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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定义  

微服务云应用平台（ServiceStage，CT-SS）为公有云化转型提供一站式 DevOps 平台与中间件服

务，帮助用户快速开发、构建、部署、上线和运维分布式应用，提供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体验。 

微服务云应用平台提供了如下功能，帮助用户快速创建应用以及自动化的运维： 

1. 应用全生命周期管理：打通从应用建模、编排部署到资源调度、弹性伸缩、监控自愈的生命周期

管理自动化。针对较为简单的应用，推荐用户使用创建应用功能，支持“无状态/有状态容器应

用”和“虚拟机应用”的部署；针对较为复杂的应用（组件多，关系复杂），推荐用户使用编排来

创建应用堆栈； 

2. 运维监控：资源阈值警报，应用 KPI监控、数据库 MySQL监控以及调用链分析帮助开发快速完成

问题定位； 

3. 微服务运行与治理框架：为应用提供自动注册、发现、治理、隔离、调用分析等一系列分布式微

服务治理能力，屏蔽分布式系统的复杂度。 

1.2  术语解释  

1. 集群：一个集群指容器运行所需要的云资源组合，关联了若干云主机节点、负载均衡等云资源； 

2. 节点：每一个节点对应一台云主机，容器应用运行在节点上。节点上运行着代理程序

（kubernetes），用于管理节点上运行的容器实例。节点规格最小是 CPU为 1core，内存为

2048MB；最大是 CPU为 32core，内存为 128GB； 

3. 容器：一个通过 Docker 镜像创建的运行实例，一个节点可运行多个容器； 

4. Docker 镜像：Docker 镜像是容器应用打包的标准格式，在部署容器化应用时可以指定镜像，镜像

可以来自于 ServiceStage公有仓库，或者用户的私有镜像； 

5. 编排：编排模板包含了一组容器服务的定义和其相互关联，可以用于多容器应用和虚机应用的部

署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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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堆栈：由应用、服务、资源等元素组成的一个部署实例，平台将相关编排元素通过“堆栈”进行

集中管理； 

7. 容器应用：一个容器应用可通过单个镜像或一个编排模板创建，每个容器应用可包含 1个或多个

容器； 

8. 仓库：仓库包括镜像仓库和软件仓库，镜像用于容器类应用，软件包用于虚拟机或物理机应用。

用户在创建应用前，需要将应用所需的镜像或软件包上传到仓库中； 

9. 服务：ServiceStage服务市场中，展示了各种类型的中间件服务。用户可以在服务市场中订购使

用所需的服务； 

10. 安全：以租户项目空间为隔离粒度分配工作密钥和证书， 用于加密保护租户的敏感数据， 建立

通信安全。 对运行态的容器实时监控， 识别潜在的恶意容器。对租户的操作实施审计跟踪， 识

别异常的租户操作，阻断跨租户的数据访问、异常登录等风险； 

11. 各模块关联关系：一个集群由多个节点组成，一个节点上可以部署多个应用，一个应用由一个或

多个容器部署而成，堆栈是由应用、服务、资源等元素组成的一个部署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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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2.1  应用上线快速入门 

2.1.1  申请免费试用 ServiceStage 

ServiceStage目前处于公测阶段，用户可申请免费试用。申请通过后，即可登录 ServiceStage管理

控制台。 

1. 注册并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进入 ServiceStage产品页面； 

5. 单击【申请使用】； 

6. 根据页面提示完成申请，等待开通； 

2.1.2  上传 AK/SK 证书 

使用 ServiceStage前，您需要上传 AK/SK证书，授权 ServiceStage使用您的镜像和集群。 

AK：访问密钥 ID，是与私有访问密钥关联的唯一标识符。访问密钥 ID和私有访问密钥一起使用，对

请求进行加密签名。 

SK：与访问密钥 ID结合使用的密钥，对请求进行加密签名，可标识发送方，并防止请求被修改。 

 

 每个用户最多可创建 2 个有效访问密钥（AK/SK），且一旦生成永久有效。为了账户安

全性，建议定期更换访问密钥。 

1. 注册并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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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切换到杭州的控制中心页面； 

3. 点击控制中心页面右上方登录的帐户，选择【我的凭证】； 

 

4. 选择【管理访问密钥】页签； 

5.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链接，创建新的访问密钥； 

 

6. 点击【免费获取短信验证码】按钮，查看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填写在【短信验证码】文本框； 

7. 单击【确认】按钮，下载访问密钥； 

 

 

 为防止访问密钥泄露，建议您将其保存到安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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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进入 ServiceStage 控制中心页面； 

9.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集群】链接； 

 

10. 在弹出的【上传认证文件】窗口中，单击 ，选择步骤 7中下载的认证文件，单击【上

传】。认证文件格式为“.csv”，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512个字节； 

 

 

11. 系统提示上传成功，单击【关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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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创建虚拟私有云 

使用 ServiceStage前，您还需要创建虚拟私有云（VPC），为 ServiceStage服务提供一个隔离的、

用户自主配置和管理的虚拟网络环境，提升公有云中资源的安全性，简化用户的网络部署。如果用户已

有 VPC，可重复使用，不需多次创建。 

1. 注册并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网络】【虚拟私有云】； 

4. 在【总览】界面，单击【申请虚拟私有云】，创建虚拟私有云； 

 

5. 更多虚拟私有云创建步骤，请参见《天翼云 3.0虚拟私有云用户使用指南》； 

2.1.4  创建密钥对 

为安全起见，ServiceStage 登录时建议使用密钥方式进行身份验证。因此，您需要使用已有密钥对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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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建一个密钥对，用于作为添加节点时的身份验证。如果用户已有密钥对，可重复使用，不需多次创

建。 

1. 注册并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 

4. 在【总览】界面，单击【密钥对】； 

5. 在【密钥对】页面，单击【创建密钥对】； 

 

6. 输入密钥对名称，名称只能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中划线组成，且长度小于等于 64个字

符，单击【确定】； 

 

7. 单击【确定】按钮； 

8. 请根据提示信息，查看并保存私钥。为保证安全，私钥只能下载一次，请妥善保管。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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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创建资源空间 

使用 ServiceStage前，用户需要创建资源空间。创建完成后，系统将会自动为用户分配一定的资源

配额。若系统分配资源不足，用户还可以申请更多资源配额。 

 

 用户仅需创建资源空间一次，不可重复创建。 

 若使用企业多租户登录，仅租户有权限“创建资源空间”和“申请资源配额”。 

1. 注册并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设置】【租户资源管控】； 

6. 勾选“允许平台监控，自动弹性伸缩”， 系统将会对您在平台上申请的资源进行监控，并根据您

资源运行状况，在资源数量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自动弹性伸缩；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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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设置】【租户资源管控】，系统将自动会用户分配一定的资源配额。若系统分配的资源不足

时，可申请更多资源配额，步骤请参见 8.2.2申请资源配额； 

2.1.6  创建集群 

集群是容器运行所需要的云资源组合，关联了若干云主机节点、负载均衡等。用户可以创建容器集

群作为私有集群，也可以将应用托管在集群上运行。请确保至少有一个可用的集群，否则无法正常使用

ServiceStage。 

前提条件：已完成上传 AK/SK 证书、创建虚拟私有云、创建密钥对、创建资源空间操作。 

创建集群步骤仅需在使用 ServiceStage前操作一次，无需重复操作。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微服务云应用平台页面； 

2. 在主菜单栏中选择【应用】【资源管理】【集群】； 

 

3. 点击【创建集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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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新增集群参数，其中带“*”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集群名称：必填，新建集群的名称； 

 服务区域：必填，默认为选择的节点，请勿修改； 

 所在 VPC：必填，新建集群所在的虚拟私有云； 

 所在子网：必填，节点虚拟机运行的子网环境； 

 描述：新建集群的描述信息；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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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为集群添加节点 

每一个节点对应一台虚拟机，容器应用运行在节点上。节点上运行着代理程序（kubelet），用于管

理节点上运行的容器实例。用户需确保至少有一个运行中的节点包括在集群中，否则无法使用

ServiceStage创建应用、订购服务等功能。 

节点规格最小是 CPU为 1core，内存为 2048MB；最大是 CPU为 32core，内存为 128GB。一个集群最

多可添加 15个节点。 

1. 在微服务页面中，选择【应用】【资源管理】【节点】； 

2. 选择集群，点击【新增节点】链接； 

 

3. 在新增节点页面，设置新增节点参数，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节点名称：必填，节点名称不能为空，以小写字母开头，由小写字母、数字、中划线(-)组

成，且不能超过 24位； 

 节点类型：必填，提供了通用型和内存优化型两种类型的弹性云主机。通用型：通用型实

例提供均衡的计算、存储以及网络配置，适用于大多数的使用场景。通用型实例可用于 web

服务器、开发测试环境以及小型数据库应用等场景；内存优化型：提供内存比例更高的实

例，可以用于对内存要求较高、数据量大的应用，例如关系数据库、NoSQL等场景； 

 弹性 EIP：可选择“暂不使用”、“现在选择”、“使用已有”。若用户需要应用可以被外

网访问，可选择“现在选择”和“使用已有”。如选择“现在选择”系统将为创建的节点

分配新的弹性 IP 地址。 

 规格：必填，当弹性 EIP选择“现在选择”时，此值可选，默认为“中国电信”； 

 计费模式：必填，当弹性 EIP选择“现在选择”时，此值可选，默认为“按带宽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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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宽：必填，当弹性 EIP选择“现在选择”时，此值可选，可拖动滑条选择或输入所需的

带宽值； 

 CPU：必填，为节点（虚拟机）分配的 CPU； 

 内存：必填，为节点（虚拟机）分配的内存； 

 磁盘：必填，分为系统盘和数据盘。系统盘的规格为 40GB，用户不可配置；数据盘的规格

为[100，32768]GB，用户可以配置，缺省值为 100GB，您可添加多块数据盘（最多 10块）。

提供超高 IO，高 IO，普通 IO三种性能规格的云硬盘。超高 IO：指由 SSD存储介质构成的

云硬盘。高 IO：指由 SAS存储介质构成的云硬盘。普通 IO：指由 SATA存储介质构成的云

硬盘； 

 密钥对：必填，选择“2.1.4 创建密钥对”中创建的密钥对名称； 

 购买数量：必填，节点的数量； 

 

4. 设置完成后，单击【新增节点】按钮，跳转到节点列表页面，待节点状态为“可用”，表示节点

添加成功。添加节点时会自动创建云主机； 

5. 节点创建成功后，可在节点列表中查看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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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创建 Nginx 容器应用 

Nginx是一款轻量级的 Web 服务器，使用 ServiceStage 平台中内置的 Nginx镜像，可快速创建

Nginx容器应用，搭建 Nginx Web 服务器。 

前提条件：“nginx 镜像”已上传至镜像仓库； 

1. 在微服务页面中，选择【应用】【应用管理】； 

2. 在右侧页面中，选择应用需要部署到的集群和命名空间，单击【创建应用】链接； 

 

3. 单击容器应用下的【创建】按钮，进入应用创建页面； 

 

4. 在应用创建页面，选择【无状态应用】，配置应用如下基本信息，其它为默认值； 

 所在集群：选择需要部署到的集群； 

 所属命名空间：应用所属的命名空间； 

 应用名称：新建容器应用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如 nig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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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6. 配置以下应用相关参数，其它参数采用默认值； 

 在【容器】下，单击【选择镜像】 

 

 在弹出的【选择镜像】窗口中，选择【公有仓库】页签，选择镜像。 

 设置内存限制：1GB，内存分配 0.5GB； 

 设置 CPU限制：1 核，CPU分配 0.5核； 

 单击【保持】按钮； 

7.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8. 配置服务发布参数： 

 发布为服务：选择“是”，将 nginx设为可被访问的服务； 

 设置服务参数：服务名称——可自定义，如 nginx；服务类型——设置为 NodePort，

NodePort主要适用于内网调试，若需要外网正式访问，建议选择 LoadBalancer，服务发布

的具体说明请参见 11.16如何配置服务发布参数；应用端口——80（请根据 nginx镜像的

实际容器端口填写）；服务端口——保持为空，系统会自动分配端口，该端口的取值范围为

“30000-32767”； 



2 快速入门  

25  

 

 

 nodePort 参数值需确保“单集群”内全局唯一，否则会因为端口冲突而导致部署应用失败，

nodePort 的端口范围是 30000-32767。 

9. 单击【确认】按钮； 

10.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1. 确保信息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按钮； 

 

12.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可以查看所建的应用列表，应用状态为“运行中”，表示应用创建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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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详情页面，访问地址后的“IP:端口”是应用被访问的入口信息。若应用

需要被外网访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应用所在集群已有至少一个节点绑定 EIP； 

 

2.2  微服务开发快速入门 

2.2.1  快速创建并部署微服务 

ServiceStage提供贯穿开发、部署、运行时保障、治理的端到端的“微服务开发框架”，帮助用户

以最低成本和最安全的方式进行微服务的开发和管理。 

本节以 Hello World为例，介绍如何基于 ServiceStage“微服务开发框架”快速部署一个微服务。 

前提条件：已完成上传 AK/SK 证书、创建虚拟私有云、创建密钥对操作，已创建创建资源空间、创

建集群、为集群添加节点。 

1. 注册并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选择【微服务】【微服务开发】，进入本地工程创建页面； 

6. 在本地工程页面填写以下操作： 

 基于 CSE：选择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版本； 

 Group：对应源码 maven工程的 Group ID； 

 Artifact：对应源码 maven工程的 Artifact ID；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2 快速入门  

27  

 

 Java包名称：对应源码工程中的 package名称； 

 版本号：微服务版本号； 

 Rest Path：对应发布接口的 URL，用户可自定义填写，如“/sayhello”； 

 名称：为微服务取个名字，如创建 Hello World 的服务消费端，名称为“provider”； 

 开发风格：系统提了透明 RPC、spring-mvc、jax-rs三种开发模式供选择，缺省配置透明

RPC； 

7. 单击【创建并下载】，完成微服务工程的创建。微服务工程创建以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基于微

服务框架的开发工程包并保存到本地； 

8. 在本地完成 HelloWorld的应用开发以后，将开发工程包打包成 Docker镜像包，假设 Docker

镜像包名为“provider.tar”； 

9. 将生成的镜像“provider.tar”上传到仓库，请参考 7.2.3 上传私有镜像（内网）； 

10. 创建微服务应用： 

 选择【应用】【应用管理】； 

 在右侧页面中，先选择集群，再单击【创建应用】； 

 单击容器应用下的【创建】； 

 填写应用信息，参照下表配置应用基本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值 

所在集群 应用所在集群。 自动读取上一步骤选取的集群。 

应用名称 新建容器应用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provider、consumer。 

应用组 您可以将某类应用放到同个应用组中，实现应

用的批量管理（如批量启停、删除）。 

用户输入应用组名称后，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

用户组。 

- 

描述 输入对应描述。 - 

11. 定义卷信息： 

 单击【展开高级设置】，系统显示卷定义页面； 

 单击【卷定义】下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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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卷类型选择 HostPath。HostPath为在容器上挂载宿主机的文件或目录。通常用于容器应用

程序生成的日志文件需要永久保存，需要访问宿主机上 Docker引擎内部数据结构的容器应

用； 

 单击“添加配置”，输入主机路径，如/var/lib/docker； 

 

 

 单击【确认】保存主机路径； 

 单击操作列【确认】保存卷定义； 

 

12. 单击【下一步】进行应用配置； 

 在【容器】下，单击【选择镜像】，选择已准备好的镜像“provider.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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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内存分配为 0.5GB，限制为 1GB； 

 设置 CPU分配为 0.5核，限制为 1核； 

 在【数据卷】页签，单击【添加】，参考下表填写配置信息； 

 

配置项 值 

卷名称 在下拉框中选择步骤 10中创建的卷。 

容器路径 数据卷挂载到容器上的路径，请不要挂载在系统目录下，如“/”、

“/var/run”等，否则会导致容器异常。 

是否只读 “是”：只能读容器路径中的数据卷。 

“否”：可修改容器路径中的数据卷，容器迁移时新写入的数据不

会随之迁移，会造成数据丢失。“卷类型”为“Secret”时，数据

为只读。 

卷策略及日志策略 当选择卷名称的类型为 HostPath 时，可配置卷策略为 logs。 

操作 点击“确认”，保存配置信息。 

点击“取消”，删除配置信息。 

 单击【确认】保存配置； 

 单击【保存】； 

13. 单击【下一步】进行服务发布配置； 

 发布为服务：选择“是”， 将应用设为可被访问的服务； 

 其它参数：容器端口——28081，协议——TCP，节点端口——输入整数（安装

ServiceStage时，用户可修改该端口的取值范围，请以页面实际展示为准。若安装时未做

修改，则默认范围为“30000~32767”）； 

 单击【确认】按钮； 

14. 单击【下一步】，进入预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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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信息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 

 应用状态变为“运行中”， 表示应用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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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管理 

3.1  概述 

资源是应用在运行时所依赖的资源实体的抽象，代表一种或多种物理资源实体，如计算、存储、网

络等。在 ServiceStage中执行“创建应用、堆栈、微服务以及订购服务”等操作时时需确保有充足的资

源节点供应用、堆栈运行。 

资源管理基本概念如下： 

术语 解释 

集群 一个集群指容器运行所需要的云资源组合，关联了若干云主机节

点、负载均衡等云资源。 

节点 每一个节点对应一台虚拟机，容器应用运行在节点上。节点上运行

着代理程序（kubelet），用于管理节点上运行的容器实例。 

其他资源 在“应用 > 资源管理 > 其他”中，用户还可以创建其他资源。 

该资源文件是 ServiceStage中独立管理的对象，文件内容由用户决

定。资源文件创建完成后，可在容器应用中加载使用。例如，在

“数据卷”中加载资源文件，使其成为容器中的文件，或者在“环

境变量”中，使其成为容器中的环境变量。 

3.2  创建集群 

集群是容器运行所需要的云资源组合，关联了若干云主机节点、负载均衡等。用户可以创建容器集

群作为私有集群，也可以将应用托管在集群上运行。 

目前最多可以创建 2个集群，创建集群的详细操作请参见 2.1.6创建集群。请确保至少有一个可用

的集群。 

3.3  添加节点 

节点是指接入到 ServiceStage中的计算资源，每一个节点对应一台虚拟机或物理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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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tage中创建应用、堆栈时需确保有充足的资源节点供应用、堆栈运行。 

添加节点的详情操作请参 2.1.7为集群添加节点。 

3.4  为节点添加标签 

标签是以 key/value键值对的形式附加节点上的。添加标签后，可通过标签对节点进行管理和选

择。您可以给多个节点打标签，也可以给指定的某个节点打标签，若需了解更多标签信息，请参见 11.14 

什么是标签？  

操作一：为某个节点添加标签：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节点】； 

6. 选择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节点； 

7. 选择节点，点击【添加标签】； 

 

8. 输入键和值，单击【保存】；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3 资源管理  

33  

 

 

9. 单击【确定】； 

操作二：为多个节点添加标签：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节点】； 

6. 选择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节点； 

7. 选择多个节点，点击【添加标签】； 

8. 输入键和值，单击【保存】； 

9. 单击【确定】； 

3.5  删除节点 

删除该节点会将节点以及节点内运行的应用和服务都销毁，请谨慎操作。 

操作一：删除单个节点：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3 资源管理  

34  

 

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节点】； 

6. 单击节点后的【删除】链接； 

7. 根据提示输入节点名称，点击【确定】按钮； 

 

操作二：删除多个节点：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节点】； 

6. 选择需要删除的多个节点，单击【删除】按钮； 

 

7. 根据系统提示进行删除操作；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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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删除集群 

删除该集群会将集群内的节点以及运行的应用和服务都销毁，请谨慎操作。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集群】； 

6. 单击待删除集群后的【删除】链接； 

 

7. 根据系统提示进行删除操作；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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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查看集群资源 

用户可查看集群的 CPU 总量、内存总量、节点总量。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集群】； 

6.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集群前的 ，查看 CPU总量、内存总量、节点总量； 

3.8  创建 Secret 资源 

Secret是 Kubernetes提供的一种用来存储密码、Token和秘钥等敏感数据的资源类型。 

前提条件：已创建资源空间、集群、添加节点。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其他】；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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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资源】按钮； 

 

7.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资源所属的集群；  

8. ServiceStage支持“手动输入”和“上传文件”两种方式来创建资源。若需要通过上传文件的方

式创建资源，请确保资源描述文件已创建，具体方法请参见 12.1 资源描述文件配置说明；  

 方式一：手动输入，具体步骤请参见 8 

 方式二：上传文件，具体步骤请参见 9 

9. 选择【添加方式】设【手动输入】； 

 

 类型：选择“Secret”； 

 在描述中，输入 yaml 或 json格式的资源描述。yaml格式的资源描述，请参见参考知识部

分的“Secret资源描述文件”；json格式的资源描述，请参见 Secret资源描述文件； 

 配置完成，单击【添加】按钮； 

10. 选择【添加方式】设【上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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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选择“Secret”； 

 单击【上传资源描述文件】链接； 

 

 选择已创建的资源类型文件后，单击【打开】按钮； 

 配置完成，单击【添加】按钮； 

11. 资源创建完成后，您还可以执行更新资源、删除资源等操作； 

3.9  创建 DaemonSet 资源 

DaemonSet能够让所有（或者一些特定）的节点运行同一个应用实例。当节点加入到 kubernetes集

群中，应用实例会被 DaemonSet调度到该节点上运行，当节点从 kubernetes集群中被移除，被

DaemonSet调度的应用实例会被移除，如果删除 DaemonSet，所有跟这个 DaemonSet 相关的应用实例都会

被删除。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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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其他】； 

6.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资源】按钮； 

7.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资源所属的集群； 

8. ServiceStage支持“手动输入”和“上传文件”两种方式来创建资源。手动输入参见步骤 8，上

传文件参见步骤 9； 

9. 选择【添加方式】设【手动输入】； 

 

 类型：选择“DaemonSet”； 

 在描述中，输入 yaml 或 json格式的资源描述。yaml格式的资源描述，请参见参考知识部

分的“DaemonSet 资源描述文件”；json格式的资源描述，请参见 DaemonSet 资源描述文

件； 

 配置完成，单击【添加】按钮； 

10. 选择【添加方式】设【上传文件】； 

 

 类型：选择“DaemonSet”； 

 单击【上传资源描述文件】链接； 

 选择已创建的资源类型文件后，单击【打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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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完成，单击【添加】按钮； 

11. 资源创建完成后，您还可以执行更新资源、删除资源等操作； 

3.10  创建 Pod 资源 

在 Kubernetes中，Pod是能够创建、调度和管理的最小部署单元，是一组容器/进程的集合，而

不是单独的应用容器/进程。Pod对应于合设在一起的一组应用，它们运行在一个共享的应用上下文

中，同一个 Pod里的容器/进程共享同一个网络命名空间、IP地址及端口空间和卷。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其他】； 

6.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资源】按钮； 

7.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资源所属的集群； 

8. ServiceStage支持“手动输入”和“上传文件”两种方式来创建资源。手动输入参见步骤 8，上

传文件参见步骤 9； 

9. 选择【添加方式】设【手动输入】； 

 

 类型：选择“Pod”； 

 在描述中，输入 yaml 或 json格式的资源描述。yaml格式的资源描述，请参见参考知识部

分的“Pod资源描述文件”；json格式的资源描述，请参见 Pod资源描述文件； 

 配置完成，单击【添加】按钮； 

10. 选择【添加方式】设【上传文件】；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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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选择“Pod”； 

 单击【上传资源描述文件】链接； 

 选择已创建的资源类型文件后，单击【打开】按钮； 

 配置完成，单击【添加】按钮； 

11. 资源创建完成后，您还可以执行更新资源、删除资源等操作； 

3.11  创建 LifeCycle 资源 

LifeCycle主要用来定义一系列的生命周期事件。当一个生命周期事件被触发，生命周期对应的一个

或一系列生命周期脚本会被调用执行，完成应用的安装、启动、停止、删除等一系列的生命周期动作。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资源管理】【其他】； 

6.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资源】按钮； 

7.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资源所属的集群； 

8. ServiceStage支持“手动输入”和“上传文件”两种方式来创建资源。手动输入参见步骤 8，上

传文件参见步骤 9； 

9. 选择【添加方式】设【手动输入】；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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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选择“LifeCycle”； 

 在描述中，输入 yaml 或 json格式的资源描述。yaml格式的资源描述，请参见参考知识部

分的“LifeCycle 资源描述文件”；json格式的资源描述，请参见 LifeCycle 资源描述文

件； 

 配置完成，单击【添加】按钮； 

10. 选择【添加方式】设【上传文件】； 

 

 类型：选择“LifeCycle”； 

 单击【上传资源描述文件】链接； 

 选择已创建的资源类型文件后，单击【打开】按钮； 

 配置完成，单击【添加】按钮； 

11. 资源创建完成后，您还可以执行更新资源、删除资源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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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开发 

4.1  概述 

微服务云应用平台（ServiceStage）提供贯穿开发、部署、运行时保障、治理的端到端的微服务解

决方案，帮助用户以最低成本，最安全的方式进行微服务的开发和管理。 

在微服务概览页提供了对微服务开发、发布、部署、管理相关内容的入口：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概览】，进入微服务概览页面； 

6. 单击【微服务开发】【创建本地工程】，创建过程参见 4.3.1 本地工程的内容； 

7. 单击【微服务开发】【契约编辑器】，进入 ServiceStage API Editor页面； 

 

8. 单击【微服务发布】【软件仓库】，进入镜像仓库页面，操作流程请参见 7.2镜像仓库的内容； 

9. 单击【微服务部署】【部署】，进入应用列表，操作流程请参考 5.3 创建应用的内容；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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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微服务管理】【微服务目录】，进入【微服务管理】【微服务目录】页面，查看微服务信息，

请参考 4.5.1 微服务目录的内容； 

11. 单击【微服务管理】【微服务治理】，进入【微服务管理】【微服务治理】页面，查看微服务信息，

请参考 4.5.2 微服务治理的内容； 

4.2  应用场景 

 可视化运维 

用户订购了发布在 ServiceStage 上的微服务后，通过访问微服务列表，进入可视化界面，查看微服

务状态和进行微服务治理，减少企业在运维方面投入的人力和物力。 

 监控服务状态 

系统运维人员可以查看微服务实时状态，包括 QPS、请求成功率等，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告警阈

值，当指标超过所设阈值后对微服务进行治理操作。 

 服务治理 

运维人员可以在服务库中选择需要治理的微服务，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治理策略。服务治理提供了

熔断、容错、限流、降级等高级服务治理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服务的可用性。 

 快速定位故障 

运维人员可以在服务治理页面查看服务依赖关系，了解服务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能够快速精准地

定位到故障服务实例。 

4.3  微服务工程 

微服务工程模块下的本地工程页面可以创建和生成微服务工程。 

4.3.1  本地工程 

本节介绍创建微服务工程，协助用户自动生成一个基于微服务框架的开发环境。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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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开发】【创建本地工程】； 

6. 在创建本地工程页面填写一下参数： 

 

 基于 CSE：选择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版本，目前支持 JAVA-SDK2.1.4； 

 Group：对应源码 maven工程的 Group ID； 

 Artifact：对应源码 maven工程的 Artifact ID； 

 Java包名称：对应源码工程中的 package名称； 

 版本号：微服务版本号； 

 Rest Path：对应发布接口的 URL，用户可自定义填写，如“/sayhello”； 

 名称：微服务名字，如“Hello”； 

 开发风格：系统提供了透明 RPC、spring-mvc、jax-rs三种开发模式供选择，缺省配置透

明 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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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创建并下载】，完成微服务工程的创建。微服务工程创建以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基于微服务

框架的开发工程包并保存到本地； 

4.4  微服务调试 

微服务调试模块下的云上调试页面可以对微服务实例中的 Java程序进行远程调试。 

4.4.1  云上调试 

云上调试主要用于调试人员对单个集群内微服务实例中的 Java程序进行远程调试。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开发】； 

6. 单击【开发工具】，进入工具和案例页面； 

7. 在【云上调试工具】区域框，单击目标文档对应区域的 ，可以下载；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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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微服务管理 

本节介绍微服务管理的基本操作。 

4.5.1  微服务目录 

用户可通过微服务目录查看微服务详细信息、搜索目标微服务等。 

4.5.1.1 新增微服务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进入微服务目录页面； 

6. 点击【新增微服务】按钮； 

7. 在新增微服务页面，填写参数： 

 微服务名称：新建微服务的名称，数字英文开头结尾,可由数字、英文、下划线、减号和小

数点组成,1-128个字符； 

 所属应用：新建微服务所属应用，直接输入或在下拉框中选择； 

 版本：新建微服务的版本号，“X.Y.Z”型版本号，X、Y、Z为数字； 

 描述：对新建微服务的说明，支持汉语、英文、数字及。.：:,“”*-字符，长度限制

256；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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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微服务创建： 

4.5.1.2 删除微服务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微服务目录】，进入微服务目录页面； 

6. 选择需要删除的微服务，单击操作列的 图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认】按钮。当微服务

实例个数为 0时，可直接删除微服务。当微服务实例个数不为 0时，不可删除微服务。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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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 搜索微服务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微服务目录】，进入微服务目录页面； 

6. 在“搜索微服务”框中输入微服务名称，可以准确查询微服务； 

 支持按照“应用”和“微服务”两种视图、列表和图标两种模式展示微服务列表； 

 通过设置微服务状态和微服务所属应用筛选显示微服务； 

 按照“微服务名称”、“实例个数”和“创建时间”对微服务列表进行升序/降序排序； 

 

4.5.1.4 查看微服务详细信息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微服务目录】，进入微服务目录页面； 

6. 单击目标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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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5 编辑标签 

标签是以 key/value对的形式附加在微服务上的。添加标签后，可通过标签对微服务进行管理和选

择。 

1. 单击目标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2. 单击标签后的 图表，弹出编辑页面； 

 

3. 在编辑页面，输入【标签名称】和【标签值】； 

 

4. 单击【确定】按钮保存修改； 

4.5.1.6 动态配置 

用户微服务各作用域动态配置限制 200条配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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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目标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2. 在服务详情页面，单击【动态配置】，进入动态配置页签； 

3. 在动态配置页签可进行导出配置、导入配置、添加配置操作； 

4. 导出配置：单击【导出】按钮，选择作用域、保存路径，导出配置项； 

 

 

5. 导入配置： 

 单击【导入】，选择作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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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浏览】，选择目标文件； 

 

 单击【上传】，批量导入配置项； 

6. 添加配置： 

 单击【添加配置】，选择配置作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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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配置项； 

 单击【确定】按钮保存配置； 

7. 修改配置： 

 单击目标配置项对应【操作】列的 ； 

 在编辑框输入值； 

 点击【保存】按钮，完成修改； 

8. 删除配置： 

 选择所需删除的配置； 

 单击操作列的 ； 

 在弹出的对话框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删除操作； 

4.5.1.7 设置服务监控阀值 

1. 单击目标微服务名称，进入微服务详情页； 

2. 在服务详情页面，单击【监控设置】，进入监控设置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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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图表，对该服务的监控阈值进行设置，服务监控配置项如下表所示： 

 QPS：每秒钟服务的吞吐量，取值范围 0-10000000的整数。微服务运行时，如果请求 QPS

超过该设定的值，系统会自动提示您对当前服务进行治理； 

 延时：服务请求延迟时间，取值范围 0-3600000 的整数。微服务运行时，如果请求延迟超

过该设定的值，系统会自动提示您对当前服务进行治理； 

 请求成功率：服务请求成功占全部请求的比例，取值范围 0-100的整数。微服务运行时，

如果请求成功率低于该设定的值，系统会自动提示您对当前服务进行治理； 

 

4. 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4.5.2  微服务治理 

用户在部署完微服务后，需要根据微服务的运行情况进行微服务的治理。本节主要介绍微服务治理

的设置。 

目前可提供的微服务治理包括负载均衡、限流、容错、降级、熔断。 

 负载均衡：当应用访问一个集群部署的服务时，会涉及到路由负载均衡。可以通过新增规

则配置负载均衡策略，设置参数有支持轮询、随机、响应时间权值、会话保持等多种负载

均衡路由策略； 

 限流：限流主要解决微服务之间的流量分配问题，保证微服务在自己的资源池运行，相互

不影响。常用的检测方法是请求超时、流量过大等。设置参数包括限流对象、QPS阈值等； 

 降级：降级是容错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降级限制非核心服务的可用性，从而来保证核心

服务的正常运行； 

 容错：服务运行出错时的处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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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断：熔断在服务请求处理出现异常时产生作用。进入熔断状态后，断路器（hystrix）会

认为被请求的服务已经无法处理请求，在第一时间截断请求直接返回错误给调用者。

hystrix每隔一段时间会尝试访问后端服务，如果服务恢复正常，会退出熔断状态，恢复正

常的请求访问； 

4.5.2.1 设置负载均衡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微服务治理】，进入微服务治理页面； 

6. 在微服务治理页面，单击一个微服务，并点击【负载均衡】； 

 

7. 点击【新增】按钮，进入负载均衡策略配置页面，设置如下负载均衡策略参数： 

 轮询：支持按照服务实例的位置信息顺序路由； 

 随机：提供服务实例随机路由； 

 响应时间权值：提供最小活跃数（时延）的权重路由，支持业务处理慢的服务实例接收较

少的请求，防止系统挂死； 

 会话保持：由于 consumer与 provider之间业务访问需要，一个 consumer 实例的访问总是

落在同样的 provider 实例上。即同一个 consumer对同一个服务的访问总是路由到该服务

的同一实例上，维护一个会话；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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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4.5.2.2 设置限流策略 

限流主要解决微服务之间的流量分配问题，保证微服务在自己的资源池运行，互不影响。 

1.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微服务治理】，进入微服务治理页面； 

2. 在微服务治理页面，单击一个微服务，并点击【限流】，展开限流详情页； 

3. 单击【新增】，进入限流策略配置页面，限流配置项下表所示： 

 限流对象：限流的应用。该应用依赖的应用，下拉菜单可直接选择； 

 QPS：阈值，限定每秒的最大请求数量，取值范围为 0-99999的整数； 

4.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4.5.2.3 设置降级策略 

降级是容错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降级限制非核心服务的可用性，从而来保证核心服务的正常运

行。 

1.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微服务治理】，进入微服务治理页面； 

2. 在微服务治理页面，单击一个微服务，并点击【降级】，展开降级详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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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新增】，进入降级策略配置页面，降级配置项下表所示： 

 降级对象：选择需要降级的服务； 

 降级方式：手动降级、容错降级； 

 降级策略：throwexception（降级时直接抛出异常），returnnull（降级时返回 null值）； 

4.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4.5.2.4 设置容错策略 

如果微服务运行过程中出错，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容错策略。 

1.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微服务治理】，进入微服务治理页面； 

2. 在微服务治理页面，单击一个微服务，并点击【容错】，展开容错详情页； 

 

