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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本⽂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如果您阅读
或使⽤本⽂档，您的阅读或使⽤⾏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云⽹站或阿⾥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档，且仅能⽤于⾃⾝的合法

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档的内容视为阿⾥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云
事先书⾯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披露本⼿册内容或提供给任何第三⽅使⽤。

2. 未经阿⾥云事先书⾯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不得擅⾃摘抄、翻译、复制本⽂档内容的部分
或全部，不得以任何⽅式或途径进⾏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云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
提⽰下对本⽂档的内容进⾏修改的权利，并在阿⾥云授权通道中不时发布更新后的⽤⼾⽂档。您
应当实时关注⽤⼾⽂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云授权渠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档。

4. 本⽂档仅作为⽤⼾使⽤阿⾥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云以产品及服务的”现状“、“有
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档。阿⾥云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尽最⼤努⼒提供相应的介
绍及操作指引，但阿⾥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档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性、可靠性等不作
任何明⽰或暗⽰的保证。任何单位、公司或个⼈因为下载、使⽤或信赖本⽂档而发⽣任何差错或
经济损失的，阿⾥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
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使⽤或信赖本⽂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
责任（即使阿⾥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档案、资讯、资料、⽹站架构、⽹
站画⾯的安排、⽹⻚设计，均由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
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经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书⾯同意，任何⼈不得擅⾃
使⽤、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或公开发表阿⾥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
此外，未经阿⾥云事先书⾯同意，任何⼈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告、促销或其他⽬的使⽤、公
布或复制阿⾥云的名称（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云”、Aliyun”、“万
⽹”等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号、
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能够识别阿⾥云
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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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约定
格式 说明 样例

该类警⽰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变更甚⾄
故障，或者导致⼈⾝伤害等结果。 禁⽌:

重置操作将丢失⽤⼾配置数据。
该类警⽰信息可能导致系统重⼤变更甚
⾄故障，或者导致⼈⾝伤害等结果。 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所需
时间约10分钟。

⽤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等，不
是⽤⼾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rl + A选中全部⽂件。
> 多级菜单递进。 设置 > ⽹络 > 设置⽹络类型
粗体 表⽰按键、菜单、⻚⾯名称等UI元素。 单击 确定。
courier

字体
命令。 执⾏ cd /d C:/windows 命令，进

⼊Windows系统⽂件夹。
斜斜 表⽰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ID
[]或者[a|b
]

表⽰可选项，⾄多选择⼀个。 ipconfig [-all|-t]

{}或者{a|b
}

表⽰必选项，⾄多选择⼀个。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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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使⽤ Serverless Kubernetes，您可以专注于设计和构建应⽤程序，而不是管理运⾏应⽤程序的
基础设施。
阿⾥云 Serverless Kubernetes 让您⽆需管理和维护集群与服务器，即可快速创建 Kuberentes
 容器应⽤，并且根据应⽤实际使⽤的 CPU 和内存资源量进⾏按需付费。使⽤ Serverless 
Kubernetes，您可以专注于设计和构建应⽤程序，而不是管理运⾏应⽤程序的基础设施。它基于
阿⾥云弹性计算基础架构，并且完全兼容 Kuberentes API 的解决⽅案，充分结合了虚拟化资源带
来的安全性、弹性和 Kubernetes ⽣态。
它具有以下优势：
• 简单易⽤

秒级部署应⽤。⽆需管理 Kubernetes 集群基础设施，内建⾼可⽤和安全性。
• 兼容并包

您可使⽤熟悉的 Kubernetes 命令⾏和 API 来部署容器应⽤，⽆需修改就⽀持 Kubernetes
 典型应⽤场景。也可轻松的迁移您的应⽤到⽀持 Kubernetes 的运⾏平台，如阿⾥云 
Kubernetes 集群。

• 安全隔离
基于阿⾥云弹性计算基础架构，应⽤容器之间相互隔离防⽌互相⼲扰。

• 按需扩容
⽆需再担⼼集群节点的的⽔平扩展，根据应⽤负载，轻松灵活扩容应⽤所需资源。

• 互联互通
⽀持容器应⽤与阿⾥云基础服务⽆缝整合。⽀持与⽤⼾ VPC 中现有应⽤、数据库直接交互；⽀
持容器与虚拟机应⽤的互联互通。

公测开放地域
⽬前，阿⾥云容器服务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处于公测阶段。暂只开放部分地域，其他地
域将相继开放。

