时变为 Ready 状态，会影响滚动更新。默认检查无须用户设置检查规则，会根据服务实例是否注册到注册中心来

决定 Pod 变为 ready 状态。

Pod 调度

策略

默认调度：优先保留 yaml 模板中设置的调度策略，如果未设置则按照集群资源调度，可能调度到某一可用区。

尽可能多可用区调度：尽可能调度到集群内不同可用区的主机上，可用性高。

注意

当前仅支持普通应用、Mesh 应用和原生应用类型，不支持微服务网关应用。

服务 Agent：包含注册发现、治理与配置能力。如您使用 Spring Cloud 2020，且未依赖 TSF SDK，请勾选本选项。

可观测 Agent：如您使用 Spring Cloud 2020，请勾选本选项。相关开发文档，请参见 使用 Agent 进行无侵入应用开发 。

参数 说明

健康检查

运行用户指定的应用镜像，根据应用负载指定 CPU 和内存的资源限制。应用容器的资源配置参见 

  容器部署组资源限制

。

request 用于预分配资源，当集群中的节点没有 request 所要求的资源数量时，会导致无法创建容器。

limit 用于设置容器使用资源的最大上限，避免异常情况下节点资源消耗过多。

agent 容

器

负责日志、JVM 监控、调用链数据的采集，如果不部署 agent 容器将影响这些功能的使用。agent 容器的内存 limit 和日志量有关，通常使

用默认值 400MiB 即可，如果出现 OOM 可适当增加 limit 值。

istio_pro

xy 容器
负责 Mesh 服务注册、流量转发等任务，通常使用默认的资源限制即可。

实例数量

实例数和实例资源限制的乘积不能超过集群剩余的可用资源。单击

检测是否有足够资源

可以检测集群中是否有足够剩余的可用资源。

检测时间较久，请您耐心等待。由于 K8S 集群资源进行实时调度，真实资源情况以您实际部署时为准，您可以通过部署组状态判断部署是否成

功，通过部署事件、日志分析部署失败原因。

参数 说明

Service
负责 Mesh 服务注册、流量转发等任务，通常使用默认的资源限制即可。默认开启，关闭 Service 后，该Service下的负载均衡将一并销

毁，销毁后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网络访问方式 参见 网络访问方式  了解不同访问方式的区别。

端口映射 容器端口与服务端口的映射关系。

Session 

Affinity

Client：基于来源IP做会话保持，开启后设置最大回话保持时间。

None：关闭会话保持。

说明

每次部署应用的时候，会自动向容器中添加3个 Label：platform，qcloud-app，qcloud-app-nam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818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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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提交，等待部署完成。

TSF 目前提供以下四种服务访问方式：

Request：容器使用的最小资源需求，作为容器调度时资源分配的判断依赖。只有当节点上可分配资源量 >= 容器资源请求数时才允许将容器调度到该节点。但 

Request 参数不限制容器的最大可使用资源值。 

Limit： 容器能使用的资源最大值。

当 实例数量 * Request值 > 集群剩余的资源 时，会提示 "资源不足，请导入节点" 的提示语。此时用户需要去集群页面导入云服务器以扩充资源。例如实例数量为2，

实例资源Request是 CPU=0.5核，内存=1GB ，而集群剩余资源为 CPU=0.8核，内存=2GB 时， 由于 CPU 核数资源不够，会提示资源不足的错误。

Java 应用通常需要设置 JVM 启动参数，包括最大堆内存（-Xmx）的设置。建议 JVM 最大堆内存和容器实例内存资源大小的关系符合以下条件，避免容器 OOM

（Out of memory）：

例如，启动参数中设置 -Xmx 为 1024m，应用容器实例内存的 Request 至少为 1280MiB，Limit 至少为 2560MiB。

关于如何使用启动参数，请参见 制作镜像 > Spring Cloud 应用构建材料  中 Dockerfile 启动命令中的 ${JAVA_OPTS} 。

网络访问方式

容器部署组的访问方式定义访问后端 Pod 的访问方式，并提供固定的虚拟访问 IP。您可以在 Service 中通过设置来访问后端的 Pod，不同访问方式的服务可提供不同

网络能力。

访问方

式
说明

提供公

网访问

使用 Service 的 Loadbalance 模式，公网 IP 可直接访问到后端的 Pod，适用于 Web 前台类的服务。创建完成后的服务在集群外可通过负载均

衡域名或 IP + 服务端口访问服务，集群内可通过部署组名称 + 服务端口访问服务。

仅在集

群内访

问

Headless Service：不创建用于集群内访问的ClusterIP，访问Service名称时返回后端Pods IP地址，用于适配自有的服务发现机制。使用 

Service 的 ClusterIP 模式，自动分配 Service 网段中的 IP，用于集群内访问。数据库类等服务如 MySQL 可以选择集群内访问，以保证服务网

络隔离。创建完成后的服务，要在同一个命名空间的容器内，通过部署组名称 + 服务端口访问服务。

VPC 

内网访

问

使用 Service 的 Loadbalance 模式，指定 

annotations:service.kubernetes.io/qcloud-loadbalancer-internal-subnetid: subnet-xxxxxxxx ，即可通过内网 IP 直接访问到后端的 

Pod。创建完成后的服务在集群外可通过负载均衡域名或 IP + 服务端口访问服务，集群内可通过部署组名 + 服务端口访问服务。

主机端

口

(Nod

ePort

)访问

提供一个主机端口映射到容器的访问方式，支持 TCP、UDP、Ingress。可用于业务定制上层 LB 转发到 Node。创建完成后的服务可以通过云服

务器 IP + 主机端口或部署组名称 + 服务端口访问服务。

注意

一个账号在单地域创建的公网负载均衡 LB 实例有数量限制，参见负载均衡 使用约束 。如需要扩大负载均衡实例限额，请 提交工单  处理。

容器部署组资源限制

实例资源限制说明

新建容器部署组时可以设置实例数量和每个实例资源限制，实例的资源限制包括两个指标：CPU 和内存大小。

说明

更多 Limit 和 Request 参数介绍，单击 查看详情 。

Java 应用的最大堆内存和容器内存大小关系

容器内存 Request >= 1.25 * JVM 最大堆内存 ；

容器内存 Limit >= 2 * JVM 最大堆内存；

常见问题

TSF 是否支持在同一台服务器上安装多个应用？

如何查看实例的 Agent 版本？

如何将实例 Agent 升级至最新版本？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0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618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configuration/manage-resources-container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tsf-.E6.98.AF.E5.90.A6.E6.94.AF.E6.8C.81.E5.9C.A8.E5.90.8C.E4.B8.80.E5.8F.B0.E6.9C.8D.E5.8A.A1.E5.99.A8.E4.B8.8A.E5.AE.89.E8.A3.85.E5.A4.9A.E4.B8.AA.E5.BA.94.E7.94.A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A6.82.E4.BD.95.E6.9F.A5.E7.9C.8B.E5.AE.9E.E4.BE.8B.E7.9A.84-agent-.E7.89.88.E6.9C.AC.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A6.82.E4.BD.95.E5.B0.86.E5.AE.9E.E4.BE.8B-agent-.E5.8D.87.E7.BA.A7.E8.87.B3.E6.9C.80.E6.96.B0.E7.89.88.E6.9C.AC.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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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F 应用实例状态为什么显示 Agent 异常？

重启服务器后 TSF Agent 是否能自动重启？

如何排查应用是否部署失败？

容器部署组执行部署操作时提示内存（或 CPU）不足？

创建应用时，提示命名空间数达到配额如何解决？

将一台已在 CVM 创建的实例添加到 TSF 的时候，是否需要重装 Age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tsf-.E5.BA.94.E7.94.A8.E5.AE.9E.E4.BE.8B.E7.8A.B6.E6.80.81.E4.B8.BA.E4.BB.80.E4.B9.88.E6.98.BE.E7.A4.BA-agent-.E5.BC.82.E5.B8.B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9.87.8D.E5.90.AF.E6.9C.8D.E5.8A.A1.E5.99.A8.E5.90.8E-tsf-agent-.E6.98.AF.E5.90.A6.E8.83.BD.E8.87.AA.E5.8A.A8.E9.87.8D.E5.90.AF.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A6.82.E4.BD.95.E6.8E.92.E6.9F.A5.E5.BA.94.E7.94.A8.E6.98.AF.E5.90.A6.E9.83.A8.E7.BD.B2.E5.A4.B1.E8.B4.A5.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AE.B9.E5.99.A8.E9.83.A8.E7.BD.B2.E7.BB.84.E6.89.A7.E8.A1.8C.E9.83.A8.E7.BD.B2.E6.93.8D.E4.BD.9C.E6.97.B6.E6.8F.90.E7.A4.BA.E5.86.85.E5.AD.98.EF.BC.88.E6.88.96-cpu.EF.BC.89.E4.B8.8D.E8.B6.B3.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88.9B.E5.BB.BA.E5.BA.94.E7.94.A8.E6.97.B6.EF.BC.8C.E6.8F.90.E7.A4.BA.E5.91.BD.E5.90.8D.E7.A9.BA.E9.97.B4.E6.95.B0.E8.BE.BE.E5.88.B0.E9.85.8D.E9.A2.9D.E5.A6.82.E4.BD.95.E8.A7.A3.E5.86.B3.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B0.86.E4.B8.80.E5.8F.B0.E5.B7.B2.E5.9C.A8-cvm-.E5.88.9B.E5.BB.BA.E7.9A.84.E5.AE.9E.E4.BE.8B.E6.B7.BB.E5.8A.A0.E5.88.B0-tsf-.E7.9A.84.E6.97.B6.E5.80.99.EF.BC.8C.E6.98.AF.E5.90.A6.E9.9C.80.E8.A6.81.E9.87.8D.E8.A3.85-agent.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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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 原生部署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31:01

TSF 支持 K8S 原生部署方案，当您通过 K8S 部署业务后，使用该功能，您可以实现仅通过页面简单配置或 K8S yaml 的少量修改，将您的应用快速接入 TSF，保

留原有 K8S 部署发布全流程，并且您可以使用 TSF 的服务注册发现、服务治理、可观测性等一系列能力。

参见 创建集群  和 Deployment 管理  在容器服务 TKE 控制台创建集群和 Deployment 并正常运行。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集群 。

3. 在集群列表页的左上方，单击新建集群。

4. 设置集群的基本信息。

5. 单击提交，在弹窗中选择导入云主机前往导入云主机页面。

6. 从集群所在 VPC 的云主机列表中，选择需要添加到集群的云主机。

7. 选择导入方式，并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操作。

参见开发指南对您的应用进行改造:

操作场景

步骤1：在 TKE 控制台创建集群

步骤2：导入容器服务集群到 TSF

集群类型：选择容器集群。

集群名称：集群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

新建类型：选择导入容器服务 TKE 集群。

所在可用区：选择容器服务集群所在的可用区。

选择集群：选择要导入的容器集群服务。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集群的描述，不超过200个字符。

数据集：将新建的集群添加到已有数据集中。非必填字段。数据集使用，请参见 数据集管理 。 

重装系统：该方式会使用 root 用户安装 agent。

安装 Agent（仅适用于虚拟机集群）： 该方式支持使用 root 用户和非 root 用户安装 agent。

步骤3：应用改造

应用使用 TSF SDK接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21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170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lu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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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TSF 控制台上导入 Deployment 到 TSF 来完成部署相关操作，也可以通过 K8S YAML 部署 TSF 服务。

1. 在集群列表页面，单击的集群的“ID”，进入云主机列表页面。

2. 在页面上方选择 K8S 原生部署页签，单击开始使用。 

3. 在 Deployment 列表页面，选择好命名空间，单击您要导入的 Deployment 操作列的导入 TSF。

4. 在弹窗中填写导入的应用信息。

5. 单击提交，等待导入完成。

K8S 原生部署通过 label 和 annotation 来控制部署的行为，具体规则如下。

原生 Spring Cloud 应用

Service Mesh 应用接入

步骤4：部署服务到 TSF

导入Deployment到TSF 通过 K8S/sYAML部署

说明

单击开启后，我们将对您的集群进行组件安装，期间不影响集群正常运行，安装组件最少需要64MB内存 和0.1核 CPU。

当您单击导入 TSF 时，我们将为您重启 Deployment，请选择业务低谷期进行操作。

导入后应用名称：填写导入后的应用名称，不超过60字符。

应用类型：选择导入应用类型

应用使用 TSF SDK接入：使用 TSF SDK 接入，支持 TSF 全栈服务治理、应用性能监控、应用配置管理能力。

原生 Spring Cloud 应用：原生 Spring Cloud 应用0代码改造即可接入，支持服务发现、服务治理、应用性能监控能力。

Service Mesh 应用接入：使用 Service Mesh 技术支持全套 TSF 服务治理能力，无需修改代码。

TSF Agent：我们将为您在集群中安装 TSF Agent 以使 平台提供的服务治理、配置管理、可观测性等能 。将在您 作负载重启后 效。

Agent 占 资源：

request 用于预分配资源，当集群中的节点没有 request 所要求的资源数量时，会导致无法创建容器。

limit 用于设置容器使用资源的最大上限，避免异常情况下节点资源消耗过多。 

 

说明

导入完成后，会自动给用户创建好应用和部署组，重启应用后应用会注册到 TSF 注册中心。

通过 K8S 原生部署导入 Deployment 后， 不支持在 TSF 自动创建的部署组页面进行增删改操作，建议继续在TKE 页面进行操作。

对于在 TKE 页面创建的命名空间，开启 K8S 原生部署后，也不支持在该命名空间下新建部署组。

Label 和 Annotation 的使用方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41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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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s

key 范围 值和效果

tsf.tencentcloud.co

m/inject

Namesp

ace

allowlist : 此 namespace 下采用白名单机制，Deployment 默认不导入 TSF； enable : 此 namespace 

下采用黑名单机制，默认导入

tsf.tencentcloud.co

m/inject

Deploym

ent
enable : 当 namespace 是白名单时，表示导入； disable : 当 namespace 是黑名单时，表示不导入

Annotation

说明

 Namespace 的 annotation 表示该 namespace 下所有 Deployment 的默认值，如果 Deployment 没有设置某个选项，会使用 namespace 上设

置的。如果 Namespace 和 Deployment 都没有设置，如果该 annotation 是选填，会使用默认值；但如果 annotation 是必填，则会报错。

key 范围 是否必填 值和效果

tsf.tencentcloud.com/appl

ication.type

Namespace/D

eployment
required

应用类型。N：普通应用；M：service mesh应用；G：

网关应用；NATIVE：原生应用

tsf.tencentcloud.com/appl

ication.name

Deployment
optional. 默认是 Deployment 

name
应用名称

tsf.tencentcloud.com/age

nt

Namespace/D

eployment
optional. 默认是 enable

enable : 部署 agent 容器； disable ; disable : 不部署 

agent 容器

tsf.tencentcloud.com/age

nt.cpu-request

Namespace/D

eployment

optional. 默认是 TSF 设定的默

认值，当前为 100m
如 150m

tsf.tencentcloud.com/age

nt.cpu-limit

Namespace/D

eployment

optional. 默认是 TSF 设定的默

认值，当前为 200m
如 300m

tsf.tencentcloud.com/age

nt.mem-request

Namespace/D

eployment

optional. 默认是 TSF 设定的默

认值，当前为 125Mi
如 150Mi

tsf.tencentcloud.com/age

nt.mem-limit

Namespace/D

eployment

optional. 默认是 TSF 设定的默

认值，当前为 250Mi
如 300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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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31:32

镜像仓库用于存放用户上传的镜像，该任务指导您熟悉镜像仓库的常用操作。

首次使用镜像仓库时，需要进行初始化操作，设置登录仓库的密码。

TSF 会针对每个容器应用创建一个名为 tsf_<账号ID>/<应用名>  的镜像仓库。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安装 Docker 。

使用 sudo  允许系统管理员让普通用户执行 docker  命令。

操作步骤

初始化镜像仓库

获取镜像仓库使用指引

https://www.docker.com/products/docker-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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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后，单击应用 ID，在应用的详情页中找到镜像标签页。单击上传程序包/镜像，查看使用指引。 

1. 制作容器镜像，参见 制作容器镜像 。

2. 复制使用指引中登录腾讯云 docker registry 的命令并执行。

3. 登录成功后，复制使用指引中给镜像打 tag 的命令并执行。

其中 [ImageId] 和 [tag] 是在制作镜像时获取。

4. 复制使用指引中推送镜像到仓库的命令并执行，其中 [tag] 和步骤4相同。

将镜像推送到镜像仓库

sudo docker login --username=<账号 ID>  ccr.ccs.tencentyun.com

说明

用户需要输入两次密码，首次为 sudo 密码，第二次为镜像仓库登录密码。 

命令行工具显示 Login Succeeded  即表示登录成功。

sudo docker tag ImageId  ccr.ccs.tencentyun.com/tsf_<账号ID>/<应用名>: tag[ ] [ ]

说明

若此时需要输入密码，请输入sudo 密码。

sudo docker push ccr.ccs.tencentyun.com/tsf_<账号ID>/<应用名>: tag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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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制使用指引中登录腾讯云 docker registry 的命令并执行。

2. 复制使用指引中拉取镜像的命令并执行。

其中 [NAME] 表示镜像名称， [tag]  表示镜像标签，例如：

用户可以通过 TSF 控制台重置镜像仓库密码。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镜像仓库 。

3. 单击重置密码。

4.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密码，单击提交完成重置。

拉取镜像

sudo docker login --username=<账号 ID>  ccr.ccs.tencentyun.com

说明

用户需要输入两次密码，首次为 sudo 密码，第二次为镜像仓库登录密码。 

命令行工具显示 Login Succeeded  即表示登录成功。

sudo docker pull NAME : tag[ ] [ ]

sudo docker pull ccr.ccs.tencentyun.com/tsf_123456/tsf_demo:v1.0

重置密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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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协作者为何无法推送镜像到主账号的镜像仓库？

默认容器是 UTC 时区，和宿主机的时区不一致如何解决？

协作者使用镜像仓库时，为何显示未开通仓库？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3#.E5.8D.8F.E4.BD.9C.E8.80.85.E4.B8.BA.E4.BD.95.E6.97.A0.E6.B3.95.E6.8E.A8.E9.80.81.E9.95.9C.E5.83.8F.E5.88.B0.E4.B8.BB.E8.B4.A6.E5.8F.B7.E7.9A.84.E9.95.9C.E5.83.8F.E4.BB.93.E5.BA.93.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3#.E9.BB.98.E8.AE.A4.E5.AE.B9.E5.99.A8.E6.98.AF-utc-.E6.97.B6.E5.8C.BA.EF.BC.8C.E5.92.8C.E5.AE.BF.E4.B8.BB.E6.9C.BA.E7.9A.84.E6.97.B6.E5.8C.BA.E4.B8.8D.E4.B8.80.E8.87.B4.E5.A6.82.E4.BD.95.E8.A7.A3.E5.86.B3.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3#.E5.8D.8F.E4.BD.9C.E8.80.85.E4.BD.BF.E7.94.A8.E9.95.9C.E5.83.8F.E4.BB.93.E5.BA.93.E6.97.B6.EF.BC.8C.E4.B8.BA.E4.BD.95.E6.98.BE.E7.A4.BA.E6.9C.AA.E5.BC.80.E9.80.9A.E4.BB.93.E5.BA.93.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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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7 15:43:45

TSF 健康检查分为存活检查和就绪检查：

健康检查支持的产品能力：

健康检查与注册中心联动流程：

1. 就绪检查，检查实例状态是否 ready

2. 如果就绪检查 ready 则更新实例注册状态为 passing，反之则检查状态为 cirtical

3. 监听注册中心服务提供方实例状态变更

4. 存在状态变更更新缓存及本地文件

5. 发起服务调用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部署组。

2. 找到目标部署组，单击操作列的部署应用。

3. 在部署应用页面，开启存活检查。

4. 检查方式：

5. 启动延时、超时时间、检测周期、健康阈值、不健康阈值使用默认值即可。

场景：服务 A 调用服务 B。服务 B 使用 /health  接口是否返回 200  状态码判断是否健康，当就绪检查失败时，服务 B 在注册中心中被屏蔽，服务 A 通过注册中心

监听到服务 B 状态变化后更新本地路由表；当就绪检查成功时，服务 B 在注册中心恢复健康状态。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部署组。

2. 找到目标部署组，单击操作列的部署应用。

存活检查主要作用是确定进程存活状态，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实例重启。例如存活检查可以捕捉到死锁（应用程序进程还存在，但是无法响应），重启进程或者容器可

以让应用程序恢复可用。

就绪检查主要作用是确定服务实例能否支持对外服务，将健康检查结果与注册中心状态联动实现滚动更新及无损发布。当一个实例没有就绪，实例会在注册中心中被

屏蔽（其他服务不会发送请求到微服务实例上）。

存活检查

就绪检查

无损发布

检查顺序：HTTP 检查、TCP 端口、执行命令检查

支持虚拟机部署组和容器部署组

配置存活检查

HTTP 请求检查：任何大于200小于400的返回码都会认定是成功的返回码。其他返回码都会被认为是失败的返回码。HTTP 检查需要设置端口和请求路径。

TCP 端口检查：如果可以建立连接被认为是成功的。该检查方式需要设置检查端口。

执行命令检查：如果命令执行成功并且返回值为 0，认为是成功；其他返回值认为是失败。该检查方式需要填写执行命令。

配置就绪检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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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部署应用页面，开启就绪检查。

4. 检查方式：

5. 启动延时、超时时间、检测周期、健康阈值、不健康阈值使用默认值即可。

部署组支持立即更新和滚动更新两种更新方式：立即更新会先停止所有应用实例，然后使用新的程序包或者镜像版本部署；滚动更新会根据更新策略，分批更新部署组内

的实例。

如果部署组使用滚动更新并且开启就绪检查，当就绪检查失败时滚动更新会被阻塞。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部署组。

2. 找到目标部署组，单击“ID/部署组名”。

3. 选择基本信息，单击健康检查模块右上角的编辑。

4. 编辑健康检查信息，单击提交。

对于容器部署组，存活检查和就绪检查和 Kubernetes 的 Liveness 和 Readiness Probe 对应。除此之外，TSF 就绪检查还会和注册中心进行关联，当检查失败

时会将实例从注册中心屏蔽，避免流量打到异常实例上。

如果是容器部署组，可以选择默认检查或者自定义。

默认检查无须用户设置检查规则，会根据服务实例是否注册到注册中心来决定 Pod 变为 ready 状态。

如果是虚拟机部署组，则只能自定义设置。

HTTP 请求检查：任何大于200小于400的返回码都会认定是成功的返回码。其他返回码都会被认为是失败的返回码。HTTP 检查需要设置端口和请求路径。

TCP 端口检查：如果可以建立连接被认为是成功的。该检查方式需要设置检查端口。

执行命令检查：如果命令执行成功并且返回值为 0，认为是成功；其他返回值认为是失败。该检查方式需要填写执行命令。

就绪检查和滚动更新

编辑健康检查

TSF 健康检查和 Kubernetes 健康检查的关系

说明

关于 Kubernetes 健康检查详情参见 Kubernetes 配置存活和就绪检查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kubernetes.io/zh/docs/tasks/configure-pod-container/configure-liveness-readiness-startup-pr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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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预热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7 10:15:18

当一个线上应用正在运行时，用户需要进行重新部署、扩容或者更新的时候，新注册的节点需要进行一些懒加载、连接池初始化等动作，无法接受一些大流量的请求，此

时新上线的服务可能会有短时间内无法处理突增流量导致进程异常的风险。

针对应用启动阶段，TSF 提供了服务预热能力进行保护，对刚刚上线的节点仅分配较小流量，以方便新增节点完成初始化。避免在大流量场景下，由于初始化不彻底出

现大量请求报错情况。

当用户开启了滚动发布（虚拟机部署场景为滚动更新、容器部署场景为分批次发布）后，可以配置服务预热策略，在如下情况下服务预热策略会生效：

1. 新增节点：如新部署组上线，新增节点等。

2. 更新节点：如部署组进行更新重启，应用扩容等。

仅 Spring Cloud 普通应用支持服务预热能力，对应支持的版本如下：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部署组，选择好地域。

3. 找到目标部署组，单击操作列的部署应用。

4. 在部署应用页面，更新方式选择滚动更新，并设置好更新策略。

5. 打开是否开启服务预热开关，在展开的预热配置中根据您的业务需求配置服务预热策略。

应用场景

使用限制

限制项 支持版本

Spring 

Cloud

Spring Cloud Finchley、Spring Cloud Greenwich、Spring Cloud Hoxton、Spring Cloud 2020，且SDK 版本为1.40及之后

的版本

配置服务预热

说明

下图以虚拟机场景部署为例，容器部署场景的服务预热策略设置规则与之相同。

参

数
描述

预 应用实例启动的预热时间，默认预热时长为 60 秒。服务预热时长设置范围为 0~600 秒。建议该值小于分批等待时间，避免出现多批节点同时在预热、更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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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设置后单击提交。

在应用部署后，可以查看预热效果。

1. 单击目标部署组的“ID”，进入服务实例列表页面。

2. 勾选实例ID后，单击左上角的查看监控，在监控页面可以查看预热效果。

2.1.1 分批重启，第一批重启两个节点，流量系数为 2，预热间隔为 180 秒。可以看到流量缓慢增长，三分钟后达到顶峰。 

 

2.1.2 在第一批重启时，未重启的节点，承担了全部流量。 

热

间

隔

新状态，从而降低更新中服务的流量承载能力。

预

热

流

量

系

数

基于已配置的预热间隔，被预热的应用流量权重会根据配置的预热流量系数呈指数型增长。在指定预热间隔内，预热流量系数越大则应用刚启动时分配的权

重越小，以满足需要较长时间进行预热的复杂应用的预热需求。预热流量系数默认值为 2，表示在预热间隔周期内服务提供者的流量接收曲线形状呈 2 次曲

线形状。预热流量系数设置范围为 0~5。相同预热间隔，预热流量系数越大，表示预热开始时接收的流量越小，临近预热结束时接收的流量增幅越大。

预

热

终

止

保

护

当超过50%节点处于预热阶段，则预热终止，避免流量聚集在少量节点导致过载。预热终止开关默认打开。

结果验证

服务预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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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第二批重启时的流量接收表现。 

 

2.1.4 第二批重启时，第一批重启的节点承担了大部分流量。 

 

2.1.5 整体预热过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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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预热间隔为 180 秒，预热流量系数为 2。 

 

2.1.2 预热间隔为 180 秒，预热流量系数为 5。 

在稳定的业务流量下，可以看到新发布的应用所占流量比例呈预热流量系数缓慢增长。通过配置部署组的预热间隔以及预热流量系数来控制新发布的部署组流量

比例，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按需配置预热时长，并根据程序复杂度控制预热流量系数来调整应用刚启动时分配的流量权重。

应用部署时，配置不用的预热流量系数展示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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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3 11:18:14

将容器服务集群中的应用托管至 TSF 后，可以在 TSF 控制台上对应用进行管理，包括部署新版本的应用、扩缩容、停止、重启和查看配置等，此外也可以通过编辑 

YAML 更新部署组。

在应用管理页面，单击新建应用创建应用，具体操作请参见 容器托管应用 。

在 TSF 创建一个未部署的应用后，您可以在部署组列表的操作栏选择部署应用对应用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 容器托管应用 。

已部署过的应用，可以在部署组列表的操作栏选择部署应用来升级应用版本。

1. 在应用列表的操作列，单击删除。

2. 在确认弹框中，单击确认完成删除。

部署组删除后将不再对外提供服务。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删除。

3. 弹出提示页面，单击确定删除部署组。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 “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应用扩缩。

3. 选择扩缩的实例数量后，检测是否有足够的资源。若资源充足，则单击提交。若集群内主机资源不足以创建实例，则请先在集群内导入云主机，详情参见 集群管理 。

应用停止后，将不再对外提供服务。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停止应用。

3. 弹出提示页面，单击确定停止应用。

应用停止后，您可以启动应用，应用将重新对外提供服务。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启动应用。

3. 弹出提示页面，单击确定启动应用。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应用

部署应用

删除应用

注意

删除应用会同时删除应用关联的程序包。

当应用下有部署组时，无法执行删除操作，需要先删除所有部署组后才能删除应用。

删除部署组

应用扩缩

注意

该检测仅适用不包含超级节点的TKE集群，若 TKE 集群中添加了超级节点，可通过弹性集群进行灵活伸缩。

停止应用

启动应用

重启应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9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9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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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重启应用。

3. 修改启动参数后，单击保存并重启 重启应用。

容器部署组对应的 Kubernetes 里面的 Deployment  和 Service 对象，如果您希望直接修改 YAML 实现更能灵活地配置，可以按照下述步骤操作：

1. 单击部署组 ID 进入详情页，单击基本信息标签页。

2. 在基本信息卡片中找到 YAML 字段，单击查看与编辑，显示 Deployment  和 Service  的 YAML。

3. 单击编辑按钮，进入 YAML 编辑页面，编辑 YAML。

4. 单击提交按钮，容器部署组会以更新后的 YAML 进行重新部署。

1. 单击目标部署组的“ID”，进入服务实例列表页面。

2. 在页面上方选择关联应用配置，单击新增关联应用配置，填写配置信息。

3. 单击提交，完成新增关联应用配置。

1. 单击目标部署组的“ID”，进入服务实例列表页面。

2. 在页面上方选择关联文件配置，单击新增关联文件配置，填写配置信息。

3. 单击提交，完成新增关联文件配置。

1. 单击“部署组 ID ”进入服务实例列表。

2. 单击操作栏的登录通过 Webshell 登录容器。 

登录后界面如下：

通过直接编辑 YAML 更新部署组

关联应用配置

配置项：选择配置项目，如果现有的文件配置项不合适，您可以单击新建应用配置项重新创建。

版本：选择配置项版本。

配置内容：按照 YAML 格式。YAML 格式规范参见 YAML 格式介绍 。

发布描述：选填, 200字符内。

关联文件配置

配置项：选择配置项目，如果现有的文件配置项不合适，您可以单击新建文件配置项重新创建。

版本：选择配置项版本。

配置内容：按照 YAML 格式。YAML 格式规范参见 YAML 格式介绍 。

发布描述：选填, 200字符内。

通过 Webshell 登录容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9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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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托管（虚拟机）

应用托管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4 09:27:18

本文介绍虚拟机托管应用方式的应用场景，支持的应用类型和部署流程。

云服务器 CVM 和应用的关系如下。

TSF 支持以虚拟机的形式托管 Java 应用、Go应用以及其他多语言（如 PHP，C++ 等）应用，支持 jar 包、war 包、tar.gz/zip 包部署，不同的部署方式需选择的

应用运行环境也会有所不同。

1. 创建集群

2. 将云主机导入集群

3. 创建应用

4. 上传程序包

5. 创建部署组

6. 部署应用

应用场景

应用托管方式：虚拟机部署方式通过程序包将应用部署在云服务器上，一台云服务器部署一个应用。

应用场景：适用于传统部署场景。

部署方式：支持 jar、war、tar.gz、zip 包部署方式，不同的部署方式需选择的应用运行环境也会有所不同。

应用举例：Spring Boot、Dubbo。

支持的应用类型

Java ：支持 SpringCloud、Dubbo 和其他框架接入。

Go：支持 Go-GRPC 和其他框架接入。

多语言：支持 PHP，C++ 等应用类型。

部署流程

常见问题

虚拟机集群内云主机的可用状态为何显示不可用？

如何手动恢复 tsf-agent 进程？

TSF 不同集群内的服务是否支持相互调用？

TSF 如何设置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

CVM 集群应用的日志清理机制是什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E8.99.9A.E6.8B.9F.E6.9C.BA.E9.9B.86.E7.BE.A4.E5.86.85.E4.BA.91.E4.B8.BB.E6.9C.BA.E7.9A.84.E5.8F.AF.E7.94.A8.E7.8A.B6.E6.80.81.E4.B8.BA.E4.BD.95.E6.98.BE.E7.A4.BA.E4.B8.8D.E5.8F.AF.E7.94.A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E4.BA.91.E6.9C.8D.E5.8A.A1.E5.99.A8.E5.8A.A0.E5.85.A5.E5.AE.B9.E5.99.A8.E9.9B.86.E7.BE.A4.E5.90.8E.EF.BC.8C.E9.A1.B9.E7.9B.AE.E5.B1.9E.E6.80.A7.E4.B8.BA.E4.BD.95.E5.8F.98.E4.B8.BA.26quot.3B.E9.BB.98.E8.AE.A4.E9.A1.B9.E7.9B.AE.26quot.3B.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tsf-.E4.B8.8D.E5.90.8C.E9.9B.86.E7.BE.A4.E5.86.85.E7.9A.84.E6.9C.8D.E5.8A.A1.E6.98.AF.E5.90.A6.E6.94.AF.E6.8C.81.E7.9B.B8.E4.BA.92.E8.B0.83.E7.94.A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tsf-.E5.A6.82.E4.BD.95.E8.AE.BE.E7.BD.AE.E5.BC.80.E5.8F.91.E7.8E.AF.E5.A2.83.E5.92.8C.E6.B5.8B.E8.AF.95.E7.8E.AF.E5.A2.83.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cvm-.E9.9B.86.E7.BE.A4.E5.BA.94.E7.94.A8.E7.9A.84.E6.97.A5.E5.BF.97.E6.B8.85.E7.90.86.E6.9C.BA.E5.88.B6.E6.98.AF.E4.BB.80.E4.B9.88.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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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24:03

集群是指云资源管理的集合，包含了运行应用的云主机等资源。TSF 中的集群分为虚拟机集群和容器集群。使用虚拟机或者容器计算资源时，用户需要提前先将云主机

导入集群中，才能进行应用的部署。

本文介绍在 TSF 控制台创建虚拟机集群并对集群进行管理的操作方法。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管理，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

3. 设置集群的基本信息。

4. 单击提交，在弹窗中选择确认，进入导入云主机页面。如果选择取消，您后续可以在集群列表中，单击操作列的导入云主机重新导入云主机。

5. 从集群所在 VPC 的云主机列表中，选择需要添加到集群的云主机。

6. 单击下一步，进行云主机配置。

  

1. 云主机配置

操作场景

创建集群

集群类型：选择虚拟机集群。

集群名：填写集群名称，最长60个字符。

所在可用区：选择集群所在的可用区

集群网络：选择与已有云服务器相同的 VPC 网络，用来保证后续导入集群的云服务器属于同一 VPC。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集群的描述，不超过200个字符。

数据集：将新建的集群添加到已有数据集中。非必填字段。数据集使用，请参见 数据集管理 。

重装系统：该方式会使 root 用户安装 agent。重装后，云主机系统盘内的所有数据将被清除，恢复到初始状态，请谨慎操作！

安装 Agent（仅适用于虚拟机集群）： 该方式支持使用 root 用户和非 root 用户安装 agent。使用安装 Agent 部署时，不会重装机器。 

您可以单击以下页签，查看对应导入方式的操作步骤。

重装系统 安装 Agent

说明

CVM 竞价实例不支持重装系统。

导入方式：选择重装系统。

操作系统：支持两种不同操作系统选择：Ubuntu 18.04版本与 CentOS 7.5版本。

登录方式：提供三种对应登录方式。

设置密码：请根据提示设置对应密码。

立即关联密钥：密钥对是通过一种算法生成的一对参数，是一种比常规密码更安全的登录云主机的方式。详请参阅 SSH 密钥 。

自动生成密码：自动生成的密码将通过站内信发送给您，也可登录 CVM 控制台重置密码。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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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提交，导入的云主机将出现在云主机名列表中。等待几分钟，刷新列表，正常情况下云主机的状态将变为运行中，可用状态变为"可用"。