3. 单击【新增】，进入容错配置页面，容错配置项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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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错对象：该应用依赖的应用或方法，下拉菜单可直接选择； 

 是否开启容错：开启、关闭； 

 容错策略：当“是否开启容错”配置项设置为"开启"时配置。Failover——在不同服务器

上重新尝试建立连接；Failfast——不再重新尝试建立连接；Failback——在同一个服务

器上重新尝试建立连接；自定义——同一个服务器上尝试重新建立连接的次数，取值范围

0-9的整数，在不同服务器上尝试建立连接的次数，取值范围 0-9的整数； 

4.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4.5.2.5 设置熔断策略 

1.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微服务治理】，进入微服务治理页面； 

2. 在微服务治理页面，单击一个微服务，并点击【熔断】，展开熔断详情页； 

 

3. 单击【新增】，进入熔断配置页面，熔断配置项下表所示： 

 容错对象：该应用依赖的应用或方法，下拉菜单可直接选择； 

 触发条件：手动熔断，取消熔断，自动熔断（熔断时间窗——0-99999的整数，失败率——

0-100的整数，窗口请求数——1-10000的整数）； 

4.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4.5.3  路由策略 

路由规则的主要功能是为微服务设置黑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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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路由规则】，进入路由管控页面； 

6. 在【应用】下拉框中选择应用名称，在【微服务】下拉框中选择微服务名称，显示微服务的路由

设置列表以及路由视图； 

 

7. 单击【新增】，添加路由策略，路由策略配置项如下所示： 

 类型：请在微服务运行前设置好黑白名单规则，此时黑白名单规则才可以生效。黑名单—

—表示不允许访问，白名单——表示允许访问； 

 属性类型：属性，指定服务标签，自定义预置标签； 

 匹配属性：根据属性类型选择匹配属性。当【属性类型】为【属性】时，【匹配属性】包括

Serviceid、ServiceName、Level、Description、Status、Version、AppId；当【属性类

型】为【指定服务标签】时，【匹配属性】可选择已有的服务标签进行设置；当【属性类

型】为【自定义预置标签】时，【匹配属性】由用户自定义标签； 

 匹配规则：使用正则表达式表示，合法的正则表达式为 1-64字符，如^Serveice* (匹配

Serveice开头的字符串)； 

 规则描述：对设置的规则进行说明；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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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确定】保存配置； 

4.5.4  全局配置 

全局配置提供微服务间的公共配置，如日志级别、运行参数等。全局配置添加以后，如果微服务没

有自定义相同的配置项，会将全局配置作为默认配置使用。全局配置限制配置 1000 条配置项。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全局配置】，进入全局配置界面； 

6. 在全局配置界面可进行导出配置、导入配置、添加配置、修改配置：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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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导出配置：单击【导出】，导出所有全局配置项； 

8. 导入配置： 

 单击【导入】按钮； 

 单击【浏览】，选择目标文件； 

 单击【上传】，批量导入配置项； 

9. 添加配置： 

 单击【添加配置】按钮，在【请批量添加配置项】对话框中输入配置项； 

 单击【确定】按钮； 

10. 修改配置： 

 单击目标配置项对应操作列的 ； 

 在编辑框输入值； 

 单击【保持】按钮，保存配置修改； 

11. 删除配置： 

 选择所需删除的配置； 

 单击操作列的 ； 

 单击【确认】，删除全局配置； 

4.5.5  查看治理记录 

本节介绍查看治理记录，用户可以查看治理操作的记录。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治理记录】，进入治理记录界面； 

6. 在操作记录页面，可根据微服务名称或者治理操作时间进行筛选查看对应的操作记录：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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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仪表盘 

用户通过仪表盘可以实时查看微服务运行相关的指标。根据丰富实时的仪表盘数据，用户可以对微

服务做相应的治理动作。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点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仪表盘】，进入仪表盘页面； 

6. 在仪表盘页面，可以通过下拉框选择所属应用，或者在【搜索微服务】框中输入微服务名称，查

询微服务。选择完微服务，页面将展示该服务实例的运行指标。如果需要了解各运行指标的具体

含义，请单击【说明】链接；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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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上线 

5.1  创建应用配置项 

为了提升易用性，ServiceStage提供了镜像和配置文件的解耦，以此来保持容器化应用程序的便携

性。若应用配置较多，建议用户在创建应用前添加配置。添加配置后，可以在创建应用时，通过添加卷

的方式进行使用。 

前提条件：已创建资源，具体操作请参见 2.1.5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创建资源空间、2.1.6创建集

群、2.1.7为集群添加节点。若已有集群和节点资源，无需重复操作。 

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配置项】，进入配置项页面； 

 

6. 单击【添加配置】或【添加配置项】（初次创建），进入创建页面；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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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配置项所属的集群； 

8. ServiceStage支持手动输入、上传文件两种方式来创建配置项。 

9. 【添加方式】设置为【手动输入】，设置新增参数： 

 配置名称：必填参数，新建的配置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标签：标签以 Key/value键值对的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应用、节点、服务等）。标签

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选择； 

 数据：应用配置的数据可以在容器中使用，或被用来存储配置数据。其中“键”代表文件

名，“值”代表文件中的内容； 

 

10. 【添加方式】设置为【上传文件】，单击【上传资源描述文件】。选择已创建的 ConfigMap 类型资

源文件后，单击【打开】。若需要通过上传文件的方式创建资源，请确保资源描述文件已创建。

ServiceStage支持 json或 yaml格式，详细请参见 12.6 ConfigMap类型资源描述文件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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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配置完成后，单击【添加】按钮，应用配置列表中会出现新创建的应用配置； 

12. 配置项创建完成后，还可以执行更新配置、删除配置操作； 

5.2  创建任务类应用 

从程序运行形态上，应用可分为长时运行服务和一次性任务。大部分应用（如 Nginx、Redis等）都

属于长时运行服务，一次性任务如执行冒烟测试、数据计算等。 

ServiceStage中的短任务指一次性任务。短任务和应用的主要区别在于，普通应用是长时间稳定运

行的，而短任务是执行完就退出。 

5.2.1  创建定时任务 

定时任务是按照指定时间周期运行的短任务。使用场景为在某个固定时间点，为所有运行中的节点

做时间同步。 

定时任务需要基于镜像创建，若选择私有镜像，用户首先需要将镜像上传至镜像仓库，具体操作请

参见 7.2.3 上传私有镜像（内网）。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任务管理】【定时任务】；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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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 

7. 单击【定时任务创建】，首次创建时，此处展示的是【创建定时任务】； 

 

8. 设置定时任务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9. 选择模式，支持 Allow、Forbid、Replace三种模式。 

 Allow——定时任务不断新建 Job； 

 Forbid——在前一个任务未完成时，不创建新任务； 

 Replace——已到新任务创建时间点，但前一个任务还未完成，新的任务会取代前一个任

务； 

10. 自定义时间：定时任务时间规则，指定新建定时任务在何时执行。时间各位：* * * * *，第一个

*代表分钟（0-59），第二个*代表小时（0-23），第三个*代表日期（1-31），第四个*代表月份（1-

12），第 5个*代表每周的第几天（1-7）。例如，0011*代表每年 1月 1日凌晨执行任务。此外，*/

代表每隔，比如*/5分钟代表每个 5分钟； 

11. 卷定义：卷是指 Pod中能够被多个容器访问的共享目录，卷与 Pod的生命周期相同： 

 单击【添加】按钮； 

 选择对应的卷类型，并添加配置，参数说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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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类型 卷类型解释 步骤说明 

HostPath 在容器上挂载宿主机上的文件或目录。

通常用于： 

1、容器应用程序生成的日志文件需要

永久保存。 

2、需要访问宿主机上 Docker引擎内部

数据结构的容器应用。 

1. 选择【卷类型】为“HostPath”； 

2. 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 单击【添加配置】； 

4. 输入【主机路径】，如/var/lib/docker； 

5. 单击【确认】； 

6. 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EmptyDir 在容器分配到节点时系统自动创建，初

始内容为空。在同一个 Pod中所有容器

可以读写 EmptyDir中的相同文件。当

Pod从节点上移除时，EmpryDir中的数

据也会永久删除。通常用于临时数据的

高速存储。 

1. 选择【卷类型】为“EmptyDir” ； 

2. 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 单击【添加配置】； 

4. 选择【存储介质】； 

 默认：存储在硬盘上，适用于数据量大，读写效

率要求低的场景； 

 内存：存储在内存中，适用于数据量少，读写效

率要求高的场景； 

5. 单击【确认】； 

6. 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Secret 用来处理敏感数据，比如密码、Token

和密钥，相比于直接将敏感数据配置在

Pod的定义或者镜像中，Secret提供了

更加安全的机制，防止数据泄露。应用

绑定服务时，也需选择 Secret中的

“服务访问凭证”进行绑定。 

说明 

 若应用需绑定服务，需确保应用的

业务逻辑中支持绑定需要的服务。 

 创建 Secret 类型资源时，

ServiceStage会针对 Secret信息

做加密处理，建议不要在 Secret

中输入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1. 选择【卷类型】为“Secret”。 

2. 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 单击【添加配置】： 

 所有凭证：在配置文件下拉框中，选择已配置好

的 Secret文件。也可以单击【去创建】新建配置

文件，创建配置文件步骤请参见 3.8 创建 Secret

资源； 

 服务访问凭证：为应用绑定平台中的服务。当前

不支持此功能。 

4. 单击【确认】； 

5. 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ConfigMap 提供应用代码和配置文件的分离，

ConfigMap用于处理应用配置参数。用

户需要提前创建应用配置，操作步骤请

参见 5.1 创建应用配置项。 

1. 选择【卷类型】为“ConfigMap”； 

2. 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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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类型 卷类型解释 步骤说明 

3. 单击【添加配置】； 

4. 在应用配置下拉框中选择需添加的配置文件； 

5. 输入配置文件所在的相对路径； 

6. 单击【确认】； 

7. 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12. 描述：输入对应定时任务的描述； 

 

13.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进入容器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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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置容器名称，如 container1； 

15. 单击【选择镜像】链接，选择对应的镜像。使用公有仓库或私有仓库，需确保镜像已上传至镜像

仓库，具体方法请参见 7.2 镜像仓库 

 公有仓库：显示 ServiceStage所有用户上传的公有镜像； 

 私有仓库：显示用户自己上传的公有和私有镜像。若所选镜像仓库为私有类型，选择镜像

后，还需设置认证方式。此处认证方式的取值从 2.1.2 上传 AK/SK证书处读取； 

 第三方镜像：使用第三方镜像，如 dockerhub提供的镜像。a、认证：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

选择是否添加认证。若选择“是”，请选择已创建好的认证。若没有创建，请单击【创建认

证】创建“类型”为“Sercret”的资源，详细步骤请参见 3.8 创建 Secret资源；b、镜像

地址：请输入第三方镜像的仓库地址，如 https://hub.docker.com/_/wordpress/； 

 

16. 设置容器内存限制：启动容器时，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内存量； 

17. 设置容器 CPU限制：启动容器时，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 CPU量； 

18. 单击数据卷下方的【添加】链接，并设置数据库相关参数： 

 容器路径：数据卷挂载到容器上的路径，请不要挂载在系统目录下，如“/”、

“/var/run”等，会导致容器异常，建议挂载在空目录下； 

 是否只读：配置为“是”，只能读容器路径中的数据卷；配置为“否”，可修改容器路径

中的数据卷，容器迁移时新写入的数据不会随之迁移，会造成数据丢失； 

 卷策略及日志策略：配置为 none，不支持卷策略； 配置为 logs，当选择卷名称的类型为

HostPath时，可配置卷策略为 logs。当卷策略配置为 logs时，可支持用户自定义日志收

集的路径，收集的日志在监控页面可以查看。可选策略包括 none（不进行日志回滚转储）、

https://hub.docker.com/_/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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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ly（每小时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即压缩到一个历史文件

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空）、Daily（每天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并将原文件清空）、Weekly（每周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

会将其转储，并将原文件清空）； 

 

19.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20. 若需要创建多个容器，请选择【添加容器】； 

21. 单击【下一步】，进入预览页面； 

22. 点击【创建】按钮，完成定时任务的创建； 

 

5.2.2  创建普通任务 

普通任务是一次性运行的短任务，部署完成后即可执行。使用场景为在创建应用前，执行普通任

务，将镜像或软件包上传至软件仓库。 

定时任务需要基于镜像创建，若选择私有镜像，用户首先需要将镜像上传至镜像仓库，具体操作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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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7.2.3 上传私有镜像（内网）。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任务管理】【普通任务】； 

6.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 

7. 点击【创建任务】； 

 

8. 填写普通任务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9. 配置卷信息： 

 单击【添加】按钮； 

 选择对应的卷类型，并添加配置，参数说明如下表： 

卷类型 卷类型解释 步骤说明 

HostPath 在容器上挂载宿主机上的文件或目录。

通常用于： 

1、容器应用程序生成的日志文件需要

永久保存。 

2、需要访问宿主机上 Docker引擎内部

数据结构的容器应用。 

8. 选择【卷类型】为“HostPath”； 

9. 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10. 单击【添加配置】； 

11. 输入【主机路径】，如/var/lib/docker； 

12. 单击【确认】； 

13. 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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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类型 卷类型解释 步骤说明 

EmptyDir 在容器分配到节点时系统自动创建，初

始内容为空。在同一个 Pod中所有容器

可以读写 EmptyDir中的相同文件。当

Pod从节点上移除时，EmpryDir中的数

据也会永久删除。通常用于临时数据的

高速存储。 

14. 选择【卷类型】为“EmptyDir” ； 

15. 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16. 单击【添加配置】； 

17. 选择【存储介质】； 

 默认：存储在硬盘上，适用于数据量大，读写效

率要求低的场景； 

 内存：存储在内存中，适用于数据量少，读写效

率要求高的场景； 

18. 单击【确认】； 

19. 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Secret 用来处理敏感数据，比如密码、Token

和密钥，相比于直接将敏感数据配置在

Pod的定义或者镜像中，Secret提供了

更加安全的机制，防止数据泄露。应用

绑定服务时，也需选择 Secret中的

“服务访问凭证”进行绑定。 

说明 

 若应用需绑定服务，需确保应用的

业务逻辑中支持绑定需要的服务。 

 创建 Secret 类型资源时，

ServiceStage会针对 Secret信息

做加密处理，建议不要在 Secret

中输入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 

20. 选择【卷类型】为“Secret”。 

21. 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22. 单击【添加配置】： 

 所有凭证：在配置文件下拉框中，选择已配置好

的 Secret文件。也可以单击【去创建】新建配置

文件，创建配置文件步骤请参见 3.8 创建 Secret

资源； 

 服务访问凭证：为应用绑定平台中的服务。当前

不支持此功能。 

23. 单击【确认】； 

24. 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ConfigMap 提供应用代码和配置文件的分离，

ConfigMap用于处理应用配置参数。用

户需要提前创建应用配置，操作步骤请

参见 5.1 创建应用配置项。 

25. 选择【卷类型】为“ConfigMap”； 

26. 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27. 单击【添加配置】； 

28. 在应用配置下拉框中选择需添加的配置文

件； 

29. 输入配置文件所在的相对路径； 

30. 单击【确认】； 

31. 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10. 描述：输入对应定时任务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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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进入容器配置页面； 

12. 设置容器名称，如 container1； 

13. 单击【选择镜像】链接，选择对应的镜像。使用公有仓库或私有仓库，需确保镜像已上传至镜像

仓库，具体方法请参见 7.2 镜像仓库 

 公有仓库：显示 ServiceStage所有用户上传的公有镜像； 

 私有仓库：显示用户自己上传的公有和私有镜像。若所选镜像仓库为私有类型，选择镜像

后，还需设置认证方式。此处认证方式的取值从 2.1.2 上传 AK/SK证书处读取； 

 第三方镜像：使用第三方镜像，如 dockerhub提供的镜像。a、认证：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

选择是否添加认证。若选择“是”，请选择已创建好的认证。若没有创建，请单击【创建认

证】创建“类型”为“Sercret”的资源，详细步骤请参见 3.8 创建 Secret资源；b、镜像

地址：请输入第三方镜像的仓库地址，如 https://hub.docker.com/_/wordpress/； 

 

14. 设置容器内存限制：启动容器时，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内存量； 

https://hub.docker.com/_/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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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设置容器 CPU限制：启动容器时，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 CPU量； 

16. 单击数据卷下方的【添加】链接，并设置数据库相关参数： 

 容器路径：数据卷挂载到容器上的路径，请不要挂载在系统目录下，如“/”、

“/var/run”等，会导致容器异常，建议挂载在空目录下； 

 是否只读：配置为“是”，只能读容器路径中的数据卷；配置为“否”，可修改容器路径

中的数据卷，容器迁移时新写入的数据不会随之迁移，会造成数据丢失； 

 卷策略及日志策略：配置为 none，不支持卷策略； 配置为 logs，当选择卷名称的类型为

HostPath时，可配置卷策略为 logs。当卷策略配置为 logs时，可支持用户自定义日志收

集的路径，收集的日志在监控页面可以查看。可选策略包括 none（不进行日志回滚转储）、

Hourly（每小时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即压缩到一个历史文件

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空）、Daily（每天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并将原文件清空）、Weekly（每周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

会将其转储，并将原文件清空）； 

17.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 

18. 若需要创建多个容器，请选择【添加容器】； 

19. 单击【下一步】，进入预览页面； 

20. 点击【创建】按钮，完成定时任务的创建； 

 

5.3  创建应用 

5.3.1  概述 

ServiceStage提供三种应用的创建方式，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创建。 

1、创建容器应用（无状态）：无状态应用中各实例之间相互独立，互不依赖，任意一个 Web请求完

全与其他请求隔离。无状态容器应用更易实现可靠性和伸缩性。 

2、创建容器应用（有状态）：有状态应用中应用有多个实例，每个实例承担不一样的功能，且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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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间有依赖和前后启动顺序关系。有状态应用通常适用于有数据持久化存储要求的应用。 

3、创建虚机应用：是指将应用进程直接部署在虚拟机上。 

应用相关的概念如下： 

术语 解释 

应用 应用是可部署的软件实体，包含一个或一组容器或进程。 

容器应用 以容器技术来运行构建应用的环境。一个容器应用可通过单个镜像或一个编

排模板创建，每个容器应用可包含 1个或多个容器。 

无状态容器应用 应用实例间互相不依赖，任意一个 Web请求完全与其他请求隔离。无状态容

器应用更易实现可靠性以及可伸缩性。 

有状态容器应用 应用有多个实例，且每个实例承担不一样的功能，且每个实例间有依赖和前

后启动顺序关系。通常用于有数据持久化存储要求的应用。 

应用组 用户可以将某些相关应用放到同一个应用组中，方便统一管理。 

标签 标签以 Key/value键值对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应用、节点、服务

等）。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选择。 

容器 一个通过 Docker 镜像部署的实例，一个节点可运行多个容器。 

5.3.2  创建容器应用（无状态） 

若用户需要托管以 docker容器打包的应用，请创建容器应用。无状态应用中各实例之间相互独立，

互不依赖，任意一个 Web请求完全与其他请求隔离。无状态容器应用更易实现可靠性和伸缩性。 

前提条件：创建应用前，请确保系统中有可用节点，若没有请参照 2.1.7 为集群添加节点中内容创

建；容器应用需要基于镜像创建，若选择私有镜像，用户首先需要将镜像上传至镜像仓库，具体操作请

参见 7.2.3 上传私有镜像（内网）。 

创建步骤如下：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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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6.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 

7. 单击【创建应用】； 

 

8. 单击容器应用下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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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无状态应用】； 

10. 设置应用基本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所在集群 新建应用所在的集群。 

应用名称 新建容器应用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应用组 您可以将某类应用放到同个应用组中，实现应用的批量管理（如

批量启停、删除）。用户输入应用组名称后，会自动创建一个新

的用户组。 

描述 应用描述信息。 

标签 标签以 Key/value键值对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应用、节

点、服务等）。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

进行管理和选择。 

11. 点击【展开高级设置】（可选）； 

12. 定义卷信息，步骤可参见 5.2.1创建定时任务的步骤 10； 

13. 自定义监控：配置完成后，可以在“运维 > 应用监控 > 指标监控 > 浏览指标”中查看到监控数

据，若不需要监控，请将“监控类型”设置为“null”。如需设置监控，请设置下列参数： 

 监控类型：prometheus，Prometheus是一个开源的服务监控系统和时间序列数据库； 

 上报路径：指标上报的 URL路径，如/metrics； 

 上报端口：指标上报端口，如 9121； 

 监控维度：需要监控的指标名称列表，如

["redis_used_cpu_sys","redis_used_cpu_user","redis_memory_used_bytes","redis_me

mory_used_peak_bytes","redis_key_size","redis_connected_clients"]； 

14. 升级策略：提供三种升级方式，替换升级、滚动升级、原地滚动升级，每种升级策略涵义如下： 

 替换升级：先删除旧实例，再创建新实例。升级过程中业务会中断； 

 滚动升级：先安装新实例，再移除旧实例。升级过程中，业务会同时均衡分布到新老实例

上，因此业务不会中断 ； 

 原地滚动升级：滚动升级的一个特殊场景，即在升级过程中，将旧实例更新为新实例，新

实例和老实例所在节点保持一致； 

设置具体的升级策略，参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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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最大不可用个数或比

例(可选) 

升级过程中允许的最大失效实例数值，可选配置，值可以是绝对值

（5）或者是比例（10%），默认为 1。 

最大超出实例数或比

例(可选) 

升级过程中允许超过指定实例数目的最大数值，可选配置，值可以是

绝对值（5）或者是比例（10%），默认为 1。 

实例可用最短时间(s) 升级时新创建的实例，达到就绪状态所需的最短时间，默认为 0。 

历史版本上限(个) 最多保留的历史版本数量。 

15. 删除策略：应用删除提供一个时间窗，若超过此时间窗，应用进程仍未停止，该应用将被强制删

除； 

16. 调度策略：你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组合静态的全局调度策略或动态的运行时调度策略来实现自己的

需求。可设置应用间的亲和性和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 

 应用间的亲和性：应用间的亲和性——决定应用部署在相同或不同“主机”中；应用间的

反亲和性——“不同应用”或“相同应用的多个实例”部署在不同主机中。同个应用的多

个实例反亲和部署，减少宕机影响。互相干扰的应用反亲和部署，避免干扰； 

 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应用与节点亲和——决定应用部署在某些特定的主机中；应用与

节点反亲和——决定应用不能部署在某些特定的主机中； 

 调度策略配置如下： 

亲和、反亲和 步骤说明 

将应用设为亲

和，部署在相同

主机中 

说明：在设置应用亲和/反亲和性时，您需要选择对应的拓扑域，拓扑域主要用

于限定应用的亲和性或反亲和在哪个范围内生效。 

kubernetes.io/hostname：指同个节点内的亲和，即应用部署在同个节点上。 

创建应用间的亲和性有如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选择应用 

1、单击【应用间的亲和性】【亲和】； 

2、单击【选择应用】，进入【选择应用(亲和)】页面； 

3、选择应用对应的拓扑域； 

4、选择待亲和的应用； 

5、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按钮。系统会将您选择的应用设置为亲和，部署

到相同的节点中。 

方式二：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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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反亲和 步骤说明 

说明：自定义亲和中，若亲和了系统中没有的应用或节点，调度会失败。 

1、单击【应用间的亲和性】【亲和】； 

2、单击【自定义】，进入【添加自定义(亲和)】页面； 

3、选择应用对应的拓扑域； 

4、单击【添加】； 

5、输入待亲和应用的键、值后，单击【确认】； 

6、单击【确认】，系统会根据您所添加的标签（键/值）选择应用，自动将该

类应用设置为亲和，部署到相同的节点中； 

将应用设为反亲

和，部署在不同

主机中 

设置应用间的反亲和性有如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选择应用 

1、单击【应用间的亲和性】【反亲和】； 

2、单击【选择应用】，进入【选择应用(反亲和)】页面； 

3、选择应用对应的拓扑域； 

4、选择待反亲和的应用； 

5、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系统会将您选择的应用设置为反亲和，部署到

不同的节点中。 

方式二：自定义 

1、单击【应用间的亲和性】【反亲和】； 

2、单击【自定义】，进入【添加自定义(反亲和)】页面 

3、选择应用对应的拓扑域； 

4、单击【添加】，输入待反亲和应用的键、值后，单击【确认】； 

5、单击【确认】，系统会根据您所添加的标签（键/值）选择应用，自动将该

类应用设置为反亲和，部署到不同的节点中； 

将节点设为亲和 设置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有如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选择节点属性 

1、单击【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亲和】； 

2、单击【选择节点属性】，进入【选择节点属性(亲和)】页面； 

3、选择待亲和节点的属性类型： 



5 应用上线  

80  

 

亲和、反亲和 步骤说明 

 操作系统：勾选某个操作系统，应用部署时会优选该操作系统； 

 版本：勾选某个版本，应用部署时会优选该版本； 

 类型架构：勾选某个类型架构，应用部署时会优选该类型架构； 

4、单击【确认】； 

方式二：自定义 

1、单击【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亲和】； 

2、单击【自定义】； 

3、系统显示【添加自定义(亲和)】页面； 

4、单击【添加】； 

5、在“键”对应的下拉框中选择 key后，单击【确认】； 

说明： 

此处下拉框中的取值来源于添加节点时设置的节点标签。若多个节点，添加的

标签“键”相同，“值”不同，此时还需在“值”的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

value； 

6、单击【确认】 

将节点设为反亲

和 

设置应用与节点间的反亲和性有如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选择节点属性 

1、单击【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反亲和】； 

2、单击【选择节点属性】，进入【选择节点属性(反亲和)】页面； 

3、选择待反亲和节点的属性： 

 操作系统：勾选某个操作系统，应用部署时不会选择该操作系统； 

 版本：勾选某个版本，应用部署时不会选择该版本； 

 类型架构：勾选某个类型架构，应用部署时不会选择该类型架构； 

4、单击【确认】 

方式二：自定义 

1、单击【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反亲和】； 

2、单击【自定义】，进入【添加自定义(反亲和)】页面； 

3、单击【添加】； 

4、在【键】对应的下拉框中选择 key后，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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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反亲和 步骤说明 

说明： 

此处下拉框中的取值来源于添加节点时设置的节点标签。若多个节点，添加的

标签“键”相同，“值”不同，此时还需在“值”的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

value； 

5、单击【确认】； 

17. 单击【下一步】，设置应用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实例数量 应用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实例，用户可以设置具体实例个数，范围是 1-1000，

直接拖动 进行设置。 

说明：每个应用实例都由相同的容器部署而成。设置多个实例主要用于实现高可靠性，当

某个实例故障时，应用还能正常运行。 

容器 容器是应用运行的真实环境。一个 Docker容器应用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容器组

成。 

1、单击【选择镜像】； 

2、请根据需求，选择创建应用所需的镜像； 

说明：使用公有仓库或本租户仓库，需确保镜像已上传至镜像仓库，具体方

法请参见 7.2 镜像仓库。 
 公有仓库：显示 ServiceStage所有用户上传的公有镜像； 
 私有仓库：显示用户自己上传的公有和私有镜像； 

若所选镜像仓库为私有类型，选择镜像后，还需设置认证方式。此处认证方

式的取值从 2.1.2 上传 AK/SK证书处读取。 
 第三方镜像：使用第三方镜像，如 dockerhub提供的镜像； 

认证：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是否添加认证。若选择【是】，请选择已创

建好的认证。若没有创建，请单击【创建认证】创建【类型】为【Sercret】

的资源，详细步骤请参见 3.8创建 Secret资源。 

镜像地址：请输入第三方镜像的仓库地址，如

https://hub.docker.com/_/wordpress/ 

3、单击【确认】； 

18. 镜像上传完成后配置； 

1）设置容器端口、内存限制、CPU限制，参数如下表： 

参数 说明 

容器 容器的名称，可修改； 

镜像 
导入的镜像，单击 图标可进行修改； 

端口 将容器端口映射到主机端口上： 

https://hub.docker.com/_/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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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1、单击【添加】； 

2、输入待映射的容器端口和协议； 

3、配置完成后，单击【确认】； 

内存限制 启动容器时，分配和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内存量：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内存量； 

 限制：应用能使用的内存量上限； 

CPU限制 启动容器时，分配和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 CPU量：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 CPU量； 

 限制：应用能使用的 CPU量上限； 

2）设置容器应用生命周期：ServiceStage提供了回调函数，在容器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执行

调用，比如容器在停止前希望执行某项操作，就可以注册相应的钩子函数。目前提供的生命周

期回调函数如下所示： 

参数 说明 

命令行方式 在容器中执行指定的命令，配置为需要执行的命令。 

如需要执行的命令如下： 

exec:  

  command:  

  - /bin/sh  

  - c  

  - /er-registy.sh registry 

请在执行脚本中填写：/bin/sh -c "/er-registry.sh regisrty"。这条

命令表示容器创建成功后将服务路由注册到 ER； 

HttpGet请求方式 发起一个 HTTP调用请求。配置参数如下： 

 路径：请求的 URL路径，可选项。 

 端口：请求的端口，必选项。 

 主机地址：请求的 IP地址，可选项，默认是容器所在的节点 IP。 

 协议：请求的协议，可选项，默认为 HTTP。 

3）设置容器应用数据卷：数据卷用于实现容器持久化数据，在 Docker设计实现中，容器中的

数据是临时的，如果需要持久化数据，需要使用 Docker数据卷挂载宿主机上的文件或者目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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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中。通过挂载可以实现宿主机和容器之间，网络存储和容器之间，网络存储和宿主机之间

的数据共享； 

分类 说明 

前提条件 挂载数据卷之前，用户需要提前添加卷类型。 

设置容器应用数据卷操

作步骤 

1、在【数据卷】页签，单击【添加】； 

2、设置数据卷对应的参数； 

 卷名称：在下拉框中选择【应用基本信息】中创建的卷； 

 容器路径：数据卷挂载到容器上的路径； 

注意：请不要挂载在系统目录下，如“/”、“/var/run”等，会导致容

器异常。建议挂载在空目录下，若目录不为空，请确保目录下无影响容

器启动的文件，否则文件会被替换，导致容器启动异常，应用创建失

败； 

3、是否只读： 

 配置为“是”：只能读容器路径中的数据卷； 

 配置为“否”：可修改容器路径中的数据卷，容器迁移时新写入的数

据不会随之迁移，会造成数据丢失； 

4、卷策略及日志策略： 

 配置为 none：不支持卷策略； 

 配置为 logs：当选择卷名称的类型为 HostPath 时，可配置卷策略为

logs，参数说明如下。当卷策略配置为 logs 时，可支持用户自定义日志

收集的路径，收集的日志在监控页面可以查看，查看日志的详细操作请

参见 6.3.2 查询日志。 

− None：不进行日志回滚转储 

− Hourly：每小时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

储（即压缩到一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

件清空 

− Daily：每天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

（即压缩到一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

清空 

− Weekly：每周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

（即压缩到一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

清空 

5、单击【确认】； 

3）设置容器应用环境变量，请参见 11.7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环境变量？； 

4）设置容器应用健康检查，请参见 11.8 如何进行容器应用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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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19. 一个应用实例包含 1个或多个相关容器。若您的应用包含多个容器，请选择【添加容器】； 

20. 镜像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21. 将应用发布为可被访问的服务： 

1）选择【否】，应用不需要被其他服务所访问（包括外网或内网访问），请直接单击“下一

步”； 

2）选择【是】，将应用发布为可访问的服务，请参考 11.16 如何配置服务发布参数？，配置服

务发布参数； 

22.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23. 确保信息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 

24. 单击【应用详情】，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25. 待应用状态为“运行中”，应用创建成功（应用状态不会实时更新，请按 F5查看）； 

26. 在应用详情页面，单击访问地址后的【IP:端口】，即可通过外网访问应用； 

说明：若应用需要被外网访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应用所在集群已有至少 1个节点绑定 EIP，即“添加节点”中表 2-2“是否选择 EIP”参数选择

“是”。若没有绑定 EIP，可以参照如何绑定弹性 IP 绑定； 

2）应用需要已发布为服务； 

5.3.3  创建容器应用（有状态） 

有状态应用中应用有多个实例，每个实例承担不一样的功能，且每个实例间有依赖和前后启动顺序

关系。有状态应用通常适用于有数据持久化存储要求的应用。 

前提条件： 

1、创建应用前，请确保系统中有可用节点； 

2、创建多个容器应用时，请确保容器应用使用的端口不冲突 ，否则部署会失败； 

创建步骤如下：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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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6.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 

7. 单击【创建应用】； 

8. 单击容器应用下的【创建】； 

9. 选择【有状态应用】； 

 

10. 设置应用基本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所在集群 新建应用所在的集群。 

*应用名称 新建容器应用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应用组 您可以将某类应用放到同个应用组中，实现应用的批量管理（如批量启停、删除）。 

描述 应用描述信息。 

标签 标签以 Key/value 键值对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应用、节点、服务等）。 

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选择。 

11. 设置高级参数： 

1）卷定义：若需要“数据存储”或实现“容器与主机间的文件共享”则需挂载卷。详细操作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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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如何配置容器应用卷定义？； 

2）自定义监控：ServiceStage支持监控数据输出到 prometheus（Prometheus是一个开源的服务监

控系统和时间序列数据库）。配置完成后，可以在“运维 > 应用监控 > 指标监控 > 浏览指标”中

查看到监控数据，详细步骤请参见操作请参见 11.2 如何配置自定义监控？。若不需要监控，请将

“监控类型”设置为“null”； 

3）删除策略：应用删除提供一个时间窗，若超过此时间窗，应用进程仍未停止，该应用将被强制删

除。用户可输入延迟的时间，范围为[0-120]秒； 

4）调度策略：你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组合静态的全局调度策略或动态的运行时调度策略来实现自己的

需求。详细操作请参见 11.4 如何设置调度策略？； 

12. 单击【下一步】，设置应用配置信息： 

1）实例数量：请输入实例数量。每个应用实例都由相同的容器部署而成。设置多个实例主要用于实

现高可靠性，当某个实例故障时，应用还能正常运行； 

2）服务名称：输入应用所对应的服务名称，用于实例间互相访问。例如一个应用有五个实例，此处

服务名称为 service，五个实例的名称，系统会自动排序取名为：service0、service1、service2、

service3、service4； 

3）设置实例间发现服务，用于实例间的互相访问； 

参数 参数说明 

添加端口 1、单击【添加端口】； 

2、输入【端口名称】和【容器端口】，单击【确认】。端口名称用于给容

器端口命名，通常以端口用途命名； 

4）（可选）添加预加载容器：预加载容器中通常存放应用的配置初始化脚本等，为每个应用实例执

行初始化操作。如没有初始化操作，不需要执行此操作； 

步骤 步骤说明 

添加预加载容器 1、单击【添加预加载容器】，系统出现名为“initcontainer1”的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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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步骤说明 

