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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集群规格和容量配置评估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1:04:09
腾讯云 Elasticsearch Service（ES）是分布式多节点形式的集群，每个节点均是有计算和存储两部分构成，如
何根据业务的需求，选择合适的配置，我们根据实际运营经验，在此提供一些 ES 常见使用场景下，配置选择的建
议。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进行参考，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需要您在业务的实际使用过程中逐步去探索。依托腾讯
云 ES 提供的弹性伸缩机制，在业务规模增大，性能遇到瓶颈的时候，您可以随时扩容，调整得到合适的集群规
格。

存储容量评估
影响腾讯云 ES 服务存储容量的主要因素如下：
副本数量：副本有利于增加数据的可靠性，但同时会增加存储成本。默认和建议的副本数量为1，对于部分可以承
受异常情况导致数据丢失的场景，可考虑设置副本数量为0。
数据膨胀：除原始数据外，ES 需要存储索引、列存数据等，在应用编码压缩等技术后，一般膨胀10%。
内部任务开销：ES 占用约20%的磁盘空间，用于 segment 合并、ES Translog、日志等。
操作系统预留：Linux 操作系统默认为 root 用户预留5%的磁盘空间，用于关键流程处理、系统恢复、防止磁盘
碎片化问题等。
因此，数据在 ES 中占用的实际空间可通过下面公式估算：
实际空间 = 源数据 × (1 + 副本数量) × (1 + 数据膨胀) / (1 - 内部任务开销) / (1 - 操作系统预留)
≈ 源数据 × (1 + 副本数量) × 1.45

为保证服务的稳定运行，建议至少预留15%的存储空间，因此建议申请的存储容量为：
存储容量 = 源数据 × (1 + 副本数量) × 1.45 × （1 + 预留空间）
≈ 源数据 × (1 + 副本数量) × 1.67

对于内存与存储容量的关系，我们有如下经验比例，一般而言，为保证集群运行的性能和稳定，不建议磁盘存储超
过这个比例限制。
对于热数据，我们推荐内存与磁盘的比例为：1:96
对于冷数据，我们推荐内存与磁盘的比例为：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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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S 广泛应用于日志、站点检索、Metrics、APM 等场景，上述存储容量评估方法较为泛化，您可以根据
自身需求高度优化 ES，降低存储成本。

计算资源评估
ES 的计算资源主要消耗在写入和查询过程，而不同业务场景在写入和查询方面的复杂度不同、比重不同，导致计算
资源相比存储资源较难评估。但一般情况下，存储资源会较早成为瓶颈，因此建议您优先评估存储资源量，然后参
考 腾讯云 ES 节点类型 初步选择计算资源，在测试过程中确认计算资源是否足够。
下面针对几种常见使用场景，介绍计算资源评估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日志场景：日志属于典型的写多读少类场景，计算资源主要消耗在写入过程中。我们在日志场景的经验是：2核
8GB内存的资源最大可支持0.5万次写入/s的写入能力，但注意不同业务场景可能有偏差。由于实例性能基本随
计算资源总量呈线性扩容，您可以按实例资源总量估算写入能力。例如8核32GB内存的资源可支持2万次写入/s
的写入能力。
Metric 及 APM 等结构化数据场景：这也是写多读少类场景，但相比日志场景计算资源消耗较小，2核8GB内
存的资源一般可支持1万次写入/s的写入能力，您可参照日志场景线性扩展的方式，评估不同规格实例的实际写入
能力。
站内搜索及应用搜索等搜索场景：此类为读多写少类场景，计算资源主要消耗在查询过程，由于查询复杂度在不
同使用场景差别非常大，计算资源也最难评估，建议您结合存储资源初步选择计算资源，然后在测试过程中验
证、调整。

实例类型选择及测试
在完成存储、计算资源评估后，您可以初步参考 腾讯云 ES 节点类型 选择实例类型，这里包含节点规格和节点数量
两方面。选择实例类型的常用建议如下：
建议您至少选择3个节点，避免 ES 实例出现脑裂问题，保证 ES 实例具有较高的节点故障容错能力。
说明：
脑裂：两个节点同时认为自己是唯一处于活动状态的服务器，从而出现争用资源的情况。

若您有非常大的存储容量需求，建议选择高规格的节点，避免大量低规格节点，这对大实例的性能、稳定性等有
较大好处。例如，若您有40核160GB内存5TB存储容量需求，建议选择8核32GB内存1TB × 5节点的实例。
同理，当您需要对实例扩容时，建议优先进行纵向扩容，把节点扩容到8核32GB或16核64GB的规格，然后再
考虑横向扩容增加节点个数。
当完成实例类型的初步选择后，您可以使用真实数据进行测试，通过观察 CPU 使用率、写入指标（性能、拒绝
率）、查询指标（QPS、拒绝率）等监控信息，进一步确认实例类型是否合适。另外，建议针对上述监控信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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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告警，方便在线上使用时，及时发现资源不足等问题。