导入云主机后，您可以在虚拟机集群服务中创建并部署应用，参见 创建并部署应用 。

导入云主机异常请参见 资源管理常见问题 。

1. 在集群列表页中，单击目标集群的ID/名称，进入集群的云主机列表页面。

2. 在云主机节点列表页面，选择需要移出的云主机，单击操作列的删除。

3.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将云主机移出节点。

1. 在集群列表页中，单击目标集群操作列的删除。

2.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删除集群。

 

常见问题

移出云主机

注意

只有当节点上没有运行应用时，才可以将节点从集群中移出。停止应用需要到部署组的实例列表页面中操作，具体操作参见 应用管理 。

删除集群

注意

集群内存在云主机时，无法删除集群，您需要先移除云主机。

集群在删除期间，无法对外提供服务，请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影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3686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9 共237页

命名空间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25:23

命名空间（Namespace）是对一组资源和对象的抽象集合，用于对服务相互访问的隔离，在网络连通性的前提下，同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可以相互发现和相互调用。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 TSF 命名空间功能的使用：

命名空间有三种类型：

场景：用户希望部署一套开发环境和一套测试环境，两套环境支持部署同一个应用不同版本的程序包。两套环境可以共享一个集群作为底层部署资源。

解决方案：

1. 创建两个非全局命名空间分别为 dev-env 和 test-env 作为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

2. 创建一个虚拟机集群，并绑定 dev-env 和 test-env 命名空间。

3. 创建应用（如 promotion），并创建 2 个部署组（dev-promotion 和 test-promotion），分别选择 dev-env 和 test-env 命名空间。

4. 部署组 dev-promotion 部署程序包版本 v1.1，部署组 test-promotion 部署程序包版本 v1.0。

在网络连通性的前提下，同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可以相互发现和相互调用。如果要实现跨集群的服务访问，有两个前提：

1. 集群内实例网络互通

命名空间分类

类型 个数限制 作用

系统命名空间 创建每个集群时会自动创建一个 命名规则是 <cluster-name>_default ，不支持绑定到其他集群

非全局命名空间 每个用户可以创建多个 不同非全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之间不能相互调用

全局命名空间 每个用户在每个地域下只能创建一个
非全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可以调用全局命名空间内服务

全局命名空间内服务支持相互调用，不支持调用非全局命名空间内的服务

注意

全局命名空间特性仅适用于1.18.0版本之后的 SDK。

原生应用不支持全局命名空间特性。

应用场景

使用命名空间划分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

注意

 如果用户希望开发和测试环境的部署资源是隔离的，可以使用两个集群来划分开发和测试环境。

实现服务跨集群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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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群关联相同的命名空间。多个集群通过命名空间名称（而不是命名空间 ID）作为关联的 key。用户可以在命名空间一级页面中看到关联的集群信息。

例如：有2个集群分别是 cluster-1 和 cluster-2，两个集群内实例网络互通（如在相同 VPC 内），并且都关联了命名空间 test-namespace。要实现跨集群访

问，需要确保在创建部署组 provider-group 和 consumer-group 时，使用相同的命名空间 test-namespace。 

场景：在电商场景中，订单业务和物流业务都希望访问用户信息服务。此时可以使用不同命名空间来划分业务领域，将相对独立的业务（如订单和物流业务）部署在非全

局命名空间，将公共服务（如用户信息服务）部署在全局命名空间中。

解决方案：

1. 创建两个非全局命名空间 order-biz  和 logistics-biz  作为订单和物流的业务领域。

2. 创建全局命名空间 common-biz  作为公共服务的业务领域。

3. 将订单业务的服务部署在 order-biz   命名空间内，将物流的服务部署在 logistics-biz  内，将用户信息服务部署在 common-biz  内。

4. order-biz  和 logistics-biz  命名空间内的服务可以访问 common-biz  内的用户信息服务。

创建命名空间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命名空间，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命名空间。

3. 填写命名空间信息。

4. 单击提交，完成创建。

集群关联命名空间

1. 选择目标集群，进入集群详情页，单击命名空间标签页。

2. 在命名空间列表左上方，单击关联命名空间。

使用全局命名空间来部署公共服务

创建命名空间并关联集群

名称：不能为空。最长60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及分隔符（“-”)，且不能以分隔符开头或结尾。

勾选是否为全局命名空间：每个租户限制创建一个全局命名空间。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集群的描述，不超过200个字符。

数据集：将新建的集群添加到已有数据集中。非必填字段。数据集使用，请参见 数据集管理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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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关联的命名空间，并单击提交。

前提条件：删除命名空间前，需要先解除命名空间与集群的绑定关系（解除命名空间绑定时，需要先删除具有该命名空间属性的全部部署组）。不支持删除系统命名空

间。

解除关联集群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集群。

2. 选择目标集群，进入集群详情页，单击命名空间标签页。

3. 在命名空间列表的操作列，单击解除绑定。

删除命名空间

1. 在控制台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 命名空间 **。

2. 在命名空间列表的操作列，单击删除。

3. 单击确认，即可删除命名空间。

Code 是标识命名空间的业务 ID，在 API 网关配置微服务 API 后，调用 API 时需要带上 Code 来访问命名空间内微服务。详细指引请参见 使用指引 。

注意

集群仅支持关联自定义命名空间。

删除命名空间

设置 Cod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namespa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644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2 共237页

虚拟机托管应用

虚拟机托管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4:29:01

在虚拟机服务集群中部署应用，您需要先在 TSF 控制台中创建好虚拟机集群和命名空间，再使用应用程序包来部署应用。本文介绍在容器服务集群中部署应用的操作方

法。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 应用管理 。

3. 在应用列表左上方，单击新建应用。设置应用信息后，单击提交完成创建。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已创建好 集群  和 命名空间 。

已准备好应用程序包。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应用

应用名：填写应用名称，最长60个字符，只能包含小写字母、数字及分隔符（“-”、“_”)，且不能以分隔符开头或结尾。

部署方式：选择虚拟机部署。

业务类型：选择业务应用，微服务网关应用部署操作请参见 部署微服务网关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app?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36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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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提交，在弹窗中选择导入程序包，跳转至上传程序包页面。如果选择关闭，您后续可以在应用详情页面选择程序包管理页签，重新上传程序包。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刚刚创建好的应用 ID/应用名。

2. 在应用详情页，选择程序包管理标签页，单击上传程序包。

3. 单击提交，程序包上传成功后出现在程序包列表中。

1.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单击刚刚创建好的应用 ID/应用名。

2. 在应用部署组页面，单击新建部署组，填写部署组信息。

开发语言：选择您的开发语言。

说明

关于开发语言、开发框架和应用类型的选型原则和建议，请参见 技术栈选型 。

开发框架：选择您的开发框架。

应用类型：

普通应用：适用于 Spring Cloud 或者 Dubbo 应用。

Mesh 应用：适用于 Service Mesh 方式接入。

原生应用：适用于 Spring Cloud 原生应用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数据集：选择“无”。用户可以通过数据集管理配置不同的子账号和协作者使用不同资源的权限，详情参阅 数据集管理 。

备注：选填，可留空。

步骤2：上传程序包

程序包类型：可选择jar包，war包，tar.gz/zip压缩包

上传程序包：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提前准备好的压缩包。程序包格式说明参见 程序包格式说明 。

程序包版本：填写版本号

备注：填写备注

步骤3：部署应用

部署组名称：填写部署组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及分隔符(“-”)，且必须以字母开头，数字或字母结尾。

集群：选择应用要部署所在的集群。

命名空间：选择应用要部署所在的命名空间。

关联应用：选择部署组关联的应用。关联应用字段决定了后续程序包来源和应用配置来源。

日志配置项：选择日志配置项，用于采集应用的业务日志数据。

日志投递：指定日志的转储方式，将规则指定路径中的日志内容投递到指定的接收端。如果配置为"无"，将不投递业务日志。更多关于日志投递的功能说明请参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79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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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保存&下一步，从关联集群的可用云主机列表勾选用于部署的云主机。

4. 单击部署应用，设置部署信息。

5. 选择目标程序包版本。

6. （可选）设置启动参数。

7. （可选）选择健康检查方式。关于健康检查的作用和配置详情参见 健康检查 。

存活检查的检查方式：

高级参数：

见 日志投递 。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选填，可留空。

程序包类型 说明

jar
启动命令固定为 java -jar；支持 JDK 版本 KNOA JDK8，KNOA JDK11，KNOA JDK11，OPEN JDK8 和 OPEN JDK17；支

持用户设置启动参数

war 启动命令固定为 java -jar，支持用户设置启动参数

zip/tar.gz

程序包类型为 zip/tar.gz 时，支持 JDK 版本 KNOA JDK8，KNOA JDK11，KNOA JDK11，OPEN JDK8 和 OPEN JDK17；

支持 启停脚本配置。

当部署组内的实例 agent 版本不支持 控制台配置 启停脚本时，不能选中该选项，请升级 agent 到最新版本。参见 应用管理相关 。

使用本地 start.sh 和 stop.sh：默认方式

控制台配置：需要填写启动脚本和停止脚本（推荐）

说明：

当用户切换运行环境，在部署组动态更新 JDK 运行版本，且重启部署组后生效。

说明

如果部署组关联的应用是 Mesh 应用，则无须设置启动参数。

注意

当部署组内的实例 agent 版本不支持存活检查和就绪检查时，不能开启检查功能，请升级 agent 到最新版本。参见 应用管理相关 。

当部署组内的多个实例 agent 版本不一致时，不能开启检查功能。只有当所有实例的 agent 的版本支持存活检查和就绪检查才开启该特性。

健康检查方式 说明

存活检查 检查应用是否正常，不正常则重启实例

就绪健康 检查应用是否就绪，不就绪会影响滚动更新。

检查方式 说明

HTTP 请求检查
任何大于200小于400的返回码都会认定是成功的返回码。其他返回码都会被认为是失败的返回码。HTTP 检查需要设置端口和请求

路径。

TCP 端口检查 如果可以建立连接被认为是成功的。该检查方式需要设置检查端口。

执行命令检查 如果命令执行成功并且返回值为 0，认为是成功；其他返回值认为是失败。该检查方式需要填写执行命令。

参数 说明 参数范围

启动延时 延时启动健康检查的时间 最小值为0，默认值为10

超时时间 每次健康检查响应的最大超时时间 最小值为1，默认值为2

检查周期 进行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 最小值为1， 默认值为10

健康阈值 表示从失败到成功的连续健康检查成功次数 存活检查不支持编辑，只能为1就绪检查支持编辑：最小值为1，默认值为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5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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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更新方式。

9. 设置服务预热策略。当更新方式选择滚动更新时，建议开启服务预热，关于服务预热的作用和配置详情参见 服务预热 。

10. （可选）填写描述信息。

11. （可选）开启强制启动，开启强制启动则实例忽视 consul 服务注册报错信息正常启动。

12. 设置 Agent 配置信息。请选择需要挂载的 Agent，并填写版本号，如不填写将默认为您安装最新稳定版本。

13. 单击完成。应用部署成功后，部署组中的 已启动/总机器数 数值发生变化。

不健康阈值 表示从成功到失败的连续健康检查成功次数 最小值为1，默认值为3

更新方式 说明

立即更新 会先停止所有运行实例，然后使用新的程序包版本部署，会造成发布期间短暂停服。

滚动更新

当部署组内有多个实例时，可以选择滚动更新方式进行分批发布。滚动更新支持设置发布策略：

beta 批次：是否首次用一个实例来部署新版本，如果部署成功，才会部署后面的批次实例。

批次 N 实例占比：除了 beta 批次，可以将部署组内剩余实例按百分比划分为多个批次部署，只有当批次 N 部署成功后才会继续部署批次 

N+1。

分批执行方式：批次之间可以选择自动或手动方式来开启下一批次的部署。

分批等待时间：如果分批执行方式选择自动时，等待分批等待时间后会自动部署下一批次。

注意

当前仅支持普通应用、Mesh 应用和原生应用类型，不支持微服务网关应用。

服务 Agent：包含注册发现、治理与配置能力。如您使用 Spring Cloud 2020，且未依赖 TSF SDK，请勾选本选项。

可观测 Agent：如您使用 Spring Cloud 2020，请勾选本选项。相关开发文档，请参见 使用 Agent 进行无侵入应用开发 。

常见问题

TSF 是否支持在同一台服务器上安装多个应用？

如何查看实例的 Agent 版本？

如何将实例 Agent 升级至最新版本？

TSF 应用实例状态为什么显示 Agent 异常？

重启服务器后 TSF Agent 是否能自动重启？

如何排查应用是否部署失败？

程序包无法上传如何解决？

创建应用时，提示命名空间数达到配额如何解决？

程序包容量达到上限时如何解决？

将一台已在 CVM 创建的实例添加到 TSF 的时候，是否需要重装 Age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818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91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tsf-.E6.98.AF.E5.90.A6.E6.94.AF.E6.8C.81.E5.9C.A8.E5.90.8C.E4.B8.80.E5.8F.B0.E6.9C.8D.E5.8A.A1.E5.99.A8.E4.B8.8A.E5.AE.89.E8.A3.85.E5.A4.9A.E4.B8.AA.E5.BA.94.E7.94.A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A6.82.E4.BD.95.E6.9F.A5.E7.9C.8B.E5.AE.9E.E4.BE.8B.E7.9A.84-agent-.E7.89.88.E6.9C.AC.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A6.82.E4.BD.95.E5.B0.86.E5.AE.9E.E4.BE.8B-agent-.E5.8D.87.E7.BA.A7.E8.87.B3.E6.9C.80.E6.96.B0.E7.89.88.E6.9C.AC.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tsf-.E5.BA.94.E7.94.A8.E5.AE.9E.E4.BE.8B.E7.8A.B6.E6.80.81.E4.B8.BA.E4.BB.80.E4.B9.88.E6.98.BE.E7.A4.BA-agent-.E5.BC.82.E5.B8.B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9.87.8D.E5.90.AF.E6.9C.8D.E5.8A.A1.E5.99.A8.E5.90.8E-tsf-agent-.E6.98.AF.E5.90.A6.E8.83.BD.E8.87.AA.E5.8A.A8.E9.87.8D.E5.90.AF.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A6.82.E4.BD.95.E6.8E.92.E6.9F.A5.E5.BA.94.E7.94.A8.E6.98.AF.E5.90.A6.E9.83.A8.E7.BD.B2.E5.A4.B1.E8.B4.A5.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7.A8.8B.E5.BA.8F.E5.8C.85.E6.97.A0.E6.B3.95.E4.B8.8A.E4.BC.A0.E5.A6.82.E4.BD.95.E8.A7.A3.E5.86.B3.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88.9B.E5.BB.BA.E5.BA.94.E7.94.A8.E6.97.B6.EF.BC.8C.E6.8F.90.E7.A4.BA.E5.91.BD.E5.90.8D.E7.A9.BA.E9.97.B4.E6.95.B0.E8.BE.BE.E5.88.B0.E9.85.8D.E9.A2.9D.E5.A6.82.E4.BD.95.E8.A7.A3.E5.86.B3.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7.A8.8B.E5.BA.8F.E5.8C.85.E5.AE.B9.E9.87.8F.E8.BE.BE.E5.88.B0.E4.B8.8A.E9.99.90.E6.97.B6.E5.A6.82.E4.BD.95.E8.A7.A3.E5.86.B3.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1#.E5.B0.86.E4.B8.80.E5.8F.B0.E5.B7.B2.E5.9C.A8-cvm-.E5.88.9B.E5.BB.BA.E7.9A.84.E5.AE.9E.E4.BE.8B.E6.B7.BB.E5.8A.A0.E5.88.B0-tsf-.E7.9A.84.E6.97.B6.E5.80.99.EF.BC.8C.E6.98.AF.E5.90.A6.E9.9C.80.E8.A6.81.E9.87.8D.E8.A3.85-agent.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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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包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27:16

虚拟机应用通过程序包部署在云服务器上。本文介绍通过 TSF 控制台上传程序包或删除程序包的操作步骤。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 选择应用管理，单击目标应用的ID/应用名。

3. 在应用详情页，选择程序包管理标签页，单击上传程序包。

4. 单击提交，程序包上传成功后出现在程序包列表中。

1. 在控制台页面，单击左侧导航栏 应用管理。

2. 在应用管理列表页，单击目标应用的 ID/应用名。

3. 在目标应用详情页，单击程序包管理标签页，单击程序包列表右侧的删除。

4. 单击确认完成删除。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上传程序包

程序包类型：可选择 jar 包，war 包，tar.gz/zip 压缩包

上传程序包：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提前准备好的压缩包。程序包格式说明参见 程序包格式说明 。

程序包版本：填写版本号

备注：填写备注

说明：

上传程序包后，您需要创建部署组并部署应用，详情参见 部署组管理 。

删除程序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03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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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29:48

将虚拟机应用托管至 TSF 后，您可以在 TSF 控制台上对应用进行管理，包括创建、部署、扩缩容、停止和重启应用，以及部署新版本应用等操作。

在应用管理页面，单击新建应用创建应用，具体操作请参见 虚拟机托管应用 。

在 TSF 创建一个未部署的应用后，您可以在部署组列表的操作栏选择部署应用对应用进行部署。具体操作请参见 虚拟机托管应用 。

已部署过的应用，可以在部署组列表的操作栏选择部署应用来升级应用版本。

1. 在应用列表的操作列，单击删除。

2. 在确认弹框中，单击确认完成删除。

部署组下有正在运行的实例时需要先下线实例才能删除部署组。部署组删除后将不再对外提供服务。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删除。

3. 弹出提示页面，单击确定删除部署组。

停止 CVM 云服务器上的应用，然后将实例从部署组中移除。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下线实例。

3. 弹出提示页面，勾选需要下线的云主机实例，单击提交。

将 CVM 云服务器添加到部署组中，如果部署组此时已经关联了程序包，将执行部署命令。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应用扩容。

3. 勾选需要添加的云主机实例，单击提交。

将部署组中所有的节点上运行的应用停止，停止后可以再启动。应用停止后，将不再对外提供服务。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停止应用。

3. 弹出提示页面，单击确定停止应用。

应用停止后，您可以启动应用，应用将重新对外提供服务。

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启动应用。

3. 弹出提示页面，单击确定启动应用。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应用

部署应用

删除应用

注意

删除应用会同时删除应用关联的程序包。

当应用下有部署组时，无法执行删除操作，需要先删除所有部署组后才能删除应用。

删除部署组

下线实例

应用扩容

停止应用

启动应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9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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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列的更多 > 重启应用。

3. 修改启动参数后，单击保存并重启 重启应用。

重启应用

持续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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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ython 脚本部署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7 16:47:07

TSF 应用可以使用 Python 脚本来部署。

在开始持续集成之前，需要完成下述的准备工作：

1. 保证机器上安装的 Python 版本不低于 3.0  版本，并已安装 PIP 等 Python 包管理工具。

2. 获取腾讯云的 访问密钥 （SecretId 和 SecretKey）。

3. 在 TSF 平台创建了 部署组 。

4. 了解 Python 脚本使用。

1. 机器上保证安装的 Python 版本不低于 3.0  版本，并已安装 PIP 等 Python 包管理工具。

2. 从 GitHub仓库  下载虚拟机部署 Python 脚本。

3. 修改脚本中的secret_id 、secret_key 为腾讯云访问密钥，region 为 TSF 服务所在地域。

4. 安装脚本依赖包。

5. 准备脚本参数，要严格保证参数顺序。  

6. 将以上参数按照顺序整理待用，格式如下：

1. 保证机器上能够构建、上传镜像（镜像及 Dockerfile 编写参见 制作容器镜像 ，仓库使用请参见 镜像管理 ）。保证 Python 版本不低于2.7.14版本，并已安装 

PIP 等 Python 包管理工具。

2. 从 GitHub仓库  下载容器部署 Python 脚本。

3. 修改脚本中的 secret_id 、secret_key 为腾讯云访问密钥，region 为 TSF 服务所在地域。修改脚本中的 docker_build_command、

docker_push_command 为实际的 docker build 和 push 命令。

前提条件

虚拟机应用部署准备

   secret_id = "改为您的 SecretId"

   secret_key = "改为您的 SecretKey。"

   region = "改为您的服务所在地域，如 ap-guangzhou"

pip install requests cos-python-sdk-v5

path ：本地文件路径，可以是针对脚本的相对路径，支持 .tar.gz 、 .jar 、 .war 、 .zip  结尾的文件。  

applicationId ：应用 ID。在 TSF 控制台  > 应用管理中，选择目标应用第一列的应用 ID（如 application-qab76pxv ）。

pkg_version ：程序包版本，最长32个字符，支持 a-z、A-Z、0-9、横杠（-）、下划线（_）。  

appId ：用户 APPID。在腾讯云控制台 账号中心  > 账号信息中获取 APPID（如 1300555551 ）。

group_id ：部署组 ID。在 TSF 控制台  > 应用管理 中，单击目标应用 ID，进入详情页，在部署组标签页中获取部署组的 ID（如 group-gvk5pbdv ）。

startup_params ：启动参数。用户视情况可以自定义。

-Xms128m -Xmx512m -XX:MetaspaceSize=128m -XX:MaxMetaspaceSize=512m

注意

执行的脚本参数中如果版本号不变时，脚本会选择 TSF 平台已有的 jar 包进行再次部署。

 python2.7.14 upload_virtual_machine_deploy.py ./consumer-demo/target/consumer-demo-1.10.0-RELEASE.jar application-qab76pxv v0

容器应用部署准备

secret_id = "改为Access Key ID"

secret_key = "改为Access Key Secret。"

docker_build_command = "改为 docker build 命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714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group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f-snippet/blob/master/upload_virtual_machine_deploy.p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06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95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f-snippet/blob/master/upload_container_deploy.p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rid=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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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脚本依赖包。

5. 准备脚本参数，要严格保证参数顺序。  

6. 将以上参数按照顺序整理，并且加入第一步中用户自己的 docker build 、push 命令待用，格式如下：

docker_push_command = "改为 docker push 命令"

region = "改为您的服务所在地域，如 ap-guangzhou"

pip install tencentcloud-sdk-python

group_id ：部署组 ID。在 TSF 控制台  > 应用管理中，单击目标应用 ID，进入详情页，在部署组标签页中获取部署组的 ID（如 group-zvw397wa ）。

tag_name ：镜像版本名称，如v1。

注意

目前容器应用部署脚本只将 group_id 和 tag_name 作为参数，但实际上用户可以修改脚本，将其他字段（如 JVM 启动参数 JvmOpts 等）作为

脚本参数，参见 容器应用部署 API 。

python2.7.14 upload_container_deploy.py group-zvw397wa v1

注意

docker 相关命令必须按照 制作容器镜像  和 镜像管理  调整为用户自己的账号和应用名。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60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06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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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Jenkins 创建持续集成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46:33

TSF 应用可以使用 Jenkins 构建持续集成方案。

在开始持续集成之前，需要完成下述的准备工作。

1. 参见 使用 Python 脚本部署应用  获取部署脚本及使用方法的说明。

2. 安装 Jenkins  ，确保 Jenkins 安装机器上的 Python 不低于 2.7.14  版本，并已安装 PIP 等 Python 包管理工具。

3. 在 TSF 平台创建了 部署组 。

1. 进入 Jenkins 官网  下载安装 Jenkins。  

2. 安装 Maven 并配置 TSF 私服地址，请参见 下载 Maven  。  

3. 在 Jenkins 控制台的菜单栏中选择系统管理 > 插件管理，安装 Maven Integration plugin 插件，如已安装请忽略。

4. 创建 Jenkins 项目  

4.1 在 Jenkins 首页左侧导航栏中单击新建，创建 Jenkins 任务，并选择构建一个自由风格的软件项目。 

4.2 在 源码管理 页面中选择 Git，并设置相关参数。 

Repository URL：您的项目的 Git 协议地址。 

Credentials：安全凭证，选择无（前提是运行 Jenkins 软件的用户的 SSH RSA 公匙已添加到该 Git 项目所在的 GitLab 或 GitHub 中，否则这里会报

错）或者添加用户名密码。

准备工作

安装和配置 Jenkin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0407
https://jenkins.i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group
https://jenkins.i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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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单击构建触发器页签，勾选 Build when a change is pushed to GitLab。 GitLab webhook URL 中的 IP 要确保 GitLab 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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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单击构建环境页签，勾选 Add timestamps to the Console Output（为控制台输出的信息添加时间戳）。

4.5 单击构建页签，然后单击增加构建步骤，选择 Invoke top-level Maven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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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填入 clean package （如有其它参数，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入）。

4.6 单击构建页签，然后单击增加构建步骤，选择 Execute shell。 

命令中填入应用部署准备  步骤中准备好的 Shell 命令。

4.6.1 虚拟机如下：

4.6.2 容器如下：

4.7 配置 GitLab 所需权限：

python2.7.14 upload_virtual_machine_deploy.py ./consumer-demo/target/consumer-demo-1.10.0-RELEASE.jar application-q

python2.7.14 upload_container_deploy.py group-zvw397wa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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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管理 Jenkins > Configure Global Security 勾选 匿名用户具有可读权限。 

 

取消防止跨站点请求伪造。 

 

4.7.2 管理 Jenkins > 系统配置 取消 Enable authentication for '/project' end-point。 

 

5. 配置 GitLab 的 Web Hook，实现自动构建：

5.1 项目 > Settings > Integrations 进入添加 webhook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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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将 4.3  中 Jenkins 产生的 GitLab webhook URL 填入 URL，其他选项使用默认设置，单击"Add webhook"。 

5.3 测试 WebH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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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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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出现 403 异常，请检查 4.7  配置。 

如果上述步骤配置正确，这次提交会触发一次 GitLab Hook。 Jenkins 在接受到这个 Hook 后会构建您的 Maven 项目，并在构建过程中触发 Python 脚本自动部

署TSF应用。

1. 虚拟机提交部署成功输出的日志信息（Build Number > 控制台输出）。

TSF 平台可以查看虚拟机部署变更记录。

配置正确后，提交变更到 GitLab

    15:12:40 + python2.7.14 upload_virtual_machine_deploy.py ./consumer-demo/target/consumer-demo-1.10.0-RELEASE.jar applicat

    15:12:41 POST

    15:12:41 /

    15:12:41 

    15:12:41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15:12:41 host:tsf.tencentcloudapi.com

    15:12:41 

    15:12:41 content-type host

    15:12:41 0c2f4a50b1dc4df621a84d1731ec07cbd756ac04b1f4853fa792c5dbcf104f28

    15:12:41 TC3-HMAC-SHA256

    15:12:41 1576739561

    15:12:41 2019-12-19/tsf/tc3_request

    15:12:41 46cdc18f96456edef21e4b01e787030d62ce54bb7b300994fed4d5d473709701

    15:12:41 1d501d695675696fef1c2b2576bb21f42f6f31f55f07c7b27c5ca051d20f242e

    15:12:41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yqY82tg6GI9pVqR1xlQtAN2XtOn2rwsp/2019-12-19/tsf/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

    15:12:41 "Response": "RequestId":"0b6aa4ee-38fe-4782-97e4-be1061e7cdb1", "Result": "Content": "PkgId":"pkg-f51038e0","

    15:12:41 INFO  application-qab76pxv has uploaded version v001, no need upload

    15:12:41 POST

    15:12:41 /

    15:12:41 

    15:12:41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15:12:41 host:tsf.tencentcloudapi.com

    15:12:41 

    15:12:41 content-type host

    15:12:41 99f3e6ddeaf00f7b64315835fdd6f29d7a0a5520743184c21a43d8a609d6891a

    15:12:41 TC3-HMAC-SHA256

    15:12:41 1576739561

    15:12:41 2019-12-19/tsf/tc3_request

    15:12:41 e5ebc373c1c432910ca0110e48f1fe4cf29ffcdedc21dc79dd59a99bf802ea23

    15:12:41 73e21ed01f4ad54668e94a2839d6de17c07e6188e1ff9e176452b80fb776be15

    15:12:41 TC3-HMAC-SHA256 Credential=AKIDyqY82tg6GI9pVqR1xlQtAN2XtOn2rwsp/2019-12-19/tsf/tc3_request, SignedHeaders=

    15:12:41 200

    15:12:41 "Response": "RequestId":"86c93d7e-ee44-4c8d-8d34-537a0dbe6871","Result": "TaskId":"task-76l2v6m7"

    15:12:41 Finished: SUCCESS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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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器部署成功日志信息。

TSF 平台可以查看容器部署变更记录。

3. 容器部署成功日志信息如果部署失败，需要分析 Jenkins console 日志。

    16:32:28 + python2.7.14 upload_container_deploy.py group-zvw397wa v1

    16:32:31 "Result": "InstanceNum": 1, "NamespaceName": "zsf-test-jenkins-docker_default", "ApplicationType": "C", "CurrentNum

    16:32:31 "Result": true, "RequestId": "263c8a64-1bb1-427e-80e2-870aa0bc7d68"

    16:32:31 Finished: SUCCES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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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oding 创建持续集成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45:59

TSF 应用可以使用 CODING 构建持续集成方案。腾讯云 CODING 持续集成全面兼容 Jenkins 的持续集成服务，更多关于 CODING 持续集成功能和使用的说明，

请参见 CODING 持续集成 。

下图展示了使用 CODING 持续集成，TSF 作为应用部署平台的工作流。 

在开始持续集成之前，需要完成下述的准备工作：

1. 参见 使用 Python 脚本部署应用  获取部署脚本及使用说明。

2. 在 TSF 平台创建了 部署组 。

3. 获取 TSF 私服地址，详情请参见 SDK 下载 。  

4. 腾讯云主账号已开通 CODING DevOps ，并创建 CODING 项目、代码仓库等基础环境。

1. 登录 CODING DevOps 控制台 ，进入示例项目。

2. 单击左侧导航栏代码仓库 > 代码浏览，单击顶部导航栏，创建代码仓库（如 provider-demo ）。 

3. 下载  演示工程源码，上传到 Coding 的 provider-demo  代码仓库中。 

操作场景

CODING DevOps 工作流

准备工作

CODING 平台操作

步骤1：创建代码仓库并提交代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040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grou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3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din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oding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f-snippet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1 共237页

更多关于如何创建代码仓库，以及如何提交代码的说明请参见 CODING 代码托管 。

1. 单击 Coding 控制台左侧导航栏构建与部署 > 构建。

2. 单击新建。

3. 填写新建信息，选择代码仓库 provider-demo ，使用静态配置的 Jenkinsfile ，选择简易模板。

单击变量与缓存选项卡，输入环境变量：

注意

用户需要修改示例代码中的 Python 部署脚本，替换其中访问密钥、地域等信息，参见  使用 Python 脚本部署应用 。

步骤2：创建并配置构建任务

创建构建任务

设置环境变量

PKG_VERSION：程序包/镜像版本号

TSF_GROUP_ID: TSF 平台的部署组 ID

TSF_APPLICATION_ID：TSF 平台的应用 ID （仅适用于虚拟机应用部署）

TSF_APPID：用户在腾讯云上的 APPID （仅适用于虚拟机应用部署）

TSF_STARTUP_PARAM：Java 应用启动参数，注意不要带上引号（仅适用于虚拟机应用部署）

https://help.coding.net/docs/host/introduce.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0407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2 共237页

1. 在流程配置选项卡图形化编辑器中，选中构建阶段方块。

2. 单击执行 Shell 脚本。 

3. 编辑Shell 脚本，填写 maven package 命令 ，并使用工程中包含 TSF 私服地址的settings.xml。单击保存。

流程配置-构建

mvn clean package -U --settings settings.xml -Dmaven.test.skip=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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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流程配置选项卡图形化编辑器中，选中部署阶段方块。

2. 单击增加步骤。

3. 单击执行 Shell 脚本，输入 Shell 脚本，填写 Python 部署脚本执行命令。 

构建任务可以通过代码提交等方式自动触发，也可以手动执行。

1. 选中目标构建任务，单击立即构建。

流程配置-部署

虚拟机应用部署脚本命令：  

python upload_virtual_machine_deploy.py provider-demo/target/provider-demo-0.0.1-SNAPSHOT.jar ${TSF_APPLICATION_ID} ${P

容器应用部署脚本命令：

python upload_container_deploy.py ${TSF_GROUP_ID} ${PKG_VERSION}

步骤3：执行构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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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环境变量，将值替换为用户自己的参数，单击立即构建。

1. 构建任务通常会执行几分钟，查看构建任务的结果。

2. 在 TSF 控制台，查看对应部署组的状态。 

步骤4：验证构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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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插件部署应用

安装配置 IntelliJ IDEA 插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43:17

通过本篇文档，您将会了解到如何在 IntelliJ IDEA 中安装和配置 Tencent Cloud Toolkit。安装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将本地应用快速部署到腾讯微服务平台 TSF

（包括虚拟机部署、容器部署），还可以使用 Tencent Cloud Toolkit 编译、上传程序包和镜像。

您可以在 JetBrains 插件市场搜索 Tencent Cloud Toolkit 并下载安装。

1. 在插件市场中下载安装。

2. 在 IntelliJ IDEA 顶部菜单栏中选择 IntelliJ IDEA > Preferences。

3. 在 Preferences 对话框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Plugins。

4. 在 Plugins 区域单击 Marketplace。

5. 在搜索栏中输入“Tencent Cloud Toolkit”，并单击 install。

IntelliJ IDEA 重启后，在菜单栏中选择 IntelliJ IDEA > Preferences，在 Preferences 对话框左侧的导航栏中可以看到 Tencent Cloud Toolkit，则说明安装

成功。

使用 Tencent Toolkit 部署应用到云端时，需要调用 TSF 的 API，调用 API 时需要使用访问密钥（SecretId、SecretKey）进行云端身份验证。因此在部署应用

之前，需要先在 Tencent Toolkit 中配置账户信息，操作步骤如下：

1. 获取 SecretId 和 SecretKey  （如果未在腾讯云注册账号请先完成 注册 ）。

操作场景

准备工作

下载并安装 JDK1.8或者更高的版本 。

下载并安装 IntelliJ IDEA（2019.2或更高版本） 。

安装 Tencent Cloud Toolkit

验证结果

配置账户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loud.tencent.com/register
https://www.oracle.com/java/technologies/javase-downloads.html
https://www.jetbrains.com/idea/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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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

1.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访问密钥 > API密钥管理。

1.3 在密钥列表中，可以查看并复制 SecretId 和 SecretKey。您也可以新建密钥信息，详情请参见 访问密钥  文档。

2. 在 IntelliJ IDEA 菜单栏中选择 Preferences，在 Preferences 对话框左侧的导航栏中选择 Tencent Cloud Toolkit。

3. 配置 Account 、SecretId、 SecretKey 等信息。

3.1 输入AccountName 、SecretId、 SecretKey（设置后为默认配置）。

3.2 单击 Advanced 可以为不同环境配置不同的域名(默认为tencentcloudapi.com)。

3.3 单击 apply 应用配置。

完成安装和配置 Tencent Cloud Toolkit 后，即可 使用 Tencent Toolkit 部署应用 。

后续操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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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encent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43:37

使用 Tencent Cloud Toolkit 可以将应用快速部署到 TSF，适用于快速迭代更新、开发阶段快速验证等场景。在 IntelliJ IDEA 安装和配置 Tencent Cloud 