2、单击【选择镜像】； 

3、选择对应的镜像； 

4、单击【确认】； 

5、添加容器【名称】； 

6、将容器端口映射到主机端口上; 

 单击【添加】； 

 输入待映射的容器端口和协议；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认】； 

7、内存限制：启动容器时，分配和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内存量；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内存量； 

 限制：应用能使用的内存量上限； 

8、CPU限制：启动容器时，分配和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 CPU量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 CPU量； 

 限制：应用能使用的 CPU量上限； 

9、更多高级设置请参见 11.6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数据卷？、11.7 如何

设置容器应用环境变量？； 

10、单击【保存】 

5）添加应用容器镜像； 

操作 说明 

*container1 1、单击【container1】； 

2、单击【选择镜像】； 

3、选择对应的镜像； 

4、单击【确认】； 

5、添加容器【名称】； 

6、将容器端口映射到主机端口上; 

 单击【添加】； 

 输入待映射的容器端口和协议；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认】； 

7、内存限制：启动容器时，分配和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内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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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内存量； 

 限制：应用能使用的内存量上限； 

8、CPU 限制：启动容器时，分配和限制容器最多能够使用的 CPU量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 CPU量； 

 限制：应用能使用的 CPU量上限； 

9、更多高级设置请参见 11.5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生命周期？、11.6 如何设置

容器应用数据卷？、11.7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环境变量？、11.8 如何进行容器

应用健康检查？； 

10、单击【保存】； 

13. （可选）一个应用实例包含 1个或多个相关容器。若您的应用包含多个容器，请选择【添加容

器】； 

14. 镜像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5. 将应用发布为可被访问的服务： 

1）选择【否】，应用不需要被其他服务所访问（包括外网或内网访问），请直接单击“下一

步”； 

2）选择【是】，将应用发布为可访问的服务，请参考 11.16 如何配置服务发布参数？，配置服

务发布参数； 

16.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7. 确保信息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 

18. 单击【应用详情】，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19. 待应用状态为“运行中”，应用创建成功（应用状态不会实时更新，请按 F5查看）； 

20. 在应用详情页面，单击访问地址后的【IP:端口】，即可通过外网访问应用； 

说明：若应用需要被外网访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应用所在集群已有至少 1个节点绑定 EIP，即“添加节点”中表 2-2“是否选择 EIP”参数选择

“是”。若没有绑定 EIP，可以参照如何绑定弹性 IP 绑定； 

2）应用需要已发布为服务； 

5.3.4  创建虚机应用 

虚机应用是指将应用进程直接部署在虚拟机或物理机操作系统上。创建虚机应用时需遵循以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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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1、多个软件包部署在同一个节点上，需确保目录、端口等不冲突； 

 2、虚机应用部署到同个节点时，多个应用实例间要保证能同时运行在一个虚机上且没有冲突； 

 3、若虚机应用部署时设置了声明端口，ServiceStage 平台会基于端口执行冲突检查； 

 4、虚机应用部署为集群时，系统默认支持软性亲和，即同一个应用的不同实例会分散部署，但

不硬性保证 ； 

创建步骤如下： 

1. 创建虚机应用前，您需要先将应用软件包上传至软件仓库。单击【仓库】【软件中心】，将软件包

上传至软件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 7.3 软件仓库； 

2.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3.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 

4. 单击【创建应用】； 

5. 单击虚机应用下的【创建】； 

6. 设置应用基本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所在集群 新建应用所在的集群。 

*应用名称 新建容器应用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应用组 您可以将某类应用放到同个应用组中，实现应用的批量管理（如批量启停、删除）。 

描述 应用描述信息。 

标签 标签以 Key/value 键值对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应用、节点、服务等）。 

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选择。 

7. 设置高级参数： 

1）卷定义：若提前设置应用配置则需添加卷，详细操作请参见 11.9 如何配置虚机应用卷定义？； 

2）升级策略：支持替换升级、滚动升级、原地滚动升级，详细操作请参见 11.3 如何设置升级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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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删除策略：应用删除提供一个时间窗，若超过此时间窗，应用进程仍未停止，该应用将被强制删

除。用户可输入延迟的时间，范围为[0-120]秒； 

4）调度策略：你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组合静态的全局调度策略或动态的运行时调度策略来实现自己的

需求。详细操作请参见 11.4 如何设置调度策略？； 

8. 单击【下一步】，设置应用配置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实例数量 应用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实例，用户可以设置具体实例个数，范围是 1-1000。 

说明：如果应用重要不能中断，建议创建 2个及以上的实例，避免单应用实例故障时

业务中断。 

进程 1、在 process1下，单击【选择软件包】，进入【选择软件包】页面； 

2、在对应的软件仓库下，选择对应的软件包。若所选软件仓库为私有类型，还需设

置认证方式。此处认证方式的取值从 2.1.2 上传 AK/SK证书处读取。 

3、单击【确定】； 

9. 软件包上传完成后配置如下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进程 进程名称，可修改。 

软件包 
已导入的软件包，可单击 进行修改。 

端口 您设置的进程端口将映射到主机端口上： 

1、单击【添加】； 

2、输入待映射的进程端口、协议； 

3、配置完成后，单击【确认】； 

内存限制 启动进程时，限制虚机最多能够使用的内存量 

CPU限制 启动进程时，限制虚机最多能够使用的 CPU量。 

10. 请参见 11.10 如何设置虚机应用生命周期？、11.11 如何设置虚机应用数据卷？、11.12 如何设

置虚机应用环境变量？、11.13 如何设置虚机应用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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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选）一个应用实例包含 1个或多个相关进程。若您的应用包含多个进程，请选择【添加进

程】； 

12.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13. 软件包设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4. 将应用发布为可被访问的服务： 

1）选择【否】，应用不需要被其他服务所访问（包括外网或内网访问），请直接单击“下一

步”； 

2）选择【是】，将应用发布为可访问的服务，请参考 11.16 如何配置服务发布参数？，配置服

务发布参数； 

15.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6. 确保信息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 

17. 单击【应用详情】，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18. 待应用状态为“运行中”，应用创建成功（应用状态不会实时更新，请按 F5查看）； 

19. 在应用详情页面，单击访问地址后的【IP:端口】，即可通过外网访问应用； 

说明：若应用需要被外网访问，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应用所在集群已有至少 1个节点绑定 EIP，即“添加节点”中表 2-2“是否选择 EIP”参数选择

“是”。若没有绑定 EIP，可以参照如何绑定弹性 IP 绑定； 

2）应用需要已发布为服务； 

5.3.5  启停应用 

停止运行中的应用，应用将无法访问，状态显示为“停止”。应用停止后，可直接将其启动。 

1.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应用； 

3. 单击待停止应用后的【停止】，停止运行中的应用； 

4. 单击待启动的应用后的【启动】，启动已停止的应用； 

5.3.6  升级容器应用 

1.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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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应用； 

3. 单击待升级应用后的【更多】【升级】； 

4. 对应用配置进行更新，容器、端口、内存和 CPU限制均不可修改，用户可上传对应镜像进行操

作； 

1）实例数量：调整实例数量； 

2）更新镜像：在 container1 下，在待升级的镜像后，单击 图标进行修改； 

5. 更多设置请参见 11.5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生命周期？、11.7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环境变量？、11.8 

如何进行容器应用健康检查？其中，数据卷不可编辑； 

6. 更新完成后，单击【保存】； 

5.3.7  升级虚机应用 

1.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应用； 

3. 单击待升级应用后的【更多】【升级】； 

4. 对应用配置进行更新，更新软件包：进程、端口、内存和 CPU限制均不可修改，用户可上传对应

软件包进行操作； 

1）实例数量：调整实例数量； 

2）更新软件包：在进程下，在待升级的软件包后，单击 图标进行修改； 

5. 更多设置请参见 11.5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生命周期？、11.7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环境变量？、11.8 

如何进行容器应用健康检查？其中，数据卷不可编辑； 

6. 更新完成后，单击【保存】； 

5.3.8  删除应用 

1.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应用； 

3. 单击待升级应用后的【更多】【删除】； 

4. 请仔细阅读系统提示，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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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将应用移至应用组 

将功能相似的应用或该应用相关的应用移至应用组，方便统一管理。 

将某个应用移至应用组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应用； 

3. 单击待升级应用后的【更多】【移至应用组】； 

4. 在弹出的应用组窗口中，可选择已有用户组，或输入用户组名称新建用户组； 

5. 单击【确认】； 

将多个应用批量移至应用组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 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应用； 

3. 勾选待移至同个应用组的应用； 

4. 单击【移至应用组】； 

5. 在弹出的应用组窗口中，可选择已有用户组，或输入用户组名称新建用户组； 

6. 单击【确认】； 

5.3.10  查看应用实例运行情况 

1、查看应用实例 CPU和内存状态： 

1）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应用； 

3）单击待查看的“应用名称”，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4）在【实例】页签下，单击某个实例名称前的 ； 

5）在【监控】页签下，可查看到该实例的 CPU和内存情况； 

2、查看应用实例操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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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应用； 

3）单击待查看的“应用名称”，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4）在【实例】页签下，单击某个实例名称前的 ； 

5）在【事件】页签下，可查看到该实例的操作事件； 

3、查看应用实例中容器运行状态及所在节点： 

1）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在【集群】下拉框中，选择任务所属的集群，可查看到当前集群下的所有应用； 

3）单击待查看的“应用名称”，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4）在【实例】页签下，单击某个实例名称前的 ； 

5）在【容器】页签下，可查看到该实例下所有容器的 ID、运行状态、运行节点等； 

5.3.11  查看应用更多详情 

应用创建成功后，在“应用详情”页面，您可以对应用进行管理，如下表： 

操作 操作说明 

查看卷定义 单击【更多】【查看卷定义】，查看创建应用时定义的卷信息。 

查看升级策略 单击【更多】【查看升级策略】，查看创建应用时配置的升级策略。 

查看调度策略 单击【更多】【查看调度策略】，查看创建应用时配置的调度策略。 

查看应用服务 单击【服务】，查看服务详情。 

查看应用事件 单击【事件】，查看事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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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创建任务类应用 

5.4.1  概述 

ServiceStage中的编排主要用于对一组应用及应用运行时相关的元素进行管理。其提供的能力主要

包括拓扑描述，组网设计，自动部署、升级卸载等。当应用模型确定之后，系统自动将应用的组件放置

到合适的节点上，并配置相应的网络和存储来满足应用的要求。在使用编排前，建议您先了解以下基本

概念。 

概念 概念说明 

编排 编排是指对组成堆栈的元素（Element）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处理的过程。通过定

义应用组件、对资源的需求、依赖的服务、元素之间的关系（拓扑）等，完整地

描述应用本身以及所依赖的服务、资源，最后交由 ServiceStage平台完成部署。 

设计包 运维人员对应用的拓扑、生命周期管理计划进行设计，并输出应用模板（也可称

为应用设计包）。 

设计器 ServiceStage还提供了图形化设计器工具，用户可通过拖拽方式完成复杂应用的

编排及拓扑设计，可以保存成模板，使用模板创建堆栈，简化应用部署难度，提

升效率。 

模板 模板是对堆栈的描述，包括基于应用模型的堆栈拓扑定义、堆栈生命周期描述、

运行时资源描述、软件组件描述等。模板通过设计包创建而来，本质与设计包相

同。 

堆栈 由应用、服务、资源等元素组成的一个部署实例，平台将相关编排元素通过“堆

栈”进行集中管理。 

编排、设计包、模板、堆栈、设计器的相互关系如下图： 

 

5.4.2  操作流程 

用户可选择两种方式来创建堆栈，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建议采用通过模板来创建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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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堆栈前准备：方法一和方法二的操作都是相同的;  

1）上传 AK/SK证书、创建 VPC、创建集群等；  

2）上传堆栈所需的镜像或软件包到仓库； 

2. 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其中一个方法来创建堆栈； 

1）方法一：通过模板创建堆栈，用户需要准备设计包来创建模板，再创建堆栈； 

2）方法二：通过设计器创建堆栈，通过设计器，用户可通过拖拽方式完成应用编排拓扑设计，

简化部署难度； 

5.4.3  创建堆栈前准备 

1. 上传应用所需的镜像到镜像仓库，单击【仓库】【镜像仓库】，将创建容器应用所需的镜像上传至

镜像仓库，具体步骤请参见 7.2 镜像仓库； 

2. 上传应用所需的软件包到软件仓库，单击【仓库】【软件仓库】，将软件包上传至软件仓库，具体

步骤请参见 7.3 软件仓库； 

5.4.4  通过模板创建堆栈 

开发人员或运维人员对应用的拓扑、生命周期管理计划进行设计，并输出应用模板（也可称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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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包），系统根据应用模板自动创建堆栈。 

5.4.4.1 创建模板 

前提条件： 

创建模板所需的设计包已准备完成，且满足 12.4 应用编排设计包说明中的规范要求。 

操作步骤：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编排】【模板】； 

 

6.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模板】； 

 

7. 上传设计包，用于创建模板。上传设计包有两种方式，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1）方式一：单击【本地上传】，上传创建模板所需的设计包； 

2）方式二：单击【从软件仓库上传】，选择部署模板所需的设计包。若选择“方式二”，用户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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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前上传设计包到软件仓库，步骤请参见 7.3软件仓库； 

8. 配置模板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模板名称 新建模板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版本 设计包的版本信息。 

发布者 模板发布者。 

描述 模板描述信息。 

9. 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系统提示模板创建成功，且在模板列表中可以查看到已创建的模板； 

后续处理： 

模板创建完成后，您还可以执行下表中的操作： 

操作 说明 

部署模板 

单击 ，使用已创建的模板部署堆栈，详情请参见 5.4.4.2创

建堆栈。 

更新模板 
单击 ，更新模板信息，具体操作请参见 5.4.4.1创建模板。 

查看拓扑图 
单击 ，查看该模板的拓扑图及各组件间的关联关系。 

说明：在查看拓扑图页面，单击左上角的【编辑】，可对拓扑图

进行编辑。此处编辑拓扑图的操作，其本质就是将模板导入设计

器，在设计器中保存一份。 

删除模板 
1、单击 ，系统提示“确定删除该模板？”； 

说明：系统默认在删除模板时直接删除设计包，若不希望删除设计包，请取

消对“删除设计包”的选中。 

2、单击【确定】； 

5.4.4.2 创建堆栈 

1. 在 servicestage页面，单击【编排】【堆栈】；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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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当前模板】中，选择用于创建堆栈所需的模板。此处可以选择系统中已存在的模板来部署堆

栈，也可创建新模板来部署堆栈； 

4. 参照下表配置堆栈相关参数，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堆栈名称 新建堆栈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描述 堆栈描述信息。 

5.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6. 参照下表配置相关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 此处展示的参数是由创建模板时导入设计包中的 yaml文件定义的。不同

的设计包，定义的 yaml文件不同，此处展示的参数也不同。 

说明 

 若此处输入的是虚机软件包，需确保该软件包已上传到软件仓库。 

 若此处输入的是容器镜像包，需确保该镜像包已上传到容器镜像仓库。 

 信息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单击“导出配置文件”导出已配置好的信息。下次创

建类似堆栈时可直接导入使用。导出文件名称为“堆栈名称 config.json”。 

 镜像参数值一般为镜像的仓库地址:版本号，若不输入版本号，默认为 latest。 

例如参数值：“10.175.125.135:20202/cfe-test/guestbook-redis:v2”。 

高级设置 

超时时间 设置任务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时间后任务会自动停止并判定为错误。 

自动操作 若勾选，系统会在堆栈安装失败后自动回退到初始化状态。 

7.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8. 确认信息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系统提示堆栈创建成功，且在堆栈列表中可查看到已创建的

堆栈。当堆栈状态为“运行中”时，表示堆栈已部署完成； 

5.4.5  通过设计器创建堆栈 

5.4.5.1 概述 

图形化编排工具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完成复杂应用的编排及拓扑设计，并且可以保存成应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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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板可以直接创建多个容器或虚机组成的复杂应用，大大简化应用部署难度，提升生产力。设计器

仅支持内置节点类型，其他自定义节点类型暂不支持。 

平台提供符合 TOSCA标准的图形化编排工具。使用图形化设计器前，建议您先了解 TOSCA模板的相

关信息，请参见什么是 TOSCA 模板。 

本章以 guestbook应用为例，展示如何通过设计器创建堆栈。Guestbook应用由 frontend、redis-

master 和 redis-slave三个组件组成，共计有 3个镜像。若采用独立部署的话，需要规划 3主机；若在

1 个节点部署只需规划 1台主机。本例以独立部署为例进行说明。分别需要拖拽 3个应用组件、软件组件

和资源组件。 

5.4.5.2 设计器界面介绍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编排】【设计器】； 

 

6. 设计器界面说明如下表：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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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对

应上图） 

解释 

1 设计器名称，双击可重命名，也可在下拉框中选择其他模板进行操作。 

2 设计器的快捷操作图标。 

 单击 ，最大化显示设计器界面。 

 单击  

− 新建空白模板：新建空白模板来创建堆栈，目前最多仅支持创建 10个。 

− 选择示例模板：使用系统内置的示例模板来创建堆栈。通过示例模板使用户能快速

了解设计器的使用方法，详情请参见 11.15 如何通过设计器示例模板创建堆

栈？。 

 单击 ，保存应用模板。 

 单击 ，下载由设计器编排而来的设计包，用于创建模板。 

 单击 ，校验设计器编排的模板是否符合 TOSCA标准。 

 单击 ，重命名模板名称。 

 单击 ，部署堆栈。 

 单击 ，删除当前的模板。 

 单击 ，复制当前模板，并另存为一个新模板。 

 单击 ，导入设计包或模板，设计包支持“tar.gz、zip、tgz”三种格式，模板支

持“yaml”文本格式。 

3  编排拓扑：显示图形化的界面。 

 输入输出：定义拓扑的输入输出参数。 

 源代码：通过图形化拖拽，自动生成源代码。 

4 各组件的图标，用于拖拽到右侧面板，并设置节点间的关联关系。 

 应用 

− 【应用】【应用组】：应用组，由一个或多个应用组成，可整体进行生命周期操作，

如部署、升级。应用组可以对应到客户产品、业务系统/子系统等发布概念。 

− 【应用】【应用】：运行在资源上的云应用，是对最小可部署对象的一种描述。

MicroService是一种 Application。 

− 【应用】【任务】：是一种一执行完就退出的应用。任务类应用继承了普通应用的属

性，并在其基础上添加了一些属性和限制。 



5 应用上线  

102  

 

编号（对

应上图） 

解释 

− 【应用】【代理】：代理类型应用类似于 K8S里 deamonSet资源应用。该应用继承了

普通应用的属性，并在其基础上添加了一些限制。 

− 【软件组件】【软件】：云应用组件的组成部分，即软件包。也可以作为应用的属

性，是可选节点。 

 资源 

− 【存储】【本地卷】：应用可以绑定对应的卷。 

− 【资源模板】【集群】：具有相同属性的节点组成的资源模板。同一个集群中的节点

具有相同的类型、镜像、CPU、内存、磁盘、认证信息等配置，并共享卷，处于相

同的安全组、子网等。 

 群组 

解决方案：对应于完整的解决方案。 

5 设计器编排拓扑的界面，可拖拽左侧组件到此界面，并设置组件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模

板设计。 

5.4.5.3 部署应用组件 

前提条件： 

1、已创建资源，包括集群、节点； 

2、已将部署 Guestbook应用所需的镜像上传到容器镜像仓库，并已获取镜像的仓库地址。

Guestbook主要包括 3个组件的镜像，上传镜像步骤请参见 7.2 镜像仓库。本例中，镜像名称分别

为：frontend.tar、redis-master.tar、redis-slave.tar； 

操作步骤： 

1. 在 servicestage页面，单击【编排】【设计器】； 

2. 单击 ，选择新建空白模板； 

3. 双击应用模板名称，将模板命名为 guestbook-test，单击【重命名】。 

4. 拖拽三个应用组件到设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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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application-1”上单击右键选择【编辑】，或双击【application-1】。将应用组件名称设置

为“frontend-app”，“类型”选择“container”，其他参数均采用默认： 

 

6. 按照上述方法，设置 application-2、application-3属性。将“application-2”命名为

“redismaster-app”，“application-3”命名为“redisslave-app”，“类型”均设置为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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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 部署软件组件 

软件组件用于定义应用所需要的软件（docker镜像/进程类型软件包）等信息。 

操作步骤： 

1. 拖拽 3个软件组件到设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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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swcomponent-4】上单击右键选择【编辑】： 

1）将软件包组件名称修改为“frontend-software”； 

2）单击【软件包】参数后的 ，设置软件包参数，设置为如下内容，其他参数均采用默认

值： 

  A、设置 frontend对应的镜像仓库信息。单击 image后的参数后的 ，在输入参数名的下拉

框中选择【frontend_image】，单击【确定】； 

 

B、设置 package_type 参数，将软件包类型定义为容器类型 container； 

 

C、设置 frontend-app 的容器监听端口，将 containerPort 参数值设置为 80； 



5 应用上线  

106  

 

 

D、配置 service_spec 参数，将 frontend-app 发布为可被外网访问的服务； 

 

E、单击【确定】； 

3. 设置“swcomponent-5”、“swcomponent-6”属性： 

1）将“swcomponent-5”命名为“redismaster-software”、“swcomponent-6”命名为

“redisslave-software”； 

2）单击【软件包】参数后的 ，设置软件包参数，设置为如下内容，其他参数均采用默认

值； 

A、设置“redismaster-software”和“redisslave-software”对应的镜像仓库信息。单

击 image后的参数后的 ，在输入参数名的下拉框中选择“redismaster_imag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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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slave_image”，单击【确定】； 

B、参照步骤 2.2.b-步骤 2.2.e，分别配置 redismaster-software和 redisslave-

software，配置内容和 frontend-software 相同； 

 

5.4.5.5 部署资源组件 

资源组件（本版本中代表集群）是具有相同属性的节点组成的资源模板。同一个集群中的节点具有

相同的类型、镜像、CPU、内存、磁盘、认证信息等配置，并共享卷，处于相同的安全组、子网等。 

操作步骤： 

1. 拖拽三个资源组件（Cluster）到设计区，用于运行 guestbook的 3个应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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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cluster-26”上单击右键选择【编辑】。本例中，将资源组件名称修改为“frontend-

host”。在【属性】【名称】下拉框中，选择该资源组件所属的集群，其他参数采用默认值； 

3. 按照上述方法，将“cluster-27”命名为“redismaster-host”、“cluster-28”命名为

“redisslave-host”。 资源组件“redismaster-host”和“redisslave-host”可以和

“frontend-host”在同一个集群，也可以在不同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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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6 创建堆栈 

1. 创建组件间的关联关系：在控件的 图标上，按住鼠标左键，拖拽到待关联控件的 图标上，并

释放鼠标。连线关系解释如下： 

1）“frontend-app”连接“frontend-software”，再连接“frontend-host”； 

2）“redisslave-app”连接“redisslave-software”，再连接“redisslave-host”； 

3）“redismaster-app”连接“redismaster-software”，再连接“redismaster-host”； 

4）“frontend-app”连接“redisslave-app”； 

5）“redisslave-app”连接“redismaster-app”； 

 

2. 设置输入输出参数： 

1）单击图形化设计器右上侧的【输入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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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名称 类型 描述 默认值 

frontend_image 字符串 （可选）输入

对参数的描

述。 

镜像的仓库地址:版本号，例如：

10.175.11.161:20202/apptest/guestbook-

frontend:v1 

redismaster_image 字符串 镜像的仓库地址:版本号，例如：

10.175.11.161:20202/apptest/redismaster:v

1 

redisslave_image 字符串 镜像的仓库地址:版本号，例如：

120.109.220.72:20202/aos-

team/redisslave:latest 

3）参数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3. 设置完成后，单击 图标，保存应用模板； 

4. 单击 ，校验 Guestbook 模板是否符合 TOSCA规范。界面中显示“校验成功”，表示模板检验成

功，符合 TOSCA规范； 

5. 您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创建堆栈： 

1）先创建模板，再根据模板创建堆栈； 

A、单击 ，下载设计包； 

B、创建模板后再创建堆栈，具体步骤请参见 5.4.4.2 创建堆栈； 

2）单击 ，直接创建堆栈； 

A、参照下表配置堆栈信息： 

参数 参数说明 

模板信息 

说明：使用设计器创建堆栈时，该部分参数设计器会自动配置，用户可根据需求进行修改。 

*模板名称 模板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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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版本 模板版本信息。 

发布者 模板创建者。 

描述 模板描述信息。 

堆栈信息 

*堆栈名称 堆栈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配置为：guestbook 

描述 堆栈描述信息。 

输入参数 此处展示的输入参数为步骤 2中设置的输入参数。您可以对输入参数的取值进行修改。 

超时时间 设置任务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时间后任务会自动停止并判定为错误。 

自动操作 若勾选，系统会在堆栈安装失败后自动回退到初始化状态。 

B、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 

6. 查看堆栈是否部署完成； 

7. 在堆栈页面，单击已创建堆栈的名称； 

8. 单击【执行日志】，确认创建的状态显示为【成功】； 

5.4.6  查看堆栈详情 

堆栈安装成功后（状态为运行中），可以查看堆栈的组成元素、参数配置、执行日志和拓扑图 

1. 单击【编排】【堆栈】； 

2. 单击待查看的堆栈，进入堆栈详情页面。可查看堆栈详情，请参见下表： 

堆栈详情 步骤说明 

查看堆栈组成

元素 

1、在【堆栈元素】页签下，可查看到该堆栈的组成元素，如应用、资源。 

2、在应用下，可查看到堆栈包含的应用名称以及实例情况； 

查看参数配置 在【参数配置】页签下，可查看该堆栈的输入输出参数； 

查看执行日志 1、在【执行日志】页签下，可查看当前应用的生命周期、状态； 

2、单击【查看】，可查看操作日志； 



5 应用上线  

112  

 

堆栈详情 步骤说明 

查看拓扑图 1、在【拓扑图】页签下，可查看到当前堆栈的拓扑图，可视化呈现应用关

联关系； 

2、单击【编辑】，系统进入设计器页面。在该页面您可以对模板进行编

辑； 

说明 

 设计器仅支持内置节点类型，若使用自定义节点，查看拓扑图会失败。 

 通过设计器创建的堆栈，编辑拓扑图后，需要重新创建堆栈。 

 通过模板创建的堆栈，对其进行编辑拓扑图的操作，其本质就是将模板导入设计

器，在设计器中保存一份。 

5.4.7  升级堆栈 

堆栈安装成功后（状态为运行中），可以对堆栈进行升级。目前支持如下两种方式升级堆栈： 

1、配置参数升级：仅升级参数，不升级软件包或镜像； 

2、软件包镜像升级：升级软件包或镜像； 

5.4.7.1 通过配置参数升级 

1. 单击【编排】【堆栈】； 

2. 在待升级的堆栈上，单击  >【升级】； 

3. 【升级方式】选择【配置参数升级】； 

4. 参照参数下表配置升级参数。采用配置参数升级堆栈时，不支持设置堆栈升级失败后自动进行回

退的操作： 

参数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 此处展示的参数是由创建模板时导入设计包中的 yaml文件定义的。不同

的设计包，定义的 yaml文件不同，此处展示的参数也不同。 

说明 

 若此处输入的是虚机软件包，需确保该软件包已上传到软件仓库。 

 若此处输入的是容器镜像包，需确保该镜像包已上传到容器镜像仓库。 

 信息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单击“导出配置文件”导出已配置好的信息。下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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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建类似堆栈时可直接导入使用。导出文件名称为“堆栈名称 config.json”。 

 镜像参数值一般为镜像的仓库地址:版本号，若不输入版本号，默认为 latest。 

例如参数值：“10.175.125.135:20202/cfe-test/guestbook-redis:v2”。 

高级设置 

超时时间 设置任务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时间后任务会自动停止并判定为错误。 

自动操作 若勾选，系统会在堆栈安装失败后自动回退到初始化状态。 

5.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6. 确认参数配置无误后，单击【升级】 

5.4.7.2 通过软件包镜像升级 

1. 单击【编排】【堆栈】； 

2. 在待升级的堆栈上，单击  >【升级】； 

3. 【升级方式】选择【软件包镜像升级】； 

4. 选中待升级的应用组后，单击 ； 

5. 选择升级包： 

1）容器应用时此处展示的是“选择镜像包”； 

2）虚机应用时此处展示的是“选择软件包”； 

6. 超时设置：设置升级任务的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时间后任务会自动停止并判定为错误； 

7. 设置自动操作：若勾选，系统会在堆栈安装失败后自动回退到初始化状态； 

8.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9. 核对信息无误后，单击【下一步】； 

10. 单击【完成】； 

5.4.8  伸缩堆栈 

堆栈安装成功后（状态为运行中），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调整堆栈中的应用实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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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当前不支持资源的伸缩。 

1. 单击【编排】【堆栈】； 

2. 在待升级的堆栈上，单击  >【伸缩】； 

3. 选中待伸缩的应用组后，单击 图标； 

4. 勾选需要伸缩的应用组件，调整应用需要调整的实例数； 

5. （可选）超时设置：设置伸缩任务的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时间后任务会自动停止并判定为错误； 

6.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开始对堆栈进行伸缩处理； 

5.4.9  安装堆栈 

针对未安装或安装失败的堆栈，支持在界面中直接安装。 

1. 单击【编排】【堆栈】； 

2. 在待升级的堆栈上，单击  >【安装】； 

3. 参照下表配置安装相关参数，若安装失败再重新安装时，模板和堆栈名称不可修改； 

参数 参数说明 

输入参数 此处展示的参数是由创建模板时导入设计包中的 yaml文件定义的。不同的设计

包，定义的 yaml文件不同，此处展示的参数也不同。 

说明： 

 若此处输入的是虚机软件包，需确保该软件包已上传到软件仓库。 

 若此处输入的是容器镜像包，需确保该镜像包已上传到容器镜像仓库。 

 信息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单击“导出配置文件”导出已配置好的信息。下次创建类似堆栈

时可直接导入使用。导出文件名称为“堆栈名称 config.json”。对于安装失败的堆栈，在

界面再次执行安装时不提供“导出配置文件”功能。 

 镜像参数值一般为镜像的仓库地址:版本号，若不输入版本号，默认为 latest。 

例如参数值：“10.175.125.135:20202/cfe-test/guestbook-redis:v2”。 

高级设置 

超时时间 设置任务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时间后任务会自动停止并判定为错误。 

4. 单击【下一步】； 



5 应用上线  

115  

 

5. 确认参数配置无误后，单击【完成】； 

6. 堆栈开始安装，等待堆栈安装完成，待堆栈状态为“运行中”时表示安装成功； 

5.4.10  回退堆栈 

针对已升级过的堆栈，支持回退到前一个版本。回退堆栈有如下两种方式： 

1、软件镜像包回退：只回退软件包或镜像包； 

2、整体回退：回退所有内容，如软件包、镜像包、参数等； 

5.4.10.1 软件包镜像回退 

1. 单击【编排】【堆栈】； 

2. 在待升级的堆栈上，单击  >【回退】； 

3. 将【回退方式】设置为【软件镜像包回退】； 

4. 超时设置：设置回退任务的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时间后任务会自动停止并判定为错误； 

5. 单击【确认回退】； 

5.4.10.2 整体回退 

1. 单击【编排】【堆栈】； 

2. 在待升级的堆栈上，单击  >【回退】； 

3. 将【回退方式】设置为【整体回退】； 

4. 超时设置：设置回退任务的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时间后任务会自动停止并判定为错误； 

5. 单击【确认回退】； 

5.4.11  卸载堆栈 

每个堆栈中会包含一个或多个应用组，每个应用组中又包含一个或多个应用，每个应用下又包含一

个或多个组件或实例，此处的卸载就是卸载应用下的组件或实例。当前只支持整体卸载堆栈。 

1. 单击【编排】【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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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待升级的堆栈上，单击  >【卸载】； 

3. 勾选需要卸载的应用组（当前只支持整体卸载）； 

4. （可选）配置超时时间：设置任务最大执行时间，超过时间后任务会自动停止并判定为错误；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开始卸载； 

5.4.12  删除堆栈 

若执行删除堆栈，系统将执行卸载和删除，删除后堆栈不能恢复，若只是卸载并保留堆栈，请选择

卸载操作。 

1. 单击【编排】【堆栈】； 

2. 在待升级的堆栈上，单击  >【删除】。系统将执行卸载和删除，删除后堆栈不能恢复。若希

望保留堆栈，请选择卸载操作；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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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用运维 

6.1  应用监控 

6.1.1  概念 

1、什么是应用监控？ 

应用监控（Application Monitor Service，简称 AMS）是一项针对资源和应用的监控服务，通过应用监

控您可以及时了解应用的资源使用情况、趋势和告警，使用这些信息，您可以快速响应，保证应用流畅

运行。 

2、什么是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是指标的容器，不同命名空间中的指标彼此独立，因此来自不同应用程序的指标不会被错误地

聚合到相同的统计信息中。 

3、什么是维度？ 

维度是指标的分类。每个指标都有各自不同的特征，维度即指标特征的类别。 

4、什么是指标？ 

指标是对资源性能的数据描述或状态描述。 

6.1.2  监控应用运行状态 

通过应用卡片列表，对每个应用的类型、CPU占用、内存占用和告警状态进行展示，可以直观发现每

个应用的运行健康状态。打开每个应用卡片，展示了应用实例列表、告警、节点状态和接口调用情况，

可以立体监控应用的运行状态。 

提供应用下钻到应用实例，并对应用实例进行监控。提供应用实例下钻到容器，并对容器进行监

控。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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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运维】【应用监控】； 

6.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 

 

7. 应用卡片参数说明请参见下表; 

参数 说明 

应用名称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应用的名称，即应用卡片左上角内容。 

应用状态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应用的运行状态，即应用卡片右上角内容。 

应用状态包含“运行中”、“异常”、“未知”、“未就绪”、“升级/回滚

中”、“停止”和“删除中”。 

应用类型 应用类型包含“有状态应用”、“无状态应用”和“守护应用”。 

问题实例/全部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应用的问题实例（问题实例指除了状态为“运行中”外的所

有实例）个数和总实例个数。 

CPU占用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应用运行时的 CPU占比,单位为% 

内存占用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应用在运行时所有容器（或所有进程）占用的物理内存之

和。单位是 M、G 

告警 应用指标对应的超限阈值的告警级别。告警级别包含“紧急”、“重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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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要”和“提示”。 