分片数量评估
每个 ES 索引被分为多个分片，数据按哈希算法打散到不同的分片中。由于索引分片的数量影响读写性能、故障恢
复速度，且通常无法轻松更改，需要提前考虑。这里给出配置分片数量的一些常用建议：
建议单个分片大小保持在10GB - 50GB之间，您可以据此初步确定 Index 的分片数量。分片不宜过大或过
小：过大可能使 ES 的故障恢复速度变慢；过小可能导致非常多的分片，但因为每个分片使用一些数量的 CPU
和内存，从而导致读写性能、内存不足等问题。
在测试阶段，可以根据每个 Index 的实际大小、预期未来增长情况，适当调整分片数量。
当分片数量超过数据节点数量时，建议分片数量接近数据节点的整数倍，方便分片在所有数据节点均匀分布。
对于日志、Metric 等场景中，建议使用 ES 自带的 Rollover Index 功能，持续滚动产生新的 Index。方便在
发现分片大小不合理时，通过该功能及时调整分片数量。
例如，假设实例有5个数据节点，Index 当前大小为150GB，预期半年后增长50%。如果我们控制每个单分片为
30GB，则大约需要150GB ×（1 + 50%）/ 30 ≈ 7个分片，考虑到有两个数据节点支撑2/7的数据压力，节点间
压力相对不均匀，我们把分片数量调整到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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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3 14:43:17
集群是 ES 提供托管 Elasticsearch 服务的基本单元，也是用户使用和管理 Elasticsearch 服务的主要对象。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腾讯云官网控制台，快速创建 Elasticsearch 集群。

前提条件
已创建腾讯云账号，创建账号可参考 注册腾讯云。

操作步骤
登录控制台
登录 ES 控制台，单击新建集群进入创建购买页。

创建集群
一、选择集群配置
计费模式：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量计费。
地域：目前腾讯云 ES 已在国内和境外多个地域上线，其中上海金融、深圳金融、北京金融、台北地域需要联系
售前咨询 申请。
Elasticsearch 版本：支持5.6.4、6.4.3、6.8.2、7.10.1、7.14.2版本。
高级特性：Elasticsearch 官方商业特性（原 X-Pack 插件），包括数据权限管理、SQL JDBC、告警和机
器学习等能力。不同版本包含的功能完整度不同，白金版包含所有高级特性，基础版包含一部分高级特性，开源
版不包含高级特性，具体版本功能差异详见高级特性(X-Pack)。
注意：
基础版从6.8版本开始支持开启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可以极大提高集群的安全性，强烈建议开启。如
果购买集群时未开启，以后再开启需要全量重启集群，会对在线服务有一定影响。白金版默认开启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开源版不支持此能力。

可用区部署模式：单可用区是 ES 集群部署在一个可用区内；双可用区是ES集群部署在同一个地域的两个可用
区；三可用区是ES集群部署在同一个地域的三个可用区。其中，一个地域下有3个及以上可用区才支持双可用区
或三可用区部署。多可用区的部署方式可以提高集群的容灾能力，保障线上业务的稳定性。可参考 集群多可用区
部署。
网络/可用区及子网：ES 部署在 VPC 内，只有在同一个 VPC 下才能访问 ES 集群，因此为保证内网顺利访
问，建议选择已有云上业务的区域位置所在 VPC。多可用区部署模式下，也是选择同一个 VPC。同一个 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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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同可用区子网之间是互通的。
默认场景配置：腾讯云ES提供场景化的索引模板配置，支持用户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模板，优化该场景下集
群的性能。
注意：
ES 集群创建完成后，不支持修改调整 VPC。
特殊网络问题说明：
跨 VPC 访问：如果需要通过同一个地域内位于其他 VPC 的 CVM 访问 ES 集群，可以考虑 对等连
接 方案，将同一地域两个不同的 VPC 进行打通。
基础网络访问：如果您的业务都部署在基础网络内，且没有使用过 VPC，可以通过基础网络和 VPC
网络互通的方案，将位于基础网络的 CVM 绑定到 ES 集群所在 VPC，从而实现基础网络到 ES 集
群的互通（具体可参见 基础网络互通）。基础网络互通功能仅支持10.[0~47].0.0/16网段内的私有
网络，如果您需要从基础网络访问 ES 集群，请在创建 ES 集群时选择有10.[0~47].0.0/16网段的
VPC。