Toolkit 后，只需在配置界面设置部署参数即可实现自动化部署，支持虚拟机部署场景和容器部署场景。

您需要先在 TSF 中创建好相关的集群（Cluster）、应用（Application）、部署组（Group），具体操作部署如下（如已有相关资源请跳过这一步骤）：

这里以部署 consumer-demo  为例, 具体步骤如下：

1. 在 IntelliJ IDEA 中打开 consumer-demo 工程。

2. 在 IntelliJ IDEA 顶部菜单栏中选择 Tools > Tencent Cloud Toolkit > **Deploy to TSF for CVM Application...**。

3. 在 Deploy to CVM 对话框中部署配置。根据部署的程序包来源以及是否部署，插件提供三种选项：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创建集群

创建应用

创建虚拟机部署组

创建容器部署组

部署到 TSF 部署组

虚拟机部署

Maven build：使用 maven 编译项目并打包、上传程序包至 TSF、部署。

Local file：选择本地文件上传至 TSF、部署。

Deploy to group：是否执行部署，默认执行。如果取消勾选，则仅上传程序包至 TSF 程序包仓库。 

说明

如果您尚未在 TSF 上创建应用，可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 Create application on TSF Console，跳转到 TSF 控制台创建应用。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f-simple-demo/tree/release/1.23.0-greenwich/consumer-dem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36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36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5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9 共237页

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4. 先单击 Apply，然后单击 Run。

5. 在 TSF 平台即可查看部署结果。

1. 在 IDEA 中打开 consumer-demo 工程。

2. 在 IntelliJ IDEA 顶部菜单栏中选择 Tools > Tencent Cloud Toolkit > **Deploy to TSF for Kubernetes Application...**。

3. 在 TSF Deploy Container 中部署配置，跟虚拟机部署一样，根据镜像来源以及是否部署，插件提供三种选项:

参数名 参数 描述

地域 Region 服务所在地区。

应用信息
Application 服务所在应用。

Group 服务所在部署组。

部署方式

Maven Build 若当前工程采用 Maven 构建，可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Local File
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 Maven 构建，或本地已存在部署文

件的压缩包，则上传本地的部署文件即可。

其他

Version 部署版本，缺省使用时间戳作为版本号。

Description 部署信息描述。

StartupParameters 启动参数。

容器部署

Build image：制作镜像、上传镜像至TSF镜像仓库、部署。

Select image：选择镜像仓库中的镜像部署。

Deploy to group：是否执行部署，默认执行。如果取消勾选，则仅上传镜像至 TSF 镜像仓库。 

  

ServicePort：服务端口（该端口为服务启动时占用端口）。

ContainerPort：服务映射端口。

InstancePort：K8S 中使用 NodePort 方式部署时指定 NodePort 端口（端口范围：30000-32767）。这部分逻辑同 TSF。 

Settings 页签部署参数配置说明如下：

参数名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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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dvanced 提供容器部署的相关高级参数设置，包括 pod 更新、调度规则、健康检查相关的配置。

5. 先单击 Apply，然后单击 Run。

6. 在 TSF 平台即可查看部署结果。

地域 Region 服务所在地区。

应用信息
Application 服务所在应用。

Group 服务所在部署组。

部署方式
Build Image 制作镜像、上传镜像至 TSF 镜像仓库、部署。

Select Image 选择镜像仓库中的镜像进行部署。

请求配置

Network 

AccessMode
部署方式。

Port
ContainerPort：服务映射端口；ServicePort（应用服务启动端口）；IntancePort：K8S 中使用 

NodePort 方式部署时指定 NodePort 端口（端口范围: 30000-32767）。

其他

Version 部署版本，缺省使用时间戳作为版本号。

Context 

Directory
Docker 命令执行目录，Dockerfile 文件中依赖的 context 目录。

Dockerfile Dockerfile 所在文件目录。

参数名 参数 描述

资源配置 ApplicationContianer 配置应用所在 POD 占用的内存和 CPU 大小。

应用管理

Update Method POD 更新策略配置。

Schedule Rules POD 调度策略。

HealthCheck 就绪检查（Readiness），存活检查（Liveness）。

其他
StartupParameters 容器应用启动参数。

Envs 容器应用环境变量。

说明：

相关参数详可参见 TSF 容器部署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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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计划

发布计划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1 17:53:29

应用部署到 TSF 后，还会不断进行升级迭代，TSF 单应用发布支持多部署组批次发布、蓝绿发布，用户可以根据业务场景需求不同进行选择。当发现升级后的应用出

现异常，可以将应用回滚到历史版本，待问题修复后再进行升级发布。

本文介绍 TSF 的发布类型，适用场景和发布回滚功能。

批次发布：应用规模较大或服务架构比较复杂，可以按批次进行应用部署，分批发布过程中如果出现故障，可以及时终止并回滚，待问题修复后重新发布，降低因版本发

布导致业务中断的风险。

蓝绿发布：蓝绿发布的含义是分别蓝、绿两个分组部署服务不同版本，蓝组为存量版本，绿组为更新版本。发布步骤如下：

1. 发布前先将流量切换至蓝组（存量版本）。

2. 发布绿组，发布成功后将流量切换至绿组。

使用批次发布或者蓝绿发布新版本应用时，若在发布过程中或者发布完成后发现新版本应用异常，可以使用回滚功能回滚应用，待问题解决后再次发布新版本。

说明

TSF 发布计划功能仅专业版、铂金版支持。

升级应用

如果流量异常则即时切换至蓝组，避免业务异常。

如果流量正常则更新蓝组版本或下线蓝组版本。

回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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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滚应用的具体操作，请参见 发布回滚 。

发布中回滚：对于正在运行中的发布单，若发现异常，需要先终止发布再进行回滚，终止发布未执行的任务节点不再进行发布操作。

发布后回滚：对于已发布的发布单，若发现异常，直接回滚历史版本即可。

批次发布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48: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6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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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规模较大或者服务架构比较复杂时，可以进行分批次发布，降低因版本发布导致业务中断的风险。

本文介绍如何在 TSF 控制台分批次发布应用。

TSF 发布计划目前为白名单功能，您需要 提交工单  申请开通此功能。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发布计划，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发布单。

3. 填写发布单基本信息。

4. 单击下一步。

1. 在发布类型页面，选择应用后，发布类型选择分批发布。

2. 单击创建模板，在弹窗中填写发布模板信息。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步骤1：新建发布单 - 基本信息

名称：填写发布单名称，最长60个字符，支持英文大小写数字、横杠（-）、下划线(_)、小数点（.）。

触发类型：

手动触发：需要手动触发发布单。

定时触发：按照定时时间自动触发发布计划。

发布类型：单应用发布。

数据集：选择数据集，关于数据集请参见 数据集管理 。

启用状态：启用后，发布单才能生效。

步骤2：新建发布单 - 发布类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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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提交，完成模板配置，返回发布类型页面。

4. 单击下一步。

在发布依赖页面，会按照模板生成发布依赖拓扑，支持针对部署应用阶段进一步确定发布参数配置，如果不选即为默认或原有部署组的发布参数配置。

发布物料：选择要发布的程序包或者镜像（基于应用部署方式选择，例如应用部署时选择了 JAR 包部署，则只能选择 JAR 包）

配置版本：选择所要发布的应用配置和文件配置。关于配置详情参见 应用配置  和 文件配置 。

发布策略：在列表中选择分批发布的目标部署组。

步骤3：新建发布单 - 发布依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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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部署应用卡片，选择编辑任务，在弹窗中设置发布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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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提交，完成模板配置，返回发布依赖页面。

3. 单击下一步。

触发方式：支持自动触发和手动触发。

自动触发：按照任务时长自动发布剩余批次的发布。

手动触发：需要手动触发下一个批次的发布。

说明

虚机部署场景下批量更新不允许设置为手动触发模式。

任务时长：设置任务执行超时时间，设置手动触发但超过24小时未执行则判定为超时。

发布物料：由模板确定不可编辑。

配置版本：由模板确定不可编辑。

发布参数：

启动参数：填写应用启动参数。

更新方式：

立即更新：会先停止所有运行实例，然后使用新的程序包版本部署，会造成发布期间短暂停服。

滚动更新：当部署组内有多个实例时，可以选择滚动更新方式进行分批发布。

健康检查：参见 健康检查 。

步骤4：预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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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览页面，会展示发布单的基本信息和发布任务的依赖拓扑图。

确认无误后单击完成即完成发布单创建，在发布计划列表中可看到刚刚创建的发布单。

针对发布单的触发类型不同，发布单的执行方式也有所不同。

1. 单击发布计划的ID，进入发布计划基本信息页面。

2. 在页面上方选择发布记录页签，通过发布记录查看此次批次发布的结果是否为成功。

步骤5：执行发布单

说明

若发布单处于未初始化状态时，发布单无法执行，需要编辑完成发布单信息才能被初始化。

发布单必须被启用后才能执行，若未启用，在发布单列表的启用状态栏单击启用按钮即可。

自动触发：对于自动触发的发布单，无需手动操作，满足条件后发布单会自动执行。

手动触发：对于手动触发的发布单，需要单击发布单操作列的运行手动运行发布单。

结果验证

查看变更记录

如果为成功，说明批次发布成功。

如果为失败，说明批次发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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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应用“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面，查看目标部署组的状态是否为正常，已部署的程序包是否为需要发布的最新版本。

查看应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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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绿发布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7 16:13:25

在蓝绿发布过程中，有两套生产环境。蓝色是当前版本并拥有实时流量，绿色是包含更新代码的环境。无论任何时候，只有一套环境有实时流量。蓝绿发布的整体流程如

下：

1. 发布前先将流量切换至蓝组（存量版本）。

2. 发布绿组，发布成功后将流量切换至绿组。

本文介绍如何在通过 TSF 控制台上使用蓝绿发布方式发布应用。

TSF 发布计划目前为白名单功能，您需要 提交工单  申请开通此功能。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发布计划，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发布单。

3. 填写发布单基本信息。

4. 单击下一步。

1. 在发布类型页面，选择应用后，发布类型选择蓝绿发布。

操作场景

如果流量异常则及时切换至蓝组，避免业务异常。

如果流量正常则更新蓝组版本或下线蓝组版本。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步骤1：新建发布单 - 基本信息

名称：填写发布单名称，最长60个字符，支持英文大小写数字、横杠（-）、下划线(_)、小数点（.）。

触发类型：

手动触发：需要手动触发发布单。

定时触发：按照定时时间自动触发发布计划。

发布类型：单应用发布。

数据集：选择数据集，关于数据集请参见 数据集管理 。

启用状态：启用后，发布单才能生效。

步骤2：新建发布单 - 发布类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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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创建模板，在弹窗中填写发布模板信息。

3. 单击提交，完成模板配置，返回发布类型页面。

4. 单击下一步。

在发布依赖页面，会按照模板生成发布依赖拓扑，支持针对部署应用阶段进一步确定发布参数配置，如果不选即为默认或原有部署组的发布参数配置。

发布物料：选择要发布的程序包或者镜像（基于应用部署方式选择，例如应用部署时选择了 JAR 包部署，则只能选择 JAR 包）

配置版本：选择所要发布的应用配置和文件配置。关于配置详情参见 应用配置  和 文件配置 。

发布策略：在列表中选择蓝组和绿组的目标部署组。

步骤3：新建发布单 - 发布依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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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部署应用卡片，选择编辑任务，在弹窗中设置发布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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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提交，完成模板配置，返回发布依赖页面。

3. 单击下一步。

在预览页面，会展示发布单的基本信息和发布任务的依赖拓扑图。

确认无误后单击完成即完成发布单创建，在发布计划列表中可看到刚刚创建的发布单。

针对发布单的触发类型不同，发布单的执行方式也有所不同。

触发方式：支持自动触发和手动触发。

自动触发：按照任务流程自动发布剩余批次的发布。

手动触发：需要手动触发下一个批次的发布。

说明

虚机部署场景下批量更新不允许设置为手动触发模式。

任务时长：设置任务执行超时时间，设置手动触发但超过24小时未执行则判定为超时。

发布物料：由模板确定不可编辑。

配置版本：由模板确定不可编辑。

发布参数：

启动参数：填写应用启动参数。

更新方式：

立即更新：会先停止所有运行实例，然后使用新的程序包版本部署，会造成发布期间短暂停服。

滚动更新：当部署组内有多个实例时，可以选择滚动更新方式进行分批发布。

健康检查：参见 健康检查 。

步骤4：预览

步骤5：执行发布单

说明

若发布单处于未初始化状态时，发布单无法执行，需要编辑完成发布单信息才能被初始化。

发布单必须被启用后才能执行，若未启用，在发布单列表的启用状态栏单击启用按钮即可。

自动触发：对于自动触发的发布单，无需手动操作，满足条件后发布单会自动执行。

手动触发：对于手动触发的发布单，需要单击发布单操作列的运行手动运行发布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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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发布单的ID，进入发布计划基本信息页面。

2. 在页面上方选择发布记录页签，通过发布记录查看此蓝绿发布的结果是否为成功。

单击应用“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面，查看目标部署组的状态是否为正常，已部署的程序包/镜像是否为需要发布的最新版本。

结果验证

查看变更记录

如果为成功，说明蓝绿发布成功。

如果为失败，说明蓝绿发布失败。

查看应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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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回滚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07 15:01:21

使用批次发布或者蓝绿发布新版本应用时，若在发布过程中或者发布完成后发现新版本应用异常，可以使用回滚功能回滚应用，待问题解决后再次发布新版本。

TSF 发布计划目前为白名单功能，您需要 提交工单  申请开通此功能。

对于正在运行中的发布单，若发现异常，需要先终止发布再进行回滚，终止发布未执行的任务节点不再进行发布操作。

1. 单击发布计划的ID，进入发布单基本信息页面。

2. 在页面上方选择发布记录页面，单击操作栏的终止，终止发布。

3. 发布终止后，单击操作栏的回滚。

4. 在回滚信息页面单击任务节点操作栏详情，可查看任务节点详情。

5. 在回滚信息页面选择回滚，弹窗中单击确认。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注意

运行开始超过7天的发布无法回滚。

发布中回滚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5 共237页

对于已发布的发布单，若发现异常，直接回滚即可。

1. 单击发布计划的ID，进入发布单基本信息页面。

2. 在页面上方选择发布记录页面，单击操作栏的回滚。

3. 在回滚信息弹窗中选择回滚，完成应用回滚。

发布后回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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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记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49:15

发布单执行后，可以在发布记录中查看发布详情，针对发布成功的发布记录可执行发布回滚操作，用户确认发布回滚操作后按照发布流程依次进行回滚操作。

关于回滚相关操作请参见 发布回滚 。本文介绍在发布单执行后如何查看发布详情。

1. 已 提交工单  申请开通发布计划功能。

2. 发布单已开始执行。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发布计划，选择好地域后，单击目标发布单的“ID”。

3. 在发布单基本信息页面，选择页面顶部的发布记录，可查看执行的发布记录列表。

4. 单击“运行ID”，可查看发布记录详情，包含发布记录基本信息和发布依赖拓扑。 

5. 单击部署应用或流量路由卡片，选择查看详情，可查看详细信息。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部署应用节点详情 流量路由节点详情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6364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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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任务节点执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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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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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理

配置管理

配置管理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6 09:17:16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 TSF 的配置管理功能：

为了解决分布式环境下多台服务实例的配置统一管理问题，TSF 提供了配置管理功能。

配置类型

应用配置：生效在单个应用上面，发布的范围是部署组维度，属于 TSF 平台上的配置。

全局配置：生效在整个集群或者命名空间，发布的范围是命名空间维度，属于 TSF 平台上的配置。   

本地配置：是应用程序在代码工程中创建的配置（如 application.yml  和 bootstrap.yml ）。

文件配置：支持用户通过控制台将配置下发到服务器的指定目录。应用程序通过读取该目录下的配置文件实现特殊的业务逻辑。

配置类型 功能说明 适用应用类型 关联对象 发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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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用户保存常用的配置信息，TSF 提供了 Ribbon、Hystrix、Zuul 等 Spring Cloud 组件的配置模板。用户可以基于已有的配置模板进行修改，也可以自定

义编写配置模板。

用户可以基于配置模板来创建应用配置或者全局配置。

应用配置和全局配置属于 TSF 平台上的配置（下面称为远程配置），本地配置是应用程序在代码工程中创建的配置（如 application.yml  和 bootstrap.yml ）。应

用配置和全局配置的根本区别在于配置发布的范围，应用配置发布的范围是部署组维度，全局配置发布的范围是命名空间维度。

配置优先级：应用配置 > 全局配置 > 本地配置。

当用户通过 TSF 控制台发布远程配置，微服务应用会按照配置的 key 来进行合并操作。例如，微服务应用本地 application.yml 配置文件的内容中包括：

TSF 平台上 远程配置 的内容如下：

当 远程配置 的发布范围包含了上面的服务实例，微服务应用会将远程配置和本地配置按照 key 进行合并，最终生成的配置如下：

TSF 支持多份应用配置发布到同一个部署组，多份配置会根据发布时间的先后顺序以 key 进行合并。例如，应用 A 有两个应用配置项： config-1 、 config-2 。

应用配置 动态更新 Spring Cloud，Dubbo 或者 Go-gRPC 应用内

的配置

Spring Cloud，Dubbo 或 Go-

gRPC 应用

应用 应用关联的部署组

全局配置
动态更新 Spring Cloud，Dubbo 或者 Go-gRPC 应用内

的配置

Spring Cloud，Dubbo 或 Go-

gRPC 应用
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

文件配置 将文件配置发布到实例指定路径，发布成功后触发回调 任何应用类型 应用 应用关联的部署组

说明

原生应用与 Mesh 应用不支持应用配置和全局配置。

配置模板

应用配置、全局配置、本地配置优先级

# application.yml

username: test_user1

feature.status: false

feature.color: red

# TSF 应用配置或者全局配置

username: test_user2

feature.status: true

# 远程配置与本地配置合并结果

username: test_user2

feature.status: true

feature.color: red

多份应用配置发布到同一个部署组

config-1 的配置内容：

# config-1

username: test_user1

feature.status: false

config-2 的配置内容：

# config-2

username: test_user2

feature.color: red

config-1 和 config-2 先后发布到部署组 group ，会按照 key 进行合并。

# config-1 与 config-2 合并结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8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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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test_user2

feature.status: false

feature.color: red

应用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7 1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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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配置生效在单个应用上面，发布的范围是部署组维度。应用配置功能仅针对 Spring Cloud 应用，Dubbo 应用和 Go-gRPC 应用生效，支持的功能如下：

在使用控制台的应用配置功能前，请确保已经按照 配置管理  配置了相关依赖项。

应用配置功能有两个入口，一个入口是在单个应用的应用详情页内，另一个入口是在配置管理模块的应用配置。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配置管理 > 应用配置，进入应用配置页面。

3. 在页面顶部选择好地域和关联应用后，单击新建配置，填写配置信息。

4. 单击完成。

应用配置项创建完成后，用户需要将配置项发布到应用下的部署组上才能生效。

1. 在 应用配置  列表页，单击目标配置名称，进入详情页。

2. 在配置版本标签页，单击某个配置版本操作栏的发布，勾选配置发布的目标部署组，填写发布描述。

3. 单击下一步，对比当前配置版本和上一个版本的差异，确认无问题后单击发布。

1. 在 应用配置  列表页，单击目标配置名称，进入详情页。

2. 在配置版本标签页，单击某个配置版本操作栏的生成新版本，填写变更的新版本的配置内容和版本号。

3. 单击完成。

新版本配置生成后，您需要将新版本配置发布到绑定应用下的部署组上，即可生效。

按照配置下发时间来排序执行合并（merge）。不同名的配置项中如果存在相同 key 会进行合并。合并规则：按照配置下发时间排序，离当前时间近的优先级较高。举

例如下：

操作场景

创建配置项：一个配置项管理多个版本的配置。

生成新版本：基于历史版本生成新版本。

发布配置：支持发布配置到部署组。

查看发布情况：查看配置项发布到哪些部署组。

回滚：回滚到上一个版本的配置。

说明

原生应用与 Mesh 应用不支持分布式配置。

前提条件

创建配置

配置名称：填写配置名名称，最长60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及分隔符（“-”、“_”)，且不能以分隔符开头或结尾。

配置内容：上传本地配置文件，使用 YAML 配置格式，YAML 格式规范参见 YAML 格式介绍 ，如果本地使用 Properties 配置格式，查看 将 Properties 

转化为 YAML 。

注意

单个应用配置版本的大小不能超过65535个字节，如果应用的配置超过了该上限值，可以分成多个应用配置项发布到同一个部署组，多个配置会合并成

一份配置。

版本号：填写初始版本号。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留空。详情参见 标签 。

版本描述：填写应用配置初始版本的描述。

数据集：用于细粒度管理子账号权限，可留空。将应用配置添加到数据集中，数据集使用情参见 数据集管理 。

发布配置

生成新版本配置

注意

新版本配置的版本号不能与原版本相同。

配置合并逻辑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2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ap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ap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925
https://www.toyaml.com/index.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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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实例上生效的配置： custom-key: value-2

1. 在 应用配置  列表页，单击目标配置名称，进入详情页。

2. 在配置版本标签页，单击某个配置版本操作栏的删除，确认后即可删除该配置版本。

用户可以通过查看发布信息查看该配置相关部署组的配置发布记录。

1. 在 应用配置  列表页，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发布信息，进入发布情况页面。

2. 展开部署组，查看该部署组的配置发布记录。

3. 单击每条发布记录， 可查看配置发布前后区别。

回滚配置会将部署组的配置回滚到上一次发布的版本。

1. 在 应用配置  列表页，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发布信息，进入发布情况页面。

2. 找到目标部署组，单击操作栏的回滚，可查看回滚前后配置变化。

3. 单击提交，完成回滚。

1. 创建配置项 config-abc，配置内容是 custom-key: value-1，发布时间 15:00:00

2. 创建配置项 config-bcd，配置内容是 custom-key: value-2， 发布时间15:00:01

删除配置版本

注意

删除后所有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请提前备份数据。

查看部署组的配置发布历史

回滚配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ap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ap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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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1 16:58:45

全局配置生效在整个集群或者命名空间，发布的范围是命名空间维度。全局配置功能仅针对  Spring Cloud 应用，Dubbo 应用和 Go-gRPC 应用生效，支持的功能

如下：

在使用控制台的全局配置功能前，请确保已经按照 配置配置  配置了相关依赖项。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配置管理 > 全局配置，进入全局配置页面。

3. 在页面顶部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配置，填写配置信息。

4. 单击完成。

全局配置项创建完成后，用户需要将配置项发布到命名空间上才能生效。

1. 在 全局配置  列表页，单击目标配置名称，进入详情页。

2. 在配置版本标签页，单击某个配置版本操作栏的发布，勾选配置发布的命名空间，填写发布描述。

3. 单击下一步，对比当前配置版本和上一个版本的差异，确认无问题后单击发布。

1. 在 全局配置  列表页，单击目标配置名称，进入详情页。

2. 在配置版本标签页，单击某个配置版本操作栏的生成新版本，填写变更的新版本的配置内容和版本号。

3. 单击完成。

操作场景

创建配置项：一个配置项管理多个版本的配置。

生成新版本：基于历史版本生成新版本。

发布配置：支持发布配置到命名空间。

查看发布情况：查看该配置相关命名空间的配置发布记录。

回滚：回滚到上一个版本的配置。

说明

原生应用与 Mesh 应用不支持全局配置。

前提条件

创建配置

配置名称：填写配置名名称，最长60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及分隔符（“-”、“_”)，且不能以分隔符开头或结尾。

配置内容：上传本地配置文件，使用 YAML 配置格式，YAML 格式规范参见 YAML 格式介绍 ，如果本地使用 Properties 配置格式，查看 将 Properties 

转化为 YAML 。

注意

单个全局配置版本的大小不能超过65535个字节，如果实际使用的配置超过了该上限值，可以分成多个全局配置项发布到同一个命名空间，多个配置会

合并成一份配置。

版本号：填写初始版本号。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留空。详情参见 标签 。

版本描述：填写全局配置初始版本的描述。

数据集：用于细粒度管理子账号权限，可留空。将全局配置添加到数据集中，数据集使用情参见 数据集管理 。

发布配置

生成新版本配置

注意

新版本配置的版本号不能与原版本相同。

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2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925
https://www.toyaml.com/index.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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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配置下发时间排序执行合并（merge）。不同名的配置项中如果存在相同 key 会进行合并。合并规则：按照配置下发时间排序，离当前时间近的优先级较高。举例

如下：

最终在实例上生效的配置： custom-key: value-2

1. 在 全局配置  列表页，单击目标配置名称，进入详情页。

2. 在配置版本标签页，单击某个配置版本操作栏的删除，确认后即可删除该配置版本。

用户可以通过查看发布信息查看该配置相关命名空间的配置发布记录。

1. 在 全局配置  列表页，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发布信息，进入发布情况页面。

2. 展开命名空间，查看该命名空间的配置发布记录。

3. 单击每条发布记录， 可查看配置发布前后区别。

回滚配置会将部署组的配置回滚到上一次发布的版本。

1. 在 全局配置  列表页，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发布信息，进入发布情况页面。

2. 找到目标部署组，单击操作栏的回滚，可查看回滚前后配置变化。

3. 单击提交，完成回滚。

新版本配置生成后，您可以将新版本配置发布到绑定命名空间上，即可生效。

配置合并逻辑说明

1. 创建配置项 config-abc，配置内容是 custom-key: value-1，发布时间 15:00:00

2. 创建配置项 config-bcd，配置内容是 custom-key: value-2， 发布时间15:00:01

删除配置版本

注意

删除后所有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请提前备份数据。

查看命名空间的配置发布历史

回滚配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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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模板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52:13

为了方便用户保存常用的配置信息，TSF 提供了 Ribbon、Hystrix、Zuul 等 Spring Cloud 组件的配置模板，用户可以基于已有的配置模板进行修改，也可以自定

义编写配置模板。

用户可以基于配置模板来创建 应用配置  或者 全局配置 。

在使用配置模板功能之前，请确保已经按照 配置管理  添加了代码注释。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配置管理 > 配置模板，进入配置模板页面。

3. 在页面顶部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模板，填写配置信息。

4. 单击提交，完成新建。

配置模板创建完成后，用户可以使用配置模板来创建应用配置或者全局配置，下面以全局配置举例。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配置管理 > 全局配置，进入全局配置页面。

3. 在页面顶部选择好地域后，单击导入配置模板，勾选创建好的配置模板。

4. 单击提交，在新建配置页面中，补充全局配置的其他信息。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新建配置模板

模板名：填写模板名。

类型：提供了 Ribbon、Hystrix 和 Zuul 组件的配置模板，您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也可以自定义编写配置模板。

配置内容：根据不同的类型，会自动生成对应的配置内容，用户可以进一步修改配置内容。

描述：填写描述信息。

数据集：用于细粒度管理子账号权限，可留空。将配置模板添加到数据集中，数据集使用情参见 数据集管理 。

使用配置模板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8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2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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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完成，完成全局配置项创建。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98 共237页

文件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9 10:24:50

文件配置功能支持用户通过 TSF 控制台将配置下发到服务器的指定目录，应用程序通过读取该目录下的配置文件实现特殊的业务逻辑。

文件配置支持如下功能：

通过控制台发布一个 PHP 文件到指定目录，来达到动态替换服务器上 PHP 文件的目的。

能否使用文件配置功能，依赖于应用部署的环境是否满足以下条件：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配置管理 > 文件配置，进入文件配置页面。

3. 在页面顶部选择好地域和关联的应用后，单击新建配置。

功能简介

创建文件配置项：一个文件配置项管理多个版本的配置。

生成新版本：基于历史版本生成新版本。

发布配置：支持发布配置到部署组。

发布情况：查看配置项的发布到哪些部署组。

回滚：回滚到上一个版本的配置。

应用场景

场景1：定时检查配置是否更新

应用程序中包含了读取指定目录配置文件的逻辑，例如定时去检查配置文件是否更新（通过文件 md5 是否变化等方式检查），如果更新了会执行特定逻辑。

在控制台上创建文件配置，下发到部署组。

场景2：动态替换 PHP 文件

前提条件

对于使用虚拟机部署的应用：只有2018年11月20号之后导入到集群的云主机上会具有满足应用配置功能的环境。

对于使用容器部署的应用：该功能需要用户修改 Dockerfile。以下示例在 制作镜像  文档的基础上做修改：

需要将 tsf-consul-template-docker.tar.gz （ 下载地址 ） 添加到 /root/ 目录下：

ADD tsf-consul-template-docker.tar.gz /root/

启动脚本中，需要执行 /root/tsf-consul-template-docker/script  目录下的 start.sh  脚本：

CMD "sh", "-ec", "sh /root/tsf-consul-template-docker/script/start.sh; exec java ${JAVA_OPTS} -jar ${jar} 2>&1"     [ ]

创建文件配置

配置名称：填写配置名称，最长60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及分隔符（“-”、“_”)，且不能以分隔符开头或结尾。

文件保存编码：支持 utf-8 和 gbk。

配置内容：支持上传本地配置文件或者在控制台上直接编辑。

配置文件名称：填写下发到服务器的配置文件的文件名称。

版本号：填写文件配置初始版本的描述。

版本描述：填写文件配置初始版本号。

配置下发路径：配置下发到服务器的路径。

后置脚本命令：配置下发到服务器后执行的命令（不需要 包含 #! /bin/bas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0610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E6%96%87%E4%BB%B6%E9%85%8D%E7%BD%AE/tsf-consul-template-docker.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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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完成。

文件配置项创建完成后，用户需要将配置项发布到应用下的部署组上才能生效。

1. 在 文件配置  列表页，单击目标配置名称，进入详情页。

2. 在配置版本标签页，单击某个配置版本操作栏的发布，勾选配置发布的目标部署组，填写发布描述。

3. 单击提交，完成发布。

1. 在 文件配置  列表页，单击目标配置名称，进入详情页。

2. 在配置版本标签页，单击某个配置版本操作栏的生成新版本，填写变更的新版本的配置内容和版本号。

3. 单击完成。

1. 在 文件配置  列表页，单击目标配置名称，进入详情页。

2. 在配置版本标签页，单击某个配置版本操作栏的删除，确认后即可删除该配置版本。

用户可以通过查看发布信息查看该配置相关部署组的配置发布记录。

1. 在 文件配置  列表页，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发布信息，进入发布情况页面。

2. 展开部署组，查看该部署组的配置发布记录。

3. 单击每条发布记录， 可查看配置发布前后区别。

回滚配置会将部署组的配置回滚到上一次发布的版本。

1. 在 文件配置  列表页，单击操作列的查看发布信息，进入发布情况页面。

2. 找到目标部署组，单击操作栏的回滚，可查看回滚前后配置变化。

3. 单击提交，完成回滚。

   

数据集：用于细粒度管理子账号权限，可不选。数据集使用，请参阅 数据集管理 。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发布配置

生成新版本配置

注意

新版本配置的版本号不能与原版本相同。

说明

新版本配置生成后，您需要将新版本配置发布到绑定应用下的部署组上，即可生效。

删除配置版本

注意

删除后所有数据将被清除且不可恢复，请提前备份数据。

查看部署组的配置发布历史

回滚配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fi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fi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fi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fi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config-fi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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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加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52:30

配置加密功能提供了对配置值加密的存储全套解决方案，通过增强源生 SDK 能力，同时兼容本地文件配置和分布式配置的配置值加密。

1. 确保使用最新的 TSF SDK，参见 Spring Cloud 应用概述 。

2. 按照 配置管理  添加了代码注释。

3. 下载 SDK 加密工具 。 

4. 准备需要加密的相关信息（此处为举例，用户使用时请调整）

1. 找到加密工具包（spring-cloud-tsf-encrypt-1.1.1-RELEASE.jar）。

2. 执行以下命令对配置明文密码进行加密（需升级到 Java8 161或以上版本，或使用 补丁  解决问题）:

输出结果：

用例：

3. 执行以下命令对密文密码进行解密：

输出结果：

用例：

本地 YAML

准备工作

密码明文（plaintext）：TX_PwDemO_1hblsqT 

密钥（encpty password）：encryptPassword

SDK 加密工具

D: repo com tencent tsf spring-cloud-tsf-encrypt 1.1.1-RELEASE>java -jar spring-cloud-tsf-encrypt-1.1.1-RELEASE.jar encrypt TX_PwD\ \ \ \ \ \

encrypt  result:

3M7wGw2XtFc5Y+rxOgNBLrm2spUtgodjIxa+7F3XcAo=

[ ]

D: repo com tencent tsf spring-cloud-tsf-encrypt 1.1.1-RELEASE>java -jar spring-cloud-tsf-encrypt-1.1.1-RELEASE.jar

At least 3 arguments required. Usage: operation  content  password

operation : Choose one from encrypt | decrypt .

content : Plaintext when encrypt or ciphertext when decrypt.

password : Encrypt or decrypt password.

\ \ \ \ \ \

[ ] [ ] [ ]

[ ] [ ]

[ ]

[ ]

D: repo com tencent tsf spring-cloud-tsf-encrypt 1.1.1-RELEASE>java -jar spring-cloud-tsf-encrypt-1.1.1-RELEASE.jar decrypt 3M7wG\ \ \ \ \ \

decrypt  result:

TX_PwDemO_1hblsqT

[ ]

D: repo com tencent tsf spring-cloud-tsf-encrypt 1.1.1-RELEASE>java -jar spring-cloud-tsf-encrypt-1.1.1-RELEASE.jar

At least 3 arguments required. Usage: operation  content  password

operation : Choose one from encrypt | decrypt .

content : Plaintext when encrypt or ciphertext when decrypt.

password : Encrypt or decrypt password.