使⽤限制
集群中pod基于ECI创建，关于pod的规格和使⽤限制请参考弹性容器实例ECI > 产品简介 > 使⽤
限制⻚⾯中的使⽤限制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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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价
关于ECI的定价请参考弹性容器实例ECI > 产品定价下的计费说明
集群中SLB、PrivateZone等资源价格请参考相应云产品收费标准。
Serverless Kubernetes不会收费，将持续为⽤⼾提供免费服务。

与容器服务的对⽐

应⽤场景
serverless kubernetes 应⽤场景⾮常⼴泛，基于容器的⾼移植性⾼灵活性，和 IaaS 的⾼弹性⾼
隔离性，为 serverless 类应⽤提供强⼤的基础运⾏设施。适合的 serverless 应⽤包括多媒体处
理、捕获数据修改、物联⽹传感器数据处理、流式计算、聊天机器⼈、批量计算、web 应⽤、移动
应⽤后端服务、商业逻辑处理、持续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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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ubernetes 功能⽀持
API 版本
⽀持 Kubernetes 1.9 API。
应⽤负载
• ⽀持Deployment、StatefulSet、Job/CronJob、Bare Pod。
• 不⽀持 DaemonSet。
Pod 定义
⽀持启动多个容器，设置环境变量，设置 RestartPolicy，设置健康检查命令，挂载volumes
 等。
负载均衡
• ⽀持创建 LoadBalancer 类型应⽤。
• ⽀持Ingress。
• 不⽀持 NodePort 类型。
配置
⽀持 Secret 和 Configmap。
存储
• ⽀持 emptyDir 和 nfs volume 类型。
• 不⽀持 PersistentVolume 和 PersistentVolumeClaim。
命名空间
⽤⼾只可看⻅ default 命名空间，不可添加命名空间。
节点
⽤⼾不可查看 kubernetes 的节点信息。
事件
⽤⼾可查看 default 命名空间下的事件。
容器logs
⽤⼾可通过kubectl logs实时查看容器的⽇志。
容器exec/attach

⽂档版本：2019082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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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kubectl exec进⼊容器执⾏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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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群管理
3.1 创建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

您可以通过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常⽅便地快速创建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
前提条件

登录 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和 RAM 管理控制台 开通相应的服务。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的集群 > 集群，进⼊集群列表⻚⾯。
3. 单击⻚⾯右上⻆的创建 Kubernetes 集群，在弹出的选择集群模板中，选择标准 Serverless 集

群⻚⾯，单击创建。

默认进⼊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配置⻚⾯。

4. 填写集群的名称。
集群名称应包含 1-63 个字符，可包含数字、汉字、英⽂字符或连字符（-）。

⽂档版本：2019082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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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集群所在的资源组。

6. 选择集群所在的地域和可⽤区。

7. 设置集群的⽹络。
Kubernetes 集群仅⽀持专有⽹络。⽀持⾃动创建和使⽤已有的 VPC。

说明:
• ⾃动创建：集群会⾃动新建⼀个VPC，并在VPC中⾃动创建NAT⽹关以及配置SNAT规则。
• 使⽤已有：您可以在已有 VPC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VPC 和交换机。如需访问公⽹，⽐如下载

容器镜像，要配置NAT⽹关，建议将容器镜像上传到集群所在区域的阿⾥云镜像服务，并通
过内⽹VPC地址拉取镜像。

8. 设置是否为专有⽹络创建 NAT⽹关 并配置 SNAT 规则。

说明:

6 ⽂档版本：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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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选择⾃动创建 VPC 时必须配置 SNAT；若您选择使⽤已有VPC，可选择是否⾃动配
置SNAT⽹关。若选择不⾃动配置 SNAT，您可⾃⾏配置NAT ⽹关实现 VPC 安全访问公⽹环
境；或者⼿动配置 SNAT，否则 VPC 内实例将不能正常访问公⽹，会导致集群创建失败。

9. 勾选是否开启基于PrivateZone的服务发现功能，该功能允许您在集群VPC内通过服务域名访
问服务。

说明:
在使⽤勾选该功能前，请确认您已开通PrivateZone服务，参⻅#unique_7。

10.为集群绑定标签。
输⼊键和对应的值，单击添加。

说明:
• 键是必需的，而 值 是可选的，可以不填写。
• 键 不能是 aliyun、http:// 、https:// 开头的字符串，不区分⼤小写，最多 64 个字符。
• 值 不能是 http:// 或 https://，可以为空，不区分⼤小写，最多 128 个字符。
• 同⼀个资源，标签键不能重复，相同标签键（Key）的标签会被覆盖。
• 如果⼀个资源已经绑定了 20 个标签，已有标签和新建标签会失效，您需要解绑部分标签后