热数据层：数据写入层。通常将经常查询的数据放置在热层，以提升查询与写入效率。
温数据层：可将访问频率较低且更新频率较低的数据存放在温层，以节约成本。
数据节点部署模式：支持单一模式和冷热模式。冷热集群是可以在一个集群内包含温、热两种属性的节点，对读
写性能要求高的热点数据可以存放在热节点，对存储量需求比较大但对读写性能要求较低的索引可以存放在温节
点上，既保证了热数据的读写性能，又可以降低存储成本。详细介绍请参见 冷热分离与索引生命周期管理。
节点机型：支持标准型、高 IO 型、大数据型和内存型机型，集群创建后，节点机型之间不支持更改。
节点规格：集群中每个节点机型的规格，不同规格包含不同的 CPU 核数和内存，ES 支持的节点规格类型及其
售卖价格可参见 Elasticsearch Service 集群定价，选择建议可参见 集群规格和容量配置评估。
节点存储类型：支持本地 SSD 硬盘、高性能云盘、 SSD 云盘 和 增强型 SSD 云盘。
单节点数据盘：每个节点配置的磁盘容量，整个集群的存储量 = 单个节点存储 * 节点个数。
专用主节点：当集群超过10个数据节点时，建议配置专用主节点；多可用区集群及温层配置大数据机型，系统会
强制进行专用主节点的配置，进一步保障集群稳定性。当未选择专用主节点时，数据节点充当专用主节点的角
色。
专用主节点机型：专用主节点机型不要求同数据节点机型一致。
专用主节点个数：可选3个或5个，奇数个能保证高可用并预防脑裂风险。
Kibana 节点：1核2G为免费提供，支持付费修改为更高规格。
云硬盘加密：云盘加密为免费功能，能够有效保护您的数据隐私，满足安全合规要求，无需任何业务代码调整，
对服务性能几乎没有影响。加密仅能在购买时设置，加密只支持云盘，不支持本地盘。加密云盘和非加密云盘之
间无法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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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名称及密码
集群名：自定义集群名称，不作为全局唯一标示，可以设置为业务相关描述。
集群配置名：ES elasticsearch.yml 中，配置项 cluster.name 的值。
用户名：默认为 elastic，不能修改。用于 Kibana 页面登录，以及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
密码：上一项用户名对应的密码，请按照规则设置，并妥善保存，如果密码忘记，可在详情页重置。
HTTPS 协议：启用后将应用 HTTPS 协议提升数据传输安全，集群购买后则无法更改，不启用则使用 HTTP
通信。请确保在启用前已经修改访问 ES 集群的代码，否则将导致本 ES 集群无法访问。
可维护时间段：可维护时间段是指您允许腾讯云进行维护操作的时间段，建议设置在业务低峰期，以保障集群性
能和稳定。在进入正式维护前，平台将通过短信提前通知您。
标签：标签是腾讯云的统一服务，通过它来对腾讯云已有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在购买 ES 集群时或者购买后都可
以创建或者修改标签。详细介绍请参见 标签。
自动续费：可选项，包年包月的集群有使用期限，到期后会影响服务使用，建议包年包月购买的集群设置为自动
续费。
勾选同意《腾讯云 Elasticsearch Service 服务等级协议》和《退费规则》后，单击下一步，进入确认配置信
息页面。

三、确认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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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年包月，单击立即购买，进入订单页，单击确认购买并支付。支付成功后返回 ES 控制台，在集群列表页可
以查看到创建的集群。
对按量计费，单击立即购买直接创建集群，不需要确认订单支付，在使用过程中，会按小时进行计费及扣费。

四、包年包月确认订单及支付

五、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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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费集群支付完成，后付费集群开通成功后，就可以跳转到 控制台 查看刚创建的集群。

后续步骤
集群访问
ES 提供了多种类型的客户端访问集群，快速开始，详情请参见 通过 API 访问集群、通过客户端访问集群、通过
Kibana 访问集群。

集群监控
腾讯云 ES，提供了丰富的监控指标，可以帮助在集群使用过程中查看集群的状态。详情请参见 查看监控。
基础版和白金版的 Kibana 页面也有监控项，在左侧菜单的 monitor 页。

集群调整配置
随着业务数据量和访问量的增加，可以弹性地调整集群配置，详情请参见 调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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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集群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1:04:26
在了解如何访问 ES 集群前，您需要先了解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本文将为您介绍用户登录认证的相关内容。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User authentication）
此功能用于提高 ES 集群的数据访问安全（可参阅 保护您在 Elastic Stack 中的数据），用户必须通过用户名和
密码认证，才被允许访问 ES 集群。无论是通过 Kibana、客户端或者 API 等方式访问集群都需要经过认证。详情
请参考 通过 API 访问集群、通过客户端访问集群、通过 Kibana 访问集群。
说明：
在创建 ES 集群时会要求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对于未开启此功能的集群，用户名和密码仅用于 Kibana 的登录。
对于已开启此功能的集群，用户名和密码可用于任何方式下的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

支持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的 Elasticsearch 版本
并非所有的 Elasticsearch 版本都支持此功能，各版本情况如下：
开源版：不支持此功能。
基础版：从6.8版本开始，允许用户开启或关闭此功能，6.8版本之前的版本不支持此功能。
白金版：强制开启此功能，且不允许关闭。

ES 集群开启用户登录认证注意事项
若 ES 集群未开启用户登录认证，需要通过升级或开启开关来开启用户登录认证时，应该先完成以下步骤：
提前修改业务代码，在调用 API 时传入用户名和密码，以便在开启此功能后可以正常访问集群。
根据 Elasticsearch 官方的设计要求，开启此功能需要全量重启集群，重启期间集群不可用，因此应谨慎选择
合适的时机。