\ \ \ \ \ \

[ ] [ ] [ ]

[ ] [ ]

[ ]

[ ]

配置项填写方式

注意

本地配置和线上配置同时支持（需要符合 spring-config 源生规范）。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62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20
https://main.qcloudimg.com/raw/3ed3e6e0263e1218e739fefba2e6cb85/spring-cloud-tsf-encrypt-util-1.1.1-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8%A1%A5%E4%B8%81/jce_policy-8.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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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在 application.yml或application-*.yml：

配置中心 YAML

配置在全局配置/应用配置，并发布：

本地 Properties

配置在 application.properties或application-*.properties：

环境变量（推荐）

在系统环境变量中配置密钥（password）：此时密钥泄露的风险最小。

JVM 参数（不推荐）

也可以在JVM参数中配置密钥（password）：

启动参数（不推荐）

也可以在应用启动参数中配置密钥（password）：

Java 测试代码

Java代 码按照常规配置使用。

配置类：

tsf

  inventory

    password

      encrypt1  ENC(3M7wGw2XtFc5Y+rxOgNBLrm2spUtgodjIxa+7F3XcAo=)

:

:

:

:

tsf

  inventory

    password

      encrypt2  ENC(3M7wGw2XtFc5Y+rxOgNBLrm2spUtgodjIxa+7F3XcAo=)

:

:

:

: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3 ENC(3M7wGw2XtFc5Y+rxOgNBLrm2spUtgodjIxa+7F3XcAo=)=

业务应用使用

tsf_config_encrypt_password=encryptPassword

-Dtsf_config_encrypt_password=encryptPassword

--tsf_config_encrypt_password=encryptPassword

@ConfigurationProperties "tsf.inventory.password"

@Component

@RefreshScope

public class PasswordConfiguration 

    private String encrypt1

    private String encrypt2

    private String encrypt3

    @Value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1}"

    private String encrypt4

    @Value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2}"

    private String encrypt5

    @Value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3}"

    private String encrypt6

    // getters and setters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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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类：

输出结果如下：

@RestController

public class TestController 

    @Autowired

    private PasswordConfiguration pwConfig

    /**

     * 显示明文密码

     * 

     * @return 明文密码

     */

    @RequestMapping "/inventory/password"

    public String showPassword  

        String content = "TX_PwDemO_1hblsqT"

        StringBuffer sb = new StringBuffer "Test Config Encrypt/Decrypt:\n"

        // 内存读取

        sb append String format "[%s]\t内存读取*.yml文件配置: %s\n"

                content equals

                        SpringCloudTsfApplication ctx getEnvironment getProperty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1"

                SpringCloudTsfApplication ctx getEnvironment getProperty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1"

        sb append String format "[%s]\t内存读取consul配置: %s\n"

                content equals

                        SpringCloudTsfApplication ctx getEnvironment getProperty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2"

                SpringCloudTsfApplication ctx getEnvironment getProperty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2"

        sb append String format "[%s]\t内存读取*.properties文件配置: %s\n"

                content equals

                        SpringCloudTsfApplication ctx getEnvironment getProperty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3"

                SpringCloudTsfApplication ctx getEnvironment getProperty "tsf.inventory.password.encrypt3"

        // Bean读取

        sb append String format "[%s]\tBean读取*.yml文件配置: %s\n"  content equals pwConfig getEncrypt1

                pwConfig getEncrypt1

        sb append String format "[%s]\tBean读取consul配置: %s\n"  content equals pwConfig getEncrypt2

                pwConfig getEncrypt2

        sb append String format "[%s]\tBean读取*.properties文件配置: %s\n"  content equals pwConfig getEncrypt3

                pwConfig getEncrypt3

        // @Value读取

        sb append String format "[%s]\t@Value读取*.yml文件配置: %s\n"  content equals pwConfig getEncrypt4

                pwConfig getEncrypt4

        sb append String format "[%s]\t@Value读取consul配置: %s\n"  content equals pwConfig getEncrypt5

                pwConfig getEncrypt5

        sb append String format "[%s]\t@Value读取*.properties文件配置: %s\n"  content equals pwConfig getEncrypt5

                pwConfig getEncrypt5

        return sb toStr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 Config Encrypt/Decrypt:

true  内存读取*.yml文件配置: TX_PwDemO_1hblsqT

true  内存读取consul配置: TX_PwDemO_1hblsqT

true  内存读取*.properties文件配置: TX_PwDemO_1hblsqT

true  Bean读取*.yml文件配置: TX_PwDemO_1hblsqT

true  Bean读取consul配置: TX_PwDemO_1hblsqT

true  Bean读取*.properties文件配置: TX_PwDemO_1hblsqT

true  @Value读取*.yml文件配置: TX_PwDemO_1hblsqT

true  @Value读取consul配置: TX_PwDemO_1hblsqT

true  @Value读取*.properties文件配置: TX_PwDemO_1hblsqT**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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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生效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52:40

查看生效配置适用于查看已经下发到某个实例节点上的配置和已经生效的配置，已下发配置是由发布到部署组上的应用配置和全局配置合并之后的结果。

查看生效配置与关联应用/文件配置的区别是，关联应用/文件配置是指通过应用配置能力将某个配置下发到部署组的关联记录。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部署组，单击目标部署组服务列表的“ID”，进入服务实例列表页面。

3. 选择要查看实例，单击操作列的查看生效配置。

支持本地对 TSF 控制台查看已生效配置功能进行关闭，下面为关闭配置，不配置时默认打开。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仅 Spring Cloud 应用和微服务网关应用，且使用的 SDK 版本为1.29.x的 Finchley、Greenwich 或 Hoxton 的支持查看生效配置。

已经创建一个或者多个应用配置或者全局配置，并发布到目标部署组。具体操作步骤参见 应用配置  和 全局配置 。

操作步骤

注意

由于生效配置是应用配置和全局配置合并之后的结果，因此不会保留原始配置的注释和结构。

查看已生效配置开关说明

tsf:

  config:

    instance:

      released-config:

        lookup:

          enabled: false

关于无法查看配置的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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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旧版 SDK 或者非 Spring Cloud 应用。 

无配置：

有配置：

2. 使用新版本 SDK ，默认外部配置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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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新版本 SDK ，设置本地配置优先。 

4. 在本地关闭查看已生效配置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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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路灰度发布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10 12:55:37

灰度发布是软件上线过程中常见的上线方式，是指在发布过程中，将具有一定特征或者比例的流量分配到需要被验证的版本中，用来观察新的验证版本的线上运行状态。

相比全量上线，灰度发布是更加谨慎的发布形式。当线上调用链路较为复杂时，全链路灰度发布可以将线上的各个服务隔离出一个单独的运行环境。

全链路灰度发布的常见场景如下：

如上图所示，我们划分出一个灰度环境，针对线上版本2的所有服务，我们希望都能配置一定规则。当满足一定规则后，所有请求都会流入灰度环境中，经过微服务 A 版

本2的请求，一定会同样落入微服务 D 的版本2中。

名词解释

泳道：泳道是一组部署组的集合，是灰度发布规则的目的地。泳道中的部署组属于不同的应用。可以认为用户通过划分泳道划分出了灰度环境。

灰度规则：用户在灰度规则上配置请求需要满足的条件。当请求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通过灰度规则将流量路由到某一个泳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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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道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53:42

使用全链路灰度发布之前，需要先配置泳道。一条泳道相当于一个灰度环境，环境中包含应用中需要进行灰度测试的部署组。在 全链路发布概述  中的示例图中，我们希

望为不同微服务的版本2创建一条泳道，将微服务 A、B、D 部署版本2的部署组都放在一个泳道中。

假设当前访问链路为 gateway > consumer > provider。其中 consumer、provider 都有两个版本。希望通过请求参数 test = 1时配置流量通过网关访问到 

consumer、provider 的版本1中。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全链路灰度发布，在页面上方选择好地域，进入灰度发布页面。

3. 在页面上方选择泳道配置页签，单击新建泳道，填写泳道基本信息。

4. 单击下一步，勾选需要导入泳道的部署组，单击完成。

此时，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泳道，将 gateway、consumer 的版本1部署组、provider 的版本1部署组添加到这个泳道中。设置 gateway 为泳道的入口。 

操作场景

新建泳道

泳道名称：必填。最长60个字符，只能包括小写字母、数字及分隔符。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选填。最长200字符。

数据集：用于细粒度管理子账号权限。数据集使用，请参阅 数据集管理 。

过滤条件

用户可以通过选择命名空间类型、命名空间名称、应用名称和部署组名称进行筛选过滤部署组。默认提供了命名空间类型和命名空间名称作为过滤条件。

当用户希望切换命名空间时，单击当前已经选中的命名空间的名称，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切换。

当用户希望通过应用名称筛选部署组时，单击命名空间右侧的空白位置，便可弹出应用和部署组的下拉选项，如图所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46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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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泳道配置  列表页面，选择目标泳道，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删除后，全链路灰度规则在该泳道上将不可用。

1. 在 泳道配置  列表页面，单击目标泳道的“ID”，进入泳道详情页。

2. 在基本信息模块中，单击右上角的编辑，可以修改泳道名称和备注。

3. 在部署组管理模块中，可以向泳道添加或移除部署组，也可以设置某个部署组为泳道入口。

1. 在 泳道配置  列表页面，单击目标泳道的“ID”，进入泳道详情页。

2. 选择泳道监控页签，设置好时间范围后，即可查看该泳道的请求量、耗时和错误率信息。

泳道入口

全链路灰度发布规则配置后，会在泳道的入口部署组上对请求规则进行校验，以此来判断请求是否应该进入某一个泳道中。通常情况下，泳道入口是一个网关。

同一个泳道中支持多个入口，在请求经过每一个入口部署组时，都会判断请求是否应该进入泳道中。

配置方法：在选择部署组页面勾选需要被导入到泳道中部署组后，在穿梭框的右侧通过泳道入口开关 配置。

泳道与命名空间

当前 TSF 支持两种 命名空间 ：全局命名空间和普通命名空间。

泳道中可以包含全局命名空间中的部署组和普通命名空间中的部署组。

说明

当前 Mesh 应用不支持部署在全局命名空间中，不支持泳道中同时出现全局命名空间中的部署组和 Mesh 应用的部署组。

删除泳道

注意

当泳道上已经绑定了全链路灰度发布的规则，则不能删除。

编辑泳道

查看泳道监控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graysca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graysca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graysca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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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发布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53:50

创建好泳道后，我们需要配置灰度发布规则。延续泳道配置中的场景：假设当前访问链路为 gateway > consumer > provider。其中 consumer、provider 都有

两个版本。希望通过请求参数 test = 1 时配置流量通过网关访问到 consumer、provider 的版本1中。

当前，gateway 以及 consumer、provider 的版本1 已经放在了网关中，我们需要配置一条规则，当请求参数 test = 1时，流量到版本1的泳道中。

已 创建服务泳道 。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全链路灰度发布，进入灰度发布页面。

3. 在页面上方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灰度规则，填写规则名称和备注。

4. 单击下一步，填写请求参数规则和规则生效关系。

   

5. 单击下一步，配置流量目的地，选择已经创建好的泳道。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新建灰度规则

规则名称：必填。支持中英文字符，不超过60字符。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选填。不超过200字符。

标签名：是 TSF 中的自定义标签，自定义标签是用户自定义的业务参数转换的 TSF 中使用的标签。  参数名最多32字节，参数值最多128字符。此处，我们配置标

签名为 test，设置标签值为1。 

自定义标签的来源有两种：

方式一：通过微服务网关将请求的参数转换为标签：如请求的 path、query、header 中包含的业务参数，通过微服务网关的 tag 插件转换为标签。详细使用

说明可以参见 微服务网关 Tag 插件 。

方式二：已在代码中配置标签，详细使用说明可以参见 参数传递 。

逻辑关系：支持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正则表达式五种逻辑关系。

选择等于和不等于时，标签值只能填写为单个值。

选择包含和不包含时，标签值可以填写多个，使用英文半角逗号分隔。

规则生效关系：上述条件的生效逻辑关系，或（满足任一规则）、与（满足全部规则）。每条全链路灰度规则最多包含10条子规则。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46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4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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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完成。

在 灰度发布  页面，通过生效状态栏的按钮 调整规则是否生效。支持生效多条规则。

全链路灰度发布支持同时生效多条规则，并支持为规则配置优先级。当同一条请求同时满足多条规则时，会优先匹配高优先级的规则。

在 灰度发布  页面，单击调整规则优先级，拖动规则名左侧的拖拽图标 ，进行优先级配置，并单击保存。实际生效的优先级是生效状态的规则从页面上方向下的顺序进

行排列的。

在 TSF 控制台的依赖分析 > 调用链查询中，用户可以查询对应的请求是否按照预期走到了泳道中。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依赖分析 > 调用链查询，进入调用链查询页面。

3. 选择好时间、调用的命名空间和微服务，或通过其他条件筛选需要查询的调用链。如果需要对标签和标签值进行过滤，可以输入标签和标签值，进行过滤。

4. 单击查询，结果如下。

切换灰度规则生效状态

调整灰度规则优先级

全链路灰度结果展示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graysca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graysca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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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非泳道入口的微服务的调用链详情或者蓝色的耗时条，可以查看调用链详情。

全链路灰度流量流向规则与说明

当请求流量没有命中任何灰度规则，流量将走到没有被添加到泳道的部署组中。

当某一个微服务下的部署组没有被加入任何泳道中，请求将在该微服务下所有部署组的所有实例中轮询。经过该微服务后，请求将继续按照规则配置流入对应泳道。

举例：A > B > C 微服务调用，A 和 C 微服务下有版本1和版本2，B只有一个版本。配置灰度规则test = 1 的流量进入版本2对应的泳道后，流量将从 A 的版本2进

入，经过 B 微服务，流入到 C 微服务的版本2中。

一个部署组可以属于多个泳道。

在泳道中，服务路由规则不生效。

泳道是一个隔离环境。当泳道上所有规则关闭后，流量不会进入泳道中。如希望恢复建立泳道前的流量分配方式，请将泳道删除。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13 共237页

弹性伸缩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2 11:22:00

在分布式应用管理中，弹性伸缩是十分重要的运维能力。它能够根据预先设定的弹性伸缩规则自动增加或减少部署组实例数量，即扩容或缩容，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降

低资源成本。

TSF 弹性伸缩支持指标规则和定时规则两种类型的弹性伸缩策略。

弹性伸缩触发指标：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单击弹性伸缩，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规则，填写弹性伸缩规则内容。

3. 单击提交，完成规则创建。

创建弹性伸缩规则后，需要将规则关联到部署组上并开启规则才能生效。

1. 在 弹性伸缩  列表页面，单击目标规则操作栏的关联部署组。

2. 在关联部署组页面，选择应用后勾选要关联的部署组。

3. 在关联部署组页面左下方，选择是否立刻开启规则。如果选择开启，则规则会在部署组上立刻生效，否则将不生效。用户可以后续在规则详情页的关联部署组 tab 页

中修改启用状态。

设置弹性伸缩规则后，TSF 会自动监控部署组实例状态，当满足触发条件时，TSF 会依据弹性策略进行部署组实例扩容或缩容。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查看弹性伸缩策略

是否生效。

1. 登录 TSF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运维中心 > 事件中心 > 事件概览，进入事件概览页面。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并在页面上方选择要查看的应用，设置好时间范围（支持近6小时、近3天、近7天和自定义时间范围）。

4. 查看事件类型为弹性伸缩的事件及详情。若符合预期，说明弹性策略已生效。

5. （可选）您也可以在应用列表页面，查看运行实例数量。如果运行实例数与弹性策略设置的实例数一致，说明弹性策略已生效。

概述

指标规则：适用于突发流量和典型周期性流量的应用场景。由规则名、扩容活动、缩容活动、冷却时间等参数构成的规则，用来描述弹性扩缩容的触发条件、实例数

量变化和限制。

指标 说明

CPU 利用率 在指定时间范围内，部署组内所有实例 CPU 利用率的平均值。

内存利用率 在指定时间范围内，部署组内所有实例内存利用率的平均值。

请求 QPS 在指定时间范围内，部署组内所有实例请求 QPS 的平均值。

响应时间 在指定时间范围内，部署组内所有实例响应时间的平均值。

定时规则：适用于资源使用率有周期性规律的应用场景。达到设定的周期时间点后，TSF 将依据设定的策略自动调整部署组实例数量。

使用限制

请勿同时开启容器平台的弹性伸缩，可能会导致 TSF 的弹性伸缩规则被容器平台的弹性伸缩规则覆盖, 导致 TSF 弹性伸缩规则生效后实际结果不符合预期。

集群中存在超级节点时，当用户需要配置被动触发弹性时，可以使用 TSF 页面的弹性伸缩能力。当用户希望进行定时扩缩容的时候，建议通过 HPC/HPA 进行配

置。

新建规则

展开全部

指标规则

定时规则

关联部署组

验证弹性伸缩策略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sca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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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弹性伸缩  列表页面，单击目标规则的“ID”进入详情页，单击关联部署组页签。

2. 在关联部署组列表右侧操作栏，单击删除，确认解除规则和部署组的关联。

删除弹性伸缩规则前需要解除规则和部署组的关联，否则无法删除。

在 弹性伸缩  列表页面，单击目标规则操作栏的删除，确认后即可删除规则。

在 弹性伸缩  列表页面，单击目标规则操作栏的编辑，修改规则后单击提交即可完成规则的修改。

解除规则和部署组的关联

删除规则

编辑规则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scalab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scalabl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sca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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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排障

排障指引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8 09:34:03

本文主要介绍使用 TSF 进行排障的基础思路和操作步骤，方便运维人员在使用 TSF 过程中进行问题定位和处理。

运维排障整体思路为：

1. 通过告警或者业务大屏发现问题。

2. 通过查看服务监控初步定位是实例、部署组还是接口出现问题。

3. 根据具体问题所在处继续向下进行详细排查。

发现问题通常有告警和业务大屏两种方式：

配置告警信息，通常有以下三个层面告警：

操作指引：

在云监控界面为 TSF 服务配置告警策略和 Dashboard，步骤如下：

1. 配置告警策略，通过告警发现问题。详细操作参见 告警配置 。

2. 配置 Dashboard，通过展示的监控指标发现问题。详细操作参见 配置 Dashboard 。

当发现问题后，查看服务监控初步确定是服务实例还是部署组还是接口出现问题。

详细操作参见 服务监控 。

初步定位问题后，排障思路如下：

步骤1：发现问题

方式一：配置告警信息 方式二：查看业务大屏

微服务业务级别：微服务自身状态，微服务自身请求量、耗时和错误率，微服务接口请求量、耗时和错误率，部署组健康率等。

底层资源级别：CPU 内存、云主机状态、容器集群等。

组件级别：数据库实例、CKafka 实例等。

步骤2：初步定位

步骤3：详细排查

部署组问题：可以考虑程序包版本问题或者查看日志等方式排查，详细操作参见 部署组监控 。

实例问题：可以通过查看日志和 JVM 进程等方式排查，详细操作参见 实例监控 。

接口问题：可以通过查看日志和调用链等方排查，详细操作参见 接口监控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2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6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59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6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5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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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拓扑依赖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51:19

服务依赖拓扑包含了查询服务之间相互依赖调用的拓扑关系，查询特定集群特定命名空间下服务之间调用的统计结果等功能。您可以通过拓扑图的形式直观的了解应用的

上下游组件与它们的调用关系和相关性能数据，从而更快速地找出应用的瓶颈。

本文介绍服务依赖拓扑功能的使用方法。

您可以通过固定视图，固定常用访问的命名空间。当视图中包含多个命名空间，可实现跨命名空间查看调用链。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运维中心 > 依赖分析 > 服务依赖拓扑，进入服务依赖拓扑界面。

3. 选择好地域后，在左侧试图栏单击 ，勾选视图包含的命名空间，填写好试视图名称。

4. 单击提交，完成视图创建。   视图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在左侧视图栏进行以下操作：

1. 在服务依赖拓扑页面，选择要查看的视图（展示视图下所有命名空间中的服务依赖关系）或者选择视图下的单个命名空间。

2. 设置好时间范围（支持近30分钟、近10分钟、近5分钟以及选择特定时间段，特定时间段的时间跨度最长为7天）后，查看对应的服务依赖调用关系。

操作场景

说明

支持跨命名空间查看服务依赖拓扑，不仅全局命名空间。

不支持 IE 浏览器。

操作步骤

创建视图

说明

单个租户下最多可创建100个视图。

视图类型：支持仅包含一个命名空间和跨多个命名空间查看，选择跨多个命名空间查看时可以同时最多勾选5个命名空间。

视图名称：60个字符内。 

单击 继续创建视图，最多可创建100个视图。

单击 删除您不再需要的视图。

切换不同视图和命名空间查看不同命名空间下的服务拓扑依赖数据。

服务拓扑依赖支持深色和浅色两个版本，您可以根据您的使用习惯单击右上角的 按钮进行切换选择。

查看拓扑关系

说明

当前服务依赖拓扑图中可以展示消息队列组件（Kafka、RocketMQ）、网关组件（微服务网关、API 网关）、数据库（Redis、MySQL、

postgerSQL、MongoDB）和 httpclient (RestTemplate、Feign)。

不支持展示服务名为大写字母。

调用中出现消息队列组件时，暂时无法支持批量消费场景下的服务依赖拓扑图。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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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拓扑图页面支持以下5个展示筛选条件：

在服务依赖拓扑关系图页面，您还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在依赖拓扑依赖关系图中，点击某个服务，可锁定该服务整个上下游调用链路。页面显示服务名称、调用箭头、两个服务间调用的平均耗时。

图例说明：

曲线的箭头表示发出调用，起始图标表示主动调用的服务。

蓝色的图标表示成功调用，黄色表示调用失败。

曲线上的数字表示两个服务间调用的平均耗时。

默认

仅显示异常：仅展示调用异常的服务。

响应慢 Top5：展示调用平均耗时最长的5个调用关系。

显示平均耗时：选择后，调用曲线上显示调用平均耗时。

显示流量动效：点击查看动效，可以清晰地查看请求流动的方向。

您可以在通过右上角的  图标切换顺序排布和力导图排布。

您可以通过右上角的 切换到3D布局，长按鼠标左键进行旋转操作，鼠标右键进行平移操作。

您可以使用鼠标滚轮滑动，放大缩小视图。

查看监控数据

说明

要使用该功能，需要更新到1.12.0版本之后的 agent 和 SDK（Spring Cloud），否则无法看到调用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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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页面右侧栏展示被选中服务的核心监控数据：

单击服务旁的  图标可以进入到服务监控详情页面。详情请参见 服务监控 。

单击服务旁的  图标可以进入调用链详情页面。详情请参见 调用链跟踪 。

右侧栏上方展示选中服务的请求量、调用频率、错误率、平均响应耗时和最大调用时延，以及日环比数据。

右侧栏下方展示选中服务核心监控指标曲线图：请求量、错误率、响应耗时、响应耗时分布和 HTTP 状态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59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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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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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依赖拓扑图的数据说明

图中，调用线上的时间，指从上游服务发出请求、到上游服务受到下游服务回包的时间。

调用线上会经历 Client service send、Server service receive、Server service send、Client service receive 的过程。 

图中，服务圈内的数据，是站在服务 server 端采集到的。 

从平均耗时角度而言，会经历从 Server receive 到 Server send 的过程。 

Client-Server 过程可参考下图： 

2. Apdex 释义 

服务依赖拓扑使用应用性能指数（Apdex）对应用性能满意度进行量化，并使用不同颜色对不同区间 Apdex 的值进行标识，显示 span 健康度，方便您快速发现

应用性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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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性能指数（Apdex）的计算方式如下： 

默认情况下，调用时延说明如下：

Apdex 取值范围说明如下：

Apdex（Application Performance Index）是由 Apdex 联盟开发的用于评估应用性能的工业标准。Apdex 标准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将对应用响应时间的表现，

转为用户对于应用性能的可量化范围为 0-1 的满意度评价。

Apdex 的原理 

Apdex 定义了应用响应时间的最优门槛为 T（即 Apdex 阈值，T 由性能评估人员根据预期性能要求确定），根据应用响应时间结合 T 定义了三种不同的性能表现：

正常调用：指调用时延小于或等于200ms的调用。

慢调用：指调用时延大于200ms小于或等于800ms的调用（4 × 200ms）。

极慢调用：指调用时延大于800ms的调用。

Apdex 取值 说明

Apdex > 0.75 表示调用延时正常，图标为蓝色。

0.75 ≥ Apdex > 0.25 表示调用延时较大，图标为橙色。

Apdex ≤ 0.25 表示调用延时非常大，图标为红色。

通用参考

性能表现 说明 示例

Satisfied（满意） 应用响应时间低于或等于 T。 例如，T 为1.5s，则一个耗时1s的响应结果则可以认为是 Satisfied 的。

Tolerating（可容忍） 应用响应时间大于 T，但同时小于或等于 4T。 例如，应用设定的 T 值为1s，则4 × 1=4s为应用响应时间的容忍上限。

Frustrated（烦躁期） 应用响应时间大于 4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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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链跟踪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1 14:23:00

调用链查询用来查询和定位具体某一次调用的情况。使用者可以通过具体的服务、接口定位、IP 等查询具体的调用过程，包括调用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和运行情况。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调用链查询。

3. 在调用链查询中，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查询。

4. 根据查询结果，可以单击 TraceID 进入具体慢业务或出错业务，查看调用链详情。 

您可以根据 TraceID 查询调用链的详细信息。调用链详情是为了定位在分布式链路调用过程中每个环节的耗时和异常（不包含本地方法调用情况，本地方法调用建议使

用业务 log 的方式记录）。 

通过调用链通常为了解决以下问题：

操作场景

调用链查询

时间范围：支持特定和自定义时间范围选择。特定时间范围包括：5分钟前、10分钟前和30分钟前。

Trace ID：Trace ID。

起点服务/起点接口：单击下拉框，在下拉框中选择服务，可以输入关键字进行搜索。

仅查询出错的调用链：勾选后，可以查询系统中的出错业务。

状态码为：状态码。

客户端 IP：客户端 IP 地址。

服务端 IP：服务端 IP 地址。

耗时范围：设置耗时的阈值。

标签：用户在代码中设置的标签，参见 参数传递  中设置调用链 Tag，最多支持20个 tag。

高级设置：支持勾选查询不包含根节点的调用链，勾选该选项可能影响查询性能。

说明

当前调用链查询功能支持查询消息队列组件（Kafka、CMQ、RocketMQ）、网关组件（微服务网关、API 网关）、数据库（Redis、MySQL、

postgerSQL、MongoDB）和 httpclient (RestTemplate、Feign) 调用详情。

不支持展示服务名为大写字母。

调用链详情

操作场景

定位耗时较长的服务

不合理的调用逻辑（如一次请求多次调用某服务，建议改为批量调用接口）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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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调用链查询。

3. 在 Span 查询中，在搜索框中输入目标 TraceID，单击查询。 

如果搜索有结果，页面将显示调用链每个环节的耗时和状态。

4. 单击操作列查看详情，可查看 Span 的详细信息。Span 包含四部分信息：

操作步骤

基本信息：展示调用信息详情和各阶段耗时。（注：各台机器的时钟可能不同步，因此可能出现阶段耗时中 Client Receive 的累计延迟小于 Server Send 的

累计延迟的情况；该场景下 Client 与 Server 端之间的耗时时间仅为参考值，无法反映出真实的时间差。） 

Tag：显示系统和业务自定的标签。 

自定义 Metadata：显示用户在代码中设置的自定义元数据信息。参见开发手册中 调用链 ，了解如何设置 Metadata。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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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要实现调用链与业务日志联动的前提条件是部署组关联的日志配置项的日志格式支持日志与调用链联动，并且必须遵守日志格式规范。

在调用链详情页内，单击日志的 icon，可以查看与这条调用链相关的业务日志。 

Opentracing Format。 

调用链与业务日志联动

Spring Boot 格式默认可以支持日志调用链联动。

自定义 Logback、自定义 Log4j、自定义 Log4j2 和单行/多行文本格式日志需要日志 pattern 中添加 %trace 才可以支持日志和调用链联动（详情请参见 日志

格式说明 ）。

Nginx Access 和无解析规则格式日志无法支持日志和调用链联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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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监控

服务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51:06

服务监控用于查看特定时间范围内某命名空间下所有微服务的运行状态，并且根据微服务的监控指标初步判断是否出现异常。

服务监控支持监控以下指标：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服务监控，选择好时间范围和命名空间，维度选择服务，可查看当前筛选条件下所有服务的监控图表信息。

在服务维度区域，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场景

请求量

错误率

响应耗时

响应耗时分布

HTTP 状态码

Top 接口

吞吐量

Apdex

功能入口

说明

您可以单击命名空间下方的 ，收藏您常用的命名空间，后续可快速查看命名空间中的服务监控信息。

查看所选命名空间下的总服务数，在线服务数和异常服务数。

将鼠标放在接口卡片的服务名称上，单击右上角的 将该接口卡片置顶。

开启仅显示异常按钮，筛选出**服务离线+服务错误率大于5%**的服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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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为应用配置自定义指标规则，当应用监控获取到的相应业务参数超过设置的阈值时，会根据设置的规则显示为异常状态或者标红示警。

支持设置的指标如下。

在服务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设置好指标阈值和生效范围（针对所选命名空间下的所有服务生效)后单击提交，系统将根据设置的阈值判定参数是否异常。

在服务详情页面顶部，可以查看服务在选定时间范围内的请求量、吞吐量、错误率、平均响应耗时和最大响应耗时等指标的统计数据。

在服务监控页签下选择监控，可查看所选时间范围内服务的请求量、错误率、响应耗时、响应耗时分布、HTTP 状态码、Top 接口、吞吐量和 Apdex 等指标的监控信

息。

按照请求量、平均响应耗时或错误率维度对服务图表进行排序。

通过关键词搜索特定微服务。

当某个服务的请求量，请求错误率，响应耗时等指标出现异常时，单击该服务卡片查看详细的监控信息。

设置自定义参数

Apdex 参数

慢调用阈值

错误调用阈值

异常定义

服务异常时错误率

平均响应耗时定义

慢响应阈值

极慢响应阈值

说明

填写不同阈值之后，影响服务监控大盘和依赖分析图的颜色展示。

查看服务概览信息

查看服务监控信息

请求量

错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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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监控曲线区域，您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在服务监控页签下选择统计，可查看该服务的请求量、错误率、响应耗时和 HTTP 状态码等监控指标的统计信息。

响应耗时：响应耗时中 p95 代表线上95%的请求耗时都小于某个时间。

响应耗时分布：将鼠标放在散点图上，框选图表可查看请求详情。

HTTP 状态码

Top 接口

吞吐量

Apdex ：详细释义参见 服务依赖拓扑  文档。

说明

成功请求为响应码为： 

"success"、"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300"、"301"、"302"、"303"、"304"、"305"、"306"、"

307"、"308"、"100"、"101"、"102" 的请求，其他响应码的请求被认为是错误请求。

您可以将光标移到曲线上，查看具体时刻的监控数据。

您可以单击每条曲线右上角的 添加多时段数据对比。

查看服务统计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44#.E5.8F.AF.E8.A7.86.E5.8C.96.E5.8F.82.E8.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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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分析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57:49

调用分析功能展示服务的依赖拓扑调用信息和主被调统计信息。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服务监控，选择好时间范围和命名空间，维度选择服务，查看当前筛选条件下所有服务的监控图表信息。

3. 单击目标服务卡片，进入服务监控详情页面。

4. 选择调用分析页签，查看该服务的调用拓扑图和调用统计信息。

调用拓扑图展示了服务之间相互依赖调用的拓扑关系（包含服务及其上下游服务）和调用链信息。

在调用拓扑区域，您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TSF 支持从主调和被调两个视角展示服务指标的统计信息。用户可以通过统计信息了解服务指标的变化情况。 

服务指标以天为单位进行统计，在当天只能查看昨天之前的统计数据。

操作场景

功能入口

调用拓扑与调用链详情

关于服务依赖拓扑的详情，您可以参见 服务依赖拓扑 。

关于调用链详情，您可以参见 调用链查询 。

单击服务间的依赖线条，弹出面板显示该调用的主被调用方信息、调用数、调用成功率等信息，单击弹出框上的“查看调用链”可以进入到调用链查询界面。

单击服务圈内（白色底），可以展示该服务的调用数、调用成功率和平均调用延时，单击弹出框上的“查看调用链”可以进入到调用链查询界面。

单击某一条调用链操作列的查看详情，查看可以查看具体的调用详情，包含基本信息、Tag、自定义 Metadata 和 Opentracing Format。

主被调统计

功能说明

一个服务可能既是主调服务，又是被调服务。TSF 会统计服务作为主调服务调用其他服务及接口的情况，以及服务作为被调，其接口被其他服务调用的情况。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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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统计仅能查询昨日起近1个月的数据。

选择主调或被调视角、统计日期。

单击操作列的查看日环比/周同比，可以查看各指标日环比/周同比情况。

TSF 服务统计支持查看指标的日环比和周同比。

统计指标：

平均响应时间。

按照状态码统计：2xx 响应、3xx 响应、4xx 响应、5xx 响应、其他状态码响应。

按照异常请求统计：超时响应、不可用响应。其中超时响应表示服务端处理超时的请求响应，不可用响应表示服务端无可用实例时的异常请求响应。

说明

成功请求为响应码为 "success"、"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 

"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100"、"101"、"102" 的请求。其他响应码的请求被认为是错误请求。

使用说明

主调视角下会展示被调方服务的指标列表。单击某个被调服务前的箭头会展示该服务不同接口被调用的统计信息。

被调视角下会展示该服务的接口指标列表。单击某个接口前的箭头会展示该接口被不同主调服务调用的统计信息。

日环比表示查询日 T 和之前一天 T - 1 的指标数据对比。

周同比表示查询日 T 和查询日前7天 T - 7 的指标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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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51:55

接口监控功能用于监控服务下的接口调用详情。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服务监控，选择好时间范围和命名空间，维度选择接口，可查看当前筛选条件下接口监控图表信息。

在接口维度区域，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您可以为应用配置自定义指标规则，当应用监控获取到的相应业务参数超过设置的阈值时，会根据设置的规则显示为异常状态或者标红示警。

支持设置的指标如下。

在服务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设置好指标阈值和生效范围（针对所选命名空间下的所有服务生效)后单击提交，系统将根据设置的阈值判定参数是否异常。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说明

您可以单击命名空间下方的 ，收藏您常用的命名空间，后续可快速查看命名空间中的服务接口监控信息。

将鼠标放在接口卡片的服务名称上，单击右上角的 将该接口卡片置顶。

开启仅显示异常按钮，筛选出**服务离线+服务错误率大于5%**的接口。

按照请求量、耗时或错误率维度对接口图表进行排序。

通过关键词搜索特定接口。

当某个接口的请求量，请求错误率，响应耗时等指标出现异常时，单击该接口卡片查看详细的监控信息。

设置自定义参数

Apdex 参数

慢调用阈值

错误调用阈值

异常定义

服务异常时错误率

平均响应耗时定义

慢响应阈值

极慢响应阈值

说明

填写不同阈值之后，影响服务监控大盘和依赖分析图的颜色展示。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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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口监控页签下选择请求概览，可以在概览页查看接口的请求量、错误率、响应耗时、响应耗时分布、HTTP 状态码的时序曲线。

在请求概览页面，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在接口监控页签下选择服务上游，可以查看上游服务的监控指标，包含请求量、错误率、响应耗时、HTTP 状态码。

请求概览

请求量

错误率

响应耗时：响应耗时中 p95 代表线上95%的请求耗时都小于某个时间。

响应耗时分布：将鼠标放在散点图上，框选图表可查看请求详情。

HTTP 状态码

您可以单击接口路径/方法名称，跳转至调试页面调试接口。

您可以在左侧接口列表，单击请求量、请求错误率或平均响应耗时旁的排序图标对接口进行正序或者倒序排序。

您可以单击右上角的查看调用详情查询经过该接口的请求的调用链详情。

您可以将光标移到曲线上，查看具体时刻的监控数据。

您可以单击每条曲线右上角的 添加多时段数据对比。

服务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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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组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58:12

部署组监控功能用于监控服务下的部署组状态。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服务监控，选择好时间范围和命名空间，维度选择服务，查看当前筛选条件下所有服务的监控图表信息。

3. 单击目标服务卡片，进入服务监控详情页面。

4. 选择部署组监控页签，查看该服务的部署组监控信息。

部署组监控展示了部署组的请求量，错误率、响应耗时、响应耗时分布、HTTP 状态码的时序曲线。

您可以在左侧部署组列表，单击请求量、请求错误率或平均响应耗时旁的排序图标对部署组进行正序或者倒序排序。

操作场景

功能入口

查看监控指标

请求量

错误率

响应耗时：响应耗时中 p95 代表线上95%的请求耗时都小于某个时间。

响应耗时分布：将鼠标放在散点图上，框选图表可查看请求详情。

HTTP 状态码

您可以通过部署组的请求错误率和耗时等指标判断部署组是否有异常，若有异常您可以单击部署组的“部署组ID/名称”，进入部署组页面。

您可以在在基本信息标签页查看部署组基本信息。

您可以在日志标签页查看部署组的日志，用于排查问题，通过右上角按钮切换查看实时日志和历史日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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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07 10:15:20