说明：当统计数据的值不为 0时，单击统计数据的值，系统跳转到“告警查询”页面，可以进

一步查看、处理该应用的告警。 

8. 在【应用监控】页面右上角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应用类型后，再通过应用名称搜索要查看的应

用； 

9. 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监控详情】页面； 

说明：在【应用监控详情】页面右上角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不同的统计周期，可以查看该应用在不

同时间段的应用监控详情；单击“指标趋势”右侧的【添加指标图表】，可以自定义指标图表在“指

标趋势”下的展示，方便实时监控关注的指标和查看其趋势； 

1）在【实例】列表中，查看该应用所有实例的概况，实例的参数说明请参见： 

参数 说明 

实例名称 该应用的某一个实例的名称。 

说明： 

 在【应用监控详情】页面中单击实例名称，可以下钻到【实例监控详

情】页面，并对实例进行监控。 

 在【实例监控详情】页面中单击容器名称，可以下钻到【容器监控详

情】页面，并对容器进行监控。 

状态 该应用的某一个实例的运行状态。 

IP 地址 该应用的某一个实例所在节点的 IP地址。 

说明： 

单击某一个实例的 IP地址，系统跳转到【节点监控详情】页面，可以进一步

查看该实例所在节点的运行状态，详细操作请参考 6.1.3 监控节点运行状

态。 

创建时间 该应用的某一个实例的创建时间。 

2）在【指标趋势】下面，查看该应用的指标趋势； 

A、在指标图表的【更多】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添加阈值】，可以对该应用指标创建阈值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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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指标图表的【更多】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指标浏览】，系统跳转到【已选指标】页

面，可以通过设置统计周期、统计方式和时间范围，从不同维度查看该应用指标的指标图

表。 

3）在页面右侧的【告警】区域框下面，查看该应用在不同级别下告警的统计数据； 

4）在页面右侧的【节点】区域框下面，查看该应用所有实例所在节点的状态统计数据； 

5）在页面右侧的【接口调用情况统计】区域框下面，单击“较慢”、“很慢”、“停滞”或

“错误”，系统跳转到【调用链分析】页面，可以进一步查看该应用的调用轨迹，定位故障的

接口； 

10. 单击【告警】页签，可以查看或设置该应用在不同告警级别下的超限阈值； 

6.1.3  监控节点运行状态 

提供节点运行状态监控，包括如下方面： 

 a、所有节点的资源占用情况； 

 b、每个节点的资源占用情况； 

 c、每个节点上的应用实例分布与健康状态； 

 d、每个节点上的应用和资源告警汇聚展示； 

操作步骤： 

1. 单击【运维】【应用监控】；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节点】，在该页面上方查看系统所监控的所有节点的 CPU、磁盘、物理内存

和虚拟内存的资源占用情况。节点卡片参数说明请参见下表： 

参数 说明 

节点名称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节点的名称，即节点卡片左上角内容。 

IP地址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节点所在的 IP地址。 

节点状态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节点的运行状态，即节点卡片右上角内容。 

节点状态包含“异常”、“未知”、“可用”、“不可用”、“创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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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删除中”、“删除失败”和“失败”。 

问题/全部实例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节点下所有应用的问题实例（问题实例指除了状态为“运

行中”外的所有实例）个数和总实例个数。 

CPU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节点的 CPU使用率。单位：%。 

硬盘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节点的磁盘使用率。单位：%。 

物理内存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节点的物理内存使用率。单位：%。 

虚拟内存 系统所监控的某一个节点的虚拟内存使用率。单位：%。 

告警 节点指标对应的超限阈值的告警级别。告警级别包含“紧急”、“重要”、

“次要”和“提示”。 

说明：当统计数据的值不为 0时，单击统计数据的值，系统跳转到“告警查询”页面，可以

进一步查看、处理该节点的告警。 

3. 在【节点监控】右侧的搜索框中输入节点名称，搜索要查询的节点； 

4. 单击节点名称，进入【节点监控详情】页面。在【节点监控详情】页面右上角的下拉列表框中选

择不同的统计周期，可以查看该节点在不同时间段的节点监控详情；单击【指标趋势】右侧的

【添加指标图表】，可以自定义指标图表在【指标趋势】下的展示，方便实时监控关注的指标和查

看其趋势； 

1）在【实例】列表中，查看该节点的所有应用实例的概况。单击需要查看的实例的名称，系统

跳转到【实例监控详情】页面，可进一步查看该实例的运行状态，详细操作请参见 6.1.2 监控

应用运行状态； 

2）在【指标趋势】下面，查看该节点的指标趋势： 

A、在指标图表的【更多】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添加阈值】，可以对该节点指标创建阈值规

则； 

B、在指标图表的【更多】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指标浏览】，系统跳转到【已选指标】页

面，可以通过设置统计周期、统计方式和时间范围，从不同维度查看该节点指标的指标图

表； 

3）在页面右侧的【告警】区域框下面，查看该节点在不同级别下告警的统计数据。当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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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不为 0时，单击统计数据的值，系统跳转到“告警查询”页面，可以进一步查看、处理该

节点的告警； 

4）在页面右侧的【资源占用】区域框下面，查看该节点的 CPU、内存和磁盘占用情况； 

5. 单击【告警】页签，可以查看或设置该节点在不同告警级别下的超限阈值； 

6.1.4  创建阈值规则 

当用户需要对某些指标进行重点监控并在异常情况下及时响应时，可在日常运维中通过对这些重点

指标创建阈值规则。当指标值满足已设定的阈值条件时，系统会主动产生超限阈值，用户可在第一时间

发现异常并进行处理。 

默认最多可以创建 1000个阈值规则。在“所有阈值”、“超限阈值”、“数据不足”和“正常”四

个页面的任意一个页面中，均可用同样的方法创建阈值规则。以在“所有阈值”页面中创建阈值规则为

例，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运维】【应用监控】；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阈值规则】【所有阈值】； 

3. （可选）在【所有阈值】页面中，确认是否选中【创建阈值规则并发送超限阈值】后的复选框； 

1）若选中“创建阈值规则并发送超限阈值”后的复选框，当系统的“应用”命名空间中存在

“instanceAvailableRate”指标，“节点”命名空间中存在“diskUsedRate”（仅限于文件系

统中的 diskUsedRate 指标）或“nodeStatus”指标时，系统会自动为

“instanceAvailableRate”、“diskUsedRate”或“nodeStatus”指标创建对应的默认阈值规

则。默认阈值规则支持修改和删除操作。默认阈值规则的缺省设置请参见下表： 

命名

空间 

指标 命名方式 阈值条件 统计周

期 

连续

周期 

统计方

式 

告警

级别 

应用 instanceAva

ilableRate 

命名空间-应用名称-指

标 

例如，CONTAINER-aos-

apiserver-

instanceAvailableRate 

instanceA

vailableR

ate<100% 

1分钟 2 平均值 重要 

节点 diskUsedRat 命名空间-挂载点-节点 diskUsedR 1分钟 2 平均值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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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

空间 

指标 命名方式 阈值条件 统计周

期 

连续

周期 

统计方

式 

告警

级别 

e 名称-指标 

例如，NODE-

/var/log/audit-

Global-Monitor01-

diskUsedRate 

说明：挂载点和节点名称之

间的先后顺序可以调换，请

以实际环境为准。 

ate≥90% 

节点 nodeStatus 命名空间-节点名称-指

标 

例如，NODE-Global-

Monitor01-nodeStatus 

nodeStatu

s≥1 

1分钟 2 平均值 重要 

2）若取消选中“创建阈值规则并发送超限阈值”后的复选框，系统不会实时创建默认阈值规

则，同时不会删除已经创建的阈值规则； 

4. 在【所有阈值】页面中，单击【添加阈值】； 

5. 在【选择指标】页面中，选择一个关注的指标，指标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6.1.9 应用监控指标总

览； 

6. 在【视图预览】区域框下面设置已选指标的统计方式、统计周期和时间范围，也可以通过执行步

骤 8.2设置已选指标的统计方式和统计周期； 

7. 单击【下一步】； 

8. 在【定义阈值】页面中，根据需要设置阈值规则的相关参数： 

1）在【阈值设置】区域框下面，输入【阈值名称】和【阈值描述】并设置已选择指标的【阈值

条件】、【连续周期】和【告警级别】； 

2）（可选）在【阈值预览】区域框下面，设置已选指标的【统计方式】和【统计周期】； 

9. 单击【确定】； 

10. 后续处理： 

1）可以搜索、修改和删除已创建的阈值规则； 

2）可以通过如下操作查看超限阈值，并对该超限阈值进行分析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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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阈值规则】【超限阈值】； 

B、单击超限阈值名称前的 ，查看其详细信息； 

C、在超限阈值名称右侧【操作】列的【更多】中选择【历史记录】，查看其历史记录； 

6.1.5  创建监控视图 

用户通过创建监控视图，将需要对比的指标数据置于同一监控视图中，方便对指标数据和趋势进行

对比。默认最多可以创建 100 个监控视图。监控视图的每个指标图表中最多可以选择 4条指标。操作步

骤如下： 

1. 单击【运维】【应用监控】；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ashboard】； 

3. 在【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创建监控视图】，或单击【操作】下拉列表框右侧的【创建监控视

图】； 

4. 输入监控视图名称后单击【确定】； 

5. 在【选择指标】页面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关注的指标，指标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6.1.9 应用监控指

标总览； 

6. 单击 和 分别设置统计方式和统计周期； 

7. 单击【确定】； 

8. 在页面右侧单击【保存监控视图】，或在【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保存监控视图】； 

9. 后续处理： 

1）在日常监控中，打开已创建的监控视图，可以实时观察指标数据的走向； 

2）可以向已创建的监控视图中添加指标图表，将多个指标图表置于同一监控视图中； 

3）可以删除不需要的监控视图； 

6.1.6  上报自定义指标并进行监控 

用户已上报自定义指标。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上报自定义指标： 

1、方式一：参考应用监控 API参考，上报自定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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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式二：在创建容器应用时，通过自定义监控功能上报自定义指标。自定义监控功能的详细设置请参

见 11.2 如何配置自定义监控？ 

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运维】【应用监控】；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指标监控】； 

3. 在【自定义指标】下拉框中选择【CUSTOMMETRICS】，查看自定义指标是否上报成功； 

4. （可选）使用自定义指标创建阈值规则，详细操作请参见 6.1.4 创建阈值规则； 

5. （可选）使用自定义指标创建监控视图，详细操作请参见 6.1.5 创建监控视图； 

6. （可选）将自定义指标添加到【指标趋势】中，以应用的自定义指标为例，详细操作如下： 

7. 单击【确定】； 

8. 在页面右侧单击【保存监控视图】，或在【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保存监控视图】； 

1）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 

2）在【应用监控】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搜索应用； 

3）单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监控详情】页面； 

4）在【概览】页签中单击【添加指标图表】； 

5）在【添加指标图表】对话框左侧的【自定义指标】下拉列表框中选中该自定义指标； 

6）在【添加指标图表】对话框右侧设置该自定义指标的【统计方式】； 

7）单击【确定】； 

6.1.7  在第三方应用中集成监控应用 

前提条件： 

1、已具备“应用监控”的操作权限； 

2、已登录系统，或第三方应用已与应用监控进行了 SSO（single sign-on）对接； 

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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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运维】【应用监控】； 

2. 点击【指标监控】，选择一个命名空间； 

3. 在命名空间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关注的指标，指标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6.1.9 应用监控指标总览； 

4. 在下方的图表中设置指标的统计方式、统计周期和时间范围： 

1）当设置时间范围时，如果设置了相对时间范围，时间范围和统计周期如下表所示的默认对应

关系，可以根据需要重新设置统计周期； 

时间范围 统计周期 

 最近 3小时 

 最近 12小时 

5分钟 

 最近一天 1小时 

 最近一周 

 最近 15天 

24小时 

2）当设置时间范围时，如果设置了绝对时间范围，需要单击 才能刷新指标图表； 

5. 单击【复制 URL】； 

6. 在第三方应用中调用复制的 URL以获取数据； 

6.1.8  分析指标历史数据并导出监控报告 

前提条件：应用监控中已存在需要进行分析的指标。 

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运维】【应用监控】； 

2. 点击【指标监控】，选择一个命名空间； 

3. 在命名空间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关注的指标，指标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6.1.9 应用监控指标总览； 

4. 在下方的图表中设置指标的统计方式、统计周期和时间范围： 

1）当设置时间范围时，如果设置了相对时间范围，时间范围和统计周期如下表所示的默认对应

关系，可以根据需要重新设置统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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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范围 统计周期 

 最近 3小时 

 最近 12小时 

5分钟 

 最近一天 1小时 

 最近一周 

 最近 15天 

24小时 

2）当设置时间范围时，如果设置了绝对时间范围，需要单击 才能刷新指标图表； 

5. 单击【导出监控报告】； 

6. 查看指标图表，并对指标历史数据进行分析； 

6.1.9  应用监控指标总览 

1. 应用指标： 

指标 解释 

cpucorelimit CPU内核总量 

cpucoreUsed CPU内核占用 

cpuUsage CPU使用率 

diskReadRate 磁盘读取速率 

diskWriteRate 磁盘写入速率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memCapacity 内存总量 

instanceAvailableRate 实例可用率 

sendBytesRate 数据发送速率 

recvBytesRate 数据接收速率 

totalBytesRate 数据总传输速率 

memUsage 物理内存使用率 

totalDiskRate 总磁盘读写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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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器指标： 

指标 解释 

cpucorelimit CPU内核总量 

cpucoreUsed CPU内核占用 

cpuUsage CPU使用率 

diskReadCount 磁盘读取次数 

diskReadRate 磁盘读取速率 

diskWriteCount 磁盘写入次数 

diskWriteRate 磁盘写入速率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memCapacity 内存总量 

sendBytesRate 数据发送速率 

recvBytesRate 数据接收速率 

totalBytesRate 数据总传输速率 

memUsage 物理内存使用率 

totalDiskRate 总磁盘读写速率 

totalDiskRead 总磁盘读取大小 

totalDiskWrite 总磁盘写入大小 

3. 无状态应用指标： 

指标 解释 

cpucorelimit CPU 内核总量 

cpucoreUsed CPU 内核占用 

cpuUsage CPU 使用率 

diskReadRate 磁盘读取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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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解释 

diskWriteRate 磁盘写入速率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memCapacity 内存总量 

instanceAvailableRate 实例可用率 

sendBytesRate 数据发送速率 

recvBytesRate 数据接收速率 

totalBytesRate 数据总传输速率 

memUsage 物理内存使用率 

totalDiskRate 总磁盘读写速率 

4. 无状态容器指标： 

指标 解释 

cpucorelimit CPU内核总量 

cpucoreUsed CPU内核占用 

cpuUsage CPU使用率 

diskReadCount 磁盘读取次数 

diskReadRate 磁盘读取速率 

diskWriteCount 磁盘写入次数 

diskWriteRate 磁盘写入速率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memCapacity 内存总量 

sendBytesRate 数据发送速率 

recvBytesRate 数据接收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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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解释 

totalBytesRate 数据总传输速率 

memUsage 物理内存使用率 

totalDiskRate 总磁盘读写速率 

totalDiskRead 总磁盘读取大小 

totalDiskWrite 总磁盘写入大小 

5. 应用实例指标： 

指标 解释 

cpucorelimit CPU内核总量 

cpucoreUsed CPU内核占用 

cpuUsage CPU使用率 

diskReadRate 磁盘读取速率 

diskWriteRate 磁盘写入速率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memCapacity 内存总量 

status 实例状态 

sendBytesRate 数据发送速率 

recvBytesRate 数据接收速率 

totalBytesRate 数据总传输速率 

memUsage 物理内存使用率 

totalDiskRate 总磁盘读写速率 

6. 磁盘设备指标： 

指标 解释 

diskIOUtil 磁盘 IO操作时间占比 

diskIOWait 磁盘 IO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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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解释 

diskReadRate 磁盘读取速率 

diskReadRspTime 磁盘读响应时间 

diskWriteRate 磁盘写入速率 

diskWriteRspTime 磁盘写响应时间 

7. 文件系统指标： 

指标 解释 

diskCapacity 磁盘空间容量 

diskUsedRate 磁盘使用率 

diskAvailableCapacity 可用磁盘空间 

8. 网卡指标： 

指标 解释 

sendBytesRate 上行 Bps 

sendPackRate 上行 pps 

sendBandWideUsage 上行带宽利用率 

recvBytesRate 下行 Bps 

recvPackRate 下行 pps 

recvBandWideUsage 下行带宽利用率 

totalBytesRate 总 Bps 

totalPackRate 总 pps 

totalBandWideUsage 总带宽利用率 

9. 节点指标： 

指标 解释 

cpucorelimit CPU内核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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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解释 

cpucoreUsed CPU内核占用 

cpuUsage CPU使用率 

diskUsedRate 磁盘使用率 

nodeStatus 节点状态 

processNum 进程数量 

freeMem 可用物理内存 

freeVirMem 可用虚拟内存 

sendBytesRate 数据发送速率 

recvBytesRate 数据接收速率 

totalBytesRate 数据总传输速率 

totalMem 物理内存容量 

memUsedRate 物理内存使用率 

totalVirMem 虚拟内存容量 

virMemUsedRate 虚拟内存使用率 

10. 接口实例： 

指标 解释 

tpn_0 tpn_0 

tpn_1 tpn_1 

tpn_2 tpn_2 

tpn_3 tpn_3 

tpn_4 tpn_4 

successRate 成功率 

avgDelay 平均时延 

successCalls 调用成功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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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解释 

throughput 吞吐量 

totalDelay 总时延 

totalCalls 总调用次数 

11. 服务实例指标： 

指标 解释 

successRate 成功率 

insStatus 健康度状态 

avgDelay 平均时延 

tp50 时延 TP50 

tp999 时延 TP999 

throughput 吞吐量 

12. 接口指标： 

指标 解释 

successRate 成功率 

avgDelay 平均时延 

tp50 时延 TP50 

tp999 时延 TP999 

throughput 吞吐量 

13. 服务指标： 

指标 解释 

successRate 成功率 

avgDelay 平均时延 

instanceAvailableRate 实例可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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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解释 

tp50 时延 TP50 

tp999 时延 TP999 

throughput 吞吐量 

6.2  应用调用分析 

6.2.1  概念 

应用调用分析（Application Tracing Service，简称 ATS）跟踪、记录接口的调用情况，可视化地

还原业务请求在分布式系统中的执行轨迹和状态，用于性能及故障快速定界。 

6.2.2  配置采样率 

调用链会产生海量数据，用户可以通过配置采样率减少数据量。对于重要的应用或接口，还可以单

独设置采样率。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运维】【应用调用分析】； 

6.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调用链配置】【采样率】； 

7. 在【采样率】页面中按照界面提示分别设置全局采样率、应用采样率、接口采样率。因为采样率

设置过高，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占用大量数据库和磁盘空间，所以请进行合理的设置； 

6.2.3  配置老化周期 

应用调用分析老化周期是指调用链历史数据的保存天数，默认为 7天，根据需要可以进行调整。当

磁盘空间不足或不需要长期保存调用链历史数据时，可以配置数据保存天数。 

1. 单击【运维】【应用调用分析】；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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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调用链配置】【老化周期】； 

3. 在【老化周期】页面中根据需要设置数据保存天数。数据保存天数默认为 7天，取值范围为 1～7

天； 

4. 单击【保存】； 

6.2.4  查看业务关键性能指标 

当需要查看某一个业务的运行情况时，可以在“业务统计”页面中查看该业务在某一段时间内的平

均响应时间、最大响应时间、最小响应时间和调用次数等关键性能指标，通过关键性能指标对该业务运

行情况进行评估。 

前提条件：已部署带有调用链埋点功能的应用。推荐使用具有调用链埋点功能的 CSE（Cloud 

Service Engine）开发框架开发应用，详细内容请参见该版本《开发指南》的“调用链跟踪”章节。 

操作步骤： 

1. 单击【运维】【应用调用分析】；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业务统计】； 

3. （可选）在【业务统计】页面中单击【堆栈】或【应用】，并在右侧的下拉列表框中进行选择； 

4. 在【业务统计】页面右上角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统计周期； 

5. 在【调用链分析】页面中对异常业务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和定界； 

6.2.5  性能瓶颈定界 

运维人员从应用监控或告警中发现应用的接口响应较慢，通过应用调用分析对该应用在一段时间内

所有调用链的耗时情况进行分析，锁定可疑的调用链，找出性能瓶颈。 

前提条件：已部署带有调用链埋点功能的应用。推荐使用具有调用链埋点功能的 CSE（Cloud 

Service Engine）开发框架开发应用，详细内容请参见该版本《开发指南》的“调用链跟踪”章节。 

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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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单击【运维】【应用调用分析】；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调用链分析】； 

3. 在【调用链分析】页面中查询相应的调用链。单击 ，可以自定义显示列，设置筛选条件时，可

以同时设置多个标签和属性，单击【清除条件】，可以清除已设置的筛选条件； 

1）单击搜索框设置应用或业务名称等筛选条件； 

2）通过搜索框右侧的下拉列表框设置时间信息； 

3）单击【查询】； 

4. 在【调用 ID】列单击相应的调用 ID，查看业务的调用过程； 

5. 根据“时间线”锁定耗时较长的接口，找出性能瓶颈； 

6. （可选）查看接口调用的辅助信息，进一步定界问题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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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操作】列的 查看相应应用的日志信息； 

2）单击【操作】列的 查看相应调用的扩展信息； 

7. 根据结果对性能瓶颈接口进行优化或对性能瓶颈应用进行升级、扩容； 

6.2.6  故障辅助定界 

运维人员从应用监控或告警中发现应用的接口调用失败，通过应用调用分析对该应用在一段时间内

的所有调用结果进行分析，找出故障的调用链。 

前提条件：已部署带有调用链埋点功能的应用。推荐使用具有调用链埋点功能的 CSE（Cloud 

Service Engine）开发框架开发应用，详细内容请参见该版本《开发指南》的“调用链跟踪”章节。 

操作流程：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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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运维】【应用调用分析】；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调用链分析】； 

3. 在【调用链分析】页面中查询相应的调用链。单击 ，可以自定义显示列，设置筛选条件时，可

以同时设置多个标签和属性，单击【清除条件】，可以清除已设置的筛选条件； 

1）单击搜索框设置应用或业务名称等筛选条件； 

2）通过搜索框右侧的下拉列表框设置时间信息； 

3）单击【查询】； 

4. 在【调用 ID】列单击相应的调用 ID，查看业务的调用过程； 

5. 在【状态】列查看相应的状态、接口返回值和描述信息是否正常，找出故障。将鼠标移至【状

态】列，可以通过弹出的 Tip信息查看相应的接口返回值和描述信息； 

6. （可选）查看接口调用的辅助信息，进一步定界问题产生的原因： 

1）单击【操作】列的 查看相应应用的日志信息； 

2）单击【操作】列的 查看相应调用的扩展信息； 

7. 根据故障信息进行深入分析或联系故障对应技术支持工程师处理故障； 

6.3  应用日志 

6.3.1  概念 

应用日志（Application Log Service，简称 ALS）是一个集中式日志管理平台，主要提供了海量运

行日志的数据采集、检索和分析等功能，可以提升运维效率。 

6.3.2  查询日志 

当需要通过日志来分析和定位问题时，使用日志检索功能可以快速地在海量日志中查询到所需的日

志，还可以结合日志的来源信息和上下文原始数据一起辅助定位问题。 

前提条件：创建容器应用时已配置“卷策略”为“logs”。配置“卷策略”的详细操作请参见 11.6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数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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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运维】【应用日志】； 

6. 在【日志检索】页面中按照界面提示设置日志查询条件。页面右侧的搜索框中最多可以输入 255

个字符，搜索时字母不区分大小写。单击【清除】，可以清除已设置的查询条件； 

7. 查看日志查询结果。符合查询条件的日志会按照时间倒序排序（例如，今天，昨天，前天的顺序

排序），并且关键词会高亮显示； 

1）单击日志列表左侧的 ，可以进一步查看该条日志的节点名称、节点 IP 和文件路径等来源信

息； 

2）单击日志列表右侧的 ，可以进一步查看该条日志的上下文原始数据，该条日志在上下文原

始数据中高亮显示； 

3）在【上下文显示行数】下拉列表框中，可以设置该条日志的上下文原始数据显示行数。例

如，设置“上下文显示行数”为“200”， 若该日志之前已打印的日志条数 ≥100，该日志之

后已打印的日志条数 ≥99，则该日志之前的 100 条和之后的 99条日志会被作为上下文显示；

若该日志之前已打印的日志条数 <100（例如，已打印 90条日志），该日志之后已打印的日志条

数 <99（例如，已打印 80条日志），则该日志之前的 90条和之后的 80条日志会被作为上下文

显示； 

4）单击【导出】，可以将已显示的日志上下文原始数据导出到本地。为了保障租户节点和应用

的正常运行，租户的节点上会运行部分系统提供的应用（如 kube-dns应用）。查询租户日志时

也会查询到这些应用的日志； 

8. （可选）单击【导出本页】，可以将当前页查询结果导出到本地； 

6.3.3  配置日志存储时长 

在磁盘大小已定的情况下，日志不可能无限期存储在磁盘中，当日志实际存储时长超过已设置的存

储时长时，该日志将被自动删除。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日志存储时长进行配置。日志存储时长默认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6 应用运维  

140  

 

为 3天，根据需要可以进行调整。 

日志存储时长以区域为单位进行配置，不同区域间的日志存储时长彼此独立，即对不同区域可以配

置不同的日志存储时长。同一个区域下不同用户配置的日志存储时长，以最后一次配置为准。 

1. 单击【运维】【应用日志】； 

2. 将鼠标移至页面右上角的 ，选择需要配置日志存储时长的区域； 

3.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日志】【日志配置】； 

4. 在【日志配置】页面中根据需要设置日志保存天数。日志保存天数默认为 3天，取值范围为 1～7

天； 

5. 单击【保存】； 

6.4  事件 

6.4.1  查询事件 

通过在“事件查询”页面中设置过滤条件，可查看需要关注的事件。 

操作流程：当修改了当前设置的过滤条件时，系统即按照新的过滤条件进行搜索。 

操作步骤：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运维】【事件】； 

6.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事件查询】，单击 设置过滤条件，单击【过滤】进行查询； 

7. 单击【清空】可以清空过滤条件； 

6.5  告警 

告警服务提供了监控、查询告警等功能，便于更快地发现、定位并恢复网络故障。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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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监控告警 

通过在“告警监控”页面中设置告警监控模板，实时监控当前需要关注和处理的告警。 

操作流程：当修改了当前设置的告警监控模板时，系统即按照新的模板进行监控。 

操作步骤：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运维】【告警】； 

6.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告警监控】，单击 设置过滤条件，单击【另存为】创建告警监控模板； 

说明： 

1）设置过滤条件后，需要将过滤条件存为模板后才能按照过滤条件进行监控； 

2）单击【清空】可以清空过滤条件； 

3）可在右上角的【所有告警】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现有模板进行监控； 

4）选择现有模板后，可对其进行修改，单击【保存】确认修改； 

7. 设置模板名称，单击【确定】。【告警监控】页面中最多显示 50条告警。如果需要查看更多，请在

“告警查询”页面中查看； 

8. 在【告警监控】页面中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操作 方法 说明 

锁定告警 在页面中单击【滚动锁定】，当前

告警列表中的告警处于锁定状态。

此时【滚动锁定】按钮自动更新为

【滚动解锁】按钮。 

当告警处于锁定状态时需要注

意，新上报的告警不会更新到

当前告警列表中，解锁后才会

更新到当前告警列表中。 

解锁告警 在页面中单击【滚动解锁】，系统

会自动上报告警到当前告警列表

中。此时【滚动解锁】按钮自动更

-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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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方法 说明 

新为【滚动锁定】按钮。 

确认告警  在页面中选中一条或多条告

警，单击【确认】。 

 在当前告警列表中单击目标告

警所在【操作】列中的 。 

“确认”表示用户知道当前已

经发生告警。 

反确认告警  在页面中选中一条或多条告

警，单击【反确认】。 

 在当前告警列表中单击目标告

警所在【操作】列中的 。 

通过反确认后，告警由已确认

状态变成未确认状态。 

清除告警  在页面中选中一条或多条未清

除的告警，单击【清除】。 

 在当前告警列表中单击目标告

警所在【操作】列中的 。 

 “清除”表示告警故障已经

解除。已清除的告警底色

将变成绿色。 

 当用户对目标告警执行确认

和清除操作约 3秒钟后，

该告警会自动从告警列表

中删除。 

 被执行确认和清除操作后的

告警将不能进行监控。 

定制告警列表显示

列 
单击 ，在打开的页面中设置告警

列表显示列，单击【确定】。 

此设置即时生效，当前用户再

次登录系统时也生效，但不对

其他用户生效。 

查看告警详情 
单击 可查看告警详情。 

- 

6.5.2  查询告警 

通过在“告警查询”页面中设置过滤条件，查看当前需要关注和处理的告警。 

操作流程：当修改了当前设置的过滤条件时，系统即按照新的过滤条件进行搜索。。 

操作步骤： 

1. 单击【运维】【告警】；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告警查询】，单击 设置过滤条件，单击【过滤】进行查询板；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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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清空】可以清空过滤条件； 

2）设置过滤条件后，单击【另存为】，将过滤条件存为模板，下次可直接在右上角的【所有告

警】下拉列表框中选择该模板进行查询； 

3）【告警查询】页面中最多显示 2500条告警； 

3. 在【告警查询】页面中可以执行如下操作： 

操作 方法 说明 

确认告警  在页面中选中一条或多条告

警，单击【确认】。 

 在告警列表中单击目标告警所

在【操作】列中的 。 

“确认”表示用户知道当前已经发生告

警。 

反确认告警  在页面中选中一条或多条告

警，单击【反确认】。 

 在当前告警列表中单击目标告

警所在【操作】列中的 。 

通过反确认后，告警由已确认状态变成

未确认状态。 

清除告警  在页面中选中一条或多条未清

除的告警，单击【清除】。 

 在当前告警列表中单击目标告

警所在【操作】列中的 。 

 “清除”表示告警故障已经解除。已清

除的告警底色将变成绿色。 

 当用户对目标告警执行确认和清除操作

约 3秒钟后，该告警会自动从告警列

表中删除。 

 被执行确认和清除操作后的告警将不能

进行查询。 

定制告警列

表显示列 
单击 ，在打开的页面中设置告警

列表显示列，单击【确定】。 

此设置即时生效，当前用户再次登录系统

时也生效，但不对其他用户生效。 

查看告警详

情 
单击 可查看告警详情。 

- 

导出告警  导出部分告警：在告警列表选

中一条或多条告警，单击【导

出】下拉列表框，选择【导出

选中】。 

 导出全部告警：单击【导出】

下拉列表框，选择【导出选

中】。 

说明：如果当前按照某些过滤条件

查询告警，则“导出全部”是指导

 最多导出 300条告警。 

 告警文件保存为压缩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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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方法 说明 

出符合该过滤条件的全部告警。 

按照告警列

表表头字段

排序 

单击告警列表表头字段，对告警进

行排序。 

可以按照“名称”、“告警源”、

“产生时间”和“级别”四个字段中

的任一字段进行排序。 

6.6  弹性伸缩 

6.6.1  概念 

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通过设定策略自动调整业务使用的资源。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自行定义弹性

伸缩策略，满足业务需求的同时，减少资源投入。 

6.6.2  创建弹性伸缩组 

针对应用创建弹性伸缩组，通过弹性伸缩组中设置的伸缩策略，自动调整业务资源，以满足业务需

求。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运维】【弹性伸缩】； 

6. 在弹性伸缩组页面中，单击 以创建弹性伸缩组： 

参数 说明 

伸缩组类型 伸缩组所针对的对象类型，一般为应用。 

伸缩组名称 名称。 

集群名称 伸缩组对应的集群。单击下拉选项进行选择。 

应用名称 伸缩组对应的应用。单击下拉选项进行选择。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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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最小实例数 应用的最小实例数。 

最大实例数 应用的最大实例数。 

冷却时间（秒） 两次扩容/缩容之间的间隔时间。 

7. 单击【立即创建】，并确认规格，单击【确认】完成弹性伸缩组的创建； 

8. 填写完成弹性伸缩组的各项参数后，也可以单击【下一步】进行伸缩策略的添加。或者参见 6.6.3 

添加伸缩策略； 

9. 后续操作： 

后续操作 操作步骤 

启用弹性伸缩组 方法一：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弹性伸缩】； 

2、在弹性伸缩组页面中，单击弹性伸缩组列表中操作列的【启用】； 

方法二：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弹性伸缩】； 

2、在弹性伸缩组页面中，单击弹性伸缩组列表中操作列的【伸缩策

略】； 

3、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启用】； 

停用弹性伸缩组 方法一：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弹性伸缩】； 

2、在弹性伸缩组页面中，单击弹性伸缩组列表中操作列的【停用】； 

方法二：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弹性伸缩】； 

2、在弹性伸缩组页面中，单击弹性伸缩组列表中操作列的【伸缩策

略】； 

3、单击页面右上方的【挺用】； 

删除弹性伸缩组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弹性伸缩】； 

2、在弹性伸缩组页面中，单击弹性伸缩组列表中操作列的【删除】； 

3、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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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操作 操作步骤 

修改弹性伸缩组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弹性伸缩】； 

2、在弹性伸缩组页面中，单击弹性伸缩组列表中操作列的【伸缩策

略】； 

3、单击页面右上角的【修改】，以修改伸缩组的相关信息； 

 

6.6.3  添加伸缩策略 

通过在弹性伸缩组中设置伸缩策略，能够对应用实现自动调整业务资源，以满足业务需求。 

1. 单击【运维】【弹性伸缩】； 

2. 在弹性伸缩组页面中，单击弹性伸缩组列表中操作列的【伸缩策略】； 

3. 单击【添加伸缩策略】； 

4. 在添加伸缩策略页面，填写或选择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策略类型 告警触发。 

策略名称 策略名称。 

指标名称 可选择应用指标或自定义指标。 

说明：应用指标为系统内置的应用常用指标，可单击下拉选

项进行选择。包括 CPU 使用率、物理内存使用率等。 

阈值条件 设置伸缩策略触发的条件及动作。 

连续周期 若设置为 3，则表示若指标数据连续三个统计周期达到了设

定的阈值，则触发策略动作。 

统计周期 指标统计周期。 

统计方式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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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策略类型 定时触发。 

策略名称 策略名称。 

触发时间 策略触发时间。 

执行动作 包括“增加”、“减少”、“设置”。 

实例个数 执行动作对应的实例个数。 

 