才能再绑定新的标签。
11.勾选⽆服务器 Kubernetes 服务协议。
12.在⻚⾯右侧，单击创建集群，启动部署。

后续步骤
集群创建成功后，您可以在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的 Kubernetes 集群列表⻚⾯查看所创建的
Serverless 集群。

⽂档版本：2019082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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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单击右侧的管理，查看集群的基本信息和连接信息。

3.2 通过 kubectl 连接 Kubernetes 集群
如果您需要从客⼾端计算机连接到 Kubernetes 集群，请使⽤ Kubernetes 命令⾏客⼾端
kubectl。

操作步骤
1. 从Kubernetes 版本⻚⾯下载最新的 kubectl 客⼾端。
2. 安装和设置 kubectl 客⼾端。

有关详细信息，参⻅ 安装和设置 kubectl。

8 ⽂档版本：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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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集群凭据。
您可以在集群信息⻚⾯查看集群凭据。
a)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b) 在 Kubernetes菜单下，单击集群进⼊ Kubernetes 集群列表⻚⾯。
c) 选择所需的集群并单击右侧的管理。
d) 您可以在连接信息处查看集群的连接地址。

e) 拷⻉集群凭据到本地⽂件中，您可创建并将集群凭据保存到 $HOME/.kube/config
（kubectl 预期凭据所在的位置）。或者命名⼀个新的⽂件，如 /tmp/kubeconfig，并执
⾏命令 export KUBECONFIG=/tmp/kubeconfig。

f) 执⾏上述操作后，您可执⾏以下命令，确认集群连接情况。

#kubectl get pod
No resources found.

后续步骤
配置完成后，您即可使⽤ kubectl 从本地计算机访问 Kubernetes 集群。

3.3 删除集群
您可以通过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删除不再使⽤的集群。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 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集群，进⼊ Kubernetes 集群列表⻚⾯。

⽂档版本：2019082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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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所需的集群并单击右侧的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10 ⽂档版本：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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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管理
4.1 通过命令管理应⽤

您可以通过命令创建应⽤或者查看应⽤的容器。
前提条件

在本地使⽤命令前，您需要先设置#unique_12。
通过命令创建应⽤

可以通过运⾏以下语句来运⾏简单的容器（本⽰例中为 Nginx Web 服务器）：
root@master # kubectl run nginx --image=registry.cn-hangzhou.aliyuncs.
com/spacexnice/netdia:latest

此命令将为该容器创建⼀个服务⼊口，指定 --type=LoadBalancer 将会为您创建⼀个阿⾥云负
载均衡路由到该 Nginx 容器。
root@master # kubectl expose deployment nginx --port=80 --target-port=
80 --type=LoadBalancer

通过命令查看容器
运⾏如下命令列出所有 default 命名空间⾥正在运⾏的容器。
root@master # kubectl get pods
NAME                                   READY     STATUS    RESTARTS   
AGE
nginx-2721357637-dvwq3                 1/1       Running   1          
9h

4.2 使⽤镜像创建应⽤
前提条件

创建⼀个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详情参⻅#unique_14。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 Kubernetes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应⽤ > ⽆状态，进⼊⽆状态（Deployment）⻚

⾯。

⽂档版本：2019082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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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右上⻆的使⽤镜像创建。

4. 设置应⽤名称、部署集群、命名空间副本数量类型标签和注解，并单击下⼀步进⼊应⽤配置⻚
⾯。
如果您不设置命名空间，系统会默认使⽤ default 命名空间。

5. 选择所要使⽤的镜像和镜像的版本。
• 镜像名称：您可以单击选择镜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镜像并单击确定。您还可以

填写私有 registry。填写的格式为 domainname/namespace/imagename:tag。本例中
为 nginx。

• 镜像版本：您可以单击选择镜像版本选择镜像的版本。若不指定，默认为 latest。
6. 设置容器数量。

本⽰例是单容器 Pod，若指定多个容器，会启动相同数量的 Pod。

12 ⽂档版本：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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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设置容器的资源限制和所需资源。
Serverless Kubernetes ⽬前处于公测阶段，仅⽀持 2C4G 规格。
• 资源限制：可指定该应⽤所能使⽤的资源上限，包括 CPU 和内存两种资源，防⽌占⽤过多资