6.8及以上基础版如何开启和关闭 ES 集群用户认证
在创建集群时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 ES 集群用户认证。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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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创建完成后，如果需要再次调整开关状态，可以到集群详情页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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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PI 访问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7 14:52:05
Elasticsearch 提供了功能全面的 RESTful API 与集群交互，详情请参见 Elasticsearch 官方的 API 文档。
腾讯云 ES 构建在用户 VPC 内，用户可以通过位于同一 VPC 下的 CVM 作为客户端访问 ES 集群。可通过内网
访问和外网访问两种方式访问 ES 集群，外网访问存在安全风险，需谨慎开启。
说明：
外网访问仅用于开发调试，因系统会限制调用频次，所以不能用于生产环境。
当前 ES 公网访问不计费，带宽10M。

查看内外网访问地址
在 集群列表页，单击集群 ID/名称进入详情页：
对于内网地址，在基础配置中可直接查看。
对于外网地址，出于安全考虑默认是关闭的。对于已开启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 的集群，支持开启公网地址。开
启公网访问可能会为集群引入安全风险，同时也将允许通过 API 直接访问、操作甚至删除在 ElasticSearch 集
群中的数据，请谨慎开启。

测试访问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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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访问
可通过 curl 的方式测试访问集群，不支持通过 ping 的方式测试连通性。

测试服务是否可访问
说明：
对于已开启 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 的集群，登录时需要用户名和密码认证，具体规则为 curl action -u
user:password host ... ，需要将 user、password 替换为自己实际的用户名和密码，将 host 替换为
自己的 IP。

下面将以内网地址访问来演示各访问操作。输入命令：
curl -XGET http://10.0.17.2:9200
若开启了ES集群用户登录认证，请注意输入用户名密码
curl -XGET -u user:password http://10.0.17.2:9200

返回如下，表示集群访问正常，具体参数的值会根据集群的版本有所不同：
{
"name": "15589826570000*****",
"cluster_name": "es-******",
"cluster_uuid": "NGIm1M_zRw-L3o_gH****",
"version": {
"number": "6.4.3",
"build_flavor": "default",
"build_type": "zip",
"build_hash": "fe40335",
"build_date": "2019-05-17T14:22:47.286024Z",
"build_snapshot": false,
"lucene_version": "7.4.0",
"minimum_wire_compatibility_version": "5.6.0",
"minimum_index_compatibility_version": "5.0.0"
},
"tagline": "You Know, for Search"
}

创建文档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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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档
创建单个文档
若集群未开启用户登录认证， 输入命令行：
curl -XPUT http://10.0.0.2:9200/china/_doc/beijing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d'
{
"name":"北京市",
"province":"北京市",
"lat":39.9031324643,
"lon":116.4010433787,
"x":6763,
"level.range":4,
"level.level":1,
"level.name":"一线城市",
"y":6381,
"cityNo":1
}
'

若集群已开启用户登录认证，需要将下文中的 user、password 替换为自己集群实际的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命
令行：
curl -XPUT -u user:password http://10.0.0.2:9200/china/_doc/beijing -H 'Content-Type: applica
tion/json' -d'
{
"name":"北京市",
"province":"北京市",
"lat":39.9031324643,
"lon":116.4010433787,
"x":6763,
"level.range":4,
"level.level":1,
"level.name":"一线城市",
"y":6381,
"cityNo":1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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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如下：
{
"_index":"china",
"_type":"_doc",
"_id":"beijing",
"_version":1,
"result":"created",
"_shards":{
"total":2,
"successful":1,
"failed":0
},
"created":true
}

创建多个文档
输入命令行：
curl -XPOST http://10.0.0.2:9200/_bulk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d'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_doc", "_id" : "beijing" } }
{"name":"北京市","province":"北京市","lat":39.9031324643,"lon":116.4010433787,"x":6763,"lev
el.range":4,"level.level":1,"level.name":"一线城市","y":6381,"cityNo":1}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_doc", "_id" : "shanghai" } }
{"name":"上海市","province":"上海市","lat":31.2319526784,"lon":121.469443249,"x":7779,"leve
l.range":4,"level.level":1,"level.name":"一线城市","y":4409,"cityNo":2}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_doc", "_id" : "guangzhou" } }
{"name":"广州市","province":"广东省越秀区吉祥路79号","lat":23.1317146641,"lon":113.25951852
41,"x":6173,"level.range":4,"level.level":1,"level.name":"一线城市","y":2560,"cityNo":3}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_doc", "_id" : "shenzhen" } }
{"name":"深圳市","province":"广东省福田区新园路37号","lat":22.5455465546,"lon":114.05277791
34,"x":6336,"level.range":4,"level.level":1,"level.name":"一线城市","y":2429,"cityNo":4}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_doc", "_id" : "chengdu" } }
{"name":"成都市","province":"四川省锦江区红星路4段-88号-附1号","lat":30.6522796787,"lon":104.
0725574128,"x":4387,"level.level":2,"level.range":19,"level.name":"新一线城市","y":4304,"cityN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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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_doc", "_id" : "hangzhou" } }
{"name":"杭州市","province":"浙江省拱墅区环城北路316号","lat":30.2753694112,"lon":120.15090
63337,"x":7530,"level.level":2,"level.range":19,"level.name":"新一线城市","y":4182,"cityNo":6}
'