参数 说明 

策略类型 周期触发。 

策略名称 策略名称。 

开始时间 策略的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策略的结束时间。 

重复周期 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若重复周期为每周，还需要选择星期。 

若重复周期为每月，还需要选择日期。 

触发时间 策略触发时间。 

执行动作 包括“增加”、“减少”、“设置”。 

实例个数 执行动作对应的实例个数。 

5. 单击【确定】完成伸缩策略的添加； 

6. （可选）在伸缩策略列表中，可单击操作列的“删除”、“停用”、“启用”、“修改”对相应

策略进行操作； 

7. 添加伸缩策略也可以在创建弹性伸缩组的同时进行，可参见 6.6.2 创建弹性伸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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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软件中心 

7.1  镜像仓库 

7.1.1  概念 

仓库包括镜像仓库和软件仓库，镜像用于容器类应用，软件包用于虚拟机应用。用户在创建应用

前，需要将应用所需的镜像或软件包上传到仓库中。 

 

 软件仓库不扫描用户上传的镜像和软件，不负责对用户上传的镜像和软件内容进行安全性验证。上

传的镜像和软件内容中请不要包含未加密的口令，密码等隐私信息，以避免隐私泄露。下载公有镜

像和软件时，应确定数据来自于可信的仓库源，以避免下载到恶意软件。 

 如果使用自定义镜像，请确保镜像来源可信，不在容器镜像内安装不必要的软件，在升级时使用安

全补丁升级镜像。使用第三方镜像，造成的后果（例如，环境不可用）用户需自己承担。 

 磁盘满只会导致无法上传镜像或软件包到仓库，会产生异常提示信息，不会影响其他服务；为防止

其它业务（例如日志）把磁盘占满，导致仓库无法上传，建议对仓库的存储独立挂盘。 

在使用之前，您需要了解以下基本概念： 

术语 解释 

仓库 仓库是用于存储、管理应用软件和 docker容器镜像的场所，可以让

使用人员轻松存储、管理、部署应用软件和 docker容器镜像。 

说明： 

 当租户名含大写字母时，软件仓库中的各项信息会将租户名转化

为小写来处理。包括但不限于：仓库地址、软件仓库中各个软件

包的“下载地址”、容器镜像下载地址等。 

 公有仓库的内容，任何用户均可以下载，包括非登录用户。 

镜像仓库 提供 docker 容器镜像管理功能，用户在创建容器应用前，需要将应

用所需的镜像上传到镜像仓库。docker镜像是一个模板，用于创建

docker 容器。docker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机制来创建新的镜像或更新

已有镜像。例如，一个 docker镜像可以包含一个完整的 ubuntu 操作

系统环境，里面仅安装了用户需要的应用程序及其依赖文件。 

软件仓库 提供软件包管理功能，用户在创建虚拟机或物理机应用前，需要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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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解释 

用所需的软件包上传到软件仓库。 

镜像仓库首页中包含如下内容： 

 1、我的镜像：展示了用户创建的所有镜像仓库。 

 2、第三方公开镜像：展示了所有用户上传到平台的公开镜像，您也可以基于公开镜像创建应用。 

 

7.1.2  上传私有镜像（外网） 

“创建容器应用”或“通过编排创建堆栈（若堆栈中有容器应用）”时，均需要先上传容器镜像。上

传成功后，会在镜像仓库显示已上传成功的镜像。本章节以 nginx:1.10镜像为例，介绍如何上传镜像到

ServiceStage镜像仓库。 

说明：在使用 Docker客户端上传镜像的过程中，如果出现网络异常断开或软件仓库被异常重启的情况，

是由于 Docker客户端，其不会继续向软件仓库发送上传镜像的请求，从而导致 Docker客户端卡机无法

退出。在此情况下可以通过重启 docker daemon的方式解决。 

前提条件： 

1、准备一台已安装 docker 客户端的虚拟机，且 docker 版本为 1.11.2。您可以在

https://www.docker.com/下载 docker，安装指导请参见 https://docs.docker.com/； 

2、确保虚拟机能连通外网； 

3、已获取 2.1.2 上传 AK/SK 证书中的 AK/SK； 

4、请确保镜像的正确性，能够成功后台启动； 

操作步骤： 

1. 执行以下操作，允许 docker 访问我的镜像仓库： 

1）以 root用户登录 docker所在的虚拟机； 

2）配置 docker参数： 

https://www.docker.com/
https://docs.docker.com/
http://www.ctyun.cn/


7 软件中心  

150  

 

A、Ubuntu系统下，执行 vi /etc/default/docker； 

在 DOCKER_OPTS中，增加如下租字体所示： 

DOCKER_OPTS="--insecure-registry registry.cn-north-1.hwclouds.com" 

B、SuSE操作系统下，执行 vi /etc/sysconfig/docker； 

若配置文件中有 DOCKER_OPTS字段，则在在 DOCKER_OPTS中，增加如下租字体所示： 

DOCKER_OPTS="--insecure-registry registry.cn-north-1.hwclouds.com" 

若配置文件中没有 DOCKER_OPTS字段，在 INSECURE_REGISTRY中，增加如下粗体所示： 

INSECURE_REGISTRY="--insecure-registry registry.cn-north-1.hwclouds.com" 

3）保存文件并退出； 

4）重启 docker； 

service docker restart 

2. 创建镜像仓库： 

1）登录 ServiceStage，单击菜单栏的【仓库】【镜像仓库】； 

2）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镜像仓库】； 

3）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仓库名称 容器镜像仓库名称，命名必须唯一。本例配置为：nginx。 

说明：上传镜像时创建的镜像仓库名称应与上述第三点中打包镜像的镜像

仓库名称保持一致。 

例如，上述第三点中打包的镜像为 nginx.tar， 则创建镜像仓库时镜像仓

库的名称应为 nginx。 

*类型 容器镜像仓库类型，默认为公有。 

 公有：任何租户、用户和非登录用户均可以下载。 

 私有：仅用户本人可用。 

*仓库分类 根据镜像类型选择对应仓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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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描述 容器镜像仓库的描述信息。 

4）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镜像仓库】； 

5）单击【镜像仓库详情】，进入仓库详情页面； 

3. 获取仓库访问权限文件： 

1）在【Pull/Push指南】页面，单击【生成 docker login 指令】； 

2）可查看到生成的 docker login指令； 

3）单击 ，复制 docker login指令； 

4. 授权 Docker客户端访问仓库的权限： 

1）以 root用户登录 Docker所在的虚拟机； 

2）将步骤 3.3中拷贝到虚拟机中，执行 docker login 命令。例如执行如下命令： 

docker login -u cn-north-1@5HPBFFCGOAIQMEES0EVA -p 

a501765e5e2edd27b86668268e82d63fdb99298c8935f34e745e6a7cfc56c926 registry.cn-north-

1.hwclouds.com:443 

回显如下表示登录成功： 

Login Succeeded 

5. 给 nginx:1.10镜像打标签： 

1）查看镜像 ID： 

   docker images 

2）为镜像打标签 

sudo docker tag [IMAGE ID] [本镜像仓库地址]/[租户名]/[仓库名]:[版本号] 

样例如下： 

sudo docker tag 5766334bdaa0 registry.cn-north-1.hwclouds.com/aos-team/nginx:1.10 

其中，registry.cn-north-1.hwclouds.com:443 为镜像仓库外网地址，aos-team为租户名，

nginx为仓库名，1.10 为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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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ush镜像至镜像仓库： 

sudo docker push [tag] 

样例如下： 

sudo docker push registry.cn-north-1.hwclouds.com:443/aos-team/nginx:1.10 

终端显示如下信息，表明 push镜像成功： 

to a repository [registry.cn-north-1.hwclouds.com:443/aos-team/nginx]  

6d6b9812c8ae: Pushed   

695da0025de6: Pushed   

fe4c16cbf7a4: Pushed   

1.10: digest: 

sha256:eb7e3bbd8e3040efa71d9c2cacfa12a8e39c6b2ccd15eac12bdc49e0b66cee63 size: 948 

返回系统，在容器镜像仓库的“镜像详情”页面，执行刷新操作后可查看到对应的镜像信息。 

7.1.3  上传私有镜像（内网） 

“创建容器应用”或“通过编排创建堆栈（若堆栈中有容器应用）”时，均需要先上传容器镜像。上

传成功后，会在镜像仓库显示已上传成功的镜像。本章节以 nginx:1.10镜像为例，介绍如何上传本地镜

像到 ServiceStage镜像仓库。 

说明：在使用 Docker客户端上传镜像的过程中，如果出现网络异常断开或软件仓库被异常重启的情况，

是由于 Docker客户端，其不会继续向软件仓库发送上传镜像的请求，从而导致 Docker客户端卡机无法

退出。在此情况下可以通过重启 docker daemon的方式解决。 

前提条件： 

1、准备一台已安装 Docker 客户端的虚拟机，且 Docker 版本为 1.11.2； 

2、该虚拟机需要能联通 ServiceStage的内部网络； 

3、已获取 2.1.2 上传 AK/SK 证书中的 AK/SK； 

4、请确保镜像的正确性，能够成功后台启动； 

操作步骤： 

1. 创建镜像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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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 ServiceStage，单击菜单栏的【仓库】【镜像仓库】； 

2）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镜像仓库】； 

3）设置如下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仓库名称 容器镜像仓库名称，命名必须唯一。本例配置为：nginx。 

说明：上传镜像时创建的镜像仓库名称应与上述第三点中打包镜像的镜像

仓库名称保持一致。 

例如，上述第三点中打包的镜像为 nginx.tar， 则创建镜像仓库时镜像仓

库的名称应为 nginx。 

*类型 容器镜像仓库类型，默认为公有。 

 公有：任何租户、用户和非登录用户均可以下载。 

 私有：仅用户本人可用。 

*仓库分类 根据镜像类型选择对应仓库分类。 

描述 容器镜像仓库的描述信息。 

4）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镜像仓库】； 

5）单击【镜像仓库详情】，进入仓库详情页面； 

6）在【Pull/Push指南】页面，可查看本镜像仓库的地址，云主机可使用内网地址； 

2. 获取仓库访问权限文件： 

1）在【Pull/Push指南】页面，单击【生成 docker login 指令】； 

2）可查看到生成的 docker login指令； 

3）单击 ，复制 docker login指令； 

3. 授权 Docker客户端访问仓库的权限： 

1）以 root用户登录 Docker所在的虚拟机； 

2）将步骤 2.3中拷贝到虚拟机中，执行 docker login 命令。例如执行如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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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login -u cn-north-1@5HPBFFCGOAIQMEES0EVA -p 

a501765e5e2edd27b86668268e82d63fdb99298c8935f34e745e6a7cfc56c926 10.175.11.161:20202 

其中 10.175.11.161:20202 为镜像仓库内网地址源 

4. 给 nginx:1.10镜像打标签： 

1）查看镜像 ID： 

   docker images 

2）为镜像打标签 

sudo docker tag [IMAGE ID] [本镜像仓库地址]/[租户名]/[仓库名]:[版本号] 

样例如下： 

sudo docker tag nginx:1.10 10.175.11.161:20202/aos-team/nginx:1.10 

其中，10.175.11.161:20202 为镜像仓库内网地址，aos-team 为租户名，nginx 为仓库名，1.10

为版本号。 

5. Push镜像至镜像仓库： 

sudo docker push [tag] 

样例如下： 

sudo docker push 10.175.11.161:20202/aos-team/nginx:1.10 

终端显示如下信息，表明 push镜像成功： 

docker push 10.175.11.161:20202/aos-team/nginx:1.10The push refers to a repository 

[10.175.11.161:20202/aos-team/nginx]  

6d6b9812c8ae: Pushed   

695da0025de6: Pushed   

fe4c16cbf7a4: Pushed   

1.10: digest: 

sha256:eb7e3bbd8e3040efa71d9c2cacfa12a8e39c6b2ccd15eac12bdc49e0b66cee63 size: 948 

返回系统，在容器镜像仓库的“镜像详情”页面，执行刷新操作后可查看到对应的镜像信息。 

7.1.4  获取镜像仓库地址 

1. 在 servicestage页面，点击【仓库】【镜像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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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待查看镜像的“仓库名称”； 

3. 在版本页签下，在待获取镜像地址的版本后面单击 ，复制镜像仓库地址； 

1）内网镜像 Pull地址：同个 vpc内能访问的镜像地址； 

2）外网镜像 Pull地址：互联网能访问的镜像地址； 

7.1.5  更新镜像仓库 

1. 在 servicestage页面，点击【仓库】【镜像仓库】： 

2. 单击待查看镜像的“仓库名称”； 

3. 在【镜像详情】页面您还可以执行中操作： 

操作 操作说明 

编辑镜像仓库 1、单击页面右上角的【编辑】； 

2、修改镜像仓库的 “类型”、“仓库分类”、“描述”。 

3、单击【确定】； 

删除镜像仓库 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删除】，删除已创建的镜像仓库； 

删除镜像 单击待删除镜像后的【删除】，删除单个镜像。您还可以选择

多个镜像，单击“批量删除”一次性删除多个镜像； 

7.2  软件仓库 

软件仓库包括： 

1、我的软件：本租户创建的软件仓库，包含公有和私有软件仓库； 

2、公共软件：所有本租户和其他租户的公有软件仓库； 

7.2.1  概念 

软件仓库提供软件包管理功能，用户在创建或物理机应用前，需要将应用所需的软件包上传到软件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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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创建软件仓库 

1. 在 servicestage页面，点击【仓库】【软件中心】；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软件仓库】； 

3. 配置软件仓库相关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仓库名称 软件仓库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类型 软件仓库所属类型，默认为公有。 

 公有：任何租户、用户和非登录用户均可以下载。 

 私有：仅当前租户或租户下的用户可用。 

描述 软件仓库的描述信息。 

版本 软件仓库支持添加多个版本。 

1、单击【添加版本】； 

2、输入【版本号】和【版本描述】； 

4. 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 

5. 单击【软件仓库详情】，可查看到新建的软件仓库 

7.2.3  上传软件包 

上传的软件包必须满足如下要求，否则上传软件包会失败： 

1、软件包的命名必须符合如下要求：字符串，长度 1~255，由大小写字母、数字、点、下划线和中

划线“-”组成，且必须以大小写字母或数字开头。 

2、对压缩后的总文件大小和压缩包内文件数量不做限制，解压后单个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3G； 

3、5.3.4 创建虚机应用章节中使用的软件包，需要满足如下格式：软件包必须为压缩包，且后缀名

称为 tgz，tar.gz或 zip；软件包中必须存在可执行的脚本或命令行工具，在定义应用的生命周期时

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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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已获取 2.1.2 上传 AK/SK证书中的 AK/SK。 

操作步骤： 

1. 登录 ServiceStage，单击菜单栏的【仓库】【软件仓库】； 

2. 在【我的软件】页签下，单击待上传的软件仓库，进入软件仓库详情页面； 

3. （可选）若创建软件仓库时未添加版本，或需要增加其他版本，需要先添加版本再上传文件； 

1）单击右上方【添加版本】； 

2）输入“版本号”以及“描述”，单击【创建】： 

4. 在对应的版本后，单击【上传文件】。上传软件包有如下两种方式； 

说明：软件包支持格式：图片格式（png、jpg、jpeg、gif、bmp）、压缩包格式（gz、tgz、

zip、rar、tar、rpm）、文件格式（rtf、doc、docx、txt、md、sh、ps1）、网页格式（htm、

html、mht）以及“不带扩展名的二进制文件”。 

1）方式一： 

A、单击【添加文件】； 

B、选中本地待上传的软件包后，单击【打开】； 

C、设置软件包的参数，参数均为可选项； 

参数 参数说明 

覆盖现有文件 若选择“是”，将会覆盖该版本下的原有的相同名称

且相同路径的软件包。 

解压文件 若选择“是”，将会将压缩包进行解压。 

说明：解压文件会同时保存压缩包和解压文件在同一

路径下。 

文件路径 输入该软件包需要存放的路径，该路径为软件仓库的

虚拟路径，默认为根目录。设置文件路径便于用户查

看对应的软件包，便于管理。 

D、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镜像仓库】。目前仅支持一次性上传 10个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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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软件包选择完成后，单击【开始上传】； 

F、输入 AccessKey和 SecretKey，单击【确定】。进度显示为“上传完成”，表明软件包上传成

功； 

2）方式二： 

A、拖拽待上传的软件包到页面的 处； 

B、设置软件包的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覆盖现有文件 若选择“是”，将会覆盖该版本下的原有的相同名称

且相同路径的软件包。 

解压文件 若选择“是”，将会将压缩包进行解压。 

说明：解压文件会同时保存压缩包和解压文件在同一

路径下。 

文件路径 输入该软件包需要存放的路径，该路径为软件仓库的

虚拟路径，默认为根目录。设置文件路径便于用户查

看对应的软件包，便于管理。 

C、重复上述操作上传其他软件包； 

D、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镜像仓库】。目前仅支持一次性上传 10个软件包； 

E、软件包选择完成后，单击【开始上传】； 

F、输入 AccessKey和 SecretKey，单击【确定】。进度显示为“上传完成”，表明软件包上传成

功； 

7.2.4  软件仓库管理 

软件仓库创建完成后，在“软件仓库详情”页面您还可以执行下表中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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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编辑软件仓库 单击【编辑】，可修改软件仓库的类型（公开或私有）和

描述。 

添加版本 1、单击【添加版本】，可为软件仓库添加新的版本。 

2、输入“版本号”和“描述”。 

3、单击【创建】。 

删除软件仓库 单击【删除】，删除已创建的软件仓库。 

说明：删除软件仓库前请先删除所有的版本。 

删除软件包 单击待删除软件包后的【删除】，删除某个软件包。您还

可以选择多个软件包单击【批量删除】，一次性删除多个

软件包。 

 

1、软件包的命名必须符合如下要求：字符串，长度 1~255，由大小写字母、数字、点、下划线和中

划线“-”组成，且必须以大小写字母或数字开头。 

2、对压缩后的总文件大小和压缩包内文件数量不做限制，解压后单个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3G； 

3、5.3.4 创建虚机应用章节中使用的软件包，需要满足如下格式：软件包必须为压缩包，且后缀名

称为 tgz，tar.gz或 zip；软件包中必须存在可执行的脚本或命令行工具，在定义应用的生命周期时

需要使用； 

前提条件： 

已获取 2.1.2 上传 AK/SK证书中的 AK/SK。 

操作步骤： 

1. 登录 ServiceStage，单击菜单栏的【仓库】【软件仓库】； 

2. 在【我的软件】页签下，单击待上传的软件仓库，进入软件仓库详情页面； 

3. （可选）若创建软件仓库时未添加版本，或需要增加其他版本，需要先添加版本再上传文件； 

1）单击右上方【添加版本】； 

2）输入“版本号”以及“描述”，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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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对应的版本后，单击【上传文件】。上传软件包有如下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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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管理 

8.1  证书和秘钥管理 

证书和秘钥管理服务提供了证书申请、删除和秘钥查看功能。 

8.1.1  秘钥列表 

秘钥主要用来加解密客户的敏感数据。您可以通过以下操作查看秘钥。 

1. 单击菜单栏的【设置】【证书和秘钥管理】； 

2. 在秘钥列表中即可查看； 

8.1.2  证书列表 

为保障用户更高安全级别，建议提前申请证书，用于应用挂载 Sercret信息 

1. 单击【申请证书】； 

2. 输入申请证书相关参数，其中带“*”的为必填； 

参数 参数说明 

CA名称（根证书名

称） 

保持默认，不可修改。 

域名 输入域名，例如 www.name.com。 

IP地址 应用所在节点的浮动 IP。 

*证书 Secret名称 为证书 Secret取个名字，建议能展示该证书的使用用途。 

角色 高阶参数，普遍情况下仅校验域名和 IP地址。为实现更安全

操作，可设置为某个角色使用，例如角色为 te_opr。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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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租户资源管控 

8.2.1  创建资源空间 

使用 ServiceStage前，用户需要创建资源空间。创建完成后，系统将会自动为用户分配一定的资源

配额。若系统分配资源不足，用户还可以申请更多资源配额。具体步骤请参见 2.1.5 创建资源空间。 

8.2.2  申请资源配额 

当申请的资源配额不足时，可通过申请资源配额操作，申请更多配额。具体步骤请参见 8.3 （可

选）申请资源配额。 

8.3  （可选）申请资源配额 

当 2.1.6 创建资源空间申请的资源配额不足时，可通过申请资源配额操作，申请更多配额。 

1. 在主菜单栏中选择【设置】【租户资源管控】； 

2. 在全局配置下，单击【申请资源配额】； 

9  实战教程 

9.1  概述 

本章节通过实战教程，教您使用 ServiceStage的相关功能。 

1、以“搭建 WordPress网站”为例，介绍如何使用“创建容器应用”功能。“创建容器应用”通常

适用于比较简单的应用，此类应用组件较少，且关系简单； 

2、以“通过编排创建 GuestBook 应用”为例，介绍如何使用“编排”功能创建堆栈。使用“编排”

功能创建应用，通常适用于较为复杂的应用，组件较多，且关系复杂。 

3、以开发部署 helloworld 微服务为例，介绍如何通过 ServiceStage微服务框架开发部署已拆分好

的微服务，并对微服务进行运维治理操作。ServiceStage提供贯穿开发、部署、运行时保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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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端到端微服务解决方案，帮助用户以最低成本、最安全的方式进行微服务的开发和治理。 

9.2  搭建 WordPress 网站 

9.2.1  概念 

本章以 WordPress个人博客网站为例，介绍如何通过 ServiceStage的“创建容器应用”搭建

WordPress网站。创建容器应用适用于比较简单的应用，这类应用组件较少，且关系简单。 

例如 WordPress由“MySQL 数据库、WordPress应用层”两个组件组成，这两个组件运行在两个

docker 容器中： 

1、MySQL数据库：使用平台内置的 MySQL镜像创建一个数据库服务，用来存放 WordPress服务的数

据。 

2、WordPress服务：使用平台内置的 WordPress镜像创建一个 WordPress服务，用来组织内容。 

基本流程： 

 

9.2.2  创建 MySQL 数据库 

首先，用户需要基于平台内置的 MySQL镜像来创建一个 MySQL数据库容器应用，用来存放 WordPress

服务的数据。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9 实战教程  

164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6. 在右侧页面中，选择应用需要部署到的集群； 

7.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应用】； 

8. 单击容器应用下的【创建】； 

9. 选择【无状态应用】； 

10. 配置应用基本信息，其它参数采用默认值： 

参数 参数说明 

所在集群 选择该应用所部署的集群。 

应用名称 新建容器应用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配置为：mysql 

11.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2. 配置以下应用相关参数，其它参数采用默认值; 

1）在【容器】下，单击【选择镜像】，选择【mysql】； 

2）设置内存分配：0.5G，限制：1GB； 

3）设置 CPU分配：0.5核，限制：2核； 

4）通过环境变量配置数据库信息： 

A、单击【添加】； 

B、输入环境变量名称和变量值。每次添加完成，均需要单击【确认】； 

变量名称 解释 变量值 

MYSQL_USER 数据库用户名 mysql 

MYSQL_PASSWORD 数据库密码 mysql 

MYSQL_DATABASE 指定镜像启动时创建的数据库名称 word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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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解释 变量值 

MYSQL_ALLOW_EMPT

Y_PASSWORD 

 yes：允许 root用户以空白密码启动容器。 

 no：不允许 root用户以空白密码启动容器。 

说明：不建议设置为 yes ，因为这将使您的 MySQL实例完

全无保护，从而允许任何人获得完整的超级用户访问权

限。 

no 

5）单击【保存】； 

13.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4. 配置服务发布参数，将 MySQL 设置为可被 WordPress 访问的服务： 

1）发布为服务：选择“是”； 

2）设置服务参数： 

A、服务名称：用户可自行定义，如 mysql； 

B、服务类型：配置为 NodePort。NodePort主要适用于内网调试，若需要外网正式访问，建议

选择 LoadBalancer，服务发布的具体说明请参见 11.16 如何配置服务发布参数？ 

C、应用端口：3306（本例中 MySQL镜像的容器监听端口为 3306）； 

D、服务端口：保持为空，系统会自动分配端口。默认范围为“30000-32767”； 

E、协议：TCP； 

3）单击【确认】； 

15.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6. 确保信息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 

17. 单击【应用详情】，进入应用详情页面。待应用状态为“运行中”，表示应用创建成功（应用状态

不会实时更新，请按 F5刷新）； 

9.2.3  创建 WordPress 服务 

WordPress服务创建完成后，用户即可通过浏览器访问 WordPress博客网站，网站数据将存放在

MySQL数据库中。 



9 实战教程  

166  

 

前提条件： 

1、MySQL数据库已创建成功； 

2、“WordPress 服务镜像”已上传至镜像仓库（本例中镜像已上传）； 

操作步骤： 

1. 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 在右侧页面中，选择应用需要部署到的集群。需要和 MySQL数据库部署在一个集群中； 

3.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应用】； 

4. 单击容器应用下的【创建】； 

5. 选择【无状态应用】； 

6. 配置应用基本信息，其它参数采用默认值： 

参数 参数说明 

所在集群 选择该应用所部署的集群。 

应用名称 新建容器应用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配置为：wordpress 

7.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8. 配置以下应用相关参数，其它参数采用默认值; 

1）在【容器】下，单击【选择镜像】，选择【wordpress】； 

2）设置内存分配：0.5G，限制：1GB； 

3）设置 CPU分配：1核，限制：2核； 

4）通过环境变量配置数据库信息： 

A、单击【添加】； 

B、输入环境变量名称和变量值。每次添加完成，均需要单击【确认】； 

变量名称 解释 变量值 

WORDPRESS_DB

_HOST 
9.2.2 创建 MySQL数据库中创建的 mysql应用名称

及容器端口 

mysql:33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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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解释 变量值 

WORDPRESS_DB

_USER 
MySQL容器环境变量中用户名的值 mysql 

WORDPRESS_DB

_PASSWORD 
MySQL容器环境变量中密码的值 mysql 

5）单击【保存】； 

9.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0. 配置服务发布参数，将 wordpress 设为外网可访问的服务： 

1）发布为服务：选择“是”； 

2）设置服务参数： 

A、服务名称：用户可自行定义，如 wordpress； 

B、服务类型：配置为 NodePort。NodePort主要适用于内网调试，若需要外网正式访问，建议

选择 LoadBalancer，服务发布的具体说明请参见 11.16 如何配置服务发布参数？ 

C、应用端口：80（本例中 WordPress镜像的容器监听端口为 80）； 

D、服务端口：保持为空，系统会自动分配端口。默认范围为“30000-32767”； 

E、协议：TCP； 

3）单击【确认】； 

11.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12. 确保信息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 

13. 单击【应用详情】，进入应用详情页面。待应用状态为“运行中”，表示应用创建成功（应用状态

不会实时更新，请按 F5刷新）； 

14. 在应用详情页面中，访问地址后的【IP:端口】是应用被访问的入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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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开发部署 Hello World 微服务 

9.3.1  概念 

当传统应用微服务化后，通常会带来一定的管理复杂性，比如微服务之间的调用发现、访问效率、

运维容错等。ServiceStage提供贯穿开发、部署、运行时保障、治理的端到端的微服务解决方案，帮助

用户以最低成本，最安全的方式进行微服务的开发和管理。 

本节以 hello world为例，介绍微服务项目创建、开发、部署、治理的全流程操作指南。本例中，

hello world 已拆分为两个微服务：“服务端”和“消费端”。 

1、服务端（provider）：提供了 say hello的接口； 

2、消费端（consumer）：需要调用“服务端”提供的 say hello的接口； 

9.3.2  创建微服务 

本节介绍创建微服务工程，协助用户自动生成一个基于微服务框架的开发环境。 

1. 登录天翼云 http://www.ctyun.cn ； 

2. 选择控制中心，切换到杭州节点；  

3. 单击 ，选择【企业中间件】【微服务云应用平台】； 

4. 单击【申请使用】； 

5. 单击【微服务】【微服务开发】，进入创建本地工程页面； 

6. 在创建本地工程页面进行以下操作： 

1）选择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版本； 

2）填写微服务基本信息，配置项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参数说明 

Group 对应源码 maven工程的 Group ID。 

Artifact 对应源码 maven工程的 Artifact ID。 

http://www.ctyun.cn/
http://www.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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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Java包名称 对应源码工程中的 package名称。 

版本号 微服务版本号。 

Rest Path 对应发布接口的 URL，用户可自定义填写，如“/sayhello”。 

名称 为微服务取个名字，如创建 Hello World的服务消费端，名称为

“consumer”。 

开发风格 系统提供了透明 RPC、spring-mvc、jax-rs三种开发模式供选

择，缺省配置透明 RPC。 

3）单击【创建并下载】，完成微服务工程的创建。微服务工程创建以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基于微服

务框架的开发工程包并保存到本地； 

7. 按照上述步骤，创建 HelloWorld 的服务端，名称为“provider”； 

9.3.3  开发微服务 

本章介绍如何迅速开发消费端代码以及服务端代码。provider和 consumer两个微服务工程创建以

后，分别生成基于微服务框架的开发工程包，将源码下载至本地，进行微服务应用开发。 

1. 在本地搭建微服务开发环境，导入 9.3.2 创建微服务中生成的微服务开发工程包； 

2. 进行服务端开发； 

3. 进行消费端开发； 

说明：provider服务端样例发布了/helloworld/sayhello接口，consumer样例作为服务消费者来调

用该接口。 

9.3.4  部署微服务 

将 provider和 consumer两个微服务打包成镜像文件，打包过程参考 Docker官方文档。制作镜像的

时候，不要遗漏微服务依赖的 jar包文件。可以使用 maven 插件，将依赖的 jar包文件放在独立的 lib

目录，也可以参考 spring boot插件，将依赖的 jar包文件制作为一个可执行包。 

1. 上传镜像到仓库，请参考 7.2.3 上传私有镜像（内网）； 

2. 创建微服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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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应用】【应用管理】； 

2）在右侧页面中，先选择集群； 

3）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应用】； 

4）单击容器应用下的【创建】； 

5）选择【无状态应用】； 

6）配置应用基本信息，其它参数采用默认值： 

参数 参数说明 值 

所在集群 应用所在集群。 在下拉框中选择。 

应用名称 新建容器应用的名称，命名必须唯一。 provider、consumer。 

应用组 您可以将某类应用放到同个应用组中，实现应用的批

量管理（如批量启停、删除）。 

如果应用组名称不存在，用户输入应用组名称后，会

自动创建一个新的用户组。 

如果应用组名称已创建，用户在下拉框中选择。 

- 

描述 输入对应描述。 - 

标签 标签以 Key/value 键值对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上（如

应用、节点、服务等）。 

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

管理和选择。 

- 

3. 定义卷信息： 

1）单击【展开高级设置】，系统显示卷定义页面； 

2）单击【卷定义】下的【添加】； 

3）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4）卷类型选择 HostPath； 

说明：HostPath为在容器上挂载宿主机的文件或目录。通常用于容器应用程序生成的日志文件需要

永久保存，或需要访问宿主机上 Docker引擎内部数据结构的容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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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击【添加配置】，输入主机路径，如/var/lib/docker； 

6）单击【确认】保存主机路径； 

7）单击操作列【确认】保存卷定义； 

4. 单击【下一步】进行应用配置： 

1）在【容器】下，单击【选择镜像】，选择已准备好的镜像“provider.tar”； 

2）设置内存分配为 0.5GB，限制为 1GB； 

3）设置 CPU分配为 0.5核，限制为 0.5核； 

4）在【数据卷】页签，单击【添加】，参考下表填写配置信息； 

配置项 值 

卷名称 在下拉框中选择步骤 3中创建的卷。 

容器路径 数据卷挂载到容器上的路径，请不要挂载在系统目录下，如

“/”、“/var/run”等，否则会导致容器异常。 

是否只读 “是”：只能读容器路径中的数据卷。 

“否”：可修改容器路径中的数据卷，容器迁移时新写入的数

据不会随之迁移，会造成数据丢失。“卷类型”为“Secret”

时，数据为只读。 

卷策略及日志策略 当选择卷名称的类型为 HostPath 时，可配置卷策略为 logs。

请参见 11.6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数据卷？的内容。 

操作 点击【确认】，保存配置信息。 

点击【取消】，删除配置信息。 

5）单击【确认】保存配置； 

6）单击【保存】； 

5. 单击【下一步】进行服务发布配置； 

1）发布为服务：选择“是”，将应用设为可被访问的服务； 

2）设置服务参数：请参见 11.16 如何配置服务发布参数？配置服务发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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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确认】； 

6.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7. 确保信息配置无误后，单击【创建】； 

8. 单击【应用详情】，进入应用详情页面。待应用状态为“运行中”，表示应用创建成功（应用状态

不会实时更新，请按 F5刷新）； 

9.3.5  治理微服务 

微服务部署完成后，运维人员可以在服务库中选择需要治理的微服务，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治理策

略。服务治理提供了熔断、容错、限流、降级等高级服务治理能力，最大限度保障服务的可用性。 

前提条件：微服务应用已部署到平台中且为运行状态。 

操作步骤：以下以“降级”为例，介绍如何进行微服务的治理。降级是容错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

降级限制非核心服务的可用性，保证核心服务的正常运行。 

1. 登录 ServiceStage，单击【微服务】【微服务管理】； 

2. 在微服务管理页面，单击【微服务治理】，进入微服务治理页面； 

3. 单击需要治理的微服务，展示监控面板和治理面板; 

4. 在微服务治理面板，对该微服务进行降级治理： 

1）单击【降级】，展开降级详情页； 

2）单击【新增】，进入降级策略配置页面； 

3）在降级策略配置页面选择合理的策略，降级策略配置项如下表所示： 

配置项 说明 

降级对象 选择需要降级的微服务。 

降级方式 手动降级。 

容错降级。 

降级策略 throwexception：降级时直接抛出异常。 

returnnull：降级时返回 null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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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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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见问题 

10.1  什么是节点？ 

每一个节点对应一台虚拟机，容器应用运行在节点上。节点上运行着代理程序（kubelet），用于管

理节点上运行的容器实例。节点规格最小是 CPU为 1core，内存为 2048MB；最大是 CPU为 32core，内存

为 128GB。 

10.2  对于创建节点失败期间回滚的资源，我是否需要付

费？ 

是。无论节点是否创建成功，创建节点期间使用的云主机资源均需收费，该过程会根据公有云主机

的统一收费策略来收取费用。 

10.3  什么是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指容器运行环境中设定的一个变量，您可以在创建容器模板时设定不超过 30个的环境变

量；环境变量可以在应用部署后修改，为应用提供极大的灵活性。 

10.4  堆栈、编排、模板、设计包分别是什么？ 

概念 概念说明 

编排 编排是指对组成堆栈的元素（Element）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处理的过程。

通过定义应用组件、对资源的需求、依赖的服务、元素之间的关系（拓扑）

等，完整地描述应用本身以及所依赖的服务、资源，最后交由 ServiceStage

平台完成部署。 

设计包 运维人员对应用的拓扑、生命周期管理计划进行设计，并输出应用模板（也

可称为应用设计包）。 

设计器 ServiceStage还提供了图形化设计器工具，用户可通过拖拽方式完成复杂应

用的编排及拓扑设计，可以保存成模板，使用模板创建堆栈，简化应用部署

难度，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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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概念说明 