源。
• 所需资源：即为该应⽤预留资源额度，包括 CPU 和内存两种资源，即容器独占该资源，防⽌

因资源不⾜而被其他服务或进程争抢资源，导致应⽤不可⽤。
其中，CPU 资源的单位为 millicores，即⼀个核的千分之⼀；内存的单位为 Bytes，可以为 Gi
、Mi 或 Ki。

8. 配置环境变量。
⽀持通过键值对的形式为 Pod 配置环境变量。⽤于给 Pod 添加环境标志或传递配置等，具体请
参⻅ Pod variable。

9. 配置容器信息。
您可以为运⾏在 Pod 中的容器配置 Command、Arguments。
Command 和 Args：若不配置，会使⽤镜像默认的设置；若配置，则会覆盖镜像⾥的默认设
置，并且如果只配置 Arguments，容器启动时，默认的 Command 会执⾏新的 Arguments
。
Command 和 Arguments 在 Pod 创建之后不可更改。

⽂档版本：2019082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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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完成应⽤配置后，单击下⼀步，进⼊访问设置⻚⾯，即设置⼀个绑定后端 pod 的服务。
您可以选择不创建服务，或者选择服务类型，⽬前只⽀持负载均衡类型。
• 负载均衡：即 LoadBalancer，是阿⾥云提供的负载均衡服务，可选择公⽹访问或内⽹访

问。
• 名称：默认会⽣成⼀个应⽤名后缀 svc 的服务名称，本例中为 serverless-app-svc，您也

可更改服务的名称。
• 端口映射：您需要添加服务端口和容器端口，⽀持 TCP/UDP 协议。

11.完成访问配置后，单击创建。
后续步骤

创建成功后，进⼊创建完成⻚⾯，会列出应⽤包含的对象，您可以前往部署列表查看。
您可以看到新建的 serverless-app-svc 出现在部署列表下。

14 ⽂档版本：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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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左侧导航栏的路由与负载均衡 > 服务 ，可以看到新建的服务 serverless-app-svc 出现在服务
列表下。

在浏览器中访问外部端点，您可访问 nginx 欢迎⻚。

4.3 创建服务
Kubernetes Service 定义了这样⼀种抽象：⼀个 Pod 的逻辑分组，⼀种可以访问它们的策略，通
常称为微服务。这⼀组 Pod 能够被 Service 访问到，通常是通过 Label Selector 来实现。
在 Kubernetes 中，pod 虽然拥有独⽴的 IP， 但 pod 会快速地创建和删除，因此，通过 pod
 直接对外界提供服务不符合⾼可⽤的设计准则。通过 service 这个抽象，Service 能够解耦 
frontend（前端）和 backend（后端） 的关联，frontend 不⽤关⼼ backend 的具体实现，从
而实现松耦合的微服务设计。
更多详细的原理，请参⻅Kubernetes service。

前提条件
您已经成功创建⼀个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参⻅#unique_14。

步骤 1 创建 deployment
使⽤镜像创建⼀个 deployment，本例中创建 serverless-app-deployment。具体操作参
⻅#unique_16。

步骤 2 创建服务
1. 登录 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 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应⽤  > 服务，进⼊服务列表⻚⾯。

⽂档版本：2019082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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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所需的集群和命名空间，单击⻚⾯右上⻆的创建。

16 ⽂档版本：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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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的创建服务对话框中，进⾏配置。

• 名称：输⼊服务的名称，本例中为 serverless-service。
• 类型：选择服务类型，即服务访问的⽅式。⽬前仅⽀持负载均衡，即 LoadBalancer，指阿

⾥云提供的负载均衡服务（SLB），可选择公⽹访问或内⽹访问。
• 关联部署：选择服务要绑定的后端对象，本例中使⽤ serverless-app-deployment。若不

进⾏关联部署，则不会创建相关的 Endpoints 对象，您可⾃⼰进⾏绑定，参⻅ services-
without-selectors。

⽂档版本：2019082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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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映射：添加服务端口和容器端口，容器端口需要与后端的 pod 中暴露的容器端口⼀致。
• 注解：为该服务添加⼀个注解（annotation），配置负载均衡的参数，例如设置service.