响应如下：
"took":9,"errors":false,"items":[{"index":{"_index":"china","_type":"_doc","_id":"beijing","_versi
on":4,"result":"updated","_shards":{"total":2,"successful":2,"failed":0},"created":false,"status":
200}},{"index":{"_index":"china","_type":"_doc","_id":"shanghai","_version":2,"result":"update
d","_shards":{"total":2,"successful":2,"failed":0},"created":false,"status":200}},{"index":{"_ind
ex":"china","_type":"_doc","_id":"guangzhou","_version":1,"result":"created","_shards":{"total":
2,"successful":2,"failed":0},"created":true,"status":201}},{"index":{"_index":"china","_type":"_
doc","_id":"shenzhen","_version":1,"result":"created","_shards":{"total":2,"successful":2,"faile
d":0},"created":true,"status":201}},{"index":{"_index":"china","_type":"_doc","_id":"chengdu",
"_version":2,"result":"updated","_shards":{"total":2,"successful":2,"failed":0},"created":false,"s
tatus":200}},{"index":{"_index":"china","_type":"_doc","_id":"hangzhou","_version":2,"result":
"updated","_shards":{"total":2,"successful":2,"failed":0},"created":false,"status":200}}]

更新文档
重复上文创建单个文档的输入代码，即可更新指定 ID beijing 的文档。 响应如下：
{"_index":"china","_type":"_doc","_id":"beijing","_version":2,"result":"updated","_shards":{"tota
l":2,"successful":2,"failed":0},"created":false}

查询文档
查询指定 ID
输入命令行：
curl -XGET 'http://10.0.0.2:9200/china/_doc/beijing?pretty'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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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index" : "china",
"_type" : "_doc",
"_id" : "beijing",
"_version" : 4,
"found" : true,
"_source" : {
"name" : "北京市",
"province" : "北京市",
"lat" : 39.9031324643,
"lon" : 116.4010433787,
"x" : 6763,
"level.range" : 4,
"level.level" : 1,
"level.name" : "一线城市",
"y" : 6381,
"cityNo" : 1
}
}

查询某个索引
输入命令行：
curl -XGET 'http://10.0.0.2:9200/china/_search?pretty'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响应如下：
{
"took" : 0,
"timed_out" : false,
"_shards" : {
"total" : 5,
"successful" : 5,
"skipped" : 0,
"failed" : 0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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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s" : {
"total" : 6,
"max_score" : 1.0,
"hits" : [
{
"_index" : "china",
"_type" : "_doc",
"_id" : "guangzhou",
"_score" : 1.0,
"_source" : {
"name" : "广州市",
"province" : "广东省越秀区吉祥路79号",
"lat" : 23.1317146641,
"lon" : 113.2595185241,
"x" : 6173,
"level.range" : 4,
"level.level" : 1,
"level.name" : "一线城市",
"y" : 2560,
"cityNo" : 3
}
}]
},
......
}

复杂查询
模拟 SQL：
select * from china where level.level=2
curl -XGET http://10.0.0.2:9200/china/_search?pretty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d'
{
"query" : {
"constant_score" : {
"filter" : {
"term" : {
"level.level" : 2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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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响应如下：
{
"took" : 2,
"timed_out" : false,
"_shards" : {
"total" : 5,
"successful" : 5,
"skipped" : 0,
"failed" : 0
},
"hits" : {
"total" : 2,
"max_score" : 1.0,
"hits" : [
{
"_index" : "china",
"_type" : "_doc",
"_id" : "chengdu",
"_score" : 1.0,
"_source" : {
"name" : "成都市",
"province" : "四川省锦江区红星路4段-88号-附1号",
"lat" : 30.6522796787,
"lon" : 104.0725574128,
"x" : 4387,
"level.level" : 2,
"level.range" : 19,
"level.name" : "新一线城市",
"y" : 4304,
"cityNo"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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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_index" : "china",
"_type" : "_doc",
"_id" : "hangzhou",
"_score" : 1.0,
"_source" : {
"name" : "杭州市",
"province" : "浙江省拱墅区环城北路316号",
"lat" : 30.2753694112,
"lon" : 120.1509063337,
"x" : 7530,
"level.level" : 2,
"level.range" : 19,
"level.name" : "新一线城市",
"y" : 4182,
"cityNo" : 6
}
}
]
}
}

聚合查询
模拟 SQL：
select level.level, count(1) from city group by level.level
curl -XGET http://10.0.0.2:9200/china/_search?pretty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d'
{
"size" : 0,
"aggs" : {
"city_level" : {
"terms" : {
"field" : "level.leve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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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响应如下：
{
"took" : 10,
"timed_out" : false,
"_shards" : {
"total" : 5,
"successful" : 5,
"skipped" : 0,
"failed" : 0
},
"hits" : {
"total" : 7,
"max_score" : 0.0,
"hits" : [ ]
},
"aggregations" : {
"city_level" : {
"doc_count_error_upper_bound" : 0,
"sum_other_doc_count" : 0,
"buckets" : [
{
"key" : 1,
"doc_count" : 4
},
{
"key" : 2,
"doc_count" : 3
}
]
}
}
}