模板 模板是对堆栈的描述，包括基于应用模型的堆栈拓扑定义、堆栈生命周期描

述、运行时资源描述、软件组件描述等。模板通过设计包创建而来，本质与

设计包相同。 

堆栈 由应用、服务、资源等元素组成的一个部署实例，平台将相关编排元素通过

“堆栈”进行集中管理。 

编排、设计包、模板、堆栈、设计器的相互关系可参考下图： 

 

10.5  “有状态容器应用”和“无状态容器应用”有什么

不同？ 

1、有状态容器应用：应用有多个实例，且每个实例承担不一样的功能，且每个实例间有依赖和前后

启动顺序关系。通常用于有数据持久化存储要求的应用。 

2、无状态容器应用：应用实例间互相不依赖，任意一个 Web请求完全与其他请求隔离，当请求端提

出请求时，请求本身包含了相应端为相应这一请求所需的全部信息。无状态容器应用更易实现可靠性以

及可伸缩性。 

10.6  什么是调度策略？ 

根据应用的部署特性，平台把应用拆解成最小的部署实例，应用调度器实时监控应用的实例信息，

当发现有新的 pod产生需要调度的时候就会对集群中所有的剩余资源（计算、存储、网络）进行计算，

最后得出最适合的调度目标节点。 

平台支持多种调度算法，包括：应用和节点之间的亲和性调度、应用间的亲和/反亲和调度。 

10.7  什么是亲和与反亲和？ 

在应用没有容器化之前，原先一个虚机上会装多个组件，进程间会有通信。但在做容器化拆分的时

候，往往直接按进程拆分容器，比如业务进程一个容器，监控日志处理或者本地数据放在另一个容器，

并且有独立的生命周期。这时如果他们分布在网络中两个较远的点，请求经过多次转发，性能会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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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亲和性可以实现就近部署，增强网络能力实现通信上的就近路由，减少网络的损耗。 

2、反亲和性主要是出于高可靠性考虑，尽量分散实例，某个节点故障的时候，对应用的影响只是 N 

分之一或者只是一个实例。 

10.8  什么是 TOSCA 模板？ 

TOSCA（Topology and Orchestration Specification for Cloud Application）是开放标准联盟

OASIS管理的独立技术委员会之一，其发布的云应用拓扑及编排描述规范（简称 TOSCA规范）目标是规范

多厂商云应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ServiceStage应用拓扑模型如下图所示。缓存实例的数据被删除之

后，能否找回？ 

 

元素 说明 

Resource 资源类节点，如 VM、物理机、容器等。 

AppGroup 云应用组，由一个或多个云应用组成，可整体进行生命周期操作，如部

署、升级。也可对应到客户产品、业务系统/子系统等。 

Application 运行在资源上的云应用，是对最小可部署对象的一种描述。其中，

MicroService也是一种 Application。 

SoftwareComponent 软件组件，云应用组件的组成部分，即软件包。也可以作为

Application的属性，是可选节点。 

Service 应用所依赖的服务。服务是对按需取用的功能对象的一种描述。 

DependsOn 节点间的依赖关系，决定了创建顺序，为基础关系。 

HostedOn 只能用于 Application与 Resource之间，表示应用运行在资源上。 

ConsistsOf 表示组合关系。例如，AppGroup由 Application组成。 

ConnectsTo 表示调用或连接关系。例如，Application和 Application 之间，资源

与资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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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说明 

PackageConsistsOf 应用和软件组件之间的组合关系 。 

BindsTo 应用绑定服务。 

LinksTo 网卡（Port）连接到网络 。 

10.9  如何解决堆栈无法删除的问题？ 

问题描述：删除堆栈时，堆栈状态一直显示为“删除中”，最后提示超时。堆栈状态显示“异

常”，操作状态为“卸载失败”，再次删除依然失败。查看堆栈执行日志，出现“time out”相关字

段。 

解决方法： 

1、在堆栈详情页面，单击【堆栈元素】【应用】； 

2、在【应用】中，单击 展开应用组； 

 

3、单击应用名称，系统跳转到应用详情页面； 

4、单击【更多】【删除】，删除应用。若堆栈包含多个应用，需将应用均删除成功，才能确保堆栈成

功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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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选）若步骤 4中删除应用失败，请根据以下步骤删除应用对应的 pod； 

1）选择菜单栏的【应用】【资源管理】【其他】； 

2）选择类型为 Pod，在资源名称中输入待删除的应用名称，单击 搜索； 

 

3）删除应用对应的 pod。由于一个应用通常由一个或多个 Pod组成，应用对应的 Pod名称为：

应用名称-动态生成的字母； 

5、单击【编排】【堆栈】； 

6、在待删除堆栈后，单击【更多】【删除】，删除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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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如何解决上传软件包失败的问题？ 

问题描述：在上传软件包时，在软件包满足系统要求的情况下，界面依然出现如下提示。上传软件

包后，系统提示“无权限访问，请联系管理员”。 

解决方法： 

1、在谷歌浏览器中，单击【更多工具】【清除浏览数据】； 

 

2、在弹出的清除浏览数据窗口中，保持默认勾选，单击【清除浏览数据】； 

10.11  如何收藏导航栏菜单？ 

若经常使用某个功能，可参照本章节收藏该功能的菜单。本章节以收藏【应用】【资源管理】为例进

行说明。系统最多可以显示最近的 29个收藏。 

1、鼠标移动到菜单栏的【应用】【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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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管理后面会出现 ，点击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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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数说明 

11.1  如何配置容器应用卷定义？ 

在 Docker的设计实现中，容器中的数据是临时的，当容器被销毁时，其中的数据也会丢失。如果需

要持久化数据，可以通过使用 Docker数据卷将持久化目录挂载到容器目录中。 

ServiceStage数据卷基于 Docker进行了扩展，支持更加丰富的功能。帮助用户实现容器持久化数

据，和 Pod中容器的文件共享。 

1、单击【展开高级设置】，系统显示卷定义页面； 

2、单击【添加】； 

3、选择对应的卷类型，并添加配置： 

卷类型 卷类型解释 步骤说明 

HostPath 在容器上挂载宿主机上的文件或目

录。通常用于： 

 容器应用程序生成的日志文件

需要永久保存。 

 需要访问宿主机上 Docker引擎

内部数据结构的容器应用。 

1、选择卷类型为“HostPath”。 

2、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单击“添加配置”。 

4、输入主机路径，如/var/lib/docker。 

5、单击“确认”。 

6、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EmptyDir 在容器分配到节点时系统自动创

建，初始内容为空。在同一个 Pod

中所有容器可以读写 EmptyDir中

的相同文件。当 Pod从节点上移除

时，EmpryDir中的数据也会永久

删除。通常用于临时数据的高速存

储。 

1、选择卷类型为“EmptyDir”。 

2、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单击“添加配置”。 

4、选择“存储介质”。 

 默认：存储在硬盘上，适用于数据量大，读

写效率要求低的场景。 

 内存：存储在内存中，适用于数据量少，读

写效率要求高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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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类型 卷类型解释 步骤说明 

5、单击“确认”。 

6、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Secret 用来处理敏感数据，比如密码、

Token和密钥，相比于直接将敏感

数据配置在 Pod的定义或者镜像

中，Secret 提供了更加安全的机

制，防止数据泄露。 

应用绑定服务时，也需选择

Secret 中的“服务访问凭证”进

行绑定。 

说明 

 若应用需绑定服务，需确保应

用的业务逻辑中支持绑定需要

的服务。 

 创建 Secret类型资源时，

ServiceStage会针对 Secret

信息做加密处理，建议不要在

Secret 中输入涉及个人隐私

的信息。 

1、选择卷类型为“Secret”。 

2、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单击“添加配置”。 

 所有凭证：在配置文件下拉框中，选择

已配置好的 Secret文件。您也可以单

击“去创建”新建配置文件，创建配置

文件步骤请参见 3.8 创建 Secret资

源。 

 服务访问凭证：为应用绑定平台中的服

务。当前不支持此功能。 

4、单击“确认”。 

5、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ConfigMap 提供应用代码和配置文件的分离，

ConfigMap用于处理应用配置参

数。用户需要提前创建应用配置，

操作步骤请参见 5.1 创建应用配

置项。 

1、选择卷类型为“ConfigMap”。 

2、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单击“添加配置”。 

4、在应用配置下拉框中选择需添加的配置

文件。 

5、输入配置文件所在的相对路径。 

6、单击“确认”。 

7、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11.2  如何配置自定义监控？ 

当前仅支持监控数据输出到 prometheus（Prometheus 是一个开源的服务监控系统和时间序列数据

库）。配置完成后，可以在“运维 > 应用监控 > 指标监控 > 浏览指标”中查看到监控数据。 

1、选择监控类型为“promet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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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入以下数据： 

1）上报路径：指标上报的 URL路径，如/metrics。 

2）上报端口：指标上报端口，如 9121。 

3）监控维度：需要监控的指标名称列表，如：

["redis_used_cpu_sys","redis_used_cpu_user","redis_memory_used_bytes","redis_memory_use

d_peak_bytes","redis_key_size","redis_connected_clients"]。 

11.3  如何设置升级策略？ 

ServiceStage提供了三种升级方式： 

1、替换升级：先删除旧实例，再创建新实例。升级过程中业务会中断。 

2滚动升级：先安装新实例，再移除旧实例。升级过程中，业务会同时均衡分布到新老实例上，因此

业务不会中断 。 

3、原地滚动升级：滚动升级的一个特殊场景，即在升级过程中，将旧实例更新为新实例，新实例和

老实例所在节点保持一致。 

如未配置升级策略，系统默认使用滚动升级的方式。若选择原地滚动升级，应用不支持添加弹性伸

缩策略。 

参数 参数说明 

最大不可用个数或比例

(可选) 

升级过程中允许的最大失效实例数值，可选配置，值可以是绝

对值（5）或者是比例（10%），默认为 1。 

最大超出实例数或比例

(可选) 

升级过程中允许超过指定实例数目的最大数值，可选配置，值

可以是绝对值（5）或者是比例（10%），默认为 1。 

实例可用最短时间(s) 升级时新创建的实例，达到就绪状态所需的最短时间，默认为

0。 

历史版本上限(个) 最多保留的历史版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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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如何设置调度策略？ 

ServiceStage提供了丰富的调度策略，包括静态的全局调度策略，以及动态的运行时调度策略，用

户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组合使用这些策略来实现自己的需求。平台支持以下两种亲和性的调度方式。 

1、应用间的亲和性： 

1）应用间的亲和性：决定应用部署在相同或不同“主机”中。 

2）应用间的反亲和性：“不同应用”或“相同应用的多个实例”部署在不同主机中。同个应用

的多个实例反亲和部署，减少宕机影响；互相干扰的应用反亲和部署，避免干扰； 

2、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 

1）应用与节点亲和：决定应用部署在某些特定的主机中。 

2）应用与节点反亲和：决定应用不能部署在某些特定的主机中。 

亲和、反亲和 步骤说明 

将应用设为亲

和，部署在相同

主机中 

说明：在设置应用亲和/反亲和性时，您需要选择对应的拓扑域，拓扑域主要用

于限定应用的亲和性或反亲和在哪个范围内生效。 

kubernetes.io/hostname：指同个节点内的亲和，即应用部署在同个节点上。 

创建应用间的亲和性有如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选择应用 

1、单击【应用间的亲和性】【亲和】； 

2、单击【选择应用】，进入【选择应用(亲和)】页面； 

3、选择应用对应的拓扑域； 

4、选择待亲和的应用； 

5、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按钮。系统会将您选择的应用设置为亲和，部署

到相同的节点中。 

方式二：自定义 

说明：自定义亲和中，若亲和了系统中没有的应用或节点，调度会失败。 

1、单击【应用间的亲和性】【亲和】； 

2、单击【自定义】，进入【添加自定义(亲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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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和、反亲和 步骤说明 

3、选择应用对应的拓扑域； 

4、单击【添加】； 

5、输入待亲和应用的键、值后，单击【确认】； 

6、单击【确认】，系统会根据您所添加的标签（键/值）选择应用，自动将该

类应用设置为亲和，部署到相同的节点中； 

将应用设为反亲

和，部署在不同

主机中 

设置应用间的反亲和性有如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选择应用 

1、单击【应用间的亲和性】【反亲和】； 

2、单击【选择应用】，进入【选择应用(反亲和)】页面； 

3、选择应用对应的拓扑域； 

4、选择待反亲和的应用； 

5、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系统会将您选择的应用设置为反亲和，部署到

不同的节点中。 

方式二：自定义 

1、单击【应用间的亲和性】【反亲和】； 

2、单击【自定义】，进入【添加自定义(反亲和)】页面 

3、选择应用对应的拓扑域； 

4、单击【添加】，输入待反亲和应用的键、值后，单击【确认】； 

5、单击【确认】，系统会根据您所添加的标签（键/值）选择应用，自动将该

类应用设置为反亲和，部署到不同的节点中； 

将节点设为亲和 设置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有如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选择节点属性 

1、单击【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亲和】； 

2、单击【选择节点属性】，进入【选择节点属性(亲和)】页面； 

3、选择待亲和节点的属性类型： 

 操作系统：勾选某个操作系统，应用部署时会优选该操作系统； 

 版本：勾选某个版本，应用部署时会优选该版本； 

 类型架构：勾选某个类型架构，应用部署时会优选该类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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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确认】； 

方式二：自定义 

1、单击【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亲和】； 

2、单击【自定义】； 

3、系统显示【添加自定义(亲和)】页面； 

4、单击【添加】； 

5、在“键”对应的下拉框中选择 key后，单击【确认】； 

说明： 

此处下拉框中的取值来源于添加节点时设置的节点标签。若多个节点，添加的

标签“键”相同，“值”不同，此时还需在“值”的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

value； 

6、单击【确认】 

将节点设为反亲

和 

设置应用与节点间的反亲和性有如下两种方式： 

方式一：选择节点属性 

1、单击【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反亲和】； 

2、单击【选择节点属性】，进入【选择节点属性(反亲和)】页面； 

3、选择待反亲和节点的属性： 

 操作系统：勾选某个操作系统，应用部署时不会选择该操作系统； 

 版本：勾选某个版本，应用部署时不会选择该版本； 

 类型架构：勾选某个类型架构，应用部署时不会选择该类型架构； 

4、单击【确认】 

方式二：自定义 

1、单击【应用与节点间的亲和性】【反亲和】； 

2、单击【自定义】，进入【添加自定义(反亲和)】页面； 

3、单击【添加】； 

4、在【键】对应的下拉框中选择 key后，单击【确认】； 

说明： 

此处下拉框中的取值来源于添加节点时设置的节点标签。若多个节点，添加的

标签“键”相同，“值”不同，此时还需在“值”的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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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5、单击【确认】； 

11.5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生命周期？ 

ServiceStage提供了回调函数，在容器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执行调用，比如容器在停止前希望执

行某项操作，就可以注册相应的钩子函数。目前提供的生命周期回调函数如下所示： 

1、启动后处理：在容器创建成功后调用该回调函数。 

2、停止前处理：在容器被终止前调用该回调函数。 

参数 说明 

启动后处理 在容器中执行指定的命令，配置为需要执行的命令。如需要执行的命

令如下： 

exec:  

  command:  

  - /bin/sh  

  - c  

  - /er-registy.sh registry 

请在执行脚本中填写：/bin/sh -c "/er-registry.sh regisrty" 

这条命令表示容器创建成功后将服务路由注册到 ER。 

停止前处理 发起一个 HTTP调用请求。配置参数如下： 

 路径：请求的 URL 路径，可选项。 

 端口：请求的端口，必选项。 

 主机地址：请求的 IP地址，可选项，默认是容器所在的节点 IP。 

 协议：请求的协议，可选项，默认为 HTTP。 

11.6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数据卷？ 

数据卷用于实现容器持久化数据，在 Docker设计实现中，容器中的数据是临时的，如果需要持久化

数据，需要使用 Docker数据卷挂载宿主机上的文件或者目录到容器中。通过挂载可以实现宿主机和容器

之间，网络存储和容器之间，网络存储和宿主机之间的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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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挂载数据卷之前，用户需要提前添加卷类型，详细请参见 11.1 如何配置容器应用卷定

义？。 

操作步骤： 

1、在“数据卷”页签，单击“添加”； 

2、设置数据卷对应的参数： 

   1）卷名称：在下拉框中选择“应用基本信息”中创建的卷。； 

   2）容器路径：数据卷挂载到容器上的路径。 

 

请不要挂载在系统目录下，如“/”、“/var/run”等，会导致容器异常。建议挂载在空目录下，若目

录不为空，请确保目录下无影响容器启动的文件，否则文件会被替换，导致容器启动异常，应用创

建失败。 

3）是否只读：配置为“是”，只能读容器路径中的数据卷。配置为“否”，可修改容器路径中的数

据卷，容器迁移时新写入的数据不会随之迁移，会造成数据丢失。 

4）卷策略及日志策略： 

   A、配置为 none：不支持卷策略。 

   B、− 配置为 logs：当选择卷名称的类型为 HostPath 时，可配置卷策略为 logs。当卷策略配置

为 logs时，可支持用户自定义日志收集的路径，收集的日志在监控页面可以查看，查看日志的详细

操作请参见 6.3.2 查询日志。 

参数 参数说明 

none 不进行日志回滚转储。 

Hourly 每小时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即压缩到

一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空。 

Daily 每天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即压缩到一

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空。 

Weekly 每周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即压缩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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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空。 

3、单击“确认”。 

11.7  如何设置容器应用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容器运行环境中设定的一个变量。可以在应用部署后修改，为应用提供极大的灵活性。 

1、在“环境变量”页签，单击“添加”。 

2、输入新增环境变量的名称和值后，单击“确认”。 

11.8  如何进行容器应用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是指容器运行过程中，根据用户需要，定时检查容器健康状况或是容器中应用的健康状

况。平台提供了两种健康检查的方式： 

1、应用存活探针，探测应用是否已经启动：用于容器的自定义监控检查，如果检查失败，平台将删

除该应用实例，然后根据应用的重启策略来决定是否重启容器。 

2、应用业务探针，探测应用业务是否已经就绪：用于监控应用是否启动完成，且准备接受请求，如

果检测到失败，则应用可用状态将被修改。此处 InitialDelaySeconds、TimeoutSeconds、

ExecAction、TCPSocketAction、HttpGetAction参数与“Liveness Probe”中相同。 

参数 参数说明 

应用存活探针，探测应用是否已经启动：用于容器的自定义监控检查，如果检查失败，平台将

删除该应用实例，然后根据应用的重启策略来决定是否重启容器。 

延迟检查时间 延迟检查时间，单位为秒。例如，设置为 10，表明 10秒后开始执行健

康检查。 

超时时间 超时时间，单位为秒。例如，设置为 10，表明执行健康检查的超时等待

时间为 10秒。若设置为 0或不设置，默认超时等待时间为 1秒。 

命令行方式 在容器内部执行一个命令，如果该命令的退出状态码为 0，表示容器健

康。例如，用户若希望配置检测应用是否成功创建目录 foo的探针，那

么需要在界面上做如下配置： 

if [ ! -d "foo"]; then  

ex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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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exit  0   

fi  

TCP建链方式 通过容器的 IP地址和端口号执行 TCP检查，如果端口能被访问，表示容

器健康。 

HttpGet请求方式 通过容器 IP地址和端口号以及路径调用 HTTP Get方法，如果响应状态

码大于等于 200且小于等于 400，认为容器健康。 

1、单击“添加”。 

2、输入以下信息。 

 路径：请求的 URL路径，可选项。 

 端口：请求的端口，必选项。 

 主机地址：请求的主机 IP，可选项，默认是 Pod的 IP。 

 协议：请求的协议，可选项，默认 HTTP。 

3、单击“确认” 。 

应用业务探针，探测应用业务是否已经就绪：用于监控应用是否启动完成，且准备接受请求，

如果检测到失败，则应用可用状态将被修改。此处展示的参数与“应用存活探针，探测应用是

否已经启动”中相同。 

11.9  如何配置虚机应用卷定义？ 

1、单击“展开高级设置”，系统显示卷定义页面； 

2、单击“添加”； 

3、选择对应的卷类型，并添加配置： 

卷类型 卷类型定义 步骤说明 

HostPath 在虚机上挂载宿主机上的文

件或目录。 

1、选择卷类型为“HostPath”。 

2、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单击“添加配置”。 

4、输入主机路径，如/var/lib/docker。 

5、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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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类型 卷类型定义 步骤说明 

6、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ConfigMap 提供应用代码和配置文件的

分离，ConfigMap用于处理

应用配置参数。用户需要提

前创建应用配置，操作步骤

请参见 5.1 创建应用配置

项。 

1、选择卷类型为“ConfigMap”。 

2、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单击“添加配置”。 

4、在应用配置下拉框中选择需添加的配置文

件。 

5、输入卷路径。 

6、单击“确认”。 

7、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Secret 用来处理敏感数据，比如密

码、Token和密钥，相比于

直接将敏感数据配置在进程

中，Secret 提供了更加安全

的机制，防止数据泄露。 

应用绑定服务时，也需选择

Secret 中的“服务访问凭

证”进行绑定。 

说明 

 若应用需绑定服务，需

确保应用的业务逻辑中

支持绑定需要的服务。 

 创建 Secret类型资源

时，ServiceStage会针

对 Secret信息做加密处

理，建议不要在 Secret

中输入涉及个人隐私的

信息。 

1、选择卷类型为“Secret”。 

2、输入“卷名称”，用户可自定义填写。 

3、单击“添加配置”。 

 所有凭证：在配置文件下拉框中，选择已配置

好的 Secret文件。您也可以单击“去创建”新

建配置文件，创建配置文件步骤请参见 3.8 创

建 Secret资源。 

 服务访问凭证：为应用绑定平台中的服务。当

前版本不支持。 

4、输入卷路径。 

5、单击“确认”。 

6、单击操作列的“确认”。 

11.10  如何设置虚机应用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脚本定义，主要针对的是进程类应用的脚本定义。进程类应用的软件组件，软件包中存在

安装脚本，平台对软件包的脚本存放有建议的目录，详情请参见 12.2 软件包打包规范。 

1、选中“生命周期”下相应的生命周期动作，如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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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输入框中输入对应的脚本，如 sh scripts/install.sh。此处输入的脚本，必须和软件包中的

脚本一致。 

11.11  如何设置虚机应用数据卷？ 

数据卷是指将应用进程的某个绝对路径挂载到主机的某个路径上。通过挂载可以实现宿主机和应用

进程之间的数据共享，实现数据的持久化存储。 

前提条件：挂载数据卷之前，用户需要提前添加卷类型，详细请参见 11.9 如何配置虚机应用卷定

义？。 

操作步骤： 

1、在“数据卷”页签，单击“添加”。 

2、设置数据卷对应的参数。 

 1）卷名称：在下拉框中选择“应用基本信息”中创建的卷。 

 2）挂载路径：数据卷挂载到应用进程上的路径。请不要挂载在系统目录下，如“/”、

“/var/run”等，否则会导致虚机异常。 

 3）是否只读：否。 

 4）卷策略及日志策略： 

    A、配置为 none：不支持卷策略。 

       B、配置为 logs：当选择卷名称的类型为 HostPath 时，可配置卷策略为 logs。当卷策略配

置为 logs时，可支持用户自定义日志收集的路径，收集的日志在监控页面可以查看，查看日志的详

细操作请参见 6.3.2 查询日志。 

参数 参数说明 

none 不进行日志回滚转储。 

Hourly 每小时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即压缩到

一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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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每天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即压缩到一

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空。 

Weekly 每周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即压缩到一

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空。 

3、单击“确定”。 

11.12  如何设置虚机应用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指虚机应用运行环境中设定的一个环境变量。设置环境变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手工添

加，一种是从配置文件导入。 

1、若采用从配置文件导入的方式，请事先创建好资源文件，具体方法请参见 5.1 创建应用配置项。

您也可以单击“去创建”新建资源。 

2、手工添加方式如下： 

A、在“环境变量”页签，单击“添加”。 

B、根据实际需求增加相应的环境变量后，单击“确认”。 

11.13  如何设置虚机应用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是指应用运行过程中根据用户需要定时检查应用健康状况。平台提供了两种健康检查的方

式： 

1、应用存活探针，探测应用是否已经启动 ：用于应用的自定义监控检查，如果检查失败，平台将

删除该应用实例，然后根据应用的重启策略来决定是否重启容器。 

2、应用业务探针，探测应用业务是否已经就绪：用于监控应用是否启动完成，且准备接受请求，如

果检测到失败，则应用可用状态将被修改。 

参数 参数说明 

应用存活探针，探测应用是否已经启动：用于应用的自定义监控检查，如果检查失败，平台将

删除该应用实例，然后根据应用的重启策略来决定是否重启应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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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检查时间 延迟检查时间，单位为秒。例如，设置为 10，表明 10 秒后开始执行健

康检查。 

超时时间 表示探测超时时间，单位为秒。例如，设置为 10，表明执行健康检查的

超时等待时间为 10秒。若设置为 0或不设置，默认超时等待时间为 1

秒。 

命令行方式 该配置能够保证在应用所在的虚机或节点上定时执行用户配置的命令。

命令执行的结果成功与否，作为健康检查探针的最终结果返回。 

例如，用户若希望配置检测应用是否成功创建目录 foo 的探针，那么需

要在界面上做如下配置： 

if [ ! -d "foo"]; then  

exit  1   

else    

exit  0   

fi  

HttpGet请求方式 通过容器 IP地址和端口号以及路径调用 HTTP Get方法，如果响应状态

码大于等于 200且小于等于 400，认为容器健康。 

1、单击“添加”。 

2、输入以下信息。 

 路径：请求的 URL路径，可选项。 

 端口：请求的端口，必选项。 

 主机地址：请求的主机 IP，可选项，默认是 Pod的 IP。 

 协议：请求的协议，可选项，默认 HTTP。 

3、单击“确认” 。 

应用业务探针，探测应用业务是否已经就绪：用于监控应用是否启动完成，且准备接受请求，

如果检测到失败，则应用可用状态将被修改。此处 InitialDelaySeconds、TimeoutSeconds、

ExecAction、HttpGetAction 延迟检查时间、超时时间、命令行方式、HttpGet 请求方式的参数

与“Liveness Probe”中相同。 

11.14  什么是标签？ 

新建的标签不能和系统标签重复，目前系统标签有 os.architecture、os.name、os.version、

supportContainer。 

标签以 key/value键值对的形式附加到各种对象中，如应用、服务、节点等。标签定义了这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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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识别属性，用来对它们进行管理和选择。 

如下图，假设为应用（APP1、APP2、APP3）定义了 3个标签：release、env、role。不同应用定义

了不同的取值。 

在使用应用调度或其他功能时，选择“key/value”值分别为“role/frontend”的应用，则会选择

到“APP1 和 APP2”。 

 

标签值格式要求：其中，“键”为字符串，长度为 1~63，最多只能包含一个“/”。除此之外，其取

值范围还需满足如下要求： 

1、不存在“/”：由大小写字母、数字、中划线（-）、下划线（_）和英文句号（.）组成，且必须

以大小写字母或数字开头结尾。 

2、存在“/”，分如下三种情况： 

1）“/”前取值包含“.”：“.”前后分别由小写字母、数字和中划线（-）组成，且首尾字母必

须为小写字母或数字。 

2）“/”前取值不包含“.”：由小写字母、数字和中划线（-）组成，且首尾字母必须为小写字母

或数字。 

3）“/”后：由大小写字母、数字、中划线（-）、下划线（_）和英文句号（.）组成，且必须以大

小写字母或数字开头结尾。 

11.15  如何通过设计器示例模板创建堆栈？ 

平台提供符合 TOSCA标准的图形化编排工具。图形化编排工具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完成复杂应用的

编排及拓扑设计，并且可以保存成应用模板，使用模板可以直接创建多个容器或虚机组成的复杂应用，

大大简化应用部署难度，提升生产力。 



11 参数说明  

196  

 

为用户更好的理解如何使用设计器创建堆栈，ServiceStage 提供了示例模板供用户使用。 

本章以混编应用为例（混编应用指容器应用和虚机应用的混编），介绍如何使用图形化设计器。 

混编应用示例介绍：这是一个混合编排的典型示例，包括 3个组件： 

1、1个前端组件，运行在容器中。 

2、1个后端组件，运行在虚拟机中。 

3、1个 MySQL数据库，运行在容器中，前后端应用都可以从后端 MYSQL应用中获取数据。 

前提条件： 

1、已创建资源，具体操作请参见 2.1.5 创建资源空间、2.1.6 创建集群、2.1.7 为集群添加节点。

若已有集群和节点资源，无需重复操作。 

2、已上传混编应用所需的镜像和软件包，并记录仓库地址。 

操作步骤： 

1、单击菜单栏的“编排 > 设计器”，进入设计器界面。设计器界面介绍请参见 5.4.5.1 概述。 

2、单击“选择示例模板”。 

 

3、选择“混编应用典型示例”，单击“确定”。 

4、拖拽对象。 

   1）− 2个应用：前端虚机应用 fe-vm、后端容器应用 backend-container。 

2）2个软件：分别存放前面 2个应用的镜像或软件包（fe-vm-soft、backend-soft）。 

3）2 个集群：将应用部署到对应的集群，可以选择同个集群（集群名称分别为：fe-vm-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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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end-host）。 

5、拖拽关联关系。 

1）将应用与对应的软件相连接。 

2）将应用与部署的集群相连接。 

6、设置各属性的参数。用户可右键单击各组件，查看参数设置数据。 

7、单击“输入输出”，设置输入输出参数。在示例模板中，由于没有放置软件包和镜像，所以不涉

及输入输出参数，用户创建堆栈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1）单击参数后的“编辑”，分别编辑 3个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access_path 域名的路径信息 

container_image 容器的镜像地址 

container_port 容器暴露的端口号 

vm_package 虚机应用的软件包地址 

vm_port 虚机应用对外暴露的监听端口 

  2）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8、单击 ，校验设计包，若成功代表设计包已部署成功。 

9、单击 ，浏览器左下角会自动下载该示例模板的设计包。 

11.16  如何配置服务发布参数？ 

配置服务发布参数。当前支持三种服务类型，使应用可以被访问（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您可以根据

应用需求选择对应的服务发布类型。当前支持如下服务类型： 

1、InternalService：若希望应用可以被系统内部访问，请选择 InternalService。使用此类型，将

使用集群内的私有 IP来暴露应用。操作步骤请参见服务发布类型为 InternalService。 



11 参数说明  

198  

 

2、NodePort：若应用是内部调试，但希望可以被内网或外网访问，建议选择 NodePort。用户可以通

过“节点 IP:节点端口”访问到内部容器应用，但要求用户必须可以访问到该节点。如果该节点是外

网 IP，外部可直接访问。操作步骤请参见服务发布类型为 NodePort。 

3、LoadBalancer：若希望应用可以被外部访问，建议选择 LoadBalancer。操作步骤请参见服务发布

类型为 LoadBalancer。 

服务发布类型为 InternalService 操作步骤： 

1、选择服务类型为：InternalService。 

2、配置服务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服务名称 输入应用发布的可被外部访问的名称。 

应用端口 容器中应用启动监听的端口。 

服务端口 ClusterIP的服务端口，映射到容器的应用端口。 

协议 TCP/UDP。 

3、单击“确认”。 

服务发布类型为 NodePort 操作步骤： 

1、择服务类型为：NodePort。 

2、配置服务发布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服务名称 输入应用发布的可被外部访问的名称。 

应用端口 容器或进程中应用启动监听的端口。 

服务端口 容器或进程映射到节点上的端口。建议为空，系统会自动分配端

口号。 

若用户有特定需求，可手动输入节点端口。端口范围由安装

FusionStage的运维人员配置，一般情况下默认为 30000-32767。 

配置完成后，系统会在用户所在项目的所有节点上打开一个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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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的端口号。 

说明：创建拥有多个 Docker 容器的应用时，请确保容器应用使用

的端口不冲突 ，否则部署会失败。 

nodePort 参数值需确保全局唯一，否则会因为端口冲突而导致部

署应用失败。若选择手动输入节点端口号，建议提前登录到任意

一个纳管节点上（需确保已获取节点登录账号和密码），执行

netstat -apn|grep LISTEN 命令，查询端口是否已被占用。若已

被占用，需填写其他参数值（nodePort的端口范围是 30000-

32767）。 

协议 TCP/UDP。 

3、单击“确认”。 

服务发布类型为 LoadBalancer 操作步骤： 

1、选择服务类型为：LoadBalancer。 

2、（可选）若需要创建或增加 ELB实例，请单击“这里”，创建 ELB实例。若不创建 ELB实例，系

统会提供平台默认的 ELB，该 ELB和其他租户共享。 

3、配置服务发布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服务名称 输入应用发布的可被外部访问的名称。 

应用端口 容器中应用启动监听的端口。 

服务端口 代表 ELB上注册的对外端口，外部访问使用 ELB的 VIP+服务端口。 

若对外协议或后端协议类型选择 HTTP/HTTPS，服务端口不可自定义。 

协议 仅支持 TCP。 

ELB实例 若未创建 ELB实例，则无需选择。 

系统会提供平台默认的 ELB，该 ELB和其他租户共享。 

4、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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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考知识 

12.1  资源描述文件配置说明 

12.1.1  Json 格式资源文件配置说明 

背景信息 

本章节主要介绍 Json类型的资源描述文件的配置示例。 

Secret 资源描述文件 

文件名称为 secret.json，配置示例如下： 

{  

  "kind": "Secret",  

  "apiVersion": "v1",  

  "metadata": {  

    "name": "lcq-test-secret",  

    "namespace": "lcqtest",  

    "enable": true  

 },  

  "data": {  

   "token": "xxxxxx"  

  },  

  "type": "Opaque"  

} 

DaemonSet 资源描述文件 

文件名称为 daemonset.json，配置示例如下： 

{  

  "kind": "DaemonSet",  

  "apiVersion": "extensions/v1beta1",  

  "metadata": {  

    "name": "icagent",  

    "namespace": "cse-system",  

    "labels": {  

      "name": "icagent"  

   },  

    "enable": true  

  },  

  "spec": {  

    "selector": {  

       "matchLabels": {  

        "app": "ic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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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emplate": {  

      "metadata": {  

        "creationTimestamp": null,  

        "labels": {  

         "app": "icagent"  

       },  

        "enable": true  

    },  

      "spec": {  

        "restartPolicy": "Always",  

       "terminationGracePeriodSeconds": 30,  

        "dnsPolicy": "ClusterFirst",  

        "securityContext": {},  

        "imagePullSecrets": [  

          {  

             "name": "cse-system-secret"  