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bandwidth:20表⽰将该服务的带宽
峰值设置为20Mbit/s，从而控制服务的流量。更多参数请参⻅#unique_17。

• 标签：您可为该服务添加⼀个标签，标识该服务。
5. 单击创建，serverless-service 服务出现在服务列表中。

6. 您可查看服务的基本信息，在浏览器中访问 serverless-service 的外部端点。

⾄此，您完成如何创建⼀个关联到后端的 deployment 的服务，最后成功访问 Nginx 的欢迎⻚
⾯。

4.4 删除服务
您可以通过容器服务控制台快速对服务进⾏删除。

前提条件
• 您已经成功创建⼀个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参⻅#unique_14。
• 您已经成功创建⼀个服务，参⻅#unique_19。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 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应⽤ > 服务 ，进⼊服务列表⻚⾯。

18 ⽂档版本：20190828

https://cs.console.aliyun.com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Serverless Kubernetes集群⽤⼾指南 /  4 应⽤管理

3. 选择集群和命名空间，选择所需的服务（本⽰例中选择 serverless-service），单击右侧的删
除。

4. 在弹出的窗口中，单击确定，确认删除，该服务在服务列表中消失。

4.5 查看容器
您可以通过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的容器组⻚⾯查看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的容器组⻚⾯。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应⽤ > 容器组，进⼊容器组⻚⾯。
3. 选择所需的集群和命名空间，选择所需的容器组，单击右侧的详情。

说明:
您可对容器组进⾏更新和删除操作，对于通过部署（deployment）创建的容器组，建议您通
过 deployment 进⾏管理。

4. 进⼊容器组的详情⻚，您可查看该容器组的详情信息。

⽂档版本：2019082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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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查看服务
您在创建应⽤时，如果配置了外部服务，除了运⾏容器，会创建外部 Service，⽤于预配负载均衡
器，以便将流量引⼊到集群中的容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应⽤ > 服务，进⼊服务列表⻚⾯。
3. 您可以选择所需的集群和命名空间，查看部署的服务。

您可查看服务的名称、类型、创建时间、集群 IP 以及外部端点等信息。本例中您可看到分配给
服务的外部端点（IP 地址）。

4.7 基于云解析 PrivateZone 的服务发现
阿⾥云Serverless Kubernetes已经⽀持服务发现功能，⽬前⽀持内⽹SLB和Headless
Service的服务发现。

关于云解析PrivateZone
云解析 PrivateZone，是基于阿⾥云专有⽹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环境的私有域名解
析和管理服务。您能够在⾃定义的⼀个或多个专有⽹络中将私有域名映射到IP资源地址，同时在其
他⽹络环境⽆法访问您的私有域名。

说明:
PrivateZone的收费规则参⻅收费标准。

前提条件
1. 需要先开通云解析 PrivateZone，在云解析DNS控制台中开通。
2. 您已成功创建⼀个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参⻅#unique_23。
3. 您已成功连接到 Kubernetes 集群，参⻅#unique_24。

操作步骤
1. 通过 kubectl 连接到 Kubernetes 集群，执⾏如下命令，确认连接的集群。

kubectl cluster-info

20 ⽂档版本：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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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bernetes master is running at https://xxxxxx.serverless-1.
kubernetes.cn-shanghai.aliyuncs.com:6443

2. 部署 deployment 和创建 Service。⽬前仅⽀持 Intranet Service 和 Headless Service。
以 Intranet Service 为例。创建⽰例nginx-deployment-basic.yaml⽂件。
vim nginx-deployment-basic.yaml

样例模板如下所⽰，在yaml⽂件中复制如下yaml代码，然后执⾏ kubectl create -f 
nginx-deployment-basic.yaml命令进⾏创建。
apiVersion: apps/v1beta2 # for versions before 1.8.0 use apps/
v1beta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name: nginx-deployment-basic
   labels:
     app: nginx
 spec:
   replicas: 2
   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nginx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app: nginx
     spec:
       containers:
       - name: nginx
         image: nginx:1.7.9               # replace it with your 
exactly <image_name:tags>
         ports:
         - containerPort: 80
 ---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name: nginx-service-intranet           #可通过服务名作为短域名进⾏访问
   annotations:                           ##添加注解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address-type: 
intranet
 spec:
   ports:
   - port: 80
     protocol: TCP
   selector:
     app: nginx
   type: LoadBalancer

您也可创建 Headless Service 类型的服务，⽰例模板如下。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name: nginx-service-headless
spec:
  ports:
  - port: 80

⽂档版本：2019082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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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col: TCP
  selector:
    app: nginx
  clusterIP: None

3. 执⾏以下命令，查看应⽤的运⾏状况。
kubectl get svc,pod,deployment

4. 登录 云解析DNS控制台。
5.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PrivateZone > Zone 列表，可看到该列表下⾃动⽣成⼀条记录。

您可在该 VPC ⽹络环境中通过私有域名访问Service（⻓域名或者短域名）。
• ⻓域名访问：本例中是 nginx-service-intranet.$NAMESPACE.svc.cluster