删除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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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档
删除单个文档
输入命令行：
curl -XDELETE 'http://10.0.0.2:9200/china/_doc/beijing?pretty'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
n'

响应如下：
{
"found" : true,
"_index" : "china",
"_type" : "_doc",
"_id" : "beijing",
"_version" : 5,
"result" : "deleted",
"_shards" : {
"total" : 2,
"successful" : 2,
"failed" : 0
}
}

删除类型
curl -XDELETE 'http://10.0.0.2:9200/china/_doc?pretty'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删除索引
curl -XDELETE 'http://10.0.0.2:9200/china?pretty'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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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客户端访问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2 15:56:28
官方和社区推出了各个语言版本的 SDK 方便用户使用。
Elasticsearch 提供了各种开发语言的客户端，例如 Java、Python 等，以满足不同开发者的需要。详情请
参见 Elasticsearch Client。
Elasticsearch 从5.6.0版本开始，发布了官方的 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可用于执行 search、
index、delete、update and bulk 操作，同 TransportClient 使用的核心 Java classes 一致，并且是
为了替代 TransportClient。详情请参见 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 说明。

说明：
版本兼容性上，建议客户端版本同服务端版本保持一致，详情请参见 兼容性说明，腾讯云 ES 目前提供了
多个可选的 Elasticsearch 版本，请注意选择客户端版本。

ES 在用户的 VPC 下提供了一个访问 ES 集群的 VIP，通过负载均衡的方式挂载了 ES 集群内的所有节点。这样
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适配集群的弹性伸缩并保证其高可用性，当 ES 集群的节点发生变化时，VIP 会自动更新
节点信息；另一方面，简化用户的操作，用户不用再关注集群节点 IP、port 等信息的变更。

说明：
不推荐通过 TransportClient 直接连接 Client 和 ES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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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的 SDK 支持在创建连接时只配置一个节点的地址，并通过“节点嗅探”的功能嗅探出所有的节点来连接使用。
这种使用方式有悖于我们推出 VIP 功能的初衷，增加了使用 ES 集群的复杂度。下面我们会简单介绍各个编程语言
SDK 包的使用方法，并说明如何关闭“节点嗅探”功能。

Java 客户端
ES 官方推荐使用 Java REST 客户端连接集群并进行数据操作。Java REST Client 有 Low Level 和 High
Level 两种：
Java Low Level REST Client：使用该客户端需要将 HTTP 请求的 body 手动拼成 JSON 格式，HTTP
响应也必须将返回的 JSON 数据手动封装成对象。
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该客户端基于 Low Level 客户端实现，提供 API 解决 Low Level 客户
端需要手动转换数据格式的问题。
使用 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 访问集群，示例步骤与代码如下：

添加 Maven 依赖
说明：
建议 Java REST 客户端 API 版本，同 ES 集群服务端版本保持一致，腾讯云目前提供了不同版本的
ES，请注意选择相应版本的客户端。更多客户端 API 信息，可参考官方 ES API 版本兼容性说明。

<dependency>
<groupId>org.elasticsearch.client</groupId>
<artifactId>elasticsearch-rest-high-level-client</artifactId>
<version>6.4.3</version>
</dependency>

注意：
Client 版本需要与 ES 集群版本保持一致，否则可能会出现兼容性问题。此处的 Demo 适用于腾讯云
ES 6.4.3版本，其他版本的使用方法请参考 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
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 构建于 Java Low Level REST Client 之上，两种 Client 都是
基于 HTTP 协议连接 ES 集群，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 可提供的 API 种类随着版本升级会
越来越多，如果当前版本的 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 提供的 API 不满足需求，可以通过升级
ES 集群版本和 Client 版本解决。
使用 TCP 协议连接 ES 集群的 Transport Client 官方已经不再维护，建议使用 HTTP 协议连接集群
的 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 或者 Java Low Level REST Client 。详请参考 elastic 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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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由 TransportClient 迁移至 Java High Level REST Client。

示例代码
import org.apache.http.HttpHost;
import org.apache.http.auth.AuthScope;
import org.apache.http.auth.UsernamePasswordCredentials;
import org.apache.http.client.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client.BasicCredentialsProvider;
import org.apache.http.impl.nio.client.HttpAsyncClientBuilder;
import org.apache.log4j.BasicConfigurator;
import org.apache.log4j.Logger;
import org.elasticsearch.ElasticsearchException;
import org.elasticsearch.action.DocWriteResponse;
import org.elasticsearch.action.index.IndexRequest;
import org.elasticsearch.action.index.IndexResponse;
import org.elasticsearch.action.get.GetRequest;
import org.elasticsearch.action.get.GetResponse;
import org.elasticsearch.client.RestClient;
import org.elasticsearch.client.RestClientBuilder;
import org.elasticsearch.client.RestHighLevelClient;
import org.elasticsearch.rest.RestStatus;
import java.util.Date;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Map;