实例监控功能用于监控服务实例的状态。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服务监控，选择好时间范围和命名空间，维度选择服务，查看当前筛选条件下所有服务的监控图表信息。

3. 单击目标服务卡片，进入服务监控详情页面。

4. 选择实例监控页签，查看该服务的部署组监控信息。

实例监控展示了服务实例的请求量，错误率、响应耗时、响应耗时分布、HTTP 状态码的时序曲线。

在实例监控页面，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操作场景

功能入口

查看实例监控指标

请求量

错误率

响应耗时：响应耗时中 p95 代表线上95%的请求耗时都小于某个时间。

响应耗时分布：将鼠标放在散点图上，框选图表可查看请求详情。

HTTP 状态码

CPU 使用率（仅支持部署了 JVM 监控包的 Java 应用）

您可以在左侧实例列表，单击请求量、请求错误率或平均响应耗时旁的排序图标对实例进行正序或者倒序排序。

您可以将光标移到曲线上，查看具体时刻的监控数据。

您可以单击每条曲线右上角的 添加多时段数据对比。

您可以通过服务实例的请求错误率和耗时等指标判断实例是否有异常，若有异常您可以单击实例的“ID”，进入实例概览页面查看详情。

查看实例监控详情

说明

离线节点不支持死锁检测，火焰图和 local span 查询。

实例概览 内存 线程 火焰图 请求详情 方法执行分析 日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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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在实例详情中的实例概览 tab 页中，查看到该实例的以下信息：

基本信息

您可以通过实例所在节点IP跳转到云服务器页面，查看云服务器信息。

经过该实例的请求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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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例的 JVM 监控概览（如果该实例为 Java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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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 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7 09:51:29

JVM 监控功能用于监控重要的 JVM 指标，包含已用堆内存（MB）、CPU 使用率（%）、已加载类数（次数）和活动线程数（次数）。仅 Java 应用支持 JVM 监

控能力。

JVM 监控 jar 包（即 TencentCloudJvmMonitor-x.x.x-RELEASE.jar，又称 JVM Monitor 或 JVM Agent 包），以下是 JVM 监控包的版本更新信息：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服务监控，选择好时间范围和命名空间，维度选择服务，查看当前筛选条件下所有服务的监控图表信息。

3. 单击目标服务卡片，进入服务监控详情页面。

4. 选择 JVM 监控页签，查看该服务的 JVM 监控信息。 

操作场景

说明

JVM 监控能力依赖实例上安装的探针。如您发现 JVM 监控不可用（2020年9月2日前导入集群的节点默认没有携带可以支持 JVM 监控的探针），针对虚

拟机部署的业务，可以通过重新导入集群或重新安装 Agent 来使用 JVM 监控能力。针对容器部署的业务，则需要在 Dockerfile 中增加 JVM 监控组件 

TencentCloudJvmMonitor-x.x.x-RELEASE.jar 。容器部署详细操作请参见 制作容器镜像 。

如果您在使用时遇到问题，请参见 JVM 监控常见问题 。

JVM 监控 jar 包版本信息

JVM 监控版本 新增特性以及修复问题

1.3.1 修复方法执行分析功能模块执行异常的问题

1.3.0

整合 TSF 控制台新增方法执行分析功能

整合 TSF 控制台新增 GC 日志分析

修复 gcLog 文件不存在的异常提示

修复方法执行分析功能模块执行方法为空时超时的问题

修复线程方法总数计算不准确的问题

1.2.3 修复安全漏洞：升级 jackson-databind 依赖版本到 2.13.2.2

1.2.2 修复 tsf 火焰图采集超时的 bug

1.2.1  添加一些 codecc 流水线配置

1.2.0
新增方法执行分析功能

支持 GC 日志分析

1.1.3 修复安全漏洞：升级 jackson-databind 依赖版本到 2.13.2.2

1.1.2 修复一些火焰图的 bug

1.1.1 修复一些采集的 so 依赖库

1.1.0 新增采集 JVM 内存、线程、火焰图等功能

查看 JVM 监控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06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2891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3.1-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3.0-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2.3-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2.2-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2.1-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2.0-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1.3-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1.2-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1.1-RELEASE.jar
https://tsf-doc-attachment-1300555551.cos.ap-guangzhou.myqcloud.com/%E5%85%AC%E6%9C%89%E4%BA%91/jvm%E7%9B%91%E6%8E%A7/TencentCloudJvmMonitor-1.1.0-RELEASE.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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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监控曲线区域，您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您可在内存标签页中，查看到进程 JVM 内存主要指标变化曲线，了解选定时段内，内存指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您可通过曲线图上方的时间范围选择器修改曲线显示的时间范围（时间粒度目前支持1分钟和1小时）。 

支持的监控指标包括：

堆内存的 max 展示的是堆内存真实可用的最大值（会扣除 to_space 内存），而不是配置的 xmx 参数；JDK1.8版本部分 GC 算法（如 G1GC 的 Survivor 

space），其 max 值会设置为 max_int 值，此时值会显示为-1。

您还可以通过单击图片卡片右上方的放大图标 ，放大当前图片；或通过单击下载图标 ，将当前图片下载到本地（.png格式）。

您可在实例详情的线程 tab 页中，查看到该实例的线程数变化情况、线程列表及线程详情，并进行死锁检测，了解实例的死锁情况。

您可以将光标移到曲线上，查看具体时刻的监控数据。

您可以单击右上角前往查看实例诊断和实例日志跳转至服务实例详情页面查看详细 JVM 监控信息。

说明

 离线节点不支持死锁检测，火焰图和 local span 查询。

查看实例 JVM 进程的内存信息

堆内存（MB）

非堆内存（MB）

Eden Space（MB）

Survivor Space（MB）

Old Space（MB）

Meta Space（MB）

Young GC（次数）

Full GC（次数）

查看实例 JVM 进程的线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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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线程详情卡片中查看到当前实例所有的 JVM 线程列表及其详细堆栈信息：

所展示的线程列表为进入页面时刻获取的数据，您可通过单击卡片右上方的刷新按钮，拉取当前的最新数据。

您可在火焰图标签页中，采集并查看指定时段内程序执行过程所形成的“火焰图”，用以进行性能分析。

操作步骤如下：

1. 选择您所需的数据采集时长。

目前支持的数据采集时长有：近5秒、近10秒、近30秒、近1分钟、近3分钟

2. 选择您需要采集的火焰图类型，目前支持 CPU、Latency、Allocation 三种类型。

3. 单击开始采集，等待所选时长后，可在页面中查看到所采集到的数据形成的火焰图。

4. 再次进入火焰图页面时，可查看到上一次采集的火焰图。您可通过步骤1和2重新采集当前实时的火焰图。

线程详情 死锁检测 线程分析 线程数

在线程tab中，以列表形式列出了当前实例的所有线程。

您可查看每个线程的名称、状态、CPU 利用率、堆内存使用量、阻塞计数、CPU 运行时长

您可根据“状态”对线程列表进行筛选，或根据“CPU利用率”或“堆内存使用量”对线程列表进行排序

您可通过列表上方的搜索框，快速查找感兴趣的线程。

单击某线程行所在区域，可在下方的展开区域中，查看到所选线程的详细信息。

查看实例 JVM 进程的火焰图

说明

数据量过大、无热点函数、或出现进程连接失败等异常情况时，火焰图可能采集失败。具体可查看 JVM 监控 常见问题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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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GC 日志分析标签页中，输入 GC 日志路径，点击开始分析，查看 GC 日志分析结果，定位问题。

查看 GC 日志分析

常见问题

JVM 监控功能为何无法使用？

JVM 如何升级 tsf-agent？

火焰图采集失败如何处理？

为何无法查看 JVM 日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2891#jvm-.E7.9B.91.E6.8E.A7.E5.8A.9F.E8.83.BD.E4.B8.BA.E4.BD.95.E6.97.A0.E6.B3.95.E4.BD.BF.E7.94.A8.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2891#jvm-.E5.A6.82.E4.BD.95.E5.8D.87.E7.BA.A7-tsf-agent.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2891#.E7.81.AB.E7.84.B0.E5.9B.BE.E9.87.87.E9.9B.86.E5.A4.B1.E8.B4.A5.E5.A6.82.E4.BD.95.E5.A4.84.E7.90.86.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2891#.E4.B8.BA.E4.BD.95.E6.97.A0.E6.B3.95.E6.9F.A5.E7.9C.8B-jvm-.E6.97.A5.E5.BF.97.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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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数据库调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58:39

本文档介绍如何查看 SQL 调用分析，从而了解应用的 SQL 调用情况。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服务监控，选择好时间范围和命名空间，维度选择服务，查看当前筛选条件下所有服务的监控图表信息。

3. 单击目标服务卡片，进入服务监控详情页面。

4. 在服务监控详情页面选择 SQL 数据库调用页签，查看 SQL 调用情况。

在 SQL 数据库调用页面，您可以查看各数据库的调用情况，包含请求量、请求错误率和平均响应时间等。

在 SQL 数据库调用页面下，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场景

说明

 当前仅支持展示 Mysql 调用监控，更多数据库监控支持敬请期待。

操作步骤

您可以将光标移到曲线上，查看具体时刻的监控数据。

您可以单击每条曲线右上角的 添加多时段数据对比。

您可以在 SQL 分析的关联调用链列表中单击调用链操作列的查看详情，可查看详细的调用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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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QL 数据库调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0:58:48

本文档介绍如何查看 NOSQL 调用分析，从而了解应用的 NOSQL 调用情况。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服务监控，选择好时间范围和命名空间，维度选择服务，查看当前筛选条件下所有服务的监控图表信息。

3. 单击目标服务卡片，进入服务监控详情页面。

4. 在服务监控详情页面选择 NOSQL 数据库调用页签，查看 NOSQL 调用情况。

在 NOSQL 数据库调用页面，您可以查看各数据库的调用情况，包含请求量、请求错误率和平均响应时间等。

在 NOSQL 数据库调用页面下，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场景

说明

 当前仅支持展示 Redis 调用监控，更多数据库监控支持敬请期待。

操作步骤

您可以将光标移到曲线上，查看具体时刻的监控数据。

您可以单击每条曲线右上角的 添加多时段数据对比。

您可以在 NOSQL 分析的关联调用链列表中单击调用链操作列的查看详情，可查看详细的调用信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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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心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1 14:29:28

事件中心将 TSF 所生成的事件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存储、分析和展示，方便您查看和分析，您可以在事件中心查看事件数据详情，同时您也可以为事件配置告警通知规

则，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

TSF 当前支持的事件类型有：

本文介绍如何在 TSF 控制台上查看事件详情和配置事件告警规则。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运维中心 > 事件中心 > 事件概览，进入事件概览页面。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并在页面上方选择要查看的应用，设置好时间范围（支持近6小时、近3天、近7天和自定义时间范围）。

资源变更

部署组状态异常

应用仓库容量告警

发布变更

部署组部署

部署组启动

部署组停止

部署组删除

部署组扩容

部署组缩容

服务事件

服务熔断

服务离线

服务限流

弹性伸缩

部署组自动扩容

部署组自动缩容

进入事件中心

事件概览模块介绍

事件概览：展示 TSF 支持的6类事件类型在设定时间范围内（可在页面上方修改时间范围）发生变更的次数和近30天内发生变更的次数。

事件趋势：展示不同类型来源事件在选定时段内的发生次数变化的走势，您可以在右上角下拉框中选择需要展示的事件类型。

事件占比：展示在选定时段内不同类型来源事件的数量占比。

最新事件：展示最新发生的事件列表，包含事件摘要、状态、所属事件类型、影响对象、开始时间和更新时间。您可以单击列表右上角新增告警跳转至事件总线页面

为事件配置告警通知规则，详情参见 配置事件告警规则 。

事件统计：展示所选应用下各部署组中在所选时间段内不同事件类型不同事件摘要的统计信息。

查看事件详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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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运维中心 > 事件中心 > 事件详情，进入事件详情页面。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好地域，设置好时间范围（支持近6小时、近3天、近7天和自定义时间范围）。 

2. 单击新建事件规则，配置事件模式信息。

3. 单击下一步，填写事件目标信息。

字段 描述

事件摘要 事件信息概要描述，如自动扩容触发

状态 在下拉列表中筛选状态，包含已恢复、未恢复和无状态三种。

事件级别 在下拉列表中筛选事件级别，包含 warning、normal 和 error 三种。

事件类型 包含资源变更，发布变更，服务事件，弹性伸缩四种。

影响对象 应用名/ID、集群名ID、部署组名/ID、服务名/ID、配置名/ID、命名空间名称/ID

对象详情 事件影响对象的维度信息，例如应用名/ID、集群名ID、部署组名/ID等基本维度信息，可用于聚合数据，由上报方确定。

事件详情 事件明细信息，例如事件摘要、对象及事件内容等，由上报方确定。

触发时间 事件触发时间，精确到微秒

配置事件告警规则

1. 在事件详情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增告警跳转至事件规则配置页面。

规则名称：填写事件规则名称，规则名称一旦创建无法修改。

事件示例：选择默认模板。

云服务类型：选择微服务平台 TSF。

事件类型：勾选您要配置告警规则的事件类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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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完成，完成事件告警规则配置。

触发方式：选择消息推送。

消息模板：根据事件类型，提供两种不同类型推送模板，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于告警事件，建议统一选择告警通知模板。

用户通知：根据您的需要自定义选择通知方式和告警接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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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服务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4 14:46:38

日志服务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日志服务，从日志采集、日志存储到日志内容搜索，帮助用户轻松定位业务问题。用户通过指定部署组的日志配置项来指定日志采集规则，

TSF Agent 根据日志配置项采集指定路径下的文件日志，并上传日志到日志存储模块。用户可以通过 TSF 控制台查看部署组实时日志，并根据关键词来检索日志。

同时日志服务还支持日志告警功能，日志告警功能允许您通过配置业务日志中的关键词，设置关键词出现频率的告警，一旦触发告警条件，告警通知人将会收到告警信

息。

下图是用户在 TSF 平台上使用日志服务的流程图：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 TSF 的日志服务功能：

日志服务简介

日志服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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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采集

通过 Agent 来采集日志，无须手动安装。

日志索引与查询

实时索引：采集的日志数据建立索引。

查询灵活：支持全文检索、关键词检索（短语或者分词）。

日志存储额度与删除策略说明

存储额度：TSF 为用户提供了日志存储的免费额度。免费存储额度与客户使用的版本、节点数相关。

版本 基础版 专业版 铂金版

每个节点免费额度 3GB/节点/月 4GB/节点/月 20GB/节点/月

用户可在 TSF 控制台的概览页查看当前日志使用量与存储额度，该数据每小时刷新一次。TSF 在统计日志使用量时仅会统计标准输出日志与日志配置项日志，不包

括 GC 日志与 Mesh Sidecar 日志。当日志达到免费额度上限时，平台将通过短信、邮件、微信等方式向您发送通知。超过上限时，我们将按照如下的删除策略删

除日志直到日志总存储量低于免费额度。

TSF 日志删除策略包括两部分：超量删除与超时删除

超量删除针对用户日志使用量超过了日志额度的场景。超量删除仅针对标准输出日志与日志配置项日志。TSF 每小时会检测用户的日志使用量，如果超出用户日

志存储额度，TSF 会依次删除最久的日志直到日志使用量低于存储额度，TSF 将优先删除标准输出日志，删除过程不会影响最新日志的写入和查询。TSF 删除

日志的粒度由存储量（一般是 60 G）和创建天数（一般是 30 天）共同决定；

超时删除是指 TSF 会每天检测用户的日志并删除写入超过 30 天的日志。超时删除针对标准输出日志、日志配置项日志、GC 日志和Mesh Sidercar 日志。

在用户日志使用量不大或日志存储额度较多的场景下，可能会出现能够查看 30 天之前日志的情况，但 TSF 不保证写入超时 30 天的日志数据的可见性。

如果您希望获取更长存储时间或希望对日志进行个性化分析统计，您可以使用腾讯云上的日志服务（CLS）。虚拟机部署业务接入 CLS 请参见 CLS 入门指南 。容

器部署业务接入 CLS 请参见 TKE 日志采集 。

更多日志服务 CLS 产品能力请参见文档 日志服务产品概述 。

注意

日志迁移到 CLS 中，您可以使用 CLS 中更丰富的日志分析能力，但 TSF 中提供的日志与调用链联动能力无法继续使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4/343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67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14/1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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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0:28

您可以通过本文介绍的四种方式，在控制台上查看应用程序实时打印的日志，快速了解 TSF 日志服务的使用方式。

TSF 默认提供 stdout 标准输出日志的查看，无须额外设置。假设用户已经完成了通过部署组部署应用的操作，以下为查看日志的步骤：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部署组，单击目标部署组操作栏的 更多 > 查看日志。 

1. 在 TSF 控制台 日志配置  界面，创建日志配置项 consumer-demo-log ，选择日志格式 Spring Boot，采集路径为 /var/root.log 。

2. 应用程序打印日志到指定目录，在配置文件（如 application.yml）中设置打印文件日志的路径，和步骤1中日志配置项的日志采集路径保持一致。

3. 将应用程序打包后，在控制台上新建部署组，选择创建好的日志配置项 consumer-demo-log  。

4. 部署应用。

5. 在部署组操作栏中，单击更多 > 查看日志。

1. 在 TSF 控制台 日志配置  界面创建日志配置项 log-config ，选择日志格式为自定义logback，设置解析规则和日志路径如下图：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查看标准输出（stdout）日志

使用 Spring Boot 默认日志格式

logging.file=/var/root.log

使用自定义 logback 日志格式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log-config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log-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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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程序打印日志到指定目录，在配置文件 logback.xml  中配置日志的 Pattern。

3. 程序打包后，在控制台上新建部署组，选择日志配置项 log-config  。

4. 部署应用。

5. 单击部署组操作栏中更多 > 查看日志，选择日志配置项 log-config  查看日志信息。

如果用户不想配置日志的打印路径，但是仍然希望将日志采集后做检索，可以使用 TSF 提供的默认日志打印和采集功能。该功能要求工程满足以下条件：

当工程满足上面三个条件后，在 TSF 上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在控制台上新建部署组时，选择日志配置项为 default-log-config ，该日志配置项会通知 TSF agent 去采集默认日志路径下的日志。

2. 部署应用。

3. 在部署组操作栏中，单击更多 > 查看日志，选择日志配置项 default-log-config 查看日志信息。

更多关于日志配置的详细操作请参见 日志配置 。

<configuration scan="true" scanPeriod="60 seconds" debug="false">  

 <property name="log.path" value="/var/root.log" /> 

 <appender name="stdout" class="ch.qos.logback.core.ConsoleAppender">

     <encoder>

         <pattern>%d{yyyy-MM-dd HH:mm:ss.SSS} %contextName [%thread] %-5level %logger{36} - %msg%n</pattern>

     </encoder>

 </appender>

</configuration>

应用程序不配置日志路径

该工程为 Spring Cloud 应用。

工程的配置文件中不要设置 logging.file 参数（如果用户设置了该参数，默认日志功能不会生效）。

在 pom.xml 中依赖 TSF 的 logger 依赖，该依赖会打印日志到默认日志路径。

<dependency>

    <groupId>com.tencent.tsf</groupId>

    <artifactId>spring-cloud-tsf-logger</artifactId>

</dependenc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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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格式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9 14:56:55

TSF 目前支持 Spring boot、Nginx Access 、自定义 Logback、自定义 Log4j、自定义 Log4j2、单行/多行文本、无解析规则七种类型。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默认的 Spring Boot 日志，则选择 Spring Boot 日志类型。不需设置“日志格式”。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默认的 Nginx Access 日志，则选择 Nginx Access 日志类型。不需设置“日志格式”。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 Logback 日志配置，设置日志类型为 Logback，然后设置日志格式（即日志解析规则，对应 Logback 中的 pattern）。可参见 Logback 中关

于 Pattern  的介绍，Pattern 支持说明和参考模板如下。

TSF 支持以下 Pattern 的正常解析：

TSF 对以下 Pattern 贪心匹配：

其他 Pattern 不建议使用。

说明

请尽量保持以年-月-日做日志开头（如：2019-09-21、11:09:48.395，因为分割日志时以这种格式作为分割）。否则，可能导致日志显示分行异常，甚至

不能显示日志。

Spring Boot

Nginx Access

自定义 Logback

Pattern 支持说明

%d  %date

%p %le $level

%c %logger %lo

%C %class

%caller

%F %file

%L %line

%r %relative

%M %method

%trace

%m %msg %message

%exception %ex %throwable %xEx %xException %xThrowable %rEx %rootException

Pom

<project xmlns="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http://maven.apache.org/xsd/maven-4.0.0.xsd">

    <modelVersion>4.0.0</modelVersion>

    <parent>

        <groupId>com.tencent.tsf</groupId>

        <artifactId>tsf-demo</artifactId>

        <version>1.16.0-Edgware-RELEASE</version>

    </parent>

    <artifactId>provider-demo</artifactId>

    <packaging>jar</packaging>

    <name>provider-demo</name>

    <dependencies>

        <!-- TSF启动器 包含完整依赖 -->

        <dependency>

https://logback.qos.ch/manual/layou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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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应用应该依赖有 LogbackTraceConverter 类的 SDK。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 Log4j 日志配置，设置日志类型为 Log4j，然后设置日志格式（即日志解析规则，对应 Log4j 中的 pattern）。可参见 Log4j 中关于 Pattern  的

介绍。Pattern 支持说明和参考模板如下。

TSF 支持以下 Pattern 的正常解析：

            <groupId>com.tencent.tsf</groupId>

            <artifactId>spring-cloud-tsf-starter</artifactId>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project>

Logback.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springProperty scope="context" name="springAppName" source="spring.application.name"/>

    <conversionRule conversionWord="trace" converterClass="com.tencent.tsf.logger.LogbackTraceConverter" />

    <appender name="STDOUT" class="ch.qos.logback.core.ConsoleAppender">

        <!-- encoder 默认配置为PatternLayoutEncoder -->

        <encoder>

            <!-- <pattern>%d %L %c %t %msg%n</pattern>-->

            <pattern>%d{yyyy-MM-dd HH:mm:ss.SSS} %trace %p %c [%t] %msg%n</pattern>

        </encoder>

    </appender>

    <appender name="TSF" class="ch.qos.logback.core.rolling.RollingFileAppender">

        <File>${LOG_FILE:-Startup}

        </File>

        <rollingPolicy class="ch.qos.logback.core.rolling.SizeAndTimeBasedRollingPolicy">

            <FileNamePattern>${LOG_FILE:-Startup}.%d{yyyy-MM-dd}.%i.log

            </FileNamePattern>

            <MaxHistory>30</MaxHistory>

            <maxFileSize>100MB</maxFileSize>

            <totalSizeCap>1GB</totalSizeCap>

        </rollingPolicy>

        <encoder>

            <!-- <pattern>%d %L %c %t %msg%n</pattern>-->

            <pattern>%d{yyyy-MM-dd HH:mm:ss.SSS} %trace %p %c [%t] %msg%n</pattern>

            <charset>UTF-8</charset>

        </encoder>

    </appender>

    <root level="info">

        <appender-ref ref="STDOUT" />

        <appender-ref ref="TSF" />

    </root>

</configuration>

自定义 Log4j

Pattern 支持说明

%d

%p

%C

%c

%F

%L

%r

%M

%t

%m

%T（trace）

https://logging.apache.org/log4j/1.2/apidocs/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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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应用应该依赖有 Log4JPatternLayout 类的 SDK。请注意日志输出路径。

Pom

#排除日志中默认的logback依赖，引入log4j的依赖

<project xmlns="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http://maven.apache.org/xsd/maven-4.0.0.xsd">

    <modelVersion>4.0.0</modelVersion>

    <parent>

        <groupId>com.tencent.tsf</groupId>

        <artifactId>tsf-demo</artifactId>

        <version>1.16.0-Edgware-RELEASE</version>

    </parent>

    <artifactId>consumer-demo</artifactId>

    <packaging>jar</packaging>

    <name>consumer-demo</name>

    <dependencies>

        <!-- TSF启动器 包含完整依赖 -->

        <dependency>

            <groupId>com.tencent.tsf</groupId>

            <artifactId>spring-cloud-tsf-starter</artifactId>

            <exclusions>

                <exclusion>

                    <groupId>org.springframework.boot</groupId>

                    <artifactId>spring-boot-starter-logging</artifactId>

                </exclusion>

            </exclusions>

        </dependency>

        <!--log4j-->

        <dependency>

            <groupId>org.springframework.boot</groupId>

            <artifactId>spring-boot-starter-log4j</artifactId>

            <version>1.3.8.RELEASE</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project>

Log4j.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DOCTYPE log4j:configuration SYSTEM "log4j.dtd">

 <log4j:configuration xmlns:log4j="http://jakarta.apache.org/log4j/">

     <appender name="console" class="org.apache.log4j.ConsoleAppender">

         <param name="Target" value="System.out"/>

         <layout class="com.tencent.tsf.logger.Log4JPatternLayout">

             <param name="ConversionPattern" value="%d %p %l %c %m%n"/>

         <!-- <param name="ConversionPattern" value="%d{yyyy-MM-dd HH:mm:ss,SSS} %T %p %F %r %m%n"/>-->

         </layout>

     </appender>

     <appender name="TSF" class="org.apache.log4j.RollingFileAppender">

        <param name="File" value="/tsf-demo-logs/provider-demo/root.log" /><!-- 设置日志输出文件名 -->

        <!-- 设置是否在重新启动服务时，在原有日志的基础添加新日志 -->

        <param name="Append" value="true" />

        <param name="MaxBackupIndex" value="10" />

        <layout class="com.tencent.tsf.logger.Log4JPatternLayout">

            <param name="ConversionPattern" value="%d %p %l %c %m%n"/>

        <!-- <param name="ConversionPattern" value="%d{yyyy-MM-dd HH:mm:ss,SSS} %T %p %F %r %m%n" />-->

        </layout>

     </appender>

     <root>

         <priority value ="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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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用程序使用 Log4j2 日志配置，设置日志类型为 Log4j2，然后设置日志格式，可参见 Log4j2  的介绍。Pattern 支持说明和参考模板如下。

TSF 支持以下 Pattern 的正常解析：

TSF 对以下 Pattern 贪心匹配：

其他 Pattern 不建议使用。

         <appender-ref ref="console" />

         <appender-ref ref="TSF"/>

     </root>  

</log4j:configuration>

自定义 Log4j2

Pattern 支持说明

%d %date

%p $level

%c %logger

%C %class

%F %file

%L %line

%r %relative

%M %method

%t %tn %thread %threadName

%pid %processId

%N %nano

%tp %threadPriority

%T %tid %threadId

%sn %sequenceNumber

%u %uuid

%trace

%m %msg %message

%exception %ex %throwable %xEx %xException %xThrowable %rEx %rootException

Pom

<project xmlns="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http://maven.apache.org/xsd/maven-4.0.0.xsd">

    <modelVersion>4.0.0</modelVersion>

    <parent>

        <groupId>com.tencent.tsf</groupId>

        <artifactId>tsf-demo</artifactId>

        <version>1.16.0-Edgware-RELEASE</version>

    </parent>

    <artifactId>provider-demo</artifactId>

    <packaging>jar</packaging>

    <name>provider-demo</name>

    <dependencies>

        <!-- TSF启动器 包含完整依赖 -->

        <dependency>

            <groupId>com.tencent.tsf</groupId>

            <artifactId>spring-cloud-tsf-starter</artifactId>

            <exclusions>

                <exclusion>

                    <groupId>org.springframework.boot</groupId>

                    <artifactId>spring-boot-starter-logging</artifactId>

                </exclusion>

            </exclusions>

https://logging.apache.org/log4j/2.x/manual/layou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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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名应为 Log4j2.xml。请注意日志输出路径。

当日志为自定义格式时，可选择日志类型“单行/多行文本”，日志日期时间部分提供四种可选的格式，然后设置剩余部分内容的格式。日期格式支持以下四种：

        </dependency>

        <!--log4j2-->

        <dependency>

            <groupId>org.springframework.boot</groupId>

            <artifactId>spring-boot-starter-log4j2</artifactId>

            <version>2.1.6.RELEASE</version>

        </dependency>

        <!--log4j2-->

        <dependency>

            <groupId>commons-logging</groupId>

            <artifactId>commons-logging</artifactId>

            <version>1.2</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project>

Log4j2.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figuration status="WARN">

    <Properties>

        <Property name="basePath">/tsf-demo-logs/provider-demo</Property>

    </Properties>

    <appenders>

        <!--  输出控制台的配置 -->

        <Console name="console" target="SYSTEM_OUT">

            <!--  控制台只输出level及以上级别的信息（onMatch），其他的直接拒绝（onMismatch） -->

            <ThresholdFilter level="trace" onMatch="ACCEPT" onMismatch="DENY"/>

                <PatternLayout pattern="%d %nano %p %M %uuid %m%n" />

        <!-- <PatternLayout pattern="%d{yyyy-MM-dd HH:mm:ss,SSS} %trace %level %F [%l] %message%n" />-->

        </Console>

        <RollingFile name="TSF" fileName="${basePath}/root.log" filePattern="${basePath}/root.%d{yyyy-MM-dd}.%i.log">

            <PatternLayout>

                <PatternLayout pattern="%d %nano %p %M %uuid %m%n" />

            <!-- <pattern>%d{yyyy-MM-dd HH:mm:ss,SSS} %trace %level %F [%l] %message%n</pattern>-->

            </PatternLayout>

            <Policies>

                <TimeBasedTriggeringPolicy interval="1" modulate="true" />

            </Policies>

        </RollingFile>

    </appenders>

    <!-- 然后定义logger，只有定义了logger并引入的appender，appender才会生效 -->

    <loggers>

        <root level="info">

            <appender-ref ref="console"/>

            <appender-ref ref="TSF" />

        </root>

    </loggers>

</configuration>

单行/多行文本

yyyy-MM-dd HH:mm:ss.SSS

yyyy-MM-dd HH:mm:ss,SSS

dd/MMM/yyyy:HH:mm:ss.SSS

dd/MMM/yyyy:HH:mm:ss,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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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行日志内容为一条完整的日志。日志服务在采集的时候，将使用换行符 \n 来作为一条日志的结束符。为了统一结构化管理，每条日志都会存在一个默认的键值

__CONTENT__ ，但日志数据本身不再进行日志结构化处理，也不会提取日志字段，日志属性的时间项由日志采集的时间决定。

无解析规则

日志配置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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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配置项用于指定采集日志的规则，包括日志的采集路径和日志解析格式（功能待发布）。用户可以在 TSF 控制台上创建日志配置项，然后将配置项发布到部署组

上。同一个部署组可以关联多个日志配置项。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 ，单击日志服务 > 日志配置。

3. 在日志配置页，单击新建日志配置项，在“创建日志配置”页面中设置您的日志配置项信息。

4. Nginx Access 和无解析规则格式日志无法支持日志和调用链联动。 

 设置日志格式后，您可以通过“格式解析”功能，检验当前的设置是否正确：

4.1 单击格式解析，打开日志格式解析弹框。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日志配置项

名称：填写日志配置名称，不超过 60 个字符。

日志类型：根据应用程序的日志类型选择一种日志类型，目前支持 Spring boot、 Nginx Access 、自定义logback、自定义log4j、 自定义log4j2 、单行/

多行文本、无解析规则七种类型。

采集路径：设置您的日志采集路径，可配置一个或者多个日志采集路径。目前支持绝对路径具体到日志文件，如/data/log/2017.log，文件名称允许使用数字、

字母、横杠 - 、下划线 _ 、通配符 \* 和小数点 . 。日志文件必须具有文件后缀，文件名和目录支持通配符，如 /data/log/*.log 或 /var/log/*/*.log 。

日志格式：当日志类型为“自定义 logback”、“自定义 log4j”、“自定义log4j2” 及 “单行/多行文本”时，需设置日志格式（参见 日志格式说明 ）。

说明

若要实现调用链与业务日志联动，部署组关联的日志配置项必须遵守日志格式规范。

Spring Boot 格式默认可以支持日志调用链联动。

自定义 Logback、自定义 Log4j、自定义 Log4j2 和单行/多行文本格式日志需要日志 pattern 中添加 %trace 才可以支持日志和调用链联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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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复制部分日志内容粘贴在“日志内容”区域，单击解析，查看“解析结果”区域的输出是否符合预期。

备注：选填，日志配置项的描

述信息。

5. 单击提交完成创建。

TSF 提供默认日志配置项，格式是 Spring Boot。日志路径包括三部分，相对于应用启动路径：

用户可以在微服务应用的配置文件中配置 logging.file  为上述任意一个路径，然后在创建部署组时，选择默认日志配置项 default-log-config 。

默认日志配置项

./*.log

./log/*.log

./logs/*.log

注意

默认日志配置项仅适用于虚拟机部署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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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组关联日志配置项有两个入口：

入口1：创建部署组时选择日志配置项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部署组。

3. 单击新建部署组，在弹出框中选择关联的日志配置项。

4. 单击提交。

入口2：在日志配置项列表发布配置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 ，单击日志服务 > 日志配置。

3. 在日志配置页，单击操作列的发布规则。

4. 选择要绑定的部署组。

部署组关联日志配置项

用户可以在创建应用时将日志配置项关联到应用。

在日志配置项列表，右侧操作栏中单击发布规则。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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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提交完成发布。

当日志配置项没有被其他部署组关联时，才可以删除日志配置项。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服务 > 日志配置。

3. 在日志配置页，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删除。

4. 在删除确认框中单击确认，即可删除日志配置项。

1. 登录 TSF 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服务 > 日志配置。

3. 单击目标日志配置项的“ID”，进入日志配置基本信息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编辑，完成修改。

删除日志配置项

修改日志配置项

说明

不支持修改默认日志配置项。

日志配置项修改后，虚拟机部署的应用会自动使用修改后的日志配置项来采集日志，容器部署的应用需要重启部署组（先停止部署组，再启动部署组）后才

会使用修改后的日志配置项来采集日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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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投递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1:07

TSF 的日志服务，提供日志投递功能。您可通过配置日志投递规则，并将其发布至目标部署组，从而实现部署组日志的转存。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运维中心下的日志服务 > 日志配置，切换到日志投递标签页。

3. 单击新建投递规则，在弹出的新建投递规则弹框中输入您的规则设置。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新建日志投递规则

规则名称：必填，文本，长度限制32个字符

接收端：日志转存至的目标位置

仅支持设置一个接收端

目前仅支持 Kafka 类型的接收端，您需设置 “IP:端口”、“域名:端口” 或“域名”，多个 Kafka 地址用","分隔。输入集群后可以检测集群状态，如果

通过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失败返回失败信息，您可以查看异常信息排查问题。

所填写的 Kafka 集群，可为自建 Kafka 集群或腾讯云 CKafka

投递配置：支持从不同路径采集到的日志投递到同一个 kafka 实例的不同 Topic 中，可通过添加按钮添加多个路径输入框，以设置多个路径。

采集路径：需要具体到某一个日志文件

投递 Topic：填写该目录的文件投递到具体哪一个 Topic 中

高级设置：配置投递到 Kafka 的鉴权规则。当打开鉴权配置后，需要填写 Kafka 访问的用户名与密码。其中当投递目的地为腾讯云 CKafka 时，用户名和密

码的填写方式可以参见文档 配置 ACL 策略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7/3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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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保存&下一步，进入绑定部署组页面。