.local，其中$NAMESPACE为Serverless集群 ID，在控制台上可以看到，也可以
在pod的yaml⽂件中通过环境变量得到。
env:
       - name: NAMESPACE
         valueFrom:
           fieldRef:
             fieldPath: metadata.namespace

• 短域名访问：nginx-service-intranet 或 nginx-service-headless，即在yaml编排中定
义的服务名。

更多信息可参⻅serverless-k8s-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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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项
5.1 创建配置项

在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上，您可以通过配置项菜单创建配置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应⽤配置 > 配置项，进⼊配置⽂件列表。
3. 在配置⽂件列表⻚⾯，选择需要创建配置项的集群和命名空间，然后单击创建配置项。

⽂档版本：2019082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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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配置⽂件的信息并单击确定。
• 命名空间：选择该配置项所属的命名空间。配置项（ConfigMap）是 kubernetes 资源对

象，需要作⽤于命名空间。
• 配置⽂件名：指定配置项的⽂件名，名称可以包含小写字⺟、数字、连字符（-）或者点

号（.），名称不能为空。其他资源对象需要引⽤配置⽂件名来获取配置信息。
• 配置项：填写变量名称 和变量值 后，需要单击右侧的添加。您也可以单击编辑配置⽂件 在弹

出的对话框⾥编写配置项并单击确定。
本⽰例中设置了 enemies 和 lives 变量，分别⽤于传递 aliens 和 3 这两个参数。

5. 单击确定后，您可以在配置⽂件列表中看到 test-config 配置⽂件。

5.2 删除配置项
您可以删除不再使⽤的配置项。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应⽤配置 > 配置项，进⼊配置⽂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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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标集群，选择需要修改的配置项并单击右侧的删除。

5.3 修改配置项
您可以修改配置项的配置。

背景信息

说明:
修改配置⽂件会影响使⽤该配置⽂件的应⽤。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Kubernetes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应⽤配置 > 配置项，进⼊配置⽂件列表。
3. 选择所需的集群和命名空间，选择需要修改的配置项并单击右侧的修改。

4. 在弹出的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档版本：2019082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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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改配置项。
• 选择需要修改的配置项并单击右侧的编辑，修改配置后单击保存。
• 或者单击编辑配置⽂件，完成编辑后单击确定。

6. 完成配置项修改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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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负载均衡管理
6.1 通过负载均衡访问服务

您可以使⽤阿⾥云负载均衡来访问服务。
通过命令⾏操作

1. 通过命令⾏⼯具创建⼀个 Nginx 应⽤。
root@master # kubectl run nginx --image=registry.aliyuncs.com/acs/
netdia:latest
root@master # kubectl get po 
NAME                                   READY     STATUS    RESTARTS 
  AGE
nginx-2721357637-d****                 1/1       Running   1        
  6s

2. 为 Nginx 应⽤创建阿⾥云负载均衡服务，指定 type=LoadBalancer 来向外⽹⽤⼾暴露
Nginx 服务。
root@master # kubectl expose deployment nginx --port=80 --target-
port=80 --type=LoadBalancer
root@master # kubectl get svc
NAME                  CLUSTER-IP      EXTERNAL-IP      PORT(S)      
                  AGE
nginx                 172.**.**.***   101.**.***.**   80:3****/TCP  
                 4s

3. 在浏览器中访问 http://101.**.***.**，来访问您的 Nginx 服务。
更多信息

阿⾥云负载均衡还⽀持丰富的配置参数，包含健康检查、收费类型、负载均衡类型等参数。详细信
息参⻅负载均衡配置参数表。

注释
阿⾥云可以通过注释的形式⽀持丰富的负载均衡功能。
使⽤已有的内⽹ SLB
1. 通过CloudShell 连接 Kubernetes 集群。
2. 创建并拷⻉如下内容到slb.svc⽂件中，并执⾏kubectl apply -f slb.svc命令。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annotations: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address-type: 
intr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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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id: your-
loadbalancer-id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force-override-
listeners: "true"
  labels:
    run: nginx
  name: nginx
  namespace: default
spec:
  ports:
  - name: web
    port: 80
    protocol: TCP
    targetPort: 80
  selector:
    run: nginx
  sessionAffinity: None
  type: LoadBalancer