          }  

        ],  

        "processes": [  

          {             "name": "foundation",             "package": 

"http://10.175.10.205:20202/app/v1/icagent-monitor/icagent-repo/undefined/undefined/ICProbeAgent-

4.0.RC17.zip/4.0.RC17",  

             "resources": {  

              "limits": {  

                "cpu": "100m",  

                "memory": "100Mi"  

             }  

            },  

            "lifecyclePlan": {  

             "kind": "ProcessLifecycle",  

             "namespace": "cse-system",  

             "name": "icagent-plc"  

            }  

         }  

      ]  

      }  

   }  

  }  

} 

Pod 资源描述文件 

文件名称为 pod.json，配置示例如下： 

{  

  "kind": "Pod",  

  "apiVersion": "v1",  

  "metadata": {  

    "name": "icagent-af6hc",  

    "namespace": "lcqtest",  

    "labels": {  

      "app": "icag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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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tations": {  

      "kubernetes.io/created-by": 

"{\"kind\":\"SerializedReference\",\"apiVersion\":\"v1\",\"reference\":{\"kind\":\"DaemonSet\",\"

namespace\":\"cse-system\",\"name\":\"icagent\",\"uid\":\"aaf82d69-8e98-11e6-a651-

0242ac102a14\",\"apiVersion\":\"extensions\",\"resourceVersion\":\"24290369\"}}\n",  

      "scheduler.alpha.kubernetes.io/isExclusive": "Ignore"  

    },  

    "enable": true  

  },  

  "spec": {  

    "restartPolicy": "Always",  

    "terminationGracePeriodSeconds": 30,  

    "dnsPolicy": "ClusterFirst",  

    "serviceAccountName": "default",  

    "serviceAccount": "default",  

    "nodeName": "10.175.11.240",  

    "securityContext": {},  

    "imagePullSecrets": [  

      {  

        "name": "lcqtest-secret"  

      }  

    ],  

    "processes": [  

      {        "name": "foundation",        "package": "http://10.175.10.205:20202/app/v1/icagent-

monitor/icagent-repo/undefined/undefined/ICProbeAgent-4.0.RC17.zip/4.0.RC17",  

        "env": [  

          {  

            "name": "KUBERNETES_SERVICE_TOKEN_DIR",  

            "value": "/var/run/secrets/kubernetes.io/serviceaccount/cse-system/icagent-af6hc"  

          }  

        ],  

        "resources": {  

          "limits": {  

            "cpu": "100m",  

            "memory": "100Mi"  

          },  

          "requests": {  

            "cpu": "100m",  

            "memory": "100Mi"  

          }  

        },  

        "volumeMounts": [  

          {  

            "name": "default-token-o4uqj",  

            "readOnly": true,  

            "mountPath": "/var/run/secrets/kubernetes.io/serviceaccount/cse-system/icagent-af6hc"  

          }  

        ],  

        "lifecyclePlan": {  

          "kind": "ProcessLifecycle",  

          "namespace": "cse-system",  

          "name": "icagent-plc",  

          "apiVersion": "v1alpha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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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ifeCycle 资源描述文件 

文件名称为 lifecycle.json，配置示例如下： 

{  

  "kind": "ProcessLifecycle",  

  "apiVersion": "paas/v1alpha1",  

  "metadata": {  

    "name": "icagent-plc",  

    "namespace": "lcqtest",  

   "enable": true  

  },  

  "spec": {  

    "lifecycle": {  

      "install": {  

       "actionFlow": [  

          "install"  

        ]  

     },  

      "uninstall": {  

        "actionFlow": [  

          "uninstall"  

         ]  

      },  

      "start": {  

        "actionFlow": [  

          "start"  

       ]  

      },  

      "stop": {  

         "actionFlow": [  

           "stop"  

       ]  

      },  

      "update": {  

       "actionFlow": [  

         "update"  

        ]  

      }  

    },  

    "actions": [  

      {  

        "name": "install",  

        "commands": [  

         "/bin/bash",  

           "bin/manual/setup.sh",  

          "-ip",  

          "10.175.10.219:31943",  

          "-localip",  

          "127.0.0.1",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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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as"  

        ]  

     },  

     {  

        "name": "start",  

        "commands": [  

          "/bin/bash",  

           "-c",  

           "cd /opt/oss/servicemgr/ICAgent/bin/manual/;su paas -c '/bin/bash mstart.sh'"  

        ]  

      },  

      {  

        "name": "stop",  

        "commands": [  

         "/bin/bash",  

          "-c",  

          "cd /opt/oss/servicemgr/ICAgent/bin/manual/;su paas -c '/bin/bash mstop.sh'"  

       ]  

     },  

     {  

        "name": "uninstall",  

        "commands": [  

          "/bin/bash",  

          "-c",  

          "cd /opt/oss/servicemgr/ICAgent/bin/manual/;/bin/bash uninstall.sh"  

        ]  

      },  

     {  

         "name": "update",  

         "commands": [  

          ""  

        ]  

      }  

    ]  

  }  

} 

12.1.2  Yaml 格式资源文件配置说明 

Secret 资源描述文件 

文件名称为 secret.yaml，配置示例如下： 

apiVersion: v1  

kind: Secret  

metadata:  

  name: lcq-test-secret1  

  namespace: cse-system  

data:  

  data1: OEdGTFFVUFZUSlBXWTdPUEFBRks=  

  data2: VFM0M0VZUlJPTzFLWkJDVUhBWk9OVk5LTVVMR0s0TVpIU0ZUREVW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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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monSet 资源描述文件 

文件名称为 daemonset.yaml，配置示例如下： 

apiVersion: "extensions/v1beta1"  

kind: DaemonSet  

metadata:  

  name: testprocess1  

  labels:  

    name: liveness  

spec:  

  selector:  

    matchLabels:  

      node: 127.0.0.1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node: 127.0.0.1  

      enable: true  

   spec:   

      restartPolicy: Always  

      processes:  

      - name: test1  

         package: http://10.162.197.181/Test_process.tar.gz  

         lifecyclePlan:  

          kind: ProcessLifecycle  

           name: universe  

          readinessProbe:  

          exec:  

            command:  

            - /bin/bash  

            - -c  

            - "/bin/cat /home/hello.sh && /bin/bash /home/hello.sh"  

          initialDelaySeconds: 1  

          timeoutSeconds: 1  

          failureThreshold: 5 

Pod 资源描述文件 

文件名称为 pod.yaml，配置示例如下： 

apiVersion: v1  

kind: Pod  

metadata:  

  name: busybox0  

  labels:  

    app: busybox0  

    status: replaced  

spec:  

  containers:  

  - image: busybox  

    command:  

      - sleep  

      -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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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PullPolicy: IfNotPresent  

    name: busybox  

    resources:  

      limits:  

        cpu: 0.5k  

        memory: 200Mi  

      requests:  

        cpu: 200m  

        memory: 100Mi  

  restartPolicy: Always 

LifeCycle 资源描述文件 

文件名称为 lifecycle.yaml，配置示例如下： 

kind: ProcessLifecycle  

apiVersion: paas/v1alpha1  

metadata:  

  name: test  

  enable: true  

spec:  

  lifecycle:  

    install:  

      actionFlow:  

      - install  

    postStart:  

      actionFlow:  

      - poststart  

    configure:  

      actionFlow:  

      - configure  

    update:  

      actionFlow:  

      - update  

    rollback:  

      actionFlow:  

      - rollback  

  actions:  

  - name: fail  

    commands: ["echo", "Fail >> /home/res.log"]  

  - name: poststart  

    commands: ["echo", "poststart >> /home/res.log"]  

  - name: configure  

    commands: ["echo", "configure >> /home/res.log"]  

  - name: install  

    commands: ["echo", "install >> /home/res.log"]  

  - name: update  

    commands: ["echo", "update >> /home/res.log"]  

  - name: rollback  

    commands: ["echo", "rollback >> /home/re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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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软件包打包规范 

命名规范 

软件包名称，需要符合“软件名+后缀”的方式。其中后缀必须为：tar.gz、tar 或 zip。 

{软件名}.{后缀} 

 

后缀必须和软件包压缩方式一致，否则无法正常解压软件包。 

目录结构 

软件包需要确保在解压缩后能够正常执行生命周期指定的命令脚本。 

建议软件包目录结构如下： 

 

目前不建议解压缩软件包后存在顶层目录的目录结构。这种目录结构下，需要修改生命周期执行命令，需要带上顶层

目录名称，才能找到相应脚本。 

|-  bin  

    |-  xxx.tar.gz  

    |-  xxx.bin  

|-  scripts   

    |-  install.sh  

    |-  start.sh  

       … 

目录说明如下： 

目录 说明 

bin 该目录下存放的是用户软件包的可执行信息，比如可执行的 bin文件，依赖

的压缩包文件等。 

scripts 该目录下存放的是生命周期脚本。 

在创建应用时，可以根据生命周期脚本的位置指定执行命令。比如 install

阶段，指定"bash scripts/install.sh"，执行安装脚本。 

软件包应用支持的生命周期如下： 

 安装（Install）：软件安装命令。 

 启动后处理（PostStart）：软件启动后操作。 

 启动（Start）：软件启动命令。 

 重启（Restart）：执行软件重启命令，用于应用健康检查失败恢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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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说明 

用。 

 停止前处理（PreStop）：软件停止前操作。 

 停止（Stop）：软件停止命令。 

 更新（Update）：软件升级命令。 

 卸载（Uninstall）：软件卸载命令。 

12.3  应用监控常见问题 

12.3.1  如何搜索指标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指标监控 > 浏览指标”。 

3、通过如下两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方式选择需要搜索的指标所在的命名空间。 

 方式一：在页面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指标监控 > 应用”、“指标监控 > 节点”或“指标监

控 > SLA”。 

 方式二：在页面右侧单击“应用”、“节点”或“SLA”。 

4、在页面右侧选择需要搜索指标的类型。例如，“应用”命名空间下指标的类型有“无状态容器指

标”、“无状态应用指标”、“应用实例指标”、“应用实例状态指标”、“容器指标”和“应用指标”。 

5、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 

 说明： 

1、“指标名称(metricName)”字段只支持搜索括号里的内容。例如，当指标名称为“CPU 使用

率(cpuUsage)”时，则需要输入“cpuUsage”里的内容进行搜索。 

 2、支持“应用名称(appName)”、“指标名称(metricName)”等多个字段联合搜索，多个字段

间用空格隔开。例如，当搜索应用名称为“cfe-addons”的应用的 CPU使用率指标时，则需要输

入：cfe-addons cpuUsage。 

 3、支持模糊搜索。例如，当搜索应用名称中包含“cfe-”的应用的 CPU使用率指标时，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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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cfe- cpuUsage。 

6、单击 ，或在键盘上按“Enter”键。 

12.3.2  如何搜索阈值规则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阈值规则 > 所有阈值”。 

3、（可选）在“所有阈值”页面右上角的“状态”下拉列表框中选择需要搜索的阈值规则的状态。 

4、在“所有阈值”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 

说明：1）支持“名称”、“指标名称”和“描述”等字段搜索，但不支持多个字段联合搜索；2）

“指标名称”字段只支持搜索括号里的内容。例如，当指标名称为“CPU 使用率(cpuUsage)”时，则

需要输入“cpuUsage”里的内容进行搜索。 

5、单击 ，或在键盘上按“Enter”键。 

6、（可选）在页面右侧单击 ，可以自定义显示列。 

12.3.3  如何修改阈值规则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阈值规则 > 所有阈值”。 

3、在“所有阈值”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搜索需要修改的阈值规则，详细操作请参见

12.3.2 如何搜索阈值规则。 

4、单击需要修改的阈值规则右侧“操作”列的“修改”。 

5、在“修改阈值”对话框中，根据需要修改阈值规则的相关参数。 

6、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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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如何删除阈值规则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阈值规则 > 所有阈值”。 

3、在“所有阈值”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搜索需要删除的阈值规则，详细操作请参见

12.3.2 如何搜索阈值规则。 

4、选中一个或多个需要删除的阈值规则前的复选框，单击页面上方的“删除”。 

说明：在需要删除的阈值规则右侧“操作”列的“更多”中选择“删除”，可以删除该条阈值规

则。默认阈值规则被删除后，系统将不会重新创建。 

5、在“警告”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12.3.5  如何删除监控视图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ashboard”。 

3、在“操作”下拉列表框的左侧选择需要删除的监控视图。 

4、在该监控视图的“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删除监控视图”。 

说明：通过“操作”下拉列表框中的选项还可以对该监控视图进行另存为、重命名和导出监控报告

等操作。 

5、在“警告”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12.3.6  如何在监控视图中编辑指标图表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ashboard”。 

3、在“操作”下拉列表框的左侧选择需要编辑指标图表的监控视图。 



12 参考知识  

211  

 

4、在该监控视图中，单击需要编辑的指标图表右上角的下拉箭头 并选择“编辑”。 

5、在“选择指标”页面中，根据需要编辑指标图表的相关参数。可以通过如下操作编辑指标图表的

标题： 

  1）单击“标题”旁边的 。 

  2）在文本框中输入新的指标图表标题。 

  3）单击“保存”。 

6、单击“确定”。 

7、在页面右侧单击“保存监控视图”，或在“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保存监控视图”。 

12.3.7  如何在监控视图中添加指标图表 

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在监控视图中添加指标图表。 

1、方式一：通过添加指标图表功能将指标图表添加到监控视图中。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ashboard”。 

3）在“操作”下拉列表框的左侧选择需要添加指标图表的监控视图。 

4）该监控视图中，单击 ，或单击“添加指标图表”，或在“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添加

指标图表”。 

5）在“选择指标”页面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关注的指标，指标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6.1.9 应用监

控指标总览。 

说明：监控视图的每个指标图表中最多可以选择 4条指标。可以通过指标搜索功能，快速查找到

需要的指标，详细操作请参见 12.3.1 如何搜索指标。 

6）单击 和 分别设置统计方式和统计周期。 

7）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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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页面右侧单击“保存监控视图”，或在“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保存监控视图”。 

2、方式二：通过复制指标图表功能将指标图表添加到监控视图中。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ashboard”。 

3）在“操作”下拉列表框的左侧选择需要添加指标图表的监控视图。 

4）在该监控视图中，单击需要复制的指标图表右上角的下拉箭头 并选择“复制”。 

5）（可选）编辑已复制的指标图表，详细操作请参见 12.3.6 如何在监控视图中编辑指标图表。 

6）在页面右侧单击“保存监控视图”，或在“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保存监控视图”。 

12.3.8  如何在监控视图中删除指标图表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ashboard”。 

3、在“操作”下拉列表框的左侧选择需要删除指标图表的监控视图。 

4、在该监控视图中，单击需要删除的指标图表右上角的下拉箭头 并选择“删除”。 

5、在页面右侧单击“保存监控视图”，或在“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保存监控视图”。 

12.3.9  如何在监控视图中刷新指标图表 

指标图表的刷新周期为 1分钟，如果用户需要实时查看指标图表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如下操作刷

新指标图表： 

1、在主菜单中选择“应用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ashboard”。 

3、在“操作”下拉列表框的左侧选择需要刷新指标图表的监控视图。 

4、在该监控视图中，单击需要刷新的指标图表右上角的下拉箭头 并选择“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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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0  如何在监控视图中放大或移动指标图表 

1、在主菜单中选择“运维 > 应用监控”。 

2、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ashboard”。 

3、在“操作”下拉列表框的左侧选择需要放大或移动指标图表的监控视图。 

4、在该监控视图中，双击需要放大的指标图表，或单击需要放大的指标图表右上角的下拉箭头 并

选择“放大”，均可暂时放大该指标图表。 

5、在其中一个指标图表的任意位置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至另一个指标图表所在的位置上，松开鼠标

后系统将自动交换两个指标图表的位置。 

6、在页面右侧单击“保存监控视图”，或在“操作”下拉列表框中选择“保存监控视图”。 

12.4  应用编排设计包说明 

12.4.1  设计包概述 

设计包是用来描述应用拓扑、编排模板及相关文件的压缩包。压缩包中至少要包含一个文件：TOSCA

模板（Topology and Orchestration Specification for Cloud Application）。 

TOSCA模板是由开放标准联盟 OASIS管理的独立技术委员会发布的规范，目标是拉通多厂商云应用生

命周期管理流程。在 TOSCA中，有以下一些重要基本概念： 

A、Node：节点，TOSCA的基本元素单元，可表示资源/软件/应用等对象，包含了属性/关系/依赖/生

命周期等信息。 

B、Relationship：关联关系，定义了 Node之间的关系，包含了属性/生命周期等信息。 

C、Capability：Node提供的开放能力，主要用于和 requirement匹配，定义在关联关系的接收端。 

D、Requirement：Node需要的需求，需要与被依赖的 node匹配 capability，定义在关联关系的发

起端。 

E、Interface：定义生命周期事件，作用在节点和关联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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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roup：组类型，将一组特定的节点组成一个 Group，可以使用相同的策略、执行同一生命周期事

件等。 

12.4.2  设计包开发原理 

1、概述 

应用拓扑模型遵循 TOSCA规范，由节点（Node）+关系（Relationship）组成。一个基础的应用拓扑

模型如下图。下图中，方块代表节点，连线代表关系，虚线框的方块代表可选元素。 

 

名词 解释 

Resource 资源类节点，比如 VM、物理机、容器等。 

Application 云应用，由一个或多个云应用组件组成。 

Application 运行在资源上的云应用组件，是对最小可部署对象的一种描述。

MicroService是一种 Application。 

SoftwareComponen

t 

软件组件，云应用组件的组成部分，即软件包。也可以作为

Application的属性，是可选节点。 

Service 应用所依赖的服务，服务是对按需取用的功能对象的一种描述。 

HostedOn 只能用于 App与 Resource间，表示应用运行在资源上。 

ConsistsOf 表示组合关系，比如表示 App由 Application组成，Application

由 SoftwareComponent 组成。 

ConnectsTo 表示调用或连接关系，比如用于 Application/MicroService之

间，以及资源与资源之间。 

BindsTo 只能用于 Application与 Service间，表示服务实例绑定关系。 

2、设计包样例 

如上图所示，本例是一个基于 TOSCA模板的设计包示例。本例中只包含两个 Node：MySQL和

db_server，它们分别是一个 DBMS.MYSQL和 Compute类型的 Node，通过一个 HostedOn 关联关系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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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形成拓扑，组成一个简单的 MySQL云应用。 

关联关系的两端，db_server 的 Container能力描述需要与 MySQL对宿主环境的需求匹配，这样此

HostedOn关系才能够成立。MySQL节点中定义了密码、端口等属性。 

 

3、TOSCA函数 

TOSCA提供内置函数，用于方便书写 TOSCA模板。下表列出了一些常用内置函数。 

函数名称 解释 示例 

get_input 节点/关联关系

的属性值，从

TOSCA的 inputs

中获取 

inputs:  

  hello-package:     

    default: 

"10.136.100.100:20202/domain/backend:v2"  

  

node_templates:  

  hello-package:  

    typ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properties:  

      package:  

        package_type: container  

        process_spec:  

          name: {get_input: hello-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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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名称 解释 示例 

get_attrib

ute 

TOSCA的输出，

需要从指定的节

点获取指定的运

行态属性信息 

node_templates:  

  hello-app:  

    type: hwpaas.nodes.Application  

    properties:  

      type: container  

  

outputs:  

   hostip:  

     value: {get_attribute:[hello-app,ips]} 

get_proper

ty 

获取节点静态属

性 

node_templates:    

  web_server:      

    type: hwpaas.nodes.Compute  

    properties:        

      port: 80  

outputs:  

  web_server_id:  

    description: Web server port  

    value: { get_property: [web_server, port] } 

12.4.3  设计包格式规范 

1、设计包命名规范 

目前支持如下方式命名的设计包： 

{模板名}.{后缀} 

其中，后缀必须为 tgz或 tar.gz或 zip。 

2、目录结构 

设计包的目录结构如下： 

|-  blueprint.yaml (设计包描述文件，必选)  

|-  extend (设计包描述的补充文件，可选)  

    |-  app_name.yaml   

    ...  

|-  resources  

    |-  i18n-zh-cn.json  

    |-  i18n-en-us.json 

其中： 

A、blueprint.yaml：TOSCA 描述文件，应用的 TOSCA 描述入口文件，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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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tend：该目录存放应用的 TOSCA描述的补充信息，包括子应用的描述、节点类型定义、策略定

义、生命周期等，都可以定义在该目录下，也可以直接定义在应用的整体 TOSCA 描述中。文件名可

自定义，只要在 blueprint.yaml 中的 imports引用正确即可。比如： 

tosca_definitions_version: hwpaas_tosca_version_1_4  

description: Template for deploying aspecific application.  

imports:  

  - folder/hello.yaml 

C、resources：存放资源。主要存放输入输出参数的显示语言资源，用以支持应用的多语言显示，目

前支持简体中文和美式英文。可选。 

D、i18n-zh-cn.json：简体中文显示资源文件。可选。 

E、i18n-en-us.json：美式英文显示资源文件。可选。 

3、blueprint.yaml 配置示例 

blueprint.yaml文件配置示例如下：  

tosca_definitions_version: hwpaas_tosca_version_1_4  

description: Template for deploying aspecific application.  

imports:  

  - extend/hello.yaml  

   

inputs:  

  hello-package:     

    default: "10.136.100.100:20202/domain/backend:v2"  

  instances:    

    type: integer   

    description: Number hello app instances.   

    constrains:   

      - valid_values: [ 1, 2, 3]  

  

node_types:  

  hello_type:  

    derived_from:hwpaas.nodes.Application  

   

node_templates:  

  hello-app:  

    type: hello_type  

    properties:  

      type: container  

    requirements:  

      - package:  

        node: hello-package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PackageConsistsOf  

  

  hello-package:  

    typ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properties: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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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age_type: container  

        process_spec:  

          name: {get_input: hello-package}  

   

outputs:  

  hostip:  

    value: {get_attribute:[hello-app,ips]}  

    description: ip list of hello-app 

各字段说明请见下表： 

字段 字段说明 

tosca_definitions_versio

n 

应用模板所基于的类型定义版本。 

若平台使用的版本为 hwpaas_tosca_version_1_4，在设计包模板

文件中此参数必选。 

description 应用模板的描述信息，可选配置项。 

imports 引用的类型定义/模板，可选配置项。 

当全部使用平台内置类型时，将不需要引用额外的 imports文

件。 

inputs 定义输入参数。用户可以在 inputs中定义参数的类型、描述信

息、默认值等，默认值信息可在创建堆栈时由外部输入替换。对

于类型为 password、secret的输入参数，不允许输入默认值。 

node_types 自定义类型文件，用于基于平台内置的 TOSCA节点类型，扩展属

性、生命周期等用户自己定义的类型。 

说明：图形化编排设计器中暂不支持此功能。 

node_templates 定义应用拓扑描述，所有的 TOSCA拓扑节点，都在

node_templates中定义。节点是基于某个 node_type 类型的实例

化，类型中定义的属性值、关联关系、生命周期等，都将在节点

中体现。在节点的实例化中也可以更新属性值、关联关系的赋

值，但更新的范围都限制在了类型定义的范围内。 

outputs 定义拓扑的输出，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得到输出信息，如应用的

IP运行环境地址等。 

4、i18n-zh-cn.json 配置示例 

i18n-zh-cn.json文件配置示例如下: 

{  

  "inputs" : {  

    "inputparam1" : {  

      "name" : "输入参数 1",  

      "description" : "输入参数描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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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putparam2" : {  

     "name" : "输入参数 2",  

     "description" : "输入参数描述 2"  

     }  

   },  

  "outputs" : {  

    "outputparam1" : {  

      "name" : "输出参数 1",  

      "description" : "输出参数描述 1"  

    },  

   "outputparam2" : {  

     "name" : "输出参数 2",  

     "description" : "输出参数描述 2"  

    }  

  }  

} 

文件分成两段，“inputs”和“outputs”，分别对应 blueprint.yaml中的 inputs和 outputs。每

一个大段中，按参数逐个展开，例如 inputparam1来自 blueprint.yaml 中的某个输入参数，其 name表

示页面显示的参数名称，description 表示页面显示的参数描述，这两个字段按不同的语言填写，从而实

现国际化显示功能。outputs 的内容也是如此的。 

12.5  应用编排支持的对象类型与配置说明 

12.5.1  应用组 

1、模型定义 

应用组是一种逻辑节点，主要用于体现多个应用之间的组织关系。应用组的节点类型定义如下： 

hwpaas.nodes.AppGroup:  

    derived_from: hwpaas.nodes.Root  

    properties:  

      deploy:  

        type: boolean  

        default: true  

        immutable: true  

      custom_spec:  

        default: {}  

    requirements:  

      - member: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ConsistsOf  

          node: hwpaas.nodes.Application 

2、属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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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是否部署

（deploy） 

应用组是否部署。因应用组为逻辑节点，当前该属性并不会影响到应用

组所包含的应用是否部署。当应用组的 deploy为 false时，应用将属

于 defaultGroup的应用组。该属性在设置后不允许修改。 

 true：部署 

 false：不部署 

自定义属性

（custom_spec） 

应用组的用户自定义配置信息，可以允许用户配置任意自定义属性（属

性信息为 json结构），但必须保证输入的 json对象是合法的。 

此处设置的自定义信息在创建应用时，会传递到应用的配置信息中。 

3、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 说明 

member 应用组的关联关系组成中，需要通过 member关系定义应用组包含的

应用。若不定义 member，应用组没有实际意义。 

其中，relationship固定为 hwpaas.relationships.ConsistsOf（组

成关系），对应的 node必须是应用类型。 

目前应用的数量暂时没有限制，建议不要超过 5个。 

4、配置示例 

node_templates:  

  use-app:   //应用组名称  

    type: hwpaas.nodes.AppGroup  

    properties:  

      custom_spec:   //应用组自定义属性，配置了 tag的数组  

        tags:  

          - key: netype   

            value: "com.huawei.Universe.Application"  

            globalConfigurations:  

    requirements:  

      - member:   

          node: use-appcomponent   //应用组依赖应用 

12.5.2  应用 

1、模型定义 

应用是对最小可部署对象的一种描述，代表一个软件应用的逻辑实体，表示一个有业务功能呈现给

用户的计算机软件应用。应用的节点类型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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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paas.nodes.Application:  

    derived_from: hwpaas.nodes.Root  

    properties:  

      type:  

        type: string  

        description: process/container, application type, now for process(directly on vm/pm) and 

container  

        default: process  

        immutable: true  

      instances:  

        type: integer  

        default: 1  

      deploy:  

        type: boolean  

        description: deploy this application or not  

        default: true  

        immutable: true  

      stateful:  

        type: boolean  

        description: useful on container mode, false --> ReplicaSet, true --> StatefulSet;  

        default: false  

        immutable: true  

      packages:  

        default: []  

      custom_spec:  

        default: {}  

      exclusive:  

        type: string  

        description: this application need exclusive resources or not, default:(container-->false, 

process-->true)  

        default: "default"  

      resource_selector:  

        description: defined for select resource  

        type: hwpaas.datatypes.resource_selector  

        default: {}  

      bind_services:  

        description: defined for services which applications binds to  

        default: []  

        type: hwpaas.datatypes.service_bind  

        islist: true  

      name:  

        type: string  

        default: ''  

        constrains:  

          max_length: 24  

          regex: (^$)|(^[a-z]([-a-z0-9]*[a-z0-9])?$)  

    immutable: true  

      certification:     

        type: hwpaas.datatypes.Certification   

        default: {} annotations: type: hwpaas.datatypes.Annotations islist: true default: [] 

upgrade_strategy: type: hwpaas.datatypes.upgrade_strategy default: {} restart_policy: type: 

string default: 'Always' description: the way to restart an application instance when it is 

failed  

    capabilities:  

      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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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hwpaas.capabilities.Endpoint  

    requirements:  

      - storage:  

          capability: hwpaas.capabilities.Attachment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HostedOn  

          node: hwpaas.nodes.Resource  

      - volume:  

          capability: hwpaas.capabilities.Attachment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AttachesTo  

          node: hwpaas.nodes.Volume  

      - host:  

          capability: hwpaas.capabilities.Container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HostedOn  

          node: hwpaas.nodes.Resource  

      - service:  

          capability: hwpaas.capabilities.Endpoint.Service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BindsTo  

          node: hwpaas.nodes.Service  

      - package: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PackageConsistsOf  

          nod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ConnectsTo  

    interfaces:  

      Standard:  

        type: hwpaas.interfaces.AppLifecycle 

2、属性配置 

属性 说明 

名称（name） 应用的名称，默认为空。名称格式非空时，需要满足^[a-z]([-a-z0-9]*[a-

z0-9])?$的正则条件和最大 24的长度限制。该属性在设置后不允许修改。 

 若定义名称，应用相关资源的名称都将使用这个名称。 

 若使用默认值，应用相关资源的名称将采用“节点名称+随机后缀”的格

式。 

实例数

（instances） 

应用的实例数。取值范围为[0, 100]，其中“0”表示没有实例。 

类型（type） 应用类型，包括进程类型应用（process）和容器类型（container）应用，

默认为 process。该属性在设置后不允许修改。应用所包含的软件组件需要与

应用的类型一致。 

是否部署

（deploy） 

应用是否部署，默认为 true。该属性在设置后不允许修改。若 deploy设置为

false，则应用将不部署（包括应用所包含的软件组件、依赖的主机资源

等）。 

有状态

（stateful） 

标识应用是有状态还是无状态，默认为无状态应用。该属性 immutable为

true，设置后不允许修改。 



12 参考知识  

223  

 

属性 说明 

 false：无状态。无状态应用对应 k8s的 replicaset，允许伸缩、升级等

生命周期操作。 

 true：有状态。有状态应用对应 k8s的 statefulset，需要挂载卷，目前

不支持伸缩、升级等生命周期操作。 

包信息列表

（packages） 

定义应用的软件包，目前暂未实现。 

自定义属性

（custom_spec） 

应用组的用户自定义配置信息，允许用户配置任意自定义属性（属性信息为

json结构）。在创建应用时，该参数将传递到应用的配置信息中。 

是否独占

（exclusive） 

应用的独占资源标记，默认值为"default"。 

 "True"：资源独占，配置需要加引号（""），作为字符串处理。 

 "False"：资源不独占，配置需要加引号（""），作为字符串处理。 

 "default"：在进程类应用场景下为独占，在容器场景下为共享。 

资源过滤

（resource_select

or） 

资源调度，可以在此处配置亲和性/反亲和性，用于指定应用部署的资源，与

应用之间的亲和性关系。 

亲和性部署的结构如下，目前支持 labels（对应 k8s的 node  selector）和

affinities（目前已支持 node  affinity，以及 pod自身的反亲和；尚不支

持配置 k8s的 pod级别的 affinity）。当 label与 affinities 同时配置时，

两种调度策略均生效。 

resource_selector:  

        labels: #数组结构，默认为空  

          - key:  xx #标签名称  

            value:    #标签值  

        affinities:  

          antiself: true  #反亲和性，默认为 true  

          hosts:    #主机亲和性，数组结构，默认为空  

            - key: aa   #主机标签名称  

              values: [aa,bb,cc]  #主机标签值范围  

              op: In    #主机标签匹配策略 

绑定服务

（bind_services） 

绑定服务，可以在应用中绑定已经创建的服务实例。需要定义绑定服务的关

联关系，并指定服务信息的挂载文件路径。应用可以直接读取挂载路径的文

件，以获取服务的信息。 

bind_services：    

  - bind_path: string #服务实例信息挂载路径  

    service_instance_name: string  #服务实例名称 

证书

（certification） 

应用可以通过 certification 来挂载证书和 secret。 

certification：  

  path:   string  #证书挂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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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secret:   string #证书引用的 secret名称 

注解

（annotations） 

用来添加注入自定义的元数据信息，数组形式。每个元素的内容包括下面的

内容 

  name:   string  #自定义元数据名称  

  value:   string #自定义元数据内容 

升级策略

（upgrade_strateg

y） 

应用升级时使用的策略，默认值“RollingUpdate” 

upgrade_strategy：  

  strategy_type:  "RollingUpdate" #升级策略，可选范围为

RollingUpdate/Recreate/InplaceRollingUpdate  

  max_unavailable:  "1"  #最大不可用数，字符串类型，滚动升级时生效  

  max_surge:  "1"   #最大超出范围，字符串类型，滚动升级时生效 

重启策略

（restart_policy

） 

应用出现异常后，重启应用时使用的策略，默认值“Always”。也可配置为

“OnFailure”或“Never”。 

说明：设计器中暂时只支持“Always”策略。 

3、关联关系 

关系 说明 

storage 应用使用的存储，目前暂未实现。 

volume 应用挂载的卷资源，目前仅支持挂载本地卷。 

host 定义应用的运行主机，通过 hwpaas.relationships.HostedOn的关系关联到主

机（hwpaas.nodes.Compute/hwpaas.nodes.ResourceTemplate）上。 

service 定义应用使用的服务（实例），通过 hwpaas.relationships.BindsTo的关系

绑定服务，对象类型是 hwpaas.nodes.Service。 

package 定义应用的软件组件，通过 hwpaas.relationships.PackageConsistsOf 关系

指定软件组件（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dependency 定义应用的基本依赖关系，对象可以是任意类型的节点，主要用于指定先后顺

序。关联关系为 hwpaas.relationships.ConnectsTo。 

4、配置示例 

1）无状态容器应用 

node_templates:  

  redis-app:  

    type: hwpaas.nodes.Application  

    properties:  

      type: container   //定义类型为容器，默认即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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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ments:  

      - package:  

          node: redis-soft   //定义软件节点，具体容器相关定义都在软件组件上  

      - host:  

          node: redis-cluster  //定义主机，在资源池情况下可不定义主机，直接使用资源池配置 

2) 无状态进程应用 

node_templates:  

  redis-app:  

    type: hwpaas.nodes.Application   //默认即进程类应用  

    properties:  

    resource_selector:          //定义标签方式的调度，可选  

      labels:  

        - key: application  

          value: redis  

    custom_spec:              //自定义属性部分，可选  

      tags:  

        - key: aaa  

          value: bbb  

    configurations:  

      testa: ok  

      …  

    requirements:  

      - package:  

          node: redis-soft   //定义软件节点，具体容器相关定义都在软件组件上  

      - host:  

          node: redis-cluster  //定义主机，在资源池情况下可不定义主机，直接使用资源池配置 

3) 有状态容器应用 

node_templates:  

  ec:  

    type: hwpaas.nodes.Application  

    properties:  

      type: container   //容器应用  

      name: ec       //显示定义 name字段，应用创建出来的 service/configmap等资源名称都将使用这个名称  

      instances : 3    //实例数  

      stateful: true    //有状态应用  

      resource_selector: //可选  

        affinities:  

          antiself: true  //配置反亲和性，可选  

          hosts:       //配置主机节点的亲和性，可选  

           - key: use  

             values:   