5. 绑定部署组，并单击完成。

规则创建完成后，您可将规则绑定至多个部署组。绑定后，此投递规则即会在所选的部署组中生效，部署组中规则指定路径下的日志，会被自动转存至目标接收端。

日志投递规则创建后，会以列表项的形式呈现在日志投递页面的规则列表中。

1. 单击某列表项中的规则 ID，进入该规则的详情页。

2. 在规则详情页中，查看其基本信息和发布情况（规则已绑定的部署组列表）。

投递规则创建完成后，您可通过发布规则将投递规则绑定至更多部署组。

1. 选择目标规则，进入发布规则页面。您可以通过以下任一方式操作：

2. 选择所需绑定的部署组，单击提交即可。

注意

所配置的 Kafka 必须和应用部署的 VPC 相同。

请在 CKafka 上开启白名单，以保证日志采集端和 Kafka 的网络联通性。

日志采集路径请勿以 /data/tsf_apm 开头。

同一个部署组上只支持添加一条投递规则。如果配置多条规则，最后配置的规则将覆盖原有规则。

查看日志投递规则详情

发布日志投递规则

方式一：在投递规则列表页中找到目标规则，单击操作列的发布规则。

方式二：进入目标规则的规则详情 > 发布情况页中，单击左上方的发布规则。

说明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62 共237页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修改部署组所绑定的投递规则。

规则创建成功后，您可随时修改规则的配置信息

1. 在规则列表页中找到所需修改的规则项，单击规则 ID 进入其详情页。 

2. 单击详情页基本信息卡片右上方的“编辑”图标，在打开的编辑投递规则弹框中，编辑规则配置项后，单击保存即可。

已绑定当前规则的部署组不可被选中；已绑定其它规则的部署组，被绑定新规则时，部署组的投递规则被替换为新的规则。

修改部署组的投递规则

方式一：您可通过将新的规则绑定至部署组，替换其原有投递规则。

方式二：在部署组的详情页的基本信息中，编辑其投递规则；选择新的规则并保存后，部署组的投递规则即更新为新选的规则。

编辑日志投递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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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则修改完成后，自动在规则已绑定的部署组中生效。

投递规则创建后，您也可以随时将其删除。

1. 在投递规则列表页中找到目标规则，单击操作列中的更多 > 删除。

2. 二次确认后即可将规则删除。

删除日志投递规则

注意

规则删除后，自动把该规则从所有已绑定该规则的部署组中清除，并停止此规则的日志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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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告警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1:16

日志告警功能允许您通过配置业务日志中的关键词，设置关键词出现频率的告警。您需要在 TSF 控制台上配置需要告警的关键词和监控对象，并在云监控界面上配置告

警通知人。

要触发日志告警，您需要先完成以下操作：

1. 已采集日志数据（参见日志服务 快速入门 ）

2. 日志中有告警统计规则中的关键词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服务 > 日志告警 。

3. 在日志告警页面，单击左上角新建告警统计，在弹框中填写相关信息。

4. 单击提交，完成告警统计。

1. 配置好告警统计后，在 日志告警  列表页面，单击前往配置告警，跳转至 云监控控制台  。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部署组已经关联了日志配置项

程序打印的日志的路径和解析规则和日志配置项保持一致

操作步骤

新建告警统计

关键词：填写需要设置告警的关键词，关键词中可以包含空格、引号、逗号、句号、冒号等常见特殊符号。填入关键词输入框的内容都将被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监

控告警。整体输入内容不能超过20字符。当前暂不支持正则表达式。

部署组：选择需要监控部署组。此时可以选择某集群和某命名空间下的多个部署组。统计时多个部署组分别统计。

配置告警策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072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log-alar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log-alar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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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云监控 > 告警配置 > 告警策略  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

3. 在新增策略界面，填写新建策略内容。

4. 单击完成。当被监控的对象发生告警时，告警接收组的用户即可在配置的接收渠道上收到监控信息。

1. 登录腾讯云 云监控控制台 。

2. 在告警配置 > 告警策略  中，查看当前配置的告警策略列表。

3. 在策略列表中，单击目标策略的策略名称，即可查看策略详情。

  在这个页面上，用户可以修改当前的告警策略。当某一条策略被修改时，该策略导致的告警条目在告警列表中告警状态将展示为“数据不足”。

4. 在管理告警策略页面底部，您可以填写告警回调信息，填写公网可访问到的 URL 作为回调接口地址（域名或 IP[:端口][/path]），云监控将及时把告警信息推送到

该地址。

策略名称：20字以内。

策略类型：选择 TSF/日志告警。

所属项目：通常为默认项目。

告警对象：选择在已经在 TSF 控制台上配置的告警统计对象（关键词和需要对这个关键词进行统计的部署组）。此处支持多选。 

触发条件：针对日志告警，需要填写上面选择的关键词在一定长度的统计周期下出现次数超过一定范围触发告警。

告警渠道：支持选择已有模板或者新建模板。

接收对象：支持用户或者用户组，单击输入框后面的新增用户组，跳转至 访问管理控制台  配置。

接收渠道：支持邮件、短信、微信、企业微信和电话等。

接口回调：填写回调地址方便云监控将告警信息推送到该地址。

    

查看告警策略详情

查看告警列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policylis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policylis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policylis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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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云监控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告警历史 ，进入告警列表页。 

  在此页面上，可以看到近期的告警信息。其中告警状态表明的是曾经发生的告警在当前的状态是否依然能够触发告警。当显示为 “已恢复” 时，表明此时告警情况

已经被修复。

告警对象，即需要配置告警的关键词和部署组，需要在 TSF 控制台  上进行编辑。 

在日志服务 > 日志告警  > 日志告警列表的操作栏，可以对告警对象进行编辑和删除。

编辑告警对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myalar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myalar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log-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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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1:26

TSF 会根据部署组的日志配置项来采集业务日志。例如日志配置项的采集路径是 /tsf-demo-logs/tsf-inventory/*.log ，TSF 会采集该路径下的文件日志。

TSF 默认提供 stdout 标准输出日志的查看，无须额外设置。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部署组，进入部署组列表页。

2. 在目标部署组列表页，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查看日志：

3. 日志信息如下图所示，切换日志类型查看日志配置项的业务日志或者 stdout 标准输出日志，切换右上角按钮查看实时日志和历史日志。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方式一：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查看日志，即可查看实时日志。

方式二：单击部署组 ID 进入详情页中，单击顶部的日志标签页查看实时日志。 

日志配置项：查看日志配置项的采集路径下的业务日志。

stdout（标准输出）日志：查看实例标准输出日志。

说明

 查看标准输出日志时，对容器部署的应用将为您默认展示最近1000条日志。如您希望查看更多日志或希望使用检索能力，您可以在日志配置项中配置

日志类型为无解析规则，日志采集路径为 `/data/tsf_std/stdout/logs/stdout.log`。您也可以使用云上日志服务 CLS 产品收集您的业务日志。

常见问题

为什么无法显示 stdout 日志？

为什么无法显示自定义的文件日志？

为什么实时日志一直加载不出来？

能否关掉 tsf-task-schedule-xxx 线程或者日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2#.E4.B8.BA.E4.BB.80.E4.B9.88.E6.97.A0.E6.B3.95.E6.98.BE.E7.A4.BA-stdout-.E6.97.A5.E5.BF.97.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2#.E4.B8.BA.E4.BB.80.E4.B9.88.E6.97.A0.E6.B3.95.E6.98.BE.E7.A4.BA.E8.87.AA.E5.AE.9A.E4.B9.89.E7.9A.84.E6.96.87.E4.BB.B6.E6.97.A5.E5.BF.97.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2#.E4.B8.BA.E4.BB.80.E4.B9.88.E5.AE.9E.E6.97.B6.E6.97.A5.E5.BF.97.E4.B8.80.E7.9B.B4.E5.8A.A0.E8.BD.BD.E4.B8.8D.E5.87.BA.E6.9D.A5.EF.BC.9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20272#.E8.83.BD.E5.90.A6.E5.85.B3.E6.8E.89-tsf-task-schedule-xxx-.E7.BA.BF.E7.A8.8B.E6.88.96.E8.80.85.E6.97.A5.E5.BF.97.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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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检索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1:34

当部署组关联了日志配置项后，TSF 会对采集的日志数据实时建立索引。用户可以在 TSF 控制台中，通过日志检索功能使用关键词检索出关键日志信息。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单击左侧导航栏日志服务 > 日志检索。

2. 选择搜索的时间范围。

3. 选择日志数据源

4. 选择排序方式，默认是按关键词匹配度排序。

5. 输入日志关键词，单击查询。

关键词搜索包含三种查询方式： 基本查询 、 Lucene 语法查询  及 正则表达式 。用户可根据需求自行进行选择。在选定其一查询方式后，输入关键字。

6. 单击查看日志上下文，查看该条日志的上下文信息。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日志配置项：日志配置项决定了日志格式、日志采集路径等规则；

部署组：从关联了日志配置项的部署组中进行选择；

实例：当选择单个部署组时，可以将数据源范围精细化到部署组内某个实例。

说明

中文日志场景下，请使用正则表达式方式进行检索。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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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时间范围选择组件的结束时间为进入日志检索页面的时间。

关键词查询

基本查询

输入待查询的关键词或短语，按下回车键，输入下一个待查询的关键词或短语，按下回车，直至全部输入完成。单击查询，日志列表将展示出所有符合条件的日志。

本查询方式默认将 任意空白字符,.[]{}()?:= 认定为分词符，含有上述符号的日志被按照分隔符所在位置拆分。例如 org.apache.kafka.clients.NetworkClient 将被

分词为 org apache kafka clients NetworkClient 。

支持单词的搜索

例如：输入 available ，输出日志为所有含有单词 available 的日志。

支持短语的搜索

例如：输入 Broker may not be available ，输出日志为所有含有短语 Broker may not be available 的日志。

Lucene 语法查询

支持检索类型 规则 示例 

全文检索-单词检索 输入单个词语进行搜索，精准输出所有包含该词语的日志 startup

全文检索-短语检索 输入双引号“”囊括短语进行搜索，精准输出所有包含该短语的日志 startup

布尔表达式搜索

支持 A AND B 搜索，输出所有同时包含 A 和 B 的日志；支持 A OR B 搜索，输出所有含有 

A 或所有含有 B 或同时含有 A 和 B 的日志；支持 A NOT B 搜索，输出所有含有 A 同时不含

有 B 的日志；支持 +A，输出所有包含 Term 的日志；支持 -A，输出的日志不包含 A

-

通配符搜索 支持 ? 搜索，？可匹配单个字符； 支持 * 搜索，* 可匹配0到多个字符 -

模糊搜索
支持 A~Beta（数值） 启动模糊搜索，输出包含所有距离 A 相似度为 Beta 的单词的日志。

该模糊检索查询出拼写错误的单词
-

优先级搜索 支持 A^beta（数值） B 搜索，使 A 的搜索优先级相较于 B 提高 Beta -

转义特殊字符
以下字符当作值搜索时需要用\转义：

+- = && \| > < ! ( ) { } [] ^ " ~ * ? : \ /
(1+1)\=2用来查询(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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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则表达式查询

支持使用正则表达式对日志进行搜索。

例如：搜索形如以 p 开头 r 结尾的关键词，我们可以直接在搜索框内输入 /p.*r/ 进行匹配。 

告警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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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默认为所有用户提供云监控功能，无需用户手动开通。用户在使用了腾讯云某个产品后，云监控才可以开始收集监控数据。

TSF 支持监控您账户下创建的资源，包括服务、部署组、接口等，帮助您实时掌握资源状态。您可以为监控指标配置告警规则，当监控指标达到设定的报警阈值时，云

监控可以通过邮件、短信、微信、电话等方式通知您，帮助您及时应对异常情况。

TSF 当前支持七种不同的告警形式配置：部署组告警、服务告警、接口告警、日志告警、分布式任务调度告警、应用仓库容量告警和实例告警。

TSF 当前支持的告警类别以及作用如下：

创建的告警会将一定周期内监控的指标与给定阈值的情况进行比对，从而判断是否需要触发相关通知。当 TSF 状态改变而导致告警触发后，您可以及时进行相应的预防

或补救措施，合理地创建告警能帮助您提高应用程序的健壮性和可靠性。

1. 登录 云监控控制台 。

2. 在告警策略页面，选择好策略类型和要设置告警的实例，设置好告警规则和告警通知模板。

3. 单击完成，完成配置。

有关告警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云监控告警服务 。

1. 登录 云监控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触发条件模板，进入触发条件列表页面。

3. 在触发条件模板页单击新建。

4. 在新建模板页，配置策略类型。

操作场景

告警类别

告警类别 作用对象 作用

部署组告警 部署组
指标告警：用户可以根据部署组的节点健康率配置告警。举例：当部署组中存在三个节点，希望当部署组中只保留一个节

点存活的时候即发出告警，则需要配置部署组健康率在统计周期1分钟内健康率小于34%，并持续一个周期发出告警。

服务告警 微服务

指标告警：用户可以配置指标告警来针对微服务的接收请求平均耗时、接收请求失败率、接收请求量、http响应码

4xx、http响应码5xx进行告警配置。 

事件告警：用户可以对服务离线和服务熔断进行告警配置。如想实现当某个微服务离线则触发告警则配置事件告警，事

件内容为服务离线。

接口告警 服务接口
监控服务接口请求量、请求错误率、请求平均耗时指标。当微服务接口请求数、请求错误率、请求平均耗时达到一定阈值

则触发告警。

日志告警

部署组以及部署

组运行日志中的

关键词

统计日志中的关键词出现频率，当某些日志关键词出现频率超过一定限度则触发告警。例如，用户可以配置日志中 

“error”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一分钟内出现10次即告警。

分布式调度任

务告警

普通任务、工作

流任务

提供任务执行批次、执行实例异常告警，工作流任务执行批次、批次任务、执行实例异常告警能力，支持灵活的指标告警

及事件告警配置。

应用仓库容量

告警
应用仓库 当用户应用仓库已用容量/总容量比例高于80%，触发告警。

实例告警 服务实例 统计实例的 FULL_GC 事件次数，当数量达到一定阈值后则触发告警。

说明

当前腾讯云上云产品的告警统一收归到云监控控制台进行配置。日志告警的配置请参见 日志告警 。

配置告警规则

策略类型：选择 TSF。

告警对象：选择需要配置告警策略的 TSF 资源。

触发条件：支持选择模板和手动配置，默认选择手动配置，手动配置参见以下说明，新建模板参见 新建触发条件模板 。

指标：例如“部署组节点健康率”，选择统计粒度为1分钟，则在1分钟内，部署组节点健康率连续N个数据点超过阈值，就会出发告警。

告警频次：例如“每30分钟警告一次”，指每30分钟内，连续多个统计周期指标都超过了阈值，如果有一次告警，30分钟内就不会再次进行告警，直到下

一个30分钟，如果指标依然超过阈值，才会再次告警。

通知模板：选择通知模板，也可以新建通知模板，设置告警接收对象和接收渠道。

新建触发条件模板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039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819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7/57244#%E6%96%B0%E5%BB%BA%E8%A7%A6%E5%8F%91%E6%9D%A1%E4%BB%B6%E6%A8%A1%E6%9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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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认无误后，单击保存。

6. 返回新建告警策略页，单击刷新，就会出现刚配置的告警策略模板。

策略类型：选择 TSF。

触发条件：设置告警出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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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ashboard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2:06

Dashboard 是云监控针对云产品指标监控数据，提供的具备可视化和分析功能的智能仪表盘。

您可以对 TSF 的指标创建 Dashboard，Dashboard 会自动将监控数据以精美的图表形式呈现在监控面板中，使监控数据更加直观，协助您通过趋势和异常值分析

指标。

TSF 当前支持展示的告警指标以及作用如下：

1. 登录 云监控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Dashboard > Dashboard 列表，进入 Dashboard 列表页。

3. 单击 Dashboard 列表左上角的新建 Dashboard，进入新建 Dashboard 管理页。

4. 单击面板区的 ，在弹出的窗口中填写面板名并选择 Dashboard 所属文件夹。

5. 单击确定即可快速创建 Dashboard。

6. 进入 Dashboard 管理页。单击新建 > 新建图表，进入编辑图表页配置指标信息

7. 单击右上角保存，完成监控指标设置。

操作场景

告警类别 作用对象 作用

日志告警 部署组以及部署组运行日志中的关键词 统计日志中的关键词出现频率。

服务告警 微服务 监控微服务的在线、离线状态以及服务被请求的请求量、错误率、耗时。

部署组告警 部署组 监控部署组中节点的运行健康程度。

接口告警 服务接口 监控服务接口的运行健康程度。

分布式调度任务告警 普通任务、工作流任务 监控普通任务和工作流任务的执行失败次数。

应用仓库容量告警 应用仓库 监控用户应用仓库已用容量/总容量。

实例告警 服务实例 监控实例的 FULL_GC 事件次数。

操作步骤

指标：选择TSF告警指标

筛选：选择需要展示监控指标的实例。

group by（标签筛选条件无此功能）：类似 SQL 的 Group by 功能，根据指定标签对数据进行分组后再按照聚合算法聚合。当您不选择任何标签时，可自定

义统计周期内指标统计方式，支持平均值（avg）、最大值（max）、最小值（min）和求和（sum）统计方式。

对比：支持环比（昨天同时段）、同比（上周同时段）和自定义时间对比。当您都勾选后，图表会出现所选实例昨天同时段监控曲线和上周同时段监控曲线，方

便您进行数据对比。

左 Y 轴、右 Y 轴：支持调整 Y 轴左右放置。

更多配置：

别名：支持一键命名所有实例别名。如需不同实例命名不同的别名，可新建多个指标，在各指标下输入别名。

开启排序功能：图表所绑定的实例将按排序规则和展示数量进行排序，用于实现大批量监控机器高低负载功能。

排序规则：支持多种方式对指标进行排序，可根据排序结果对实例进行筛选。

展示数量：展示实例数量。 

例如：设置排序规则为“最大值；降序”，展示数量为10。表示：图表中将按降序展示最大值 TOP10 的实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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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治理

服务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3:55

服务是微服务平台管理的基本单元，当微服务注册到注册中心时，服务会显示在服务治理列表中。您也可以提前手动创建服务，设置服务限流、路由等规则，当服务注册

上来后规则会下发到匹配服务名的服务实例上。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服务治理，选择好地域和所属命名空间后单击新建服务。

3. 填写服务的基本信息后，单击提交，完成创建。

在 服务治理  页面，单击目标服务操作栏的编辑，填写备注信息后，单击提交，完成修改。

在 服务治理  页面，单击目标服务操作栏的删除，确认删除后即可删除服务。

在 TSF 控制台服务治理页面可以看到线上服务的请求量、请求成功率、请求平均耗时等监控数据。数据统计周期都是24小时。

一个服务由多个服务实例构成，您可以在服务详情页 > 服务实例列表，查看服务下有多少实例。服务实例有在线和离线两种状态，离线的服务实例不会被其他服务发

现，会在上次心跳时间24小时后自动清除。

当服务实例不可用且仍然注册到注册中心时，会导致请求发送到该问题实例上，此时可以开启屏蔽实例来手动下线该实例。服务被屏蔽后，该服务实例将不会被其他服务

发现，流量不会分发到该实例上。

创建服务

编辑服务

删除服务

注意

只有当服务的状态为离线时，即服务运行实例数为0时，才能删除服务。

服务监控

请求量：对一个服务，统计其作为服务提供者，被所有消费他的服务消费者发起调用的24小时内总调用数。

请求成功率：对于一个服务，统计24小时内其作为服务提供者，成功向消费他的所有服务消费者返回请求的总数比上服务请求总数。

请求平均耗时：对于一个服务，统计24小时内其作为服务提供者，统计消费者从发起调用到调用返回到服务提供者的耗时平均值。

服务实例和手动下线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servic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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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列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4:04

TSF 框架在微服务注册时，会自动收集并注册微服务提供的 API 接口，用户可通过 TSF 控制台实时掌握当前微服务提供的 API 情况。接口列表显示服务对外暴露的 

API 列表，同时 API 调试提供用户在线调试 API 的能力。

您可以在 TSF 控制台中，通过接口列表查看 API 的详细信息，并进行 API 在线调试。

要使用 API 列表和调试功能，需要先将服务的 API 注册到注册中心，具体请参见开发手册 API 注册 。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服务治理，单击微服务的“ID”，进入服务概览页。

3. 在服务详情页，单击顶部的接口列表，会显示服务对外提供的 API 列表。 

4. 单击 API 的“接口路径”，可以查看到 API 的详细信息。 

API 详情按照应用名/版本号划分显示了 API 的详细信息，包括：路径、方法、描述、入参、出参。其中 Models 表示参数中的复杂类型。 

TSF 支持手动录入API，适用于当微服务尚未注册到注册中心，但是希望将 API 进行提前录入，方便配置一些服务治理规则的场景。

1. 在 服务治理  页面，单击微服务的“ID”，进入服务概览页。

2. 在服务详情页，选择接口列表页签，单击手动录入API。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查看API信息

手动录入AP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060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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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 API 路径（其中 path 参数可以使用 {param} 来进行描述），并选择请求方法。

4. 单击完成，完成录入。

1. 在 服务治理  页面，单击微服务的“ID”，进入服务概览页。

2. 在服务详情页，选择接口列表页签，单击接口操作栏的调试，进入 API 调试页面。 

3. 单击右上角的调试，填写调用 API 的默认参数，单击发送请求。 

4. 右侧会展示调用 API 的返回结果。 

说明

同一个微服务下，通过请求路径和请求方法确认唯一的一个 API，不允许创建同请求方法和路径的 API。

当注册中心获取到微服务注册的 API 与手动录入的 API 相同时，会认为是同一个 API。

当注册中心判断某个 API 在当前任何一个部署组上都没有注册，会展示 API 状态为离线。

仅当 API 状态为离线时，该 API 才可以被删除。

API 调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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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鉴权

服务鉴权原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4:20

服务鉴权是处理微服务之间相互访问权限问题的解决方案。配置中心下发鉴权规则到服务，当请求到来时，服务根据鉴权规则判断鉴权结果，如果鉴权通过，则继续处理

请求，否则返回鉴权失败的 HTTP 状态码403（Forbidden）。

鉴权流程如下：

服务鉴权功能支持白名单和黑名单两种鉴权方式。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 TSF 服务鉴权原理：

一个服务可能有多个鉴权规则，多个鉴权规则之间是逻辑或（OR）的关系，只要请求满足任意一条鉴权规则，就相当于匹配成功。

需求：服务 provider-demo 只允许来自 consumer-demo 服务且带有 user=foo 的自定义标签的请求调用。 

解决方案：要满足上面的鉴权需求，用户可以在 provider-demo 的鉴权页面，设置鉴权方式为白名单，鉴权规则如下图（注意最后要将生效状态改为生效）： 

鉴权原理

白名单：当请求匹配任意一条鉴权规则时，允许调用；否则拒绝调用。

黑名单：当请求匹配任意一条鉴权规则时，拒绝调用；否则允许调用。

多个鉴权规则

示例说明

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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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要满足 逻辑与 AND   （既满足条件 A ，又满足条件 B）时，需要使用标签表达式。

需求：服务 provider-demo 只允许来自 consumer-demo 服务或带有 user=foo 的自定义标签的请求调用。 

解决方案：要满足上面的鉴权需求，用户可以在 provider-demo 的鉴权页面，设置鉴权方式白名单，创建2条鉴权规则，如下图： 

结论：要满足 逻辑与 OR   （满足条件 A 或 条件 B）时，需要使用多条鉴权规则。

白名单鉴权方式示例：

鉴权规则内容是 username 等于 foo，当请求中带有 username=foo 的 tag 时，因为匹配规则，服务允许调用；当请求中带有 username=bar 的 tag 时，因为

不匹配规则，服务拒绝调用。

黑名单鉴权方式示例：鉴权规则内容是 username 等于 foo，当请求中带有 username=foo 的 tag 时，因为匹配规则，服务拒绝调用；当请求中带有 

username=bar 的 tag 时，因为不匹配规则，服务允许调用。

示例2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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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鉴权使用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4:28

使用鉴权功能时，用户需要先在客户端配置依赖项，然后在 TSF 控制台设置鉴权规则。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服务治理，单击目标服务的“ID”，进入服务详情页。

3. 在页面上方选择服务鉴权页签，鉴权方式选择不启用，单击新建鉴权规则，填写鉴权规则和生效状态。

4. 单击完成，返回服务鉴权规则列表页面，选择鉴权方式开启鉴权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控制台，从一种鉴权模式切换到另外一种鉴权模式。

步骤1：配置依赖项

对于 Spring Cloud 应用，请参见开发指南中的 服务治理 。

对于 Mesh 应用，无须额外配置。

步骤2：设置鉴权规则

规则名称：填写服务鉴权规则名称。

类型：选择鉴权类型。

鉴权标签：支持系统标签和自定义标签两种类型，详细说明请参见 系统与自定义标签 。

生效状态：开启后，此条鉴权规则将开始生效。

不启用：关闭鉴权功能。

白名单：服务拒绝匹配鉴权规则的请求调用。

黑名单：服务拒绝匹配鉴权规则的请求调用。

步骤3：（可选）切换鉴权方式

不启用切换到白名单（或者黑名单）：开启鉴权功能，选择已生效鉴权规则对应的鉴权方式。

说明

至少有一条规则确认生效后，才能开启对应的鉴权方式。例如只有一条黑名单规则生效，则只能切换到黑名单鉴权方式，不能切换到白名单鉴权方式。

白名单切换到黑名单（或黑名单切换到白名单）：不能直接切换，需要先切换到不启用，生效一条黑名单（白名单）规则后，才能切换到黑名单（白名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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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网 Demo（包含一个 provider-demo 应用和一个 consumer-demo 应用）为例说明如何验证鉴权功能。

consumer-demo 中已包含鉴权依赖 jar 包，因此这里只需要说明在控制台上创建鉴权规则用来限制特定 API 的调用。consumer-demo 中提供了三个 API 

/echo-rest/{str}  、 /echo-async-rest/{str} 、 /echo-feign/{str} 。

参见 部署 Spring Cloud TSF 应用  将官网 Demo 部署到 TSF 平台后，在控制台上新建鉴权规则，鉴权方式为白名单，鉴权规则的标签表达式如下： 

创建好规则后，登录云服务器，使用 curl 命令来验证鉴权是否生效。其中 <IP> 为云服务器的IP，在云主机列表页面获取；<PORT> 为主机端口，在部署组基本信息

页面的服务访问模块获取。

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属于严格匹配，正则表达式属于模糊匹配。因此当系统标签是被调方 API PATH 时，目前仅支持使用正则表达式的逻辑关系来匹配带参数

的 API 请求。 

例如标签的逻辑关系是正则表达式，值填写  /echo/.* ，可以匹配带参数的请求 /echo/test123 （其中 test123 是参数）；当标签的逻辑关系是等于、不等于、包

含、不包含关系，值是 /echo/{param} 时，不能匹配带参数的请求 /echo/test123 （其中 test123 是参数）。

白名单（或黑名单）切换到不启用：关闭鉴权功能。

步骤4：验证鉴权效果

命令 预期

curl IP:PORT/echo-rest/hello?user=test 正常返回

curl IP:PORT/echo-async-rest/hello?user=test 返回鉴权失败

curl IP:PORT/echo-feign/hello?user=test 返回鉴权失败

限制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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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路由

服务路由基本原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4:41

服务路由功能是指用户根据符合自己特定要求的属性选择服务的提供者，对服务间流量的分配起到掌控的作用。为了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TSF 支持用户定制自己的

路由标签，并支持选择不同的逻辑形式配置标签值，定向分配流量。 总而言之，服务路由功能的主要作用是将调用流量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分配。

以下视频将为您介绍 TSF 的服务路由功能：

要实现服务路由需要完成两部分操作：

以 user -> shop -> promotion 为例说明服务路由的原理，三个服务特点如下：

服务调用和路由情况如下图所示。用户需要在控制台创建如下路由规则：

概述

应用场景

场景1：用户在使用 TSF 运行自己的业务时，由于业务的复杂程度，经常需要部署数目庞大的服务运行在现网环境中。这些服务运行在属性不同的实例上、部署在不

同的地域中，用户经常需要根据符合自己特定要求的属性选择服务的提供者，对服务间流量的分配起到掌控的作用。

场景2：在微服务的场景下，用户研发新版本上线的迭代周期越来越快，稳定敏捷的上线新版本需要微服务框架能够支持灰度发布、金丝雀发布、滚动发布等发布方

式。通过服务路由功能，用户可以配置流量分配权重，设置某些权重的流量被分配到某个版本号中，为灰度发布等上线模式提供了无需终止服务的底层能力支持。

服务路由原理

在控制台上，给服务端（服务提供者）设置路由规则。

客户端（服务消费者）获取路由规则， 根据规则来分发请求。

user：Spring Cloud 应用，使用路由 SDK。

shop：Mesh 应用，有两个版本 v1 和 v2.0-beta。

promotion：Spring Cloud 应用，有两个版本 v1 和 v2.0-beta。

shop 服务详情页中配置路由规则：90%的流量分配到 v1 版本，10%的流量分配到 v2 版本。

promotion 服务详情页中配置路由规则：服务名等于 shop 且版本号为 v1 的流量100%分配到 v1 版本，服务名等于 shop 且版本号为 v2 的流量100%分配到 

v2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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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路由使用说明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04:51

使用路由功能前，用户需要在客户端配置依赖项，然后在 TSF 控制台设置路由规则。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服务治理，单击目标服务的“ID”，进入服务详情页。

3. 在页面上方选择服务路由页签，单击新建路由规则，填写规则后单击提交。

配置依赖项

Spring Cloud 应用请参见开发手册中的 服务路由 。

对于 Mesh 应用，如果希望使用基于自定义标签的路由，需要在代码中设置标签，关于如何设置标签参见 Mesh 开发使用指引 。

新建路由规则

说明

一个微服务下最多50条路由规则。

名称：填写路由规则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

流量来源配置：支持设置系统标签和自定义标签表达式，详细说明请参见 系统与自定义标签 。

流量目的地：支持部署组和版本号两种目的地类型，确保权重加总为100。 

说明

当服务在线时，您可以通过服务当前关联的应用来过滤部署组，配置流量规则指向哪一个部署组。

当服务尚未上线或已经离线时，系统无法判断该服务与哪一个部署组关联，您可以预先选择与将注册的服务相关联的应用，并选择对应的部署组或者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38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90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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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服务列表页面，单击目标规则生效状态栏的切换按钮，当按钮为蓝色表明已经生效。

2. 配置生效后，可以在列表项的下面流量分配图中查看流量分配情况，用户可以选择时间段，查看部署组上流量分配情况。

版本号，提前配置路由规则。  

启用路由规则

24小时内的流量分配情况如下： 

应用路由规则后10分钟之内的流量分配曲线如下：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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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容错保护后，会实现兜底策略。例如服务设置了如下路由规则：

假设场景：v1 版本的实例全部不可用：

1. 在服务列表页面，单击已经提交的规则操作栏的编辑。在编辑页面，仅支持编辑规则的详情，不支持编辑规则类型。

2. 单击提交，完成路由编辑。

在服务列表页面，单击已经提交的规则操作栏的删除，确认后即可删除。

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属于严格匹配，正则表达式属于模糊匹配。因此当系统标签是被调方 API PATH 时，目前仅支持使用正则表达式的逻辑关系来匹配带参数

的 API 请求。

路由配置了流量的权重比例后，要使路由准确性达到预期，请求数至少要在1000以上；如果请求样本数不高的情况下偏差会比较大，样本数越高准确性就才

越高。

容错保护

10%的流量分配到 v1 版本。

40%的流量分配到 v2 版本。

50%的流量请求分配到 v3 版本。

如果不开启容错保护，仍然会有10%的请求分发到 v1 版本的实例上，此时请求会失败。

如果开启容错保护，SDK 发现 v1 版本的实例不可用时，会采用 Round Robin 轮询算法将请求随机分发到所有可用实例上。

使用说明

填写路由规则需要在服务提供方进行配置，例如 A 服务调用 B 服务，需要在 B 服务上配置服务路由规则。

对于 Spring Cloud 服务，配置路由规则后，若配置的目标部署组无法运行，流量将按照原有默认的轮询方式分配到其他部署组上。

对于 Spring Cloud 服务，当服务提示未绑定应用时，需要在服务详情页单击编辑，绑定服务，才能开始配置路由规则。服务绑定应用操作，一经绑定，不能修改。

Spring Cloud 服务调用其他服务的场景时，要使服务路由生效，需要确保 Spring Cloud 服务使用了 SDK 并添加开启路由注解，详情请参见开发手册中 服务路

由 。

对于 Mesh 应用，配置路由规则后，若配置的目标部署组无法运行，则路由规则配置失败，请求无法发送。

编辑路由规则

说明

在生效状态的路由规则可以编辑，编辑之后立即生效。

删除路由规则

说明

在生效状态的服务路由规则不能被删除，只能先停用，再删除。

限制说明

当标签的逻辑关系是正则表达式，值填写 /echo/.* 时，可以匹配带参数的请求 /echo/test123 （其中 test123 是参数）。

当标签的逻辑关系是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关系，值是 /echo/{param} 时，不能匹配带参数的请求 /echo/test123 （其中 test123 是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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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路由最佳实践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10:46

在实际的使用中，用户也可以通过服务路由功能，实现优先保护重要服务的运行质量、前后端分离、读写分离等功能。

灰度发布

使用目的：当用户需要上线新的功能时，希望使用灰度发布的手段在小范围内进行新版本发布测试。

使用方法：用户可以将新的程序包上传到原有的应用中。用户选择按照权重的方式配置路由规则，填写权重大小，并选择目标版本版本号，便可以实现使用部分流量

进行灰度发布的能力。生效中的权重可以被编辑，实时生效，间接实现了滚动发布的功能。

同地机房优先

使用目的：当企业规模较大时，单个机房的容量已经不能满足业务需求，业务经常出现跨机房部署的情况。然而由于异地跨机房调用出现的网络延迟问题，需要能够

保证服务消费方能优先调用本地的服务消费方，这就需要采用服务路由的方式。

使用方法：用户选择系统自带标签路由选项，配置系统自带标签为发起方 IP，在正则表达式中填写服务消费方的 IP 字段规则。对于服务提供方，用户可以将 IP 地址

相近的实例归属在同一个部署组上，作为目标部署组，实现优先调用同地机房。

部分帐号内测

使用目的：希望配置某些使用者使用的版本为新的内测版本。

使用方法：用户可以配置自定义标签为用户 ID，设置 ID 值的正则表达式计算方式，保证服务消费方发起的请求带有以上条件的流量分配到服务提供方的某个版本号

上，实现帐号内测功能。

其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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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限流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51:36