说明:
需要指定三个 annotation。注意修改成您⾃⼰的 Loadbalancer-id。

创建 HTTPS 类型的 Loadbalancer
先在阿⾥云控制台上创建⼀个证书并记录 cert-id, 然后使⽤如下 annotation 创建⼀个 HTTPS 类
型的 SLB。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annotations: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cert-id: your-
cert-id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protocol-port: "
https:443"
  labels:
    run: nginx
  name: nginx
  namespace: default
spec:
  ports:
  - name: web
    port: 443
    protocol: TCP
    targetPort: 443
  selector:
    run: nginx
  sessionAffinity: None
  type: LoadBalancer

说明:
注释的内容是区分⼤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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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描述 默认值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protocol-port

多个值之间由逗号分隔，⽐
如：https:443,http:80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address-type

取值可以是 internet 或者 
intranet

internet

service.beta.kubernetes.io
/alicloud-loadbalancer-slb-
network-type

负载均衡的⽹络类型，取值可
以是 classic 或者 vpc

classic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charge-type

取值可以是 paybytraffic 或者
paybybandwidth

paybybandwidth

service.beta.kubernetes.io
/alicloud-loadbalancer-id

负载均衡实例的 ID。通过 
loadbalancer-id 指定您已有
的 SLB，已有 listener 会被覆
盖， 删除 service 时该 SLB 不
会被删除。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backend-label

通过 label 指定 SLB 后端挂哪
些节点。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region

负载均衡所在的地域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bandwidth

负载均衡的带宽 50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cert-id

阿⾥云上的证书 ID。您需要先
上传证书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health-check-flag

取值是 on 或者 off 默认为 off。TCP 不需要改参
数。因为 TCP 默认打开健康检
查，⽤⼾不可设置。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health-check-type

参⻅HealthCheck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health-check-uri

参⻅ HealthCh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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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描述 默认值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health-check-connect-port

参⻅ HealthCheck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healthy-threshold

参⻅ HealthCheck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unhealthy-threshold

参⻅ HealthCheck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health-check-interval

参⻅ HealthCheck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
er-health-check-connect-
timeout

参⻅ HealthCheck ⽆

service.beta.kubernetes.
io/alicloud-loadbalancer-
health-check-timeout

参⻅ HealthCheck ⽆

6.2 通过Ingress提供7层服务访问
在阿⾥云Serverless Kubernetes集群中，我们可以通过LoadBalancer Service对外提供四
层服务访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Ingress来对外提供七层服务访问，下⾯介绍如何在Serverless 
Kubernetes集群中提供七层域名服务访问。

前提条件
• 您已创建⼀个serverless集群，集群的VPC需要配置NAT⽹关，从而访问外⽹，下载容器镜

像。
• 您已通过kubectl连接到集群，参⻅#unique_34。

使⽤说明
• 不指定SLB实例情况下系统会⾃动帮您⽣成⼀个公⽹SLB实例。
• SLB实例默认前端监听端口为80（HTTP协议）和443（HTTPS协议）。
• SLB实例HTTPS证书默认会初始化为第⼀个创建的Ingress配置的TLS证书，否则会初始化为系

统默认证书；您可根据需要⾃⾏在SLB控制台上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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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指定使⽤已存在的SLB实例时，要求该SLB实例规格必须是性能保障型（⽀持ENI）；同时
确保80和443端口当前没有其他服务使⽤。

使⽤默认⽣成的SLB实例
当您不指定SLB实例时，系统会在第⼀个Ingress创建时⾃动⽣成⼀个性能保障型的公⽹SLB实
例。
1. 部署测试服务

a. 创建并拷⻉如下内容到cafe-service.yaml⽂件中，并执⾏kubectl apply -f cafe-

service.yaml命令，部署⼀个coffee service和tea service。
apiVersion: extensions/v1beta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name: coffee
spec:
  replicas: 2
  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coffee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app: coffee
    spec:
      containers:
      - name: coffee
        image: registry.cn-hangzhou.aliyuncs.com/acs-sample/
nginxdemos:latest
        ports:
        - containerPort: 80
---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name: coffee-svc
spec:
  ports:
  - port: 80
    targetPort: 80
    protocol: TCP
  selector:
    app: coffee
  clusterIP: None
---
apiVersion: extensions/v1beta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name: tea
spec:
  replicas: 1
  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tea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档版本：20190828 31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Serverless Kubernetes集群⽤⼾指南 /  6 负载均衡管理
        app: tea 
    spec:
      containers:
      - name: tea 
        image: registry.cn-hangzhou.aliyuncs.com/acs-sample/
nginxdemos:latest
        ports:
        - containerPort: 80
---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name: tea-svc
  labels:
spec:
  ports:
  - port: 80
    targetPort: 80
    protocol: TCP
  selector:
    app: tea
  clusterIP: None