public class test_es_sdk {
private static Logger logger = Logger.getLogger(test_es_sdk.class);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args){
BasicConfigurator.configure();
// 设置验证信息，填写账号及密码
final CredentialsProvider credentialsProvider = new BasicCredentialsProvider();
credentialsProvider.setCredentials(AuthScope.ANY,
new UsernamePasswordCredentials("user", "pass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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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 RestClient, hostName 和 port 填写集群的内网 VIP 地址与端口
RestClientBuilder builder = RestClient.builder(new HttpHost("xx.xx.xx.xx", 9200, "http"));
// 设置认证信息
builder.setHttpClientConfigCallback(new RestClientBuilder.HttpClientConfig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HttpAsyncClientBuilder customizeHttpClient(HttpAsyncClientBuilder httpClientBuilder) {
return httpClientBuilder.setDefaultCredentialsProvider(credentialsProvider);
}
});
// 设置超时时间
builder.setMaxRetryTimeoutMillis(10000);
// 由Low Level Client构造High Level Client
RestHighLevelClient client = new RestHighLevelClient(builder);
// 索引文档
Map<String, Object> jsonMap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jsonMap.put("user", "bellen");
jsonMap.put("name", new Date());
jsonMap.put("message", "trying out Elasticsearch");
IndexRequest indexRequest = new IndexRequest("posts", "doc", "1")
.source(jsonMap);
try {
// 获取响应结果
IndexResponse indexResponse = client.index(indexRequest);
String index = indexResponse.getIndex();
String type = indexResponse.getType();
String id = indexResponse.getId();
long version = indexResponse.getVersion();
if (indexResponse.getResult() == DocWriteResponse.Result.CREATED) {
logger.info("doc indexed, index: "+ index +", type:"+ type +",id:"+ id+",version:"+version);
} else if (indexResponse.getResult() == DocWriteResponse.Result.UPDATED) {
logger.info("doc updated, index: "+ index +", type:"+ type +",id:"+ id+",version:"+version);
}
}catch(ElasticsearchException e) {
if (e.status() == RestStatus.CONFLICT) {
logger.error("version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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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Exception e){
logger.error("execute index api failed, "+ e.toString());
}

// 查询文档
GetRequest getRequest = new GetRequest(
"posts",
"doc",
"1");
try {
// 获取响应结果
GetResponse getResponse = client.get(getRequest);
String index = getResponse.getIndex();
String type = getResponse.getType();
String id = getResponse.getId();
if (getResponse.isExists()) {
long version = getResponse.getVersion();
String sourceAsString = getResponse.getSourceAsString();
logger.info("get doc, index: "+ index +", type:"+ type +",id:"+ id+",version:"+version +", sour
ce:"+ sourceAsString);
}
}catch (ElasticsearchException e) {
if (e.status() == RestStatus.NOT_FOUND) {
logger.warn("doc not found");
}
}
catch(Exception e){
logger.error("execute get api failed, "+ e.toString());
}
// 关闭客户端
try {
client.close();
}catch (Exception e){
logger.error("close rest client exception:"+ e.to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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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ython 客户端
pip 安装
pip install elasticsearch

示例代码
在 Elasticsearch 函数的参数中设置如下3个参数关闭节点嗅探：
sniff_on_start=False
sniff_on_connection_fail=False
sniffer_timeout=None

from elasticsearch import Elasticsearch
es = Elasticsearch(["http://xx.xx.xx.xx:9200"],
http_auth=('user', 'passwd'),
sniff_on_start=False,
sniff_on_connection_fail=False,
sniffer_timeout=None)
res = es.index(index="my_index", doc_type="my_type", id=1, body={"title": "One", "tags": ["r
uby"]})
print(res)
res = es.get(index="my_index", doc_type="my_type", id=1)
print(res['_source'])

PHP 客户端
为了避免节点的嗅探，您可以设置显示的连接池类为 StaticConnectionPool ，不要使用节点嗅探连接池。

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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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 ClientBuilder::create()
->setConnectionPool('\Elasticsearch\ConnectionPool\StaticConnectionPool', ["http://user:passw
d@xx.xx.xx.xx:9200"])
->build();

Go 客户端
gopkg.in/olivere/elastic 是在 Go 语言中广泛使用的一个由社区贡献的 SDK。此处的 Demo 适用于腾讯云 ES
6.4.3版本，其他版本的使用方法请参考 Elastic。

安装 elastic
go get github.com/olivere/elastic

示例代码
在 NewClient 函数的参数中设置 elastic.SetSniff(false) 关闭节点嗅探，设置 elastic.SetHealthcheck(false)
关闭对节点的健康检查。
import (
"context"
"fmt"
"github.com/olivere/elastic"
)
func main() {
client, err := elastic.NewClient(elastic.SetURL("http://user:passwd@xx.xx.xx.xx:9200"),
elastic.SetSniff(false),elastic.SetHealthcheck(false))
if err != nil {
panic(err)
}
exists, err := client.IndexExists("twitter").Do(context.Background())
if err != nil {
panic(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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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t.Println(exi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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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Kibana 访问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2 15:55:55
腾讯云 ES 包含 Kibana 模块，用户可以访问集群对应的 Kibana 页面，进行数据的可视化查询分析，以及数据的
管理操作，您可以通过本教程开始 Kibana 的快速入门。