服务限流主要是保护服务节点或者数据节点，防止瞬时流量过大造成服务和数据崩溃，导致服务不可用。当资源成为瓶颈时，服务框架需要对请求做限流，启动流控保护

机制。

限流的原理是监控服务流量的 QPS 指标，当达到指定的阈值时进行流量控制，避免被瞬时高峰流量冲垮，从而确保服务的高可用。

TSF 目前支持在被调服务上设置限流规则，限流模式有两种：

服务的限流对象（下文中称为“限流资源”）可以通过标签表达式灵活配置，常见的限流对象如当前服务、当前服务的特定 API 等，并且可以通过标签表达式区分不同

的调用来源，针对不同的调用关系进行限流。一条限流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元素：

调用关系中包括调用方和被调用方，一个被调服务可能同时被多个服务调用。在限流规则中，限流粒度字段可以用于根据调用来源进行流量控制，举例如下：

区分调用方除了使用上游服务名等系统标签外，还可以使用自定义标签来区分带有不同业务信息的调用。例如针对特定用户 foo 的调用进行限流，可以在代码中设置

user参数，然后在限流规则中配置业务标签为user，逻辑关系为等于，值为 foo 。

Spring Cloud 应用在代码中设置参数可参见 参数传递 ，Mesh 应用参见 设置自定义标签 。

一个服务包含一个或多个 API，TSF 支持针对服务或者 API 进行限流。在限流规则中，限流粒度字段可以用于区分不同的限流资源，举例如下：

要使用限流功能，用户需要在客户端配置依赖项，然后在 TSF 控制台设置限流规则。

功能说明

单机限流：适合用于给每个服务实例设置兜底保护。

集群限流：适合用于设置整个服务的流量上限。

限流粒度：支持服务整体限流和基于标签限流，基于标签限流是指通过标签表达式表示被调方的限流资源和调用来源。

限流阈值：支持按照请求数（如果单位时间设置为1秒，则限流阈值为 QPS）或者并发线程数（仅Spring Cloud F G H 2020 1.40之后版本支持）限流。

生效状态：限流规则是否生效。

应用场景

场景1：根据调用方进行限流

不区分调用者：限流粒度选择服务整体限流时，来自任何调用者的请求都将进行限流统计。如果限流资源的调用总和超过了这条规则定义的阈值，则触发限流。

针对特定的调用者：限流粒度选择基于标签限流，设置系统标签为上游服务名，逻辑关系为等于，值为特定的调用服务。

针对除特定调用者之外的调用方：限流粒度选择基于标签限流，设置系统标签为上游服务名，逻辑关系为不等于，值为特定的调用服务。

场景2：针对不同的资源进行限流

针对当前服务：无须额外设置。

针对特定的API： 限流粒度选择基于标签限流，设置系统标签为当前服务的 API Path，逻辑关系为等于，值为特定的 API Path。如果需要指定 HTTP 

Method，则需要再增加一条 HTTP Method 的系统标签来约束。

针对特定API之外的API：限流粒度选择基于标签限流，设置系统标签为当前服务的 API Path，逻辑关系为不等于，值为特定的 API Path。如果需要指定 HTTP 

Method，则需要再增加一条 HTTP Method 的系统标签来约束。

操作步骤

步骤1：配置依赖项

对于 Spring Cloud 应用，请参见开发指南中的 服务治理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85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9049#.E8.AE.BE.E7.BD.AE.E8.87.AA.E5.AE.9A.E4.B9.89.E6.A0.87.E7.AD.BE-.EF.BC.88.E5.8F.AF.E9.80.89.EF.BC.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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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服务列表上有“在线”状态的微服务。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 服务治理，单击目标服务的“ID”，进入服务详情页。

3. 在页面上方选择服务限流页签，单击新建限流规则。

4. 填写限流规则信息。

5. 单击完成，完成限流规则创建，返回服务限流规则列表。

对于 Mesh 应用，如果希望使用基于标签的限流，需要在代码中设置标签，参见 设置自定义标签 。

步骤2：新建限流规则

规则名：填写规则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

限流模式：支持单机限流和集群限流两种模式

单机限流：单机限流适合用于给每个服务实例设置兜底保护。

集群限流：集群限流适合用于设置整个服务的流量上限。

限流粒度：支持全局限流和标签限流两种方式。

服务整体限流：不区分限流来源，统计所有请求。单个服务仅支持1条服务整体限流规则。

基于标签限流：根据标签规则设置限流。支持系统标签和自定义标签两种类型，详细说明请参见 系统与自定义标签 。

限流阈值：支持按照请求数或者并发线程数限流。

请求数：填写单位时间和请求数，如果单位时间设置为1秒，则限流阈值为QPS。

并发线程数：仅Spring Cloud F G H 2020 1.40之后版本支持。

生效状态：是否立即启用限流规则。

描述：填写描述信息。

限流后返回 HTTP 文本：填写普通文本或者 JSON 格式的 HTTP 返回值。

步骤3：启动限流规则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9049#.E8.AE.BE.E7.BD.AE.E8.87.AA.E5.AE.9A.E4.B9.89.E6.A0.87.E7.AD.BE-.EF.BC.88.E5.8F.AF.E9.80.89.EF.BC.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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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流规则列表中，可以修改规则的生效状态。多条限流规则都是生效状态时，只要服务接收到的请求满足任意一条限流规则，就会触发限流逻辑。  

假设服务提供了 /echo  API，可以通过不断执行 curl /echo  来模拟限流场景。 

示例：在 官网 Demo  中 consumer-demo 服务提供了 /echo-feign/{str}  API ，那么针对 consumer-demo 服务新建限流规则，限流粒度为全局限流，单位

时间 2 秒，请求数 5 次。启用限流规则。 

下载脚本 tsf-ratelimit.sh  ，登录可以访问到 consumer-demo 的机器（consumer-demo 所在云服务器也可以），执行 ./tsf-ratelimit.sh <IP>:<Port>  

，其中 IP 是 consumer-demo 所在云服务器 IP， Port 为服务监听端口 18083。脚本的作用是每 2 秒触发 10 次调用。由于调用的频率大于限流规则，正常情况

下，会收到 HTTP 429 (Too Many Requests) 的状态码。

如果请求数达到了限流阈值，任何到达的请求都会限流模块处理。如果该服务上的配额已经消耗完，会对请求返回 HTTP 429 （Too Many Requests）；否则会正

常放行。用户可以在限流规则列表下方的请求数-时间图中查看到被限制的请求数或者被限制请求率-时间图中查看到被限制请求率（计算公式 

被限制请求率 = 被限制的请求数 / 请求数 ）随时间的变化。

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属于严格匹配，正则表达式属于模糊匹配。因此当系统标签是被调方 API PATH 时，目前仅支持使用正则表达式的逻辑关系来匹配带参数

的 API 请求。

步骤4：触发限流

步骤5：查看限流效果

限制说明

当标签的逻辑关系是正则表达式，值填写 /echo/.* 时，可以匹配带参数的请求 /echo/test123 （其中test123是参数）。

当标签的逻辑关系是等于、不等于、包含、不包含关系，值是 /echo/{param} 时，不能匹配带参数的请求 /echo/test123 （其中 test123 是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504
https://main.qcloudimg.com/raw/d7c79e0db1db03dc78f1721f2999a664/tsf-ratelimi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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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熔断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3 19:13:03

TSF 服务治理支持可视化熔断规则管理，支持设置服务、实例、API 三种隔离级别的熔断规则。

服务熔断定义：当下游的服务因为某种原因导致服务不可用或响应过慢时，上游服务为了保证自己整体服务的可用性，不再继续调用目标服务，直接返回。当下游服务恢

复后，上游服务会恢复调用。

服务熔断中涉及到关键概念熔断器，熔断器的状态转化如下：

1. 最开始处于 closed 状态，一旦检测到错误（或慢响应）达到一定阈值，便转为 open 状态，此时不再调用下游目标服务。

2. 等待一段时间后，会转化为 half open 状态，尝试放行一部分请求到下游服务。

3. 一旦检测到响应成功，回归到 closed 状态，也即恢复服务；否则回到 open 状态。

其中熔断器从 close 变为 open 状态要同时满足以下2个条件：

TSF 支持服务、实例、API 三种隔离级别的熔断规则：

不同于服务限流、路由和鉴权规则在被调服务上设置，服务熔断规则是在主调方服务上设置。

熔断原理

定义

熔断器状态

前提条件：在滑动时间窗口内至少有一定数量的请求（即最少请求数）

指标达到阈值：在滑动时间窗口内统计的错误请求率或慢请求率达到一定阈值

隔离级别及场景

隔离级

别
请求统计范围 熔断对象 适用场景

服务
下游目标服务的所有实例的所

有 API
服务 当下游服务属于不主要的业务，可以熔断所有实例

实例
下游目标服务的单个实例的所

有 API
达到熔断触发条件的实例

当下游服务属于比较重要的业务，只对异常的实例进行熔断，避免所有实例被熔断

后导致服务雪崩

API
下游目标服务的所有实例的指

定 API

达到熔断触发条件的单个 

API
下游服务不同 API 的重要程度不同，需要根据不同 API 设置不同的熔断策略

使用方法

开发指南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91 共237页

目前 TSF 支持 Spring Cloud 应用及 TSF Mesh 应用两种微服务框架的服务熔断。

Spring Cloud 熔断开发指南参见 开发文档 ，注意 Spring Cloud 应用的服务熔断功能需要使用 1.19.0 版本及以上的 SDK，参见 SDK 版本更新日志 。

TSF Mesh 仅需完成控制台熔断规则配置并启用即可实现 TSF Mesh 服务熔断能力，无侵入操作简单。TSF Mesh 迁移开发指引，参见 TSF Mesh 指南 。

假设用户希望在 consumer-demo 上针对下游服务 provider-demo 设置一个熔断策略。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服务治理，单击 consumer-demo 服务进入服务详情页。

2. 切换至服务熔断标签页，单击新建熔断规则，在创建熔断规则对话框中填写熔断规则：

3. 单击完成，跳转至熔断规则列表。

4. 在熔断规则列表上，单击熔断规则的启用，启用该规则。

控制台基本操作

新建并启用熔断规则

注意

一个服务的不同熔断规则的下游目标服务不能重复。

下游服务： 选择当前 provider-demo  所在命名空间和服务名。

隔离级别：根据业务场景需求设置隔离级别

服务：选择服务隔离级别后，设置熔断策略各参数。

实例：选择实例隔离级别后，设置熔断策略各参数和最大熔断实例比率。

API：选择 API 隔离级别后，可选择不同的 API 设置熔断策略，熔断策略中各参数适用于选中的每个 API。

滑动时间窗口：用于统计熔断器关闭时的请求结果。

最少请求次数：配置熔断器可以计算错误率之前的最小请求数。

触发条件（满足以下任一条件触发熔断）：

失败请求率：在滑动时间窗口内统计的失败请求占所有请求比率（失败请求是指响应状态码为4XX和5XX，以及抛出异常的请求）。

慢请求率：在滑动时间窗口内统计的慢响应的请求占所有请求比率，其中慢响应的时长支持配置。

开启到半开间隔：熔断器从 open  状态等待一段时间后变为 half-open  状态，尝试放行一部分请求到下游服务。

最大熔断实例比率：该参数仅适用于实例隔离级别，用于控制最大熔断实例个数百分比，避免下游服务所有实例被熔断导致级联雪崩。例如当下游服务有20个实

例且最大熔断实例比率为50%，熔断器最多熔断10个实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05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9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792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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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业务自定义标签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52:10

 TSF 引入标签概念以区分不同的请求来源，TSF 标签包括系统标签和业务自定义标签。

用户在控制台创建服务治理规则时，可以选择通过设置标签表达式区分请求来源。多个标签表达式之间是逻辑与（AND）的关系。例如两条标签表达式分别是：

只有当一条请求是 consumer-demo 发出，且带有 userid 是123456的自定义标签时才满足上面2个标签表达式。 

一条标签表达式中，逻辑关系与值的个数对应如下：

标签说明

系统标签

每一个 TSF 上运行的服务都已经被预先设置好了某些标签，如发起请求的服务消费方所在的部署组、IP、服务发起方的版本号等。当前支持的系统标签有：

上游服务名

命名空间+上游服务名：该标签仅支持1.18.0（包含1.18.0）版本之后的 SDK，针对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或微服务被全局命名空间中的网关访问的场景下

生效。

上游应用

上游应用版本号

上游部署组

上游IP

当前应用版本号

当前部署组

当前服务 API PATH

请求 HTTP METHOD

业务自定义标签

 在实际的使用中，如果系统自带标签不能保证用户使用的场景，用户可以自定义标签内容。对于 Spring Cloud 应用，TSF 提供了用户配置自定义标签的 SDK，

参见开发手册 参数传递 ；对于 Mesh 应用，用户需要在 header 中设置标签，参见 Mesh 开发使用指引-设置自定义标签 。

注意

这里的标签和腾讯云的标签产品不是同一个概念。腾讯云的标签产品是一种划分资源的方式，而 TSF 服务治理中的标签是为了区分不同的请求来源。

标签表达式

系统标签主调服务名等于 consumer-demo

自定义标签 userid 等于123456

逻辑关系 值个数

包含（IN） 多个

不包含（ NOT IN） 多个

等于（==） 一个

不等于（!=） 一个

正则表达式（regex） 一个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85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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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中心

微服务网关

微服务网关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30:43

微服务网关作为后台架构的入口，提供路由转发、API 管理、访问过滤器等作用，是微服务架构中的重要组件。TSF 中的微服务网关基于 Spring Cloud 中的 

Zuul/Spring Cloud Gateway 和 Envoy 网关实现，提供了符合微服务体系的灵活可自定义的网关功能。

请求转发是微服务网关的基本功能。TSF 中的微服务网关可以通过页面配置灵活管理需要被转发请求的微服务 API。微服务网关会及时从注册中心感知后端服务节点健

康状况，保证在后端服务节点变动情况下请求不中断。

微服务网关集中管理了所有需要对外暴露的 API，帮助用户进行 API 的生命周期管理。

支持 API 级别的限流、路由等能力，支持用户绑定系统插件或自定义插件。

TSF 中的微服务网关形态等同一个普通的应用，也需要用户创建应用（选择”微服务网关类型“应用），进行部署、发布。部署成功且注册到注册中心后也可以在服务

治理页面看到微服务网关服务。

微服务网关可以通过服务注册发现感知后端微服务状态，当后端微服务某节点下线时，网关流量不会打到该节点上。

微服务网关支持 TSF 提供的完整的服务治理能力，包含服务路由、服务鉴权、服务限流、监控、调用链、全链路灰度发布、应用配置等。

微服务网关作为业务层网关，通常需要承担部分相对通用的业务逻辑。由于这部分业务逻辑有很强的业务属性（如请求去重、特殊的鉴权逻辑等），我们提供了微服务网

关 SDK，方便用户进行定制化开发。依赖微服务网关 SDK 后，网关的页面功能依然可用。

当用户只需要使用我们页面上提供的微服务网关能力时（如请求转发、监控、密钥对鉴权、第三方鉴权、请求参数转 tag 等），可以直接下载并部署微服务网关 Demo 

程序包，不需要额外改动。

提供基于 Zuul，Spring Cloud Gateway 以及 Envoy 三种选型的微服务网关。

由于微服务网关本质也是一个微服务，用户可以通过手动或配置弹性伸缩规则的方式对网关进行横向扩展。

相比开源的微服务网关，TSF 中的微服务网关有以下使用优势：

微服务网关的主要功能

请求转发

API 管理

API 治理

典型使用场景

提供对外暴露 API 的统一入口

穿透命名空间隔离，实现 set 化部署

协议转换

灰度发布入口

自定义统一入口处理逻辑

功能优势

支持完整的服务治理能力

支持灵活定制

贴近开源

支持灵活扩缩容

微服务网关开源对比优势

对比项 TSF 微服务网关 开源微服务网关

API 管控 支持页面化 API 管理能力。自动获取微服务 API 无需手动录入。
API 需要手动录入到配置文件中，无

法灵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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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测性 强，支持查看 API 各个维度监控指标，快速定位问题。 弱，需要配合其他监控组件。

服务与 API 

治理

支持 API 限流、熔断、灰度等一系列服务与 API 治理能力。与 TSF 中提供的治理能力全面兼容，可

实现全链路灰度发布等高级能力。
弱，需要用户通过插件自行开发。

插件 多。提供鉴权、小程序开发等一系列系统插件。同时支持自定义开发插件。 仅支持自定义开发。

使用场景 支持全链路灰度发布、单元化部署、set 化部署、高可用部署等多种复杂场景。 仅支持有限复杂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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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网关跨命名空间访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11:26

通常在一个微服务系统中，会有两个位置使用微服务网关：

在腾讯微服务平台（TSF）中，我们通过命名空间来实现不同业务系统的访问逻辑隔离，本文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命名空间和微服务网关实现不同微服务业务系统之间的调

用。

在 命名空间  中，介绍了 TSF 中的两种命名空间：全局命名空间与非全局命名空间。其中：

微服务网关也可以部署在全局命名空间和非全局命名空间中。在实际使用中，用户创建微服务网关应用下的部署组时，可以选择是否将网关部署在全局命名空间中。不同

命名空间与微服务网关的关系如下：

示意图如下：

使用场景

微服务系统的边界，如前端与微服务后台之间的网关。

不同的微服务业务系统之间（如不同部门的业务后台都使用微服务架构）通过微服务网关进行调用；开发环境和预发布环境的业务都希望通过微服务网关访问某一个

公共接口；在 set 化部署（分区部署）和单元化架构部署中，也常常通过微服务网关做不同业务系统之间访问的桥梁。在这类场景中，通常都希望不同系统之间的访

问安全可控：不同系统之间进行物理或逻辑的隔离，通过网关实现“最小必须”的访问。

微服务网关与命名空间

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可以被其他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调用（典型场景：公共服务），但是不能调用其他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

不同的非全局命名空间（包含系统命名空间）中部署的微服务不能直接相互调用。

部署位置 微服务网关调用其他微服务 其他微服务调用微服务网关

全局命名空间 微服务网关可以调用所有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 微服务网关可以被所有微服务调用

非全局命名空间 微服务网关仅可以调用所在命名空间下的微服务 可以被所在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调用（常见）或被全局命名空间中的网关调用（少见）

非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网关：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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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通过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网关达到跨命名空间访问的目的。非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调用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网关调用另一个非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

服务。此时，全局命名空间中的网关就是不同非全局命名空间中微服务调用的桥梁。在实际的业务场景中，您可以将不同部门的业务部署在不同的命名空间中，通过全局

命名空间的微服务网关来进行跨部门的调用。

微服务网关调用微服务时，用户可以通过网关托管 API 的路径进行调用。访问路径如下： IP 或域名/分组 context/命名空间名/微服务名/API 路径 。访问路径规则与网

关是否部署在全局命名空间中无关，但当微服务网关部署在非全局命名空间中，访问路径中却填写了错误命名空间名，则访问不通。

用户可以通过网关的服务名调用网关。当非全局命名空间 namespace1 中的微服务 consumer 希望通过全局命名空间中的网关 zuul 访问 namespace2 中的微服

务 provider 时，可以在 consumer 中直接访问微服务 zuul，访问路径为  /context/namespace2/provider/api-path 。

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网关：

调用方法

网关调用微服务

微服务调用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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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微服务网关

部署 SCG/Zuul 网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7 16:14:08

部署微服务网关相当于部署一个微服务，本文以 TSF 提供的 官方 Demo  为例介绍在 TSF 平台上部署微服务网关的操作方法。

1. 已创建好集群并导入云主机。

2. 下载 官方 Demo  并解压后，在pom.xml文件所在目录下执行 mvn clean package 将应用程序打包，在 msgs-demo/target/ 目录下可以看到打包好的 jar 程

序包。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管理，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应用，填写应用基本信息。

操作场景

微服务网关兼具灵活性和便捷性。当用户仅需要使用请求转发、密钥对鉴权、服务治理等 TSF 已经提供的产品能力时，您仅需要使用 官方 Demo  中的 msgw - 

demo 程序包即可，可以选择其中的 msgw - zuul 以及 msgw - scg 来分别部署基于 Zuul 和基于 Spring Cloud Gateway 的微服务网关。

当您希望定制化微服务网关的转发逻辑，您可以选择自行开发微服务网关，并依赖 TSF 的网关 SDK 来进行开发。详情参见 微服务网关开发指南 。

直接使用开源的微服务网关（Demo 中的 opensource 版本）会导致 TSF 产品页面中的网关功能不可用。不建议您使用开源版本的微服务网关。

前提条件

虚拟机场景请参见 虚拟机集群管理 。

容器场景请参见 容器集群管理 。

操作步骤

应用名：填写应用名称

部署方式：选择虚拟机部署或者容器部署方式，本文以容器部署为例。

业务类型：选择微服务网关应用。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f-simple-demo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f-simple-demo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github.com/tencentyun/tsf-simple-dem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04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9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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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提交，在弹窗中选择导入程序包，跳转至上传程序包页面。如果选择关闭，您后续可以在应用详情页面选择程序包管理页签，重新上传程序包。

4. 在程序包管理页面，单击上传程序包，选择提前准备好的 jar 程序包。 

5. 单击提交，等待程序包上传完成后，在跳出的弹窗中选择前往部署，进入部署组列表页面。

6.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新建部署组，填写部署组信息。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选填，可留空。

数据集：用户可以通过数据集管理配置不同的子账号和协作者使用不同资源的权限，详情参阅 数据集管理 。

部署组名称：填写部署组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及分隔符(“-”)，且必须以字母开头，数字或字母结尾。

集群：选择应用要部署所在的集群。

命名空间：选择应用要部署所在的命名空间。

注意

当微服务网关部署在全局命名空间中时，该微服务网关可以将请求路由转发到全部命名空间的微服务上；当微服务网关部署在非全局命名空间时，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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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保存&下一步，从关联集群的可用云主机列表勾选用于部署的云主机。

8. 单击部署应用，设置部署信息。

9. 单击完成，部署成功后，可以在服务列表中找到微服务网关服务。

10.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微服务网关 > 网关管理，可以看到刚部署好的网关。 

 

微服务网关只能转发当前命名空间下的请求。即：非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网关，无法穿透命名空间的逻辑隔离。

单元化配置功能仅支持部署在全局命名空间下的网关，关于单元化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单元化部署 。

关联应用：选择部署组关联的应用。关联应用字段决定了后续程序包来源和应用配置来源。

日志配置项：选择日志配置项，用于采集应用的业务日志数据。

日志投递：指定日志的转储方式，将规则指定路径中的日志内容投递到指定的接收端。如果配置为"无"，将不投递业务日志。更多关于日志投递的功能说明请参

见 日志投递 。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选填，可留空。

软件仓库：选择默认仓库。

程序包类型：选择 jar。

JDK 版本：选择KONA JDK8。

程序包类型：选择提前上传好的程序包。

启动参数：选填。

更新方式：支持立即更新和滚动更新。此处选择立即更新为例。

健康检查：可选。详情参见 健康检查 。

描述：可选。

强制启动：可选，开启强制启动，开启强制启动则实例忽视consul服务注册报错信息正常启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8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5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5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00 共237页

部署 Envoy 网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49:24

部署微服务网关相当于部署一个微服务，本文以 TSF 提供的官方 Demo 为例介绍在 TSF 平台上部署 Envoy 网关的操作方法。

已创建好集群并导入云主机。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管理，选择好地域后单击新建应用，填写应用基本信息。

3. 单击提交，完成应用创建。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虚拟机场景请参见 虚拟机集群管理 。

容器场景请参见 容器集群管理 。

新建 Envoy 应用

应用名：填写应用名称

部署方式：选择虚拟机部署或者容器部署方式，本文以虚拟机部署为例。

业务类型：选择微服务网关应用。

应用类型：选择 Envoy 网关应用。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选填，可留空。

数据集：用户可以通过数据集管理配置不同的子账号和协作者使用不同资源的权限，详情参阅 数据集管理 。

部署 Envoy 应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39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69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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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创建好的 Envoy 应用的“ID”，进入部署组列表页面。

2. 在部署组列表页面，单击新建部署组，填写部署组信息。

3. 单击保存&下一步，从关联集群的可用云主机列表勾选用于部署的云主机。

4. 单击部署应用，设置部署信息。

5. 单击完成，部署成功后，可以在服务列表中找到微服务网关服务。

6.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微服务网关 > 网关管理，可以看到刚部署好的网关。 

部署组名称：填写部署组名称，不超过60个字符，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及分隔符(“-”)，且必须以字母开头，数字或字母结尾。

集群：选择应用要部署所在的集群。

命名空间：选择应用要部署所在的命名空间。

说明

当微服务网关部署在全局命名空间中时，该微服务网关可以将请求路由转发到全部命名空间的微服务上；当微服务网关部署在非全局命名空间时，该微

服务网关只能转发当前命名空间下的请求。即：非全局命名空间中的微服务网关，无法穿透命名空间的逻辑隔离。

日志配置项：选择日志配置项，用于采集应用的业务日志数据。默认提供日志配置项default-envoy-msgw-log-config。

日志投递：指定日志的转储方式，将规则指定路径中的日志内容投递到指定的接收端。如果配置为"无"，将不投递业务日志。更多关于日志投递的功能说明请参

见 日志投递 。

标签：用于分类管理资源，可不选。详情参见 标签 。

备注：选填，可留空。

程序包/版本：从官方仓库选择程序包进行部署。

网关配置：

服务名：填写服务名称。

监听端口：支持 HTTP/HTTPS 协议，端口范围为（1，16643）。对于服务配置为 HTTPS 类型的应用，需要填写证书 cert 文件和证书 key 文件的

路径。

健康检查：可选，勾选后检查方式仅支持 TCP 端口检查，详情参见 健康检查 。

更新方式：支持立即更新和滚动更新。此处选择立即更新为例。

描述：可选。

强制启动：可选，开启强制启动，开启强制启动则实例忽视consul服务注册报错信息正常启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5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38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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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分组与 API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52:41

微服务网关通过分组管理微服务 API。分组是微服务网关管理 API 的维度，同一个分组下的 API 使用相同的鉴权方法，使用相同的一个或者多个密钥进行访问鉴权。每

一个分组有一个固定的 context 作为访问路径中的 path 参数。

已部署好微服务网关 。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微服务网关 > 网关管理，进入微服务网关列表页面。

3. 选择好地域后单击目标网关操作栏的配置分组与 API，进入分组管理页面。

4. 单击新建分组，填写分组信息。

5. 单击保存&下一步，将分组与微服务网关应用的部署组进行绑定。

6. 新建分组成功后，单击分组的“ID”，进入访问信息页，可查看分组的基本信息，访问方式，并对绑定部署组和密钥进行操作管理。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新建分组

分组名称： 最长为60个字符，只能包含小写字母、数字及分隔符（ _ 、 - ），且不能以分隔符开头或结尾。

访问 context：调用分组API所需参数，调用时需在访问路径中填写Context。

托管 API 类型：当前微服务网关可以托管两种不同类型的 API。

微服务 API：即部署在 TSF 上的微服务的 API。

外部 API：即后端服务未部署在 TSF 上或未注册到 TSF 的注册中心的服务的 API。托管外部 API 时，需要用户手动填写后端服务的 Host 地址。

鉴权类型：密钥鉴权或无鉴权。当选择密钥对鉴权时，请求参数中不带正确的 SecretId 和签名的访问会被拒绝。

访问参数设置：

命名空间：调用分组API所需参数，支持 Path，Header，Query 三种参数位置，调用时需在指定位置上填写命名空间名称。

微服务名称：调用分组API所需参数，支持 Path，Header，Query 三种参数位置，调用时需在指定位置上填写微服务名称。

注意

当微服务网关作为微服务内部调用网关时，建议绑定微服务下全部部署组。当微服务网关作为外部与微服务间调用的外部网关时，可以选择将某个分组与

某个或全部部署组绑定，通过访问部署组域名或 IP 来访问网关托管的 API。

只有将网关应用的部署组与分组绑定后，才能保证访问部署组 IP 后与对应 API path 访问畅通。

此处分组绑定的部署组是微服务网关应用的部署组，也就是用作部署网关的节点所在的部署组。并非后端微服务的部署组。

同一个微服务网关部署组请使用不同的分组 contex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469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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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 API 即部署在 TSF 上的微服务的 API。

1. 在分组管理列表页面，选择API 管理 页签，选择好分组后单击新建 API。

1.1.1.1 不能为空，最长128字符

1.1.1.2 支持"/"开头，大小写字母、数字、和$-_.+!'(),/%等符合URL规则的符号

1.1.1.3 支持*（匹配0或者任意数量的字符）**（匹配0或者更多的目录）通配多个路径

1.1.1.4 Path类型的请求参数必须以包裹，作为独立部分包含在路径中（示例：/{param}/）

新建 API

微服务 API 外部API

命名空间：选择微服务所在的命名空间。

微服务：选择需要导入 API 的微服务

导入类型：支持3种导入方式。

导入微服务 API：导入某个微服务当下的全部 API，如果后续该服务有新增的 API 需要重新进行导入。

导入部分 API：导入某个微服务下部分 API。

手动填写 API：用于对某服务下的所有接口进行放通或者按照某种通配规则进行放通，适用于API 频繁变动的场景，如开发联调等。需选择请求方法

并填写请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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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确认，等待导入完成后，可以在 API 列表看到导入的 API。

当且仅当分组被发布时，才能通过微服务网关访问微服务 API。

分组下某个微服务 API 的访问路径为： 网关的域名或网关的 IP + port/API 访问路径 。API 完整访问路径拼接规则如下：

当参数均为 Path 参数时，且分组 context 为 sell，命名空间为 test-env，微服务名称为 consumer，API 路径为 /echo/slow/{param} 时，则访问路径为

域名/sell/test-env/consumer/echo/slow/{param} 。

在 API 列表页面单击 API 路径后面的复制按钮，会自动复制从 context 开始的路径。

说明

当同时导入某个微服务下全部 API 时，后台导入完成前请勿重复导入。

最多支持导入一个微服务下20000个 API。

发布/下线分组

导入 API 后，单击分组操作列的发布分组，该分组即可被发布。

如果某一个分组不想被访问，可以单击操作列的下线分组，将分组下线。

访问微服务 API

访问 context 命名空间参数位置 微服务名称参数位置 API 访问路径

path path path /context/命名空间名称/微服务名称/api 路径

path header/query path /context/微服务名称/apipath

path header/query header/query /context/apipath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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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外部 API 的路径为： 微服务网关域名或 VIP 或服务名（仅当客户端为注册到 TSF 中的微服务时可以通过网关服务名访问）/分组 context/API 路径 。

在用户公有云场景下，需要用户将部署网关的节点的 IP 配置在 DNS 或 LB 上，以获取统一的访问网关的统一域名或统一 VIP。

访问外部 API

微服务网关域名

对于虚拟机部署组，用户可以将虚拟机部署组的机器 IP 绑定在 CLB 后端。

对于容器部署组，用户可以设置容器部署组的访问方式为公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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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化部署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13:20

单元化架构通过核心数据水平拆分、应用服务的无状态设计将相同领域的业务服务划分为一个个独立部署单元，单元内业务闭环。有效解决服务的弹性伸缩、故障隔离、

异地多活等微服务应用的高可用问题，同时基于单元化部署以部署单元构建灵活的应用发布策略，如蓝绿发布、灰度发布。

1. 基于智能DNS解析实现域名->地域的IDC机房统一，入口通过调整DNS解析规则实现跨地域流量切换。

2. 通过入口负载->接入网关，按权重比例配置路由，实现流量切分，同城双活应用互为主备。

3. 接入路由到应用，基于网关的标签化路由实现单元服务路由规则匹配。

4. 基于本地缓存的单元路由规则进行服务寻址实现跨单元路由调用。

单元化架构常应用在互联网（高用户量的 C 端业务）、大型银行、保险等行业中。任意一个单元支持完整系统的功能，而业务数据垂直划分到不同单元中，每个单元承

接自己的业务数据的处理。常见的划分方式有按照用户省份、用户 ID 对用户进行单元化划分。

已参见 部署微服务网关 文档将网关部署到全局命名空间中。

新建好的网关默认状态是不支持单元化部署，需要手动开启单元化部署功能。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网关管理，单击目标网关的ID/名称，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单元化配置模块，单击右上角的编辑，开启单元化部署功能。

4. 开启后，在跳出的弹窗中选择导入，进入单元范围页面，单击关联命名空间，将命名空间添加到单元范围中。

功能概述

支持业务单元划分

支持跨单元部署

应用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步骤1：启用单元化部署并创建单元范围

注意

切换单元化部署部署功能前，请清除当前网关下的分组、分组下API 以及插件配置等数据，否则无法开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469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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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提交，完成单元范围创建。

单元化部署场景下通过微服务网关访问微服务路径为 微服务网关域名或 IP/分组 context/微服务名称/api 。请求将依据单元化流量划分规则选择目的地命名空间。

1. 在单元范围列表页面，选择单元化规则页签。

2. 在单元化规则页面，单击新建规则，填写规则信息，创建单元化规则。

3. 在单元化规则列表，单击目标规则状态栏按钮，使其生效。

说明

同一个普通命名空间只能添加到一个单元范围中，不可重复添加。

同一单元范围中最多可添加200个命名空间。

步骤2：创建单元化规则

说明

一条单元化规则最多可添加16个标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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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分组管理页面，单击新建分组，填写分组信息。

2. 单击保存&下一步，将分组与微服务网关应用的部署组进行绑定。

3. 在 API 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分组，单击导入 API，选择需要导入 API 的命名空间和微服务，将 API 导入分组。 

说明

一个网关下可创建多条单元化规则，但同时只能有一条规则生效，当一条规则生效时，其他正在生效的规则将默认关闭。

已生效的规则不能删除，关闭后才能删除。

步骤3：创建分组并导入 API

分组名称： 最长为60个字符，只能包含小写字母、数字及分隔符（ _ 、 - ），且不能以分隔符开头或结尾。

访问 context：context 是用户访问网关管理的某一个 API 的路径的路径参数。以“/”开头，不能为空。

托管 API 类型：选择微服务API，单元化部署场景不支持托管外部API。

鉴权类型：密钥鉴权或无鉴权。当选择密钥对鉴权时，请求参数中不带正确的 SecretId 和签名的访问会被拒绝。 

注意

当微服务网关作为微服务内部调用网关时，建议绑定微服务下全部部署组。当微服务网关作为外部与微服务间调用的外部网关时，可以选择将某个分组与

某个或全部部署组绑定，通过访问部署组域名或IP来访问网关托管的 API。

只有将网关应用的部署组与分组绑定后，才能保证访问部署组 IP 后与对应 API path 访问畅通。

此处分组绑定的部署组是微服务网关应用的部署组，也就是用作部署网关的节点所在的部署组。并非后端微服务的部署组。

单个微服务网关部署组不能绑定多个 context 相同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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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分组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分组操作栏的发布分组。

1. 在 API 管理页面，选择目标分组，单击需要调试的 API 路径，进入 API 详情页。

2. 在 API 详情页，单击上方调试页签后，选择右上角调试，进入 API 调试详情页。

3. 在 API 调试详情页，填写调用 API 的默认参数，单击发送请求，在页面右方可看到调用 API 返回结果，结果正常即成功。

4. 在控制台导航树选择依赖分析 > 调用链查询，输入刚刚调用 API 的查询条件，单击查询。

5. 根据查询结果，可以单击 TraceID 进入具体业务，查看调用链详情。

说明

 单元部署化场景下，只需要导入单元组中一个命名空间中的 API，单元组中的其他命名空间的 API 将同时被导入。例如上图中导入命名空间 shenzhen 中

的 API，则单元组中其他命名空间如 shanghai、chongqing、guangzhou 等中的 API 将被自动导入分组。

当且仅当分组被发布时，才能通过微服务网关访问微服务 API。

如果某一个分组不想被访问，可以单击操作列的下线分组，将分组下线。

步骤4：调试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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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管理

配置鉴权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16:08

该任务指导您通过TSF控制台，使用密钥对对访问进行鉴权。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微服务网关 > 网关管理，单击目标网关操作栏的配置分组与API，进入分组管理页面。