当界⾯呈现如下结果时，表⽰部署完成。
deployment "coffee" created
service "coffee-svc" created
deployment "tea" created
service "tea-svc" created

b. 执⾏kubectl get svc,deploy命令，查看服务状态。
NAME             TYPE        CLUSTER-IP   EXTERNAL-IP   PORT(S)   
AGE
svc/coffee-svc   ClusterIP   <none>       <none>        80/TCP    
1m
svc/tea-svc      ClusterIP   <none>       <none>        80/TCP    
1m

NAME            DESIRED   CURRENT   UP-TO-DATE   AVAILABLE   AGE
deploy/coffee   2         2         2            2           1m
deploy/tea      1         1         1            1           1m

2. 配置 Ingress
a. 创建并拷⻉如下内容到cafe-ingress.yaml⽂件中，并执⾏kubectl apply -f cafe

-ingress.yaml命令，通过Ingress配置coffee service和tea service对外暴露的域名
和Path路径。
apiVersion: extensions/v1beta1
kind: Ingress
metadata:
  name: cafe-ingress
spec:
  rules:
  # 配置七层域名
  - host: foo.bar.com
    http: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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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置Context Path
      - path: /tea
        backend:
          serviceName: tea-svc
          servicePort: 80
      # 配置Context Path
      - path: /coffee
        backend:
          serviceName: coffee-svc
          servicePort: 80

当界⾯呈现如下结果时，表⽰Ingress配置完成。
ingress "cafe-ingress" created

b. 执⾏kubectl get ing，获取SLB实例IP。
NAME           HOSTS         ADDRESS          PORTS     AGE
cafe-ingress   foo.bar.com   139.***.**.***   80        1m

3. 测试服务访问

说明:
⽬前我们需要⾃⾏将域名解析到SLB实例IP上。

本例中在hosts中添加⼀条DNS域名解析规则，⽤于测试服务访问。建议您在⼯作环境中对域
名进⾏备案。
139.***.**.***    foo.bar.com

• 通过浏览器测试访问coffee服务。

• 通过命令⾏⽅式测试访问coffee服务。
curl -H "Host: foo.bar.com" http://139.***.**.***/coffee

• 通过浏览器测试访问tea服务。

• 通过命令⾏⽅式测试访问tea服务。
curl -H "Host: foo.bar.com" http://139.***.**.***/tea

使⽤指定的SLB实例
您可以通过注释service.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id来指定使⽤
已存在的SLB实例，但要求该SLB实例必须为性能保障型规格（⽀持ENI）。

说明:
系统会⾃动初始化SLB实例的80和443端口，请确保当前没有其他服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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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署测试服务
a. 创建并拷⻉如下内容到tomcat-service.yml⽂件中，并执⾏kubectl apply -f 

tomcat-service.yml命令，部署⼀个tomcat测试应⽤。
apiVersion: extensions/v1beta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name: tomcat
spec:
  replicas: 1
  selector:
    matchLabels:
      run: tomcat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run: tomcat
    spec:
      containers:
      - image: tomcat:7.0
        imagePullPolicy: Always
        name: tomcat
        ports:
        - containerPort: 8080
          protocol: TCP
      restartPolicy: Always
---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name: tomcat
spec:
  ports:
  - port: 8080
    protocol: TCP
    targetPort: 8080
  selector:
    run: tomcat
  clusterIP: None

当界⾯呈现如下结果时，表⽰tomcat应⽤部署完成。
deployment "tomcat" created
service "tomcat" created

b. 执⾏kubectl get svc,deploy tomcat，查看应⽤的状态。
NAME         TYPE        CLUSTER-IP   EXTERNAL-IP   PORT(S)    AGE
svc/tomcat   ClusterIP   <none>       <none>        8080/TCP   1m

NAME            DESIRED   CURRENT   UP-TO-DATE   AVAILABL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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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tomcat   1         1         1            1           1m

2. 申请SLB实例
您需要在集群同Region下⾃⾏申请⼀个性能保障型SLB实例（如slb.s2.small），可以是私
⽹也可以是公⽹（依据具体需求）。参⻅#unique_35。本例中申请⼀个公⽹SLB实例，记
录SLB实例的ID。

3. 配置TLS证书
您需要配置TLS证书实现HTTPS访问。
a. 执⾏如下命令，⽣成测试TLS证书。

$ openssl req -x509 -nodes -days 365 -newkey rsa:