访问 Kibana 页面
入口
Kibana 页面有两个入口，分别位于集群列表页和集群详情页，详情如下图。单击对应的入口，会跳转到 Kibana
登录页面。
说明：
默认情况下，Kibana 通过公网地址访问， 如果您担心通过公网访问 Kibana 会造成安全问题，我们也支
持在集群详情页关闭 Kibana 公网地址，开启 Kibana 内网地址来进行访问。

登录
Kibana 页面访问需要登录，帐号为 elastic，密码为用户创建集群时设置的 Kibana 密码。如果忘记密码，可以
在集群详情页重置密码。出于安全考虑，用户可以配置 Kibana 公网地址的访问黑白名单来提高安全防护，详见
Kibana 访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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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未开启，Kibana 登录页如下图所示：

若“ES 集群用户登录认证”已开启，Kibana 登录页如下图所示：

访问
登录 Kibana 页面后，如果用户是第一次使用，集群尚未存入用户自定义的索引数据，页面会提示用户配置索引，
具体参考 索引添加及访问。

索引添加及访问（存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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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ibana 页面左侧菜单，单击 Dev Tools 进入开发工具页面，用户可以通过控制台，向集群发送各种操作请
求。下面将通过城市信息的数据存储操作的示例，演示如何通过控制台操作集群和存储数据。

添加索引
定义索引的 mapping
索引名称为 china，类型名称为 city，以及详细的字段及类型信息。其中字段 location 的类型是 geo_point，
可以表示地理位置信息；level 是对象类型，包含二级字段信息。关于字段类型说明，可查看官方文档 Field
Datatypes。

PUT china
{
"mappings": {
"city": {
"properties":{
"name":{ "type": "keyword" },
"province":{ "type": "keyword" },
"location": {"type": "geo_point"},
"x":{ "type": "integer" },
"level":{
"properties":{
"level":{ "type": "integer" },
"range":{ "type": "integer" },
"name":{ "type": "keyword" }
}
},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6 共42页

Elasticsearch Service

"y":{ "type": "integer" },
"cityNo":{ "type": "integer" }
}
}
}
}

添加单个文档

PUT china/city/wuhan
{"name":"武汉市","province":"湖北省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location":{"lat":30.5952548577,"lon"
:114.2999398195},"x":6384,"level":{"level":2,"range":19,"name":"新一线城市"},"y":4231,"cityN
o":7}

查询单个文档
GET /china/city/wuhan

添加多个文档
POST _bulk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city", "_id" : "beijing" } }
{"name":"北京市","province":"北京市","location":{"lat":39.9031324643,"lon":116.401043378
7},"x":6763,"level":{"range":4,"level":1,"name":"一线城市"},"y":6381,"cityNo":1}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city", "_id" : "shangha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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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上海市","province":"上海市","location":{"lat":31.2319526784,"lon":121.469443249},"
x":7779,"level":{"range":4,"level":1,"name":"一线城市"},"y":4409,"cityNo":2}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city", "_id" : "guangzhou" } }
{"name":"广州市","province":"广东省越秀区吉祥路79号","location":{"lat":23.1317146641,"lon":11
3.2595185241},"x":6173,"level":{"range":4,"level":1,"name":"一线城市"},"y":2560,"cityNo":3}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city", "_id" : "shenzhen" } }
{"name":"深圳市","province":"广东省福田区新园路37号","location":{"lat":22.5455465546,"lon":11
4.0527779134},"x":6336,"level":{"range":4,"level":1,"name":"一线城市"},"y":2429,"cityNo":4}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city", "_id" : "chengdu" } }
{"name":"成都市","province":"四川省锦江区红星路4段-88号-附1号","location":{"lat":30.652279678
7,"lon":104.0725574128},"x":4387,"level":{"level":2,"range":19,"name":"新一线城市"},"y":430
4,"cityNo":5}
{ "index" : { "_index": "china", "_type" : "city", "_id" : "hangzhou" } }
{"name":"杭州市","province":"浙江省拱墅区环城北路316号","location":{"lat":30.2753694112,"lon
":120.1509063337},"x":7530,"level":{"level":2,"range":19,"name":"新一线城市"},"y":4182,"city
No":6}

查询多个文档
GET /china/city/_search

访问索引
配置 Kibana 访问索引
为了使用 Kibana，需要配置至少一个可以匹配到的索引。输入上文创建的索引 china，单击 Next step 进入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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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时间过滤字段用于通过时间过滤索引中的数据，如果索引中没有表示时间的字段，可以选择不使用时间过滤功
能。单击 Create index pattern 创建索引模式。

查看索引对应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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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左侧菜单 Discover，查看该索引下已经添加的文档。

可视化查询分析
Kibana 拥有可视化统计分析数据的能力，单击左侧菜单 Visualize， 可以配置各种可视化的图表进行数据的分
析。例如，要统计上文中，china 索引下的不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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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指标是 count，按字段 level.level 进行分组聚合统计，单击 Save 保存。

Kibana 其他使用方式，可查阅 Kibana 官方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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