3. 单击目标分组的ID/名称，进入访问信息页面。

4. 在基本信息模块，确认鉴权类型为“密钥鉴权”。如不是，可单击模块右上角的编辑进行修改。

5. 单击新建密钥，填写密钥名。

密钥名最长50个字符，支持 a-z 、 A-Z 、 0-9 、 _ 。

6. 单击确认，会自动生成密钥对，并展示在控制台上。

操作背景

操作步骤

您可以通过密钥末尾的复制图标进行复制。

当密钥需要禁用和更换时，可以单击操作列的禁用或更换完成操作。

有关如何计算密钥对签名的请求头，请参见 微服务网关密钥对鉴权  文档。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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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API 超时时间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14:36

该任务指导您通过 TSF 控制台，为微服务网关托管的微服务 API 配置超时时间。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选择微服务网关 > 网关管理，单击目标网关操作栏的配置分组与 API，进入分组管理页面。

3. 选择一个需要调整 API 超时时间的分组，单击分组 ID，进入详情页的 API 列表页面。

4. 设置超时时间（0 < t ≤ 600000ms，其中 t 为正整数），单击提交。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方式一：选择一个 API，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设置超时时间，为  API 配置超时时间。

方式二：通过页面上的设置超时时间按钮，批量为 API 配置超时时间。

说明

若未对某个 API 配置超时时间，则使用微服务网关程序包中 application.yaml 文件中配置的超时时间。

当前提供的微服务网关 Demo 包的默认超时时间为10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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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API 限流规则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15:16

该任务指导您通过 TSF 控制台，为网关下的每一个 API 配置限流规则设置最大请求次数。

1. 登录 TSF 控制台 ，选择微服务网关 > 网关管理，单击目标网关的 ID/名称，进入网关详情页。

2. 单击 API 管理，进入API 列表页面，选择目标API操作栏的更多 > 编辑限流规则。

3. 在设置限流规则对话框中，选择限流策略为“设置最大请求数”，并填写最大请求次数（QPS）。

操作背景

操作步骤

说明

配置了限流规则后，可以在配置 API 限流规则的微服务的服务限流列表中，找到该限流规则。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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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重写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53:08

在很多场景下，为了不将内部接口信息过分暴露或为了保证上下游系统接口的一致性，需要对微服务对外暴露的接口配置新的请求路径，如内部接口写为 

/group1/prepub/provider/echo ，我们可以配置重定向接口为 /echo ，这样所有通过对应网关访问 /echo  这个接口的调用都会被指向到后端 

/group1/prepub/provider/echo  这个接口上。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微服务网关 > 网关管理，单击目标网关的“ID”，进入网关基本信息页面。

3. 在页面上方选择路径重写配置页签，选择好部署组后，单击新建路径重写配置，填写以下内容：

1. 配置路径重写规则前，请先确认原路径 API 所在的分组已经与页面上方选中的微服务网关部署组绑定。

2. 路径匹配规则支持正则表达式，详情如下：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新建路径重写配置

请求路径：请求路径指的是外部请求访问到网关的路径。填写时要以 / 开头。

匹配顺序：当对一个微服务网关上配置多个路径重写规则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多个规则最终落在同一个实际的微服务 API 上的情况，此时可以通过匹配顺序指定

规则之间的前后匹配顺序。匹配顺序值为1 - 2000之间正整数，1为最高优先级。匹配顺序允许相同，匹配顺序相同时按照规则创建时间顺序匹配。

原路径：指的是微服务实际对外暴露的路径，微服务开发者代码中定义的路径。

类别：在用户填写原路径配置时，可以通过类别筛选重定向规则匹配一个具体的 API 还是多个通配 API。

屏蔽原路径：屏蔽原有路径的访问，屏蔽后，微服务 API 只能通过配置后的请求路径访问。

说明

正则表达式 说明

. 匹配除换行符以外的任意字符

? 重复0次或1次

+ 重复1次或更多次

* 重复0次或更多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14 共237页

1. 当前 TSF 微服务网关提供的默认对外访问路径为 域名/分组名/命名空间/微服务名称/API路径 ，可以通过路径重写配置支持将较长的路径映射为短路径：

2. 可以通过路径重写配置为某一个 API 配置路径别名，如：

复制重定向规则支持将某一个网关的下的规则快速复制到另一个微服务网关部署组下面。

1. 在路径重写配置规则列表页面，勾选已经配置好的规则，单击列表上方的复制到，在弹窗中选择目标网关的部署组。

2. 单击确定，完成复制。

\d 匹配数字

^ 匹配字符串的开始

$ 匹配字符串的介绍

{n} 重复 n 次

{n,} 重复 n 次或更多次

[c] 匹配单个字符 c

[a-z] 匹配 a - z 小写字母的任意一个

说明

小括号()之间匹配的内容，可以在后面通过$1来引用，$2表示的是前面第二个()里的内容。

使用场景举例

请求路径填写为： /provider/(.*)

原路径填写为： /groupone/defaultnamespace/provider/$1  

 此时，通过网关直接请求 /provider/echo 等请求会直接被转发到 /groupone/defaultnamespace/provider/echo

请求路径填写为： /tsf/config

原路径填写为： /qcloudadmin/middleware/tsf/dispatch/config

复制路径重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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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9 16:53:33

微服务平台对运行在 TSF 上的网关微服务提供了多项监控指标，用以监测网关节点及服务的运行状况。您可以根据这些指标实时了解网关微服务的运行状况，针对可能

存在的风险及时处理，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本文为您介绍通过 TSF 控制台查看网关监控的操作。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选择微服务网关 >网关监控。

3. 在网关监控页面，选择好地域、网关微服务和部署组之后，可以查看网关监控信息。

网关监控页面下选择网关监控页签，设置好时间范围（支持近1小时、近3天、近7天和自定义时间范围），可查看对应的监控曲线。

网关监控支持监控以下指标：

节点监控展示所选部署组下各实例节点的监控数据，支持展示以下数据：

勾选要查看的节点，单击左上角查看监控，可查看对应节点详细的监控数据曲线，展示的指标如下：

操作场景

监控入口

网关监控

网关请求数 (次)

请求总耗时 (min)：请求进入网关到出网关总耗时

错误数 (次)

错误率（%）

4XX响应数 (次)

5XX响应数 (次)

节点监控

CPU 使用量

CPU 利用率（峰值/当前值）

内存利用率（峰值/当前值）

活动线程数

连接数

入流量

NIO 线程数

守护线程数

总线程数

CPU 利用率 

内存利用率 

CPU 核数 

网络 IO

活动线程数

连接数

入流量 

nio 线程数

boss 线程数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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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监控页面下选择API 监控页签，可查看所选网关下各分组与 API 节点的使用统计数据，包含调用数、平均错误率和平均响应耗时。

work 线程数

业务线程数

API 监控

针对外部 API 调用的监控可以在 /external 分组中查询

针对单元化场景下跨命名空间的调用监控可以在 /crossunit 分组中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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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管理

配置 JWT 插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20:01

JWT（JSON Web Token）本质是一个 Token，是一种紧凑的 URL 安全方法，用于在网络通信的双方之间传递声明。 

JWT 的原理是，客户端通过 JWT 认证服务器认证以后，会返回给客户端一个 JWT 令牌（Token），示例如下（真实长度会更长）： 

JWT 分为三部分：Header（头部）、Payload（负载）、Signature（签名），中间用点（ . ）分隔成三个部分。 

此后，客户端与服务端通信的时候，都要携带这个 JWT 令牌（Token）。微服务网关 JWT 插件凭此令牌（Token）来校验客户端权限，服务端就不再保存任何 

session 数据，此时服务端变成无状态了，比较容易实现横向扩展

Header 部分是一个 JSON 对象，描述 JWT 的元数据，示例如下：

最后，将上面的 JSON 对象使用 Base64URL 算法转成字符串，即为 JWT 令牌中的 Header 部分。

Payload 部分也是一个 JSON 对象，用来存放实际需要传递的数据，包括官方定义的字段和用户自定义字段。

JWT 原理

Header

   "alg": "HS256",

   "typ": "JWT"

{

}

alg  属性表示签名的算法（algorithm），默认是 HMAC SHA256（写成 HS256）。

typ  属性表示这个令牌（token）的类型（type），JWT 令牌统一写为 JWT 。

Payload

参数 英文全称

是

否

必

选

说明 取值要求

iss Issuer Identifier 是 提供认证信息者的唯一标识。
一般是一个 HTTPS 的 URL（不包含 

querystring 和 fragment 部分）

ѕub Ѕubjесt ldеntіfіеr 是
iss 提供的 EU 的标识，在 iss 范围内唯一。它会被 RP 用来

标识唯一 的用户。
最长为255个 ASCII 字符

aud Audience(s) 是 标识 ID Token 的受众。 必须包含 OAuth2 的 client_id

exp Expiration time 是 过期时间，超过此时间的 ID Token 会作废不再被验证通过。 -

iat Issued At Time 是 JWT 构建的时间。 -

aut

h_ 

tim

e

AuthenticationTime 否
EU 完成认证的时间 。如果 RP 发送 AuthN 请求的时候携带 

max_age 的参数，则此 Claim 是必须的。
-

nо

nс

е

- 否
RP 发送请求的时候提供的随机字符串，用来减缓重放攻击，也

可以来关联  ID Token 和 RP 本身的 Session 信息。
-

ас

r

Аuthеntісаtіоn 

Соntехt Сlаѕѕ 

Rеfеrеnсе

否 表示一个认证上下文引用值，可以用来标识认证上下文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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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典型数据格式的示例，供参见：

最后，将上面的 JSON 对象使用 Base64URL 算法转成字符串，即为 JWT 令牌中的 Payload 部分。

Signature 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签名，防止数据篡改。

生成 JWT 令牌（token）需要私钥， 点此  生成与验证的公钥与私钥。使用 Header 里面指定的签名算法（默认是 HMAC SHA256），按照下面的公式产生签名。

算出签名以后，把 Header、Payload、Signature 三个部分拼成一个字符串，每个部分之间用"点"（ . ）分隔，即为JWT 令牌（token），最后返回客户端。

1. 添加 JWT 的 pom 依赖。 

微服务网关使用 jose4j 来实现。在 pom 文件中添加以下依赖：

2. 编写生成令牌的 Java 代码（以下以 RSA 为例）。

amr Authentication Methods 

References

否 表示一组认证方法。 -

azp Authorized party 否
结合 aud 使用。只有在被认证的一方和受众（sud）不一致时

才使用此值，一般情况下很少使用。
-

    "iss": "https://cloud.tencent.com/tsf/msgw/jwt",

    "sub": "aaaaaaaa-bbbb-cccc-dddd-example",

    "aud": "tsf",

    "exp": 1500013000,

    "iat": 1500009400,

    "auth_time": 1500009400,

    "nonce": "x-03_si1h4t",

    "acr": "1",

    "azp": "tsf",

    "given_name": "Anaya",

    "email": "anaya@example.com"

{

}

Signature

HMACSHA256

  base64UrlEncode header  + "." +

  base64UrlEncode payload ,

  secret

(

( )

( )

)

使用 Java 生成 JWT 令牌（Token）

<!-- jwt -->

<dependency>

    <groupId>org.bitbucket.b_c</groupId>

    <artifactId>jose4j</artifactId>

    <version>0.6.5</version>

</dependency>

// 下面省略了无关代码

import org.jose4j.json.JsonUtil

import org.jose4j.jwa.AlgorithmConstraints

import org.jose4j.jwa.AlgorithmConstraints.ConstraintType

import org.jose4j.jwk.PublicJsonWebKey

import org.jose4j.jwk.RsaJsonWebKey

import org.jose4j.jws.JsonWebSignature

import org.jose4j.jwt.JwtClaims

import org.jose4j.jwt.MalformedClaimException

import org.jose4j.jwt.consumer.InvalidJwtException

import org.jose4j.jwt.consumer.JwtConsumer

import org.jose4j.jwt.consumer.JwtConsumerBuilder

import org.jose4j.lang.JoseException

public static void main String  args  throws JoseException, MalformedClaimException 

;

;

;

;

;

;

;

;

;

;

;

;

( [] ) {

https://mkjw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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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私钥对生成jwk

        RsaJsonWebKey  jwk = new RsaJsonWebKey JsonUtil.parseJson "{"

            + "    \"kty\": \"RSA\","

            + "    \"alg\": \"RS256\","

            + "    \"n\": \"mrX5ROEw4kCYDXR94FQsm33gr5o5dQXvuOoe-eG_yvdNW83MMt9GgG_eBBq_1b7HgyP9lo15BfKX3GH1igCjEKoX

            + "    \"e\": \"AQAB\","

            + "    \"d\": \"lL9vqdUl7fMS_qTJPf1QYjPV6qBKrAQIJ28aV0DA6YF6pFCrCyJ3I5frC2E4nmbuZl0dPTpKaPiFIAQjUwsnvSb8Wb4fLP-2

            + "    \"p\": \"5dOs8Q0SHIuCq-gAOx2c2JaqXzPRsmmZ7nXx1P1jbddDIenVPA6q5zUVqXIRRQgMA7AdD9x7anJ2_kaKSFoE2D8peu

            + "    \"q\": \"rFRhmJIIj3o__CbjVOlUgiVzrk-ZgK9jGXHhyt6LELQae1nUiZNZuwZeHwgzTonsTMJ2JHnmCuDpwuhjf_kha5KHeuczE7g

            + "    \"dp\": \"qBUJNDn09v9pD8Ra9uEPZq-55mqFgFAPDgEgXj76yshWBqV3F7c6cmG2d_g-fRgHgWL5vjHn6M_SCuEYHRYI2QZI

            + "    \"dq\": \"F_0rFNUHUgm_jHdRYAmXFQLnppU4FhzUG7-podb23t1jblZj6r7TV-CcC4_VrJIwjcLoNU2uw0bp45L7_t2MVHAyYd57

            + "    \"qi\": \"QdwkKs9n6jswVsbYKprvpNr2Mbg-RBPp5xx1p-ypVJnFOd_lnCA6P3gRJ-pe6tSCIB6AYViEhZpzKMSu47f27_38VHkH9

            + "}"

        // 创建Claims，放在JWT payload位置

        // Create the Claims, which will be the content of the JWT

        JwtClaims claims = new JwtClaims

        claims.setIssuer "Issuer"   // who creates the token and signs it

        claims.setAudience "Audience"  // to whom the token is intended to be sent

        claims.setExpirationTimeMinutesInTheFuture 10  // time when the token will expire 10 minutes from now

        claims.setGeneratedJwtId  // a unique identifier for the token

        claims.setIssuedAtToNow   // when the token was issued/created now

        claims.setNotBeforeMinutesInThePast 2  // time before which the token is not yet valid 2 minutes ago

        claims.setSubject "subject"  // the subject/principal is whom the token is about

        claims.setClaim "email","mail@example.com"  // additional claims/attributes about the subject can be added

        List<String> groups = Arrays.asList "group-one", "other-group", "group-three"

        claims.setStringListClaim "groups", groups  // multi-valued claims work too and will end up as a JSON array

        JsonWebSignature jws = new JsonWebSignature

        // The payload of the JWS is JSON content of the JWT Claims

        jws.setPayload claims.toJson

        // The JWT is signed using the private key

        jws.setKey jwk.getPrivateKey

        // Set the Key ID kid  header because it's just the polite thing to do.

        // We only have one key in this example but a using a Key ID helps

        // facilitate a smooth key rollover process

        jws.setKeyIdHeaderValue "kid"

        // Set the signature algorithm on the JWT/JWS that will integrity protect the claims

        jws.setAlgorithmHeaderValue jwk.getAlgorithm

        // 生成JWT 令牌

        // Sign the JWS and produce the compact serialization or the complete JWT/JWS

        //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a string consisting of three dot '.'  separated

        // base64url-encoded parts in the form Header.Payload.Signature

        // If you wanted to encrypt it, you can simply set this jwt as the payload

        // of a JsonWebEncryption object and set the cty Content Type  header to "jwt".

        String jwt = jws.getCompactSerialization

        long expirationTime = claims.getExpirationTime .getValueInMillis

        DateFormat dateFormat = new SimpleDateFormat "yyyy-MM-dd HH:mm:ss z", Locale.SIMPLIFIED_CHINESE

        String msg = String.format "JWT expired at (%d -> %s)", expirationTime, dateFormat.format expirationTime

        // 打印JWT 令牌过期时间

        System.out.println msg

        // 打印JWT 令牌

        System.out.println jw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WT 插件配置步骤

步骤1：新建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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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网关已经对外提供了 JWT 认证功能，用户可在 TSF 控制台  > 微服务网关 > 插件管理页面创建 JWT 类型插件。 

该示例表示，将 claim 中参数为 email  的值，通过放入 HTTP header 透传给下游，并重新命名为 new_email 。

校验参数值：指用户存放 JWT 令牌（Token）参数名称，示例中参数名为 token 。

校验参数携带位置：指用户存放 JWT 令牌（Token）的位置，目前支持 Query 和 Header 两种携带方式，示例中为 Query 方式。

公钥对 kid：密钥 ID（“kid”），用来标识此密钥。

公钥对 JSON 串：公钥对，示例中值为：

  

      "kty": "RSA",

      "alg": "RS256",

      "n": "mrX5ROEw4kCYDXR94FQsm33gr5o5dQXvuOoe-eG_yvdNW83MMt9GgG_eBBq_1b7HgyP9lo15BfKX3GH1igCjEKoXJxcHC5xox4

      "e": "AQAB"

  

{

}

claim 参数映射关系 JSON：指 JWT 令牌（Token）中 claim 携带的数据是否需要透传（可配置多组），示例中值为：

  

      "parameterName":"email",

      "mappingParameterName":"new_email",

      "location":"header"

  

[{

}]

parameterName  属性表示 claim 数据中待透传参数的名称。

mappingParameterName  属性表示需要转换的参数名称。

location  属性表示透传此值的位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r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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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网关插件通过绑定分组或 API 来生效。  

步骤2：插件绑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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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OAuth 插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20:12

该文档指导您通过 TSF 控制台，创建微服务网关标签（OAuth）插件。

微服务网关 OAuth 插件提供了简单的第三方鉴权的能力。外部请求请求到网关，网关向第三方服务器发送请求对参数进行校验，校验结果返回给第三方。

OAuth 插件的时序图如下：

外部请求请求到业务 API，通过微服务网关时网关访问认证服务器，认证服务器将结果返回给网关并返回相应给外部请求。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组件中心下的微服务网关 > 插件管理。

2. 在插件管理页面，单击新建插件，填写基本信息。

3. 设置请求参数。

4. 设置返回值。

返回值指的是认证服务器认证成功后，认证服务器可以将某些业务字段返回给网关，网关可以将这些字段通过 Payload 的形式返回给业务 API，方便后续业务依据

这些字段进行业务逻辑处理。

5. 单击完成，跳转至插件管理列表。

操作场景

API

A

payload

 result

操作步骤

新建插件

插件类型：选择 OAuth。

插件名称：必填。

插件描述：选填。

请求参数名称：请求参数名称，即上图中的 A 字段。

请求参数携带位置：填写 A 参数的位置，网关将在这个位置将 A 参数传递给认证服务器。

验证请求参数地址：填写认证服务器地址。以 http:// 或者 https:// 开头。

请求方法：访问认证服务器的方法，GET 或 POST。

超时时间：网关访问认证服务器的超时时间，0秒＜超时时间≤30秒。

Payload 参数名称：选填。

Payload 参数携带位置：填写 Header 或者 Query。

使用说明

认证服务器返回认证结果将在 response body 中返回 result 字段，返回值为 true / false。返回示例如下：

    "result": true,

    "payload": "this is payload"

 

{

}

认证失败后，网关将返回错误码401，错误信息为 “AuthCheckFailed”。

创建好插件后，需要将插件绑定在分组或者 API 上，才能生效。

OAuth 插件与 JWT 插件的使用区别如下，用户可以酌情选择。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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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项 标鉴权认证实现方式 计算签名 性能

OAuth 插件 在认证服务器上实现 需要请求方计算
请求量较大时，由于 OAuth 插件需要等待远程认证服务器的响应，可能会对性能有

一定影响。

JWT 插件 由网关完成 不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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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Tag 插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20:22

该文档指导您通过 TSF 控制台，创建和绑定微服务网关 Tag 插件。

标签是 TSF 中传递客户业务参数的形式，用户可以通过标签来实现灵活的基于业务参数的服务治理能力并依据标签过滤调用链。 

典型的标签的使用场景是：通过业务参数（如 usertype 等字段）实现针对参数值的特殊路由、限流等。 

TSF 中支持两种标签的配置方式：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组件中心下的微服务网关 > 插件管理。

2. 在插件管理页面，单击新建插件，填写基本信息。

3. 配置自定义标签。

4. 单击完成，本步骤创建的插件将显示在插件管理列表中。

创建好 Tag 类型的插件需要绑定到分组或 API 上才会生效。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组件中心下的微服务网关 > 插件管理。

2. 选择刚刚创建好的插件，单击操作列的绑定对象。

3. 在绑定对象中，将插件绑定到某个分组或者某个分组下的 API 上。

4. 单击提交。当用户访问对应的微服务网关分组时，插件就会生效。

操作场景

通过微服务网关 Tag 插件将外部请求的请求参数转化为标签。

通过在代码或请求头中配置来实现标签。

Spring Cloud 应用配置标签的方法请参见 参数传递 。

Service Mesh 应用配置标签的方法请参见 Mesh 开发使用指引 。

操作步骤

创建 Tag 插件

插件类型：选择 Tag。

插件名称：必填。

插件描述：选填。

参数位置：可选 Path、Query、Header 和 Cookie。

参数名：填写外部请求进来携带的参数名称。参数名请填写小写。

如果参数在 Path中，可以按照这样的规则填写：/a/{parameter}/b，其中{}中的是参数名称。此时的路径不需要包含微服务名称、命名空间等信息。

转换后标签名（选填）：如果不填写，会默认使用参数名作为转换后的标签名称。

说明

通过微服务网关标签和代码中配置的标签总数是16个。

使用1.21.0版本的微服务网关 SDK，可以保证配置后的标签在全链路中进行传递。

标签名最长32字节。

设置为 TraceID：是一个非必须功能。当请求中某个参数值具有唯一性时，且希望在部署在 TSF 的后台业务与其他前台、后台系统联动时，可以通过设置 

TraceID 进行追踪。

说明

同一类请求只允许一个参数设置为 TraceID。

当将某个参数设置为 TraceID 时，TSF 依然将同时生成 TraceID，参数名为 "X-B2-TraceID"，并将两者关联，且同时返回给调用方。

用户可以通过调用链查询中的标签检索能力搜索过滤所需要的调用链。

绑定插件

说明

有关使用微服务网关标签插件实现全链路服务治理能力并过滤调用链，请参见最佳实践 > 基于业务参数的服务治理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85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190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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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小程序登录插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0:46:26

该文档指导您通过 TSF 控制台，创建和绑定微信小程序登录插件。

微信小程序开发者在开发小程序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用户登录认证相关的业务逻辑，基于此插件，开发者可以方便地实现业务的登录认证服务。

典型的微信小程序登录插件使用场景是：

2. 在插件管理页面，单击新建插件，填写基本信息。

3. 填写参数设置。

4. 获取登录凭证 Code。 

请求 Code 携带位置：微信后台通过 Code 换取用户的登录态信息，包括用户的唯一标识（openid）及本次登录的会话密钥（session_key）。

5. 向小程序返回登录态。

6. 选择登录态校验。

7. 单击完成，完成创建。

TSF 提供了一系列将请求参数转 Tag 能力，方便进行细粒度的服务治理能力。

有关请求参数转 Tag 能力的描述可参见 微服务网关 Tag 插件 。

自定义 Tag 使用请参见 微服务网关 Tag 插件 。

说明

当前 TSF 同时支持 QQ 小程序开发，小程序插件名为 QQMPLogin。关于小程序开发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QQ 小程序文档 。 

操作场景

实现微信小程序用户登录：遵守微信小程序官方登录规范，在微服务网关侧完成登录业务，生成用户登录态凭证，并返回给小程序前端处理，同时，将微信登录成功

返回的原生登录态数据传递至业务后台处理。

实现用户登录态凭证校验：微服务网关对用户登录态凭证进行校验，若校验通过，则网关将请求放行，并携带微信原生登录态数据传递至业务后台，否则，返回失败

原因至小程序前台，小程序客户端可以根据异常状态码，进行对应的操作（如因登录态过期失效进行重新登录操作）。

操作步骤

创建微信小程序登录插件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组件中心下的微服务网关 > 插件管理。

插件类型：选择 WeChatMpLogin。

插件名称：必填。

插件描述：选填。

APPID：小程序唯一凭证密钥，获取方式同 appid。

APPSECRET：小程序唯一凭证密钥，获取方式同 appid。

自定义登录态参数名：插件对微信登录态以及其他登录信息进行加密的参数名。

返回自定义登录态参数位置：插件对登录态进行加密后的参数携带位置。

登录态过期时间：登录态过期时间，以分为单位。

前台业务请求自定义登录态参数位置：小程序请求业务服务时，登录态携带位置。

向业务后台传输登录态参数位置：网关对登录态进行解密后，将提取的微信登录信息传递至用户后台服务的携带位置。

将请求参数转 Tag

默认 Tag 操作说明

平台提供了一系列微信默认参数的灰度发布能力，包含用户名、性别等信息。用户可以勾选这些参数并提供参数的填写位置，方便平台将这些请求参数转为 TSF 中

的标签。

当某个参数的传入具有请求的唯一性（该参数值不重复），则可以将该参数设置为 TraceID，平台将对该参数与平台生成的 TraceID 进行关联，方便用户进行唯一

性定位与检索。

仅支持一个参数设置为 TraceID/ 。

自定义 Tag 操作说明

绑定插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48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3489
https://q.qq.com/wiki/#_1-%E9%98%85%E8%AF%BB%E6%96%87%E6%A1%A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微服务平台 TSF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27 共237页

创建好 WeChatMpLogin 类型的插件需要绑定到分组或 API 上才会生效。

1. 登录 TSF 控制台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组件中心下的微服务网关 > 插件管理。

2. 选择刚刚创建好的插件，单击操作列的绑定对象。

3. 在绑定对象中，将插件绑定到某个分组或者某个分组下的 API 上。

4. 单击提交。当用户访问对应的微服务网关分组时，插件就会生效。

1. 获取 APPID 与 APPSECRET。 

在开发者 微信小程序开发平台  中，可以查询到小程序的 AppID（小程序 ID）与 AppSecret（小程序密钥）。

2. 根据上述 操作步骤  ，完成微服务网关中微信小程序登录插件的创建与绑定。

3. 编写小程序登录业务。

4. 通过小程序访问业务服务。

案例说明

// 登录

wx.login

  success: res => 

        // console.log "code is : ", res.code

  wx.request

          url: ${LOGIN_BUSINESS_URL}, //登录业务访问路径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js_code': res.code, //携带js_code

          ,

          success: res => 

              //本地缓存

             wx.setStorageSync 'user_session',     res.header.user_session

            //let user_session =     wx.getStorageSync 'user_session'  || ''

            //console.log 'idsession is :', idsession

            wx.showToast

                title: '登录成功'

            

          

        

        

      

     

({

{

( );

({

{

}

{

( );

( )

( );

({

})

}

}

)

}

})

 BusinessRequestFunc: function  

    //获取登录时存储的user_session

    let user_session = wx.getStorageSync 'user_session'  || ''

    //console.log "user_session is ：" , user_session

    wx.request

      url: ${BUSINESS_URL}, //业务访问路径,

      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user_session': user_session

      ,

      success: res => 

        //console.log "response : ", res.data

        // your business here   

      

    

    

     //具体接口使用文档参照微信小程序官方使用接口文档

   

() {

( ) ;

( );

({

{

}

{

( )

}

}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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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任务调度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12 16:40:12

自2022年8月7日起，分式任务调度服务 TCT 转回内测状态，产品不再对新用户开放，存量用户仍然可以继续放心使用。

说明

仅支持北京，上海，广州地域使用。

分布式任务调度概述

快速入门

任务调度开发

任务管理

执行记录

任务分片

工作流管理

任务停止原理及实践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778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14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16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16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16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68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68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4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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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管理

权限管理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22:24

为满足企业客户不同成员使用 TSF 平台的接口操作权限、资源操作权限的需求，当前腾讯微服务平台支持主账号为子账号灵活分配不同角色、不同数据集的权限。

当前 TSF 可以支持以下几种场景的使用：

在子账号和协作者使用 TSF 平台之前，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步骤：

1. 按照 访问管理  中，“子账号和协作者使用 TSF”部分文档进行操作，这一步保证了用户使用 TSF 时，TSF 访问 VPC、 TKE 等云资源的服务角色权限。

2. 按照 角色管理 、 数据集管理 、 授权管理  三个文档进行操作，配置子账号和协作者使用 TSF 平台时操作和数据集权限。

TSF 提供了 QcloudTSFFullAccess 和 QcloudTSFReadOnlyAccess 两条预设策略。

预设策略只限制用户操作，没有对数据进行过滤。当用户对数据过滤没有需求时，仅需绑定预设策略，无需进行上述使用步骤中的步骤2（步骤1还需要进行）。

操作场景

为子账号或协作者配置全部资源的全读写策略。

为子账号或协作者配置全部资源的部分操作权限，如可以为部分用户配置应用、微服务、配置的全读写策略，以及集群、命名空间的只读策略。

为子账号和协作者配置某些资源（一个或多个）的读或写权限，如可以为不同的子账号配置不同命名空间、不同应用的不可见、只读、全读写权限。

操作步骤

预设策略

策略名称 作用

QcloudTSFReadOnlyAccess 只读策略，包含 TSF 全部集群、命名空间、应用、服务等资源的全部只读操作

QcloudTSFFullAccess 全读写策略，包含 TSF 全部集群、命名空间、应用、服务等所有资源的全部操作

说明

截止至2019年10月10日，TSF 现网所有子账号和协作者都默认绑定了 QcloudTSFFullAccess 权限，当用户需要精细化的配置操作和数据集权限时，

需要解绑全读写策略 QcloudTSFFullAccess 并按照上述步骤2进行操作。

当为用户绑定了多条策略时，多条策略以白名单的形式取并集生效。

QcloudTSFReadOnlyAccess 相当于配置一条只读角色操作权限和全数据集权限。当主账号想要设置某子账号对某些资源不可见时，不要绑定 

QcloudTSFReadOnlyAccess 策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555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9/3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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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22:36

角色管理是配置子账号与协作者使用 TSF 的操作权限。当前 TSF 平台采取白名单机制，如子账号和协作者没有被授权任何角色，则无法使用 TSF 平台。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下的角色管理。

3. 在角色管理页面，单击页面左上角的新建角色。

4. 在新建角色页面，填写角色名称并选择角色权限。

5. 单击提交，完成角色创建。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下的角色管理。

3. 单击选择目标角色。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新建角色

说明

角色权限中的通用权限包含的 TSF 访问概览页面、监控等页面的基本操作，建议对所有用户授权。

日志告警、服务告警、部署组告警等告警策略的配置在云监控页面配置，不受 TSF 权限管控。

镜像仓库列表不受 TSF 权限管控。

编辑角色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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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右上角的编辑即可对角色进行编辑。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下的角色管理。

3. 将鼠标悬停在目标角色上，单击角色名称右侧的删除即可删除该角色。

删除角色

注意

当已经给某用户绑定角色和策略组后，删除角色会导致策略不可用，请谨慎删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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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22:47

用户可以通过数据集管理配置不同的子账号和协作者使用不同资源。数据集是白名单机制，未配置数据集会导致无法看到 TSF 上任何资源。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下的数据集管理。

3. 在数据集管理页面，单击左上角的新建数据集。

4. 填写数据集名称和备注，勾选资源范围。

5. 单击完成，完成数据集创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新建数据集

说明

全部资源代表的是当前全部数据以及未来可能新增的资源。如果仅将指定集群权限授予某个用户，则新增集群对用户不可见。

用户对某一类资源不勾选时，该类别资源对被授权的用户不可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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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下的数据集管理。

3. 单击目标数据集进入编辑页面。

4. 单击基本信息卡片右侧的编辑修改数据集名称，单击资源范围卡片右侧的编辑修改数据集权限。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下的数据集管理。

3. 选择目标数据集，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删除该数据集。

编辑数据集

删除数据集

注意

当某个数据集已经对用户授权后，删除数据集将导致授权策略对用户不生效。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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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22:58

该任务指导您通过 TSF 控制台配置并生成策略，并通过访问管理（CAM）将该策略管理用户/用户组。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管理中心下的 角色管理 。

3. 单击策略配置，进入策略生成器页面。

4. 配置策略名称和权限。

5. 单击前往 CAM 进行授权，并在访问管理产品页面单击创建策略。

6. 将生成的策略 关联用户/用户组 。

7. 单击确定，完成授权管理。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策略名称：支持英文字母、数字、以及符号“+ = , . @ _ -”，限制50个字符以内。

权限配置：选择对应角色与资源组。示例：当用户希望对集群1配置全读写权限，对集群2配置只读策略时，可以将包含全读写集群的角色与包含集群1的数据集关联

作为权限配置的第一条数据，将包含集群只读的角色与包含集群2的数据集关联作为第二条数据。

注意

为避免策略不生效，建议不要在此处修改策略脚本。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role?rid=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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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1:23:06

标签是腾讯云提供的用于标识云上资源的标记，是一个键-值对（Key-Value）。

您可以根据各种维度（例如业务、用途、负责人等）使用标签对TSF中的集群、命名空间和应用资源进行分类管理，通过标签非常方便地筛选过滤出对应的资源。标签键

值对对腾讯云没有任何语义意义，会严格按字符串进行解析匹配。

标签数量限制如下：

其他标签命名相关限制请参见 使用限制 。

以下案例以集群为例进行说明，命名空间和应用的标签使用方法类似，可以选择在创建资源时设置标签或者在编辑标签中设置标签。

某公司在腾讯云上拥有5个集群，这5个集群的使用部门、业务范围以及负责人的信息如下：

以 Cluster-abcdefg1 为例，我们可以给该集群添加以下三组标签 ：

类似的，其他实例也可以根据其使用部门、业务范围和负责人的不同设置其对应的标签。

以上文场景为例，当您完成标签键和标签值的设计后，可以登录TSF控制台进行标签的设置。

1. 登录 TSF 控制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集群，单击新建集群，在新建集群页面添加标签。

使用场景

使用限制

资源维度：一个资源最多 50 个不同的 key。

标签维度：单个用户最多 1000 个不同的 key。

一个 key 最多有 1000 个 value。

使用案例

案例描述

集群/ID 使用部门 业务范围 负责人

Cluster-abcdefg1 电商 营销活动 张三

Cluster-abcdefg2 电商 营销活动 王五

Cluster-abcdefg3 游戏 游戏 A 李四

Cluster-abcdefg4 游戏 游戏 B 张三

Cluster-abcdefg5 娱乐 前端制作 王五

标签键 标签值

dept ecommerce

business mkt

owner zhangsan

在 TSF 控制台上设置标签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1/1335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s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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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集群列表，选择目标实例，单击操作栏的更多 > 编辑标签。 

4. 在弹出的窗口中，可以添加、删除或者修改标签。

1. 在搜索框中，选择标签。

2. 在标签：后输入标签或者选择标签，单击  进行搜索。您可以同时根据多个标签键进行筛选。例如，输入 标签键：key1|key2 可筛选出绑定了标签键 key1  或 

key2  的实例。 

说明

若现有标签不符合要求，可以单击标签管理创建标签。

通过标签键筛选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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