              - ec  

              - etcd  

              op: in  

    requirements:  

      - package:  

          node: etcd-unit  //软件组件  

      - host:  

          node: etcd-cluster  //运行主机  

      - volume:  

          node: etcd-datadir  //挂载本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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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lume:  

          node: etcd-logfile   //挂载本地卷  

  etcd-datadir:              //本地卷的定义  

    type: hwpaas.nodes.LocalVolume  //本地卷类型  

    properties:  

      name: datadir   名称  

      type: local_storage    //类型：本地存储  

      host_path: /var/paas/sys/run/ec  //定义本地的挂载文件路径 

12.5.3  任务（Job 应用） 

1、模型定义 

hwpaas.nodes.Job:     

  derived_from: hwpaas.nodes.Application     

  properties:       

    completions:   

      type: integer   

      default: 1   

      description: the number of repitions pod(s) need(s) to complete   

    restart_policy:   

      type: string   

      default: 'OnFailure'   

      constrains:   

        valid_values: ['Never', 'OnFailure']     

   interfaces:   

     Standard:   

       type: hwpaas.interfaces.JobLifecycle 

2、属性配置 

属性 说明 

名称（name） 应用的名称，默认为空。名称格式非空时，需要满足^[a-z]([-a-z0-

9]*[a-z0-9])?$的正则条件和最大 24的长度限制。该属性在设置后不允许

修改。 

 若定义名称，应用相关资源的名称都将使用这个名称。 

 若使用默认值，应用相关资源的名称将采用“节点名称+随机后缀”的

格式。 

实例数

（instances） 

同一时间执行任务应用的实例数，默认值为 1。实际值应该不大于任务

数。 

类型（type） 应用类型，包括进程类型应用（process）和容器类型（container）应

用，默认为 process。该属性 immutable为 true，设置后不允许修改。 

应用所包含的软件组件需要与应用的类型一致。 

成功执行数 重复完成同一任务的次数，默认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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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completions） 

包信息列表

（packages） 

定义应用的软件包，目前暂未实现。 

自定义属性

（custom_spec） 

应用组的用户自定义配置信息，允许用户配置任意自定义属性（属性信息

为 json结构）。在创建应用时，该参数将传递到应用的配置信息中。 

是否独占

（exclusive） 

应用的独占资源标记，默认值为"default"。对于任务类型 

 "True"：资源独占，配置需要加引号（""），作为字符串处理。 

 "False"：资源不独占，配置需要加引号（""），作为字符串处理。 

 "default"：在进程类应用场景下为独占，在容器场景下为共享。 

资源过滤

（resource_select

or） 

资源调度，可以在此处配置亲和性/反亲和性，用于指定应用部署的资源，

与应用之间的亲和性关系。 

亲和性部署的结构如下，目前支持 labels（对应 k8s的 node  selector）

和 affinities（目前已支持 node  affinity，以及 pod 自身的反亲和；尚

不支持配置 k8s的 pod级别的 affinity）。当 label与 affinities同时

配置时，两种调度策略均生效。 

resource_selector:  

        lables: #数组结构，默认为空  

          - key:  xx #标签名称  

            value:    #标签值  

        affinities:  

   

        antiself: true  #反亲和性，默认为 true  

          host:    #主机亲和性，数组结构，默认为空  

            - key: aa   #主机标签名称  

              values: [aa,bb,cc]  #主机标签值范围  

              op: In    #主机标签匹配策略 

证书

（certification） 

应用可以通过 certification 来挂载证书和 secret。 

certification：  

  path:   string  #证书挂载路径  

  secret:   string #证书引用的 secret名称 

注解

（annotations） 

用来添加注入自定义的元数据信息，数组形式。每个元素的内容包括下面

的内容 

  name:   string  #自定义元数据名称  

  value:   string #自定义元数据内容 

重启策略

（restart_policy

当应用出现异常后，重启应用时使用的策略，默认值“OnFailure”。也可

配置为“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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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 

是否部署

（deploy） 

应用是否部署，默认为 true。该属性在设置后不允许修改。若 deploy设

置为 false，则应用将不部署（包括应用所包含的软件组件、依赖的主机

资源等）。 

3、关联关系 

关系 说明 

storage 应用使用的存储，目前暂未实现。 

volume 应用挂载的卷资源，目前仅支持挂载本地卷。 

host 定义应用的运行主机，通过 hwpaas.relationships.HostedOn的关系关联到

主机（hwpaas.nodes.Compute/hwpaas.nodes.ResourceTemplate）上。 

service 定义应用使用的服务（实例），通过 hwpaas.relationships.BindsTo的关系

绑定服务，对象类型是 hwpaas.nodes.Service。 

package 定义应用的软件组件，通过 hwpaas.relationships.PackageConsistsOf 关系

指定软件组件（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dependency 定义应用的基本依赖关系，对象可以是任意类型的节点，主要用于指定先后

顺序。关联关系为 hwpaas.relationships.ConnectsTo。 

3、配置示例 

node_templates:   

  job-app:   

    type: hwpaas.nodes.Job   

    properties:   

      type: container   

      completions: 3   

    requirements:   

      - package:   

        node: job-soft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PackageConsistsOf 

12.5.4  代理（Agent 应用） 

Agent应用对应于类似于 K8S里 deamonSet资源应用。该应用继承了普通应用的属性，并在其基础上

添加了一些限制。 

1、模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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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paas.nodes.Agent:  

  derived_from: hwpaas.nodes.Application  

 properties:  

      type:  

        type: string  

        description: process/container, application type, now for process(directly on vm/pm) and 

container  

        default: process  

        immutable: true  

      deploy:  

        type: boolean  

        description: deploy this application or not  

        default: true  

        immutable: true  

      packages:  

        default: []  

      custom_spec:  

        default: {}  

      exclusive:  

        type: string  

        description: this application need exclusive resources or not, default:(container-->false, 

process-->true)  

        default: "default"  

      resource_selector:  

        description: defined for select resource  

        type: hwpaas.datatypes.resource_selector  

        default: {}  

      bind_services:  

        description: defined for services which applications binds to  

        default: []  

        type: hwpaas.datatypes.service_bind  

        islist: true  

      name:  

        type: string  

        default: ''  

        constrains:  

          max_length: 24  

          regex: (^$)|(^[a-z]([-a-z0-9]*[a-z0-9])?$)  

        immutable: true  

      certification:     

        type: hwpaas.datatypes.Certification   

        default: {}       annotations:   

        type: hwpaas.datatypes.Annotations   

        islist: true   

        default: []   

      upgrade_strategy:   

        type: hwpaas.datatypes.upgrade_strategy   

        default: {}  

2、属性配置 

属性 说明 

名称（name） 应用的名称，默认为空。名称格式非空时，需要满足^[a-z]([-a-z0-9]*[a-



12 参考知识  

230  

 

属性 说明 

z0-9])?$的正则条件和最大 24的长度限制。该属性在设置后不允许修改。 

 若定义名称，应用相关资源的名称都将使用这个名称。 

 若使用默认值，应用相关资源的名称将采用“节点名称+随机后缀”的格

式。 

类型（type） 应用类型，包括进程类型应用（process）和容器类型（container）应用，

默认为 process。应用所包含的软件组件需要与应用的类型一致。 

是否部署

（deploy） 

应用是否部署，默认为 true。如果 immutable设置为 true，该属性

immutable为 true，设置后不允许修改。若 deploy设置为 false，则应用

将不部署（包括应用所包含的软件组件、依赖的主机资源等）。 

包信息列表

（packages） 

定义应用的软件包，目前暂未实现。 

自定义属性

（custom_spec） 

应用组的用户自定义配置信息，允许用户配置任意自定义属性（属性信息为

json结构）。在创建应用时，该参数将传递到应用的配置信息中。 

资源过滤

（resource_select

or） 

资源调度，可以在此处配置亲和性/反亲和性，用于指定应用部署的资源，

与应用之间的亲和性关系。 

亲和性部署的结构如下，目前支持 labels（对应 k8s的 node  selector）

和 affinities（目前已支持 node  affinity，以及 pod自身的反亲和；尚

不支持配置 k8s的 pod级别的 affinity）。当 label与 affinities 同时配

置时，两种调度策略均生效。 

resource_selector:  

        lables: #数组结构，默认为空  

          - key:  xx #标签名称  

            value:    #标签值  

        affinities:  

   

        antiself: true  #反亲和性，默认为 true  

          host:    #主机亲和性，数组结构，默认为空  

            - key: aa   #主机标签名称  

              values: [aa,bb,cc]  #主机标签值范围  

              op: In    #主机标签匹配策略 

绑定服务

（bind_services） 

绑定服务，可以在应用中绑定已经创建的服务实例。需要定义绑定服务的关

联关系，并指定服务信息的挂载文件路径。应用可以直接读取挂载路径的文

件，以获取服务的信息。 

bind_services：    

  - bind_path: string #服务实例信息挂载路径  

    service_instance_name: string  #服务实例名称 

证书 应用可以通过 certification 来挂载证书和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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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ion：  

  path:   string  #证书挂载路径  

  secret:   string #证书引用的 secret名称 

注解

（annotations） 

用来添加注入自定义的元数据信息，数组形式。每个元素的内容包括下面的

内容 

  name:   string  #自定义元数据名称  

  value:   string #自定义元数据内容 

重启策略

（restart_policy

） 

当应用出现异常后，重启应用时使用的策略，默认值“Always”。也可配置

为“OnFailure”或“Never”。 

3、关联关系 

关系 说明 

storage 应用使用的存储，目前暂未实现。 

volume 应用挂载的卷资源，目前仅支持挂载本地卷。 

host 定义应用的运行主机，通过 hwpaas.relationships.HostedOn的关系关联到

主机（hwpaas.nodes.Compute/hwpaas.nodes.ResourceTemplate）上。 

service 定义应用使用的服务（实例），通过 hwpaas.relationships.BindsTo的关系

绑定服务，对象类型是 hwpaas.nodes.Service。 

package 定义应用的软件组件，通过 hwpaas.relationships.PackageConsistsOf 关系

指定软件组件（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dependency 定义应用的基本依赖关系，对象可以是任意类型的节点，主要用于指定先后

顺序。关联关系为 hwpaas.relationships.ConnectsTo。 

4、配置示例 

node_templates:  

  frontend-app:  

    type: hwpaas.nodes.Agent  

    properties:  

      type: container  

    requirements:  

      - package:  

          node: frontend-soft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PackageConsistsOf  

      - host:  

          node: frontend-cluster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Hoste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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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  软件 

软件组件用于定义应用所需要的软件，如 docker镜像、进程类型软件包等信息。软件组件的模型定

义如下： 

1、模型定义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derived_from: hwpaas.nodes.Root  

    properties:  

      deploy:  

        description: deploy this application or not  

        default: true  

      package:  

        package_type:  

          default: process  

        deploy:  

          description: the package deploy or not  

          type: boolean  

          default: true  

        process_spec:  

          name:  

            default: ''  

            description: package info, url or full name  

          version:  

            default: ''  

            description: package version  

          url:  

            default: ''  

          script_path:  

            default: 'scripts/'  

        container_spec:  

          image:  

            default: ''  

          command:  

            default: []  

        probe_spec:  

          livenessProbe:  

            default: {}  

            description: probe the liveness, some command or scripts  

          readinessProbe:  

            default: {}  

            description: probe the readiness, some command or scripts  

        ingress_spec:  

          rules:  

            default: []  

          tls:  

            default: []  

          tls_backend:  

            default: false  

        resource_spec:    

            deaf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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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_spec:  

          default: {}  

        env:  

          default: []  

        secrets:           

          default: []  

        ports:  

          default: []  

        volumes:  

          default: []  

        package_pull_secret:  

          type: string  

          default: ''  

      custom_spec:   

        default: {}  

    requirements:  

     -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DependsOn  

         nod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interfaces:  

      Standard:  

        type: hwpaas.interfaces.AppLifecycle 

2、属性配置 

1) 属性配置说明 

属性 说明 

名称（name） 软件组件的名称, 默认为空。名称格式非空时，需要满足^[a-z]([-a-z0-

9]*[a-z0-9])?$的正则条件和最大 24的长度限制。该属性在设置后不允许修

改。 

 若定义名称，应用相关资源的名称都将使用这个名称。 

 若使用默认值，应用相关资源的名称将采用“节点名称+随机后缀”的格

式。 

是否部署

（deploy） 

软件组件是否部署。 

 false：不部署。 

 true：部署。 

当应用存在 PackageConsistsOf的关联关系，且依赖这个软件组件时，软

件组件属性设置为 false会导致拓扑检查失败。此时需要执行强制创建，

从应用中删除这个应用组件的关联关系，才能够正常的创建堆栈。 

软件包

（package） 

用于定义软件组件的主要属性信息，详细请参见下列的软件包参数表。 

自定义属性

（custom_spec） 

应用组的用户自定义配置信息，允许用户配置任意自定义属性（属性信息为

json结构）。在创建应用时，该参数将传递到应用的配置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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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包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package_type 软件组件类型，默认为 process。 

 process：进程类 

 container：容器类 

是否部署

（deploy） 

预留字段，目前暂未实现。 

process_spec 进程类属性信息，对应软件包应用特性。包含以下几个字段： 

process_spec:  

    name: 字符串  

    version: 字符串  

    url: 字符串  

    script_path: 字符串 

 name：软件包名称，在 url为空时使用。 

 version：软件包版本，在 url为空时使用。 

 url：软件包地址，为空时将根据 name和 version进行查询。 

 script_path：预留字段，目前暂未实现。 

container_spec 容器类属性信息，对应容器应用特性。包含以下几个字段： 

container_spec:  

    image: 字符串，默认为空  

    command: 字符串数组，默认为空  

    securityContext: 数组，可选  

    imagePullPolicy：字符串 

 image：镜像地址 

 command：容器启动命令，默认为空，使用镜像中自带的启动命令 

 securityContext：定义了容器的安全选项 

 imagePullPolicy： 拉取镜像策略， 可为 Always， IfNotPresent

或 Never 

probe_spec 健康检查项配置，k8s的探针机制。包含以下几个字段： 

probe_spec:  

    livenessProbe: 存活探针，默认为空  

    readinessProbe: 就绪探针，默认为空 

 livenessProbe：存活探针 

livenessProbe中的参数配置请参见 livenessProbe 参数说明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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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readinessProbe：就绪探针 

readinessProbe的参数配置同“livenessProbe”，请参见

livenessProbe参数说明。 

ingress_spec 访问路由配置。包含以下几个字段： 

ingress_spec:  

    rules: 规则数组  

    tls: 安全配置数组  

    tls_backend：是否启用安全传输 

 rules：访问路由的规则配置，每个 rule结构包含以下几个字段： 

 host: 字符串  

    http: 结构  

     paths：http路径信息数组  

       - path：路径，字符串格式  

          backend：路径的后端配置  

            serviceName：服务的名称  

            servicePort：服务的端口 

− host：配置域名，填写 autohost将自动生成 *.vip.io 域名。 

− http：配置该域名下具体路由与后端服务的映射。 

− paths：配置该域名的路径信息，数组格式。 

− path：域名的路径信息。 

− backend：域名的后端配置，对应软件的 service。其中

serviceName可以不填，默认即为当前软件所在应用的 service；

servicePort在 nodePort端口随机分配的情况下，需要配置成 0。 

 tls：访问路由的 tls安全配置。每个结构包含以下几个字段： 

 hosts: 字符串数组  

 secretName: 授权秘钥的名称 

− hosts：配置域名数组。 

− secretName：配置这些域名使用的授权秘钥。 

 tls_backend：后端是否开启 tls传输，默认为否。 

（只有在 service用的是 loadbalancer） 

 ingress_type: 可分为 internal和 external两种类型，用于内部

或外部访问。 

 role: 当 type类型为 external时有效，标记注册到哪个 ELB上，

可用取值为：region，tenant和 data 

 loadbalancer_ip: 指定注册到哪个 ELB实例 IP地址上。 

service_spec 服务配置。包含以下几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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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service_spec:  

  type：字符串  

  ports: 端口数组 

 type：服务类型，主要包括 NodePort、ClusterIP和 LoadBalance，

默认为 ClusterIP。 

说明 

若定义了 ingress_spec 字段，不支持 ClusterIP 服务类型，请选择 NodePort 或

LoadBalance。 

 ports：端口数组。包含以下几个字段： 

port: 数字  

name：字符串  

targetPort：数字  

nodePort：数字  

protocol：协议，TCP/UDP 

− port：对外暴露的应用监听端口。 

− name：端口名称，可选。 

− targetPort：应用程序内部的监听端口。 

− protocol：服务的传输协议，默认 TCP。 

− nodePort：nodePort类型时有效，端口取值范围可在安装平台时

指定，若安装时未修改默认为 30000~32767。配置端口时，需要保

证 nodePort参数值全局唯一，否则会因为端口冲突而导致部署应

用失败。若不配置，系统使用随机分配的端口。 

resource_spec 对资源请求和限制。包含以下几个字段： 

resource_spec:  

    requrest:  

      cpu: 字符串  

      memory：字符串  

    limit:  

      cpu: 字符串  

      memory：字符串 

 request： 所申请的资源 

cpu： 单位为 cores. (500m = .5 cores) 

memroy：Memory, 单位为 bytes. (500Gi = 500GiB = 500 * 1024 * 

1024 * 1024) 

 limit： 对资源限制 

cpu： CPU, 单位为 cores. (500m = .5 cores) 

memroy：单位为 bytes. (500Gi = 500GiB = 500 * 1024 * 1024 *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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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nv 环境变量配置，数组格式。每一条环境变量，都需要配置 name和

value。 

 name：环境变量名称。 

 value：环境变量值。 

secrets 用户自己用到的认证信息，如用户名/密码，AK/SK等。数组格式，形

式与“env”相同。 

 name：隐私信息名称。名称字段仅支持小写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否

则在安装过程中会失败。 

 value：隐私信息值。将加密保存。 

ports 开放端口配置，进程和容器场景配置信息不同。 

 对于进程： 

− ports：配置端口列表。 

port：进程使用的端口号。 

protocol：必填项，请根据应用的使用场景填写，如 TCP或

UDP。 

 对于容器 

− ports：配置端口列表。 

− containerPort：容器使用的端口号。 

volumes 挂载卷配置。目前仅支持在应用中挂载卷，不支持在软件组件定义中挂

载卷。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应用是 process型应用，则 mountPath目录

必须与主机目录一样，而且该目录必须在应用中自行创建。结构字段如

下： 

 name：挂载名称，必填。 

 mountPath：挂载目标目录，必填。 

 readOnly: true表示只读模式；false表示可读可写模式，默认为

读写模式。可选。 

 policy：挂载策略。目前仅做了日志策略，其值为 logs，用于日志

收集与防爆。可选。 

日志策略书写格式如下: 

policy:  

 logs:  

    rotate: Daily 

其中，rotate可以配置为 Hourly、Daily、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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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 Hourly：每小时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

（即压缩到一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

空。 

− Daily：每天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

（即压缩到一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

空。 

− Weekly：每周扫描一次日志文件，如文件超过 20M，会将其转储

（即压缩到一个历史文件中，在日志所在目录下），并将原文件清

空。 

− ""：只做日志收集，不会做日志防爆。 

package_pull_se

cret 

授权秘钥，用于安装软件组件时，从软件/镜像仓库下载获取指定的包/

镜像。 

 若为空，系统会根据用户的项目信息自动配置成名称为 project-

secret的秘钥。 

 若为非空，系统使用用户指定的秘钥。 

3) livenessProbe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nitialDelaySecon

ds 

探针在定义时长后开始检测 

timeoutSeconds 检测超时 

periodSeconds 探针检测间隔 

successThreshold 检测成功阀值 

failureThreshold 检测失败阀值。比如当前 pod状态为健康，但是健康检查失败，不会

立即刷新 pod健康状态。当连续失败次数达到 failure 阈值（比如阈

值是 5），要连续 5次健康检查失败才会把 pod状态置为不健康。 

exec 

command 探针执行的健康检查命令，字符串数组格式。 

httpGet 

path 探针发送 http请求的路径。 

port 探针发送 http请求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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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host 探针发送 http请求的主机。 

3、关联关系 

关系 说明 

dependency 定义软件组件之间的依赖关系，主要用于控制安装的先后顺序。 

4、配置示例 

1) 容器类软件组件 

node_templates:  

  redis-app:  

    type: hwpaas.nodes.Application  

    properties:  

      type: container  

    requirements:  

      - package:  

          node: redis-soft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PackageConsistsOf  

      - host:  

          node: redis-cluster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HostedOn  

  

  redis-soft:  

    typ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properties:  

      package:  

        package_type: container  

        container_spec:  

          image: {get_input: image_id}          

  

  redis-cluster:  

    type: hwpaas.nodes.Cluster  

    properties:  

      host_type: container 

2) 进程类应用软件组件 

node_templates:  

  hello-app:  

    type: hwpaas.nodes.AppGroup  

    requirements:  

      - member:  

          node: hello-component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ConsistsOf  

  

  hello-component:  

    type: hwpaas.nodes.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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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rties:  

      type: process  

    requirements:  

      - host:  

          node: hello-cluster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HostedOn  

      - package:  

          node: hello-package  

          relationship: hwpaas.relationships.PackageConsistsOf  

  

  hello-package:  

    typ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properties:          

      package:  

        process_spec:  

          url: hello-V1-Linux-x64.tar.gz  

          version: V1  

        env:  

          - name: BIND_SERVICES  

           value: default  

  

  hello-cluster:  

    type: hwpaas.nodes.Cluster  

    properties:  

      host_type: vm 

3) 带有健康检查的软件组件 

node_templates:  

  nginx-soft:  

    typ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properties:  

      package:  

        package_type: container  

        container_spec:  

          image: {get_input: image_id}  

        probe_spec:  

          livenessProbe:  

            httpGet:  

              path: /  

              port: 80  

        ports:  

          - containerPort: 80 

4) 带有服务开放的软件组件 

node_templates:  

  frontend-soft:  

    typ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properties:  

      package:  

        package_type: container  

        container_spec:  

          image: {get_input: image_id}        

        service_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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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 NodePort  

          ports:  

            - port: 80  

             nodePort: 30002 

5) 带有访问路由的软件组件 

node_templates:  

hello-package:  

    typ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properties:          

      package:  

        process_spec:  

          name: {get_input: package}  

          version: V1  

        env:  

          - name: BIND_SERVICES  

            value: default  

        ports:  

          - port: 9876  

            protocol: TCP  

        service_spec:  

          type: NodePort  

          ports:  

            - port: 9876  

        ingress_spec:  

          tls:  

          - hosts:  

            - autohost   

            secretName: default-ingress-ssl  

          rules:  

          - host: autohost          

            http:        

              paths:  

              - path: /hello  

                backend:  

                  servicePort: 0  

          tls_backend: true 

6) 带有环境变量的软件组件 

node_templates:  

  frontend-soft:  

    type: hwpaas.nodes.SoftwareComponent  

    properties:  

      package:  

        package_type: container  

        env:   

          - name: BACKEND  

           value: redis  

        container_spec:  

          image: {get_input: imag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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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  集群 

1、模型定义 

集群的定义如下： 

hwpaas.nodes.Cluster:   

    derived_from: hwpaas.nodes.ResourceTemplate   

    properties:   

      name:  

        type: string  

        description: cluster name in k8s  

        required: true  

      namespace:  

        type: string  

        description: namespace for deploy in k8s  

        required: true  

        immutable: true  

    capabilities:   

      host:   

       type:hwpaas.capabilities.Container   

      os:   

       type:hwpaas.capabilities.OperatingSystem   

      storage:   

        type:hwpaas.capabilities.Attachment      

    requirements:      

      - port:      

        capability: hwpaas.capabilities.PortBindable    

        relationship:hwpaas.relationships.BindsToPort        

        node: hwpaas.nodes.Port   

    interfaces:   

      Standard:    

        type:hwpaas.interfaces.ResourceLifecycle 

2、属性配置 

属性 说明 

名称（name） 集群名称。 

命名空间（namespace） 集群的命名空间。 

3、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 说明 

port 可以用来将 cluster和一个 port进行绑定，从而获取 IP。 

4、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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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end-host:   

    type: hwpaas.nodes.Cluster   

    properties:   

      name: cluster-1   //使用已有的集群   

      namespace: default  

frontend-app:    //应用 hostedOn集群   

    type: hwpaas.nodes.Application   

    properties:   

      type: container        

      requirements:   

        - host:   

          node: frontend-host 

12.5.7  生命周期脚本定义 

1、脚本定义 

平台应用支持生命周期的定义。容器中命令本身已制作在容器中，是不需要额外定义的。此处介绍

的生命周期脚本定义，主要针对的是进程类应用的脚本定义。进程类应用的软件组件，软件包中存在安

装脚本，平台对软件包的脚本存放有建议的目录。 

应用生命周期事件，将触发执行应用生命周期脚本。生命周期脚本定义在两个层次，即应用和软件

包上，在相应的生命周期执行对应的脚本。脚本可支持 shell/bat等格式，后续也将扩展支持 salt/chef

等配置工具脚本。 

在模板中定义的属性等信息，通过环境变量的形式导入到应用中，在生命周期脚本中进行获取得

到。环境变量的名称，一般为{Node}_{Property}，即定义在 node下的属性信息，跨 node的环境变量，

也通过此种方式得到。 

interfaces:  

  hwpaas.interfaces.AppLifecycle:  

    derived_from: hwpaas.interfaces.NodeLifecycle  

    actions:  

      create:  

        command: '[ ! -s scripts/create.sh ] || sh scripts/create.sh'  

        fail-command: ''  

      configure:  

        command: '[ ! -s scripts/configure.sh ] || sh scripts/configure.sh'  

        fail-command: ''  

      start:  

        command: '[ ! -s scripts/start.sh ] || sh scripts/start.sh'  

        fail-command: ''  

      poststart:  

        command: '[ ! -s scripts/poststart.sh ] || sh scripts/poststart.sh'  

        fail-command: ''  

      pre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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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and: '[ ! -s scripts/prestop.sh ] || sh scripts/prestop.sh'  

        fail-command: ''  

      stop:  

        command: '[ ! -s scripts/stop.sh ] || sh scripts/stop.sh'  

        fail-command: ''  

      delete:  

        command: '[ ! -s scripts/delete.sh ] || sh scripts/delete.sh'  

        fail-command: ''  

      restart:  

        command: '[ ! -s scripts/restart.sh ] || sh scripts/restart.sh'  

        fail-command: ''  

      upgrade:  

        command: '[ ! -s scripts/upgrade.sh ] || sh scripts/upgrade.sh'  

        fail-command: ''  

      rollback:  

        command: '[ ! -s scripts/rollback.sh ] || sh scripts/rollback.sh'  

        fail-command: ''  

      reconfigure:  

        command: '[ ! -s scripts/reconfigure.sh ] || sh scripts/reconfigure.sh'  

        fail-command: ''  

      active:  

        command: '[ ! -s scripts/active.sh ] || sh scripts/active.sh'  

        fail-command: ''  

      standby:  

        command: '[ ! -s scripts/standby.sh ] || sh scripts/standby.sh'  

        fail-command: ''  

      scale:  

        command: '[ ! -s scripts/scale.sh ] || sh scripts/scale.sh'  

        fail-command: ''  

      update:    

        command: '[ ! -s scripts/update.sh ] || sh scripts/update.sh'    

        fail-command: ''  

    plans:  

      install:  

        actions: [create]  

        fail-actions: []  

      configure:  

        actions: [configure]  

        fail-actions: []  

      start:  

        actions: [start]  

        fail-actions: []  

      poststart:  

        actions: [poststart]  

        fail-actions: []  

      prestop:  

        actions: [prestop]  

        fail-actions: []  

      stop:     

        actions: [stop]  

        fail-actions: []  

      uninstall:  

        actions: [delete]  

        fail-actions: []  

      recon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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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s: [reconfigure]  

        fail-actions: []  

      upgrade:    

        actions: [backup, upgrade, start, poststart]    

        fail-actions: []  

      update:    

        actions: [update]    

        fail-actions: []  

      rollback:    

       actions: [rollback]    

       fail-actions: [] 

2、配置示例 

#定义生命周期  

lifecycles:  

  my_backend_lifecycle:  

    derived_from: hwpaas.interfaces.AppLifecycle  

    actions: #定义动作，与实际的脚本相对应  

      install-this:  

        command: 'install.sh'   #脚本执行命令  

        fail-command: ''       #脚本失败执行命令  

      config:  

        command: 'config.sh'  

        fail-command: ''  

      start_app:  

        command: 'start_app.sh'   

        fail-command: ''  

      stop:  

        command: 'stop_app.sh'      

        fail-command: ''  

      uninstall:  

        command: 'delete_app.sh'   

        fail-command: ''  

      rollback_status:  

        command: 'rollback.sh'   

        fail-command: ''  

    plans: #生命周期计划，引用上述定义的 action  

      create:   

        actions: [install-this, config] #action数组，串行执行  

        fail-actions: []  

      start:   

        actions: [start_app]  

        fail-actions: []  

      stop:   

        actions: [stop]  

        fail-actions: []  

      delete:   

        actions: [uninstall]  

        fail-actions: []  

#使用生命周期    

node_templates:  

  backend:  

    type: hwpaas.nodes.Application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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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late_files:  

        - resolv.conf:  

          path: resolv.conf  # 模板文件在相对路径(packages/app_name/resources/templates/resole.conf)  

          target_path: /etc/resolv.conf  #目标文件路径  

          values:   #模板待替换项  

            nameserver: 10.10.10.10  

    lifecycles:  

      Standard: #覆盖平台默认提供的生命周期  

        type: my_backend_lifecycle 

12.5.8  输入 

1、概念 

输入是指在实例化模板时输入的参数，为可选项。在部署时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修改输入参数的默

认值。 

2、属性配置 

属性 说明 

名称 输入参数的名称。取值范围：字符串，长度 1~64，由英文字母、数字、中

划线（-）和下划线（_)组成，且必须以字母开头。 

类型（type） 目前支持字符串、整数、浮点数，布尔、密码、密钥、IP 和枚举。 

描述

（description） 

输入参数描述信息。取值范围：字符串，长度 1~255，由英文字母、数字和

英文符号组成。其中，英文符号包括-~!@#$%^&*()|_+={}<>?,.;:`'"\/[]和

空格。 

默认值

（default） 

输入参数默认值。取值范围：字符串，长度 1~8192，由英文字母、数字和

英文符号组成。其中，英文符号包括-~!@#$%^&*()|_+={}<>?,.;:`'"\/[]和

空格。 

标签（label） 输入参数的分类标记。取值范围：字符串，长度 1~255 

约束

（constrains） 

输入参数的有效值条件，总共下面几种有效值范围 

 equal：等于，支持数字、字符串类型的比较 

 in_range：数字的范围，支持整数的有效性比较 

 valid_values：有效值集合，数组格式，样例为[a, b, ccc] 

 length：字符串长度 

 regex：正则表达式 

高级参数 输入参数是否为高级参数。取值范围：tru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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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advanced） 

隐藏字段

（invisible） 

输入参数的值是否隐藏不可见。取值范围：true/false 

3、源代码 

inputs:  

  user:  

    default: root  

    type: string  

  password:  

    default: xxxxxx //用户输入的密码  

    type: string  

  user_password:  

    type: secret   //隐私类型字段，界面上不回显。后端自动加密，在获取时解密 

12.5.9  输出（高级功能） 

1、概念 

输出是指模板生成堆栈实际部署完成后的输出参数，为可选项。 

2、属性配置 

属性 说明 

名称 输出参数的名称。取值范围：字符串，长度 1~64，由英文字

母、数字、中划线（-）和下划线（_)组成，且必须以字母开

头。 

描述 输出参数描述信息。取值范围：字符串，长度 1~255，由英文

字母、数字和英文符号组成。其中，英文符号包括-

~!@#$%^&*()|_+={}<>?,.;:`'"\/[]和空格。 

默认值 输出参数默认值。取值范围：字符串，长度 1~8192，由英文字

母、数字和英文符号组成。其中，英文符号包括-

~!@#$%^&*()|_+={}<>?,.;:`'"\/[]和空格。 

3、已支持的输出参数（动态 attribute） 

以下的动态 attribute属性，只有编排到了相关的资源才能获取得到，否则得到的信息为空。 

1）应用： 

A、应用的 IP地址：get_attribute: [{app-name}, ips]，获取 pod运行的主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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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应用的服务端口信息（nodePort）：get_attribute: [{app-name}, Service, ports, 0, 

nodePort] 

C、应用的访问路由（http）：get_attribute: [{app-name}, 

Ingress,annotations,ingress.kubernetes.io/external-address] 

D、应用的访问路由（https）：get_attribute: [{app-name}, 

Ingress,annotations,ingress.kubernetes.io/external-ssl-address] 

2）资源： 

A、端口的 IP地址：get_attribute: [{port-name}, Port, fixed_ips, 0, ip_address] 

B、端口的 IP对地址：get_attribute: [{port-name}, Port, allowed_address_pairs, 0, 

ip_address] 

C、Cluster地址：get_attribute: [{cluster-name}, cluster, {vmindex}, server, addresses, 

{network}, {netindex}, addr]。"vmindex”是多实例情况下虚拟机的序号，从 0开始计数；

"netindex"是 cluster所在网络的网络名称，” netindex”是多网络平面情况下的网络序号，从 0

开始计数。用户也可以直接使用 get_attribute: [{cluster-name}, cluster]获取 Cluster的所有

信息，其中就包括 Cluster 所有实例的 IP表。 

12.6  ConfigMap 类型资源描述文件配置说明 

ConfigMap资源文件支持 json和 yaml两种格式，且文件大小不得超过 2MB。 

1、json格式 

文件名称为 configmap.json，配置示例如下： 

{  

  "kind": "ConfigMap",  

  "apiVersion": "v1",  

  "metadata": {  

    "name": "paas-broker-app-017",  

    "namespace": "lcqtest",  

   "enable": true  

  },  

  "data": {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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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Component\":{\"properties\":{\"custom_spec\":{}},\"node_name\":\"paas-broker-

app\",\"stack_id\":\"0177eae1-89d3-cb8a-1f94-

c0feb7e91d7b\"},\"softwareComponents\":[{\"properties\":{\"custom_spec\":{}},\"node_name\":\"paas

-broker\",\"stack_id\":\"0177eae1-89d3-cb8a-1f94-c0feb7e91d7b\"}]}"  

 }  

} 

2、yaml格式 

文件名称为 configmap.yaml，配置示例如下： 

apiVersion: v1  

kind: ConfigMap  

metadata:  

  name: test-configmap  

data:  

  data-1: value-1  

  data-2: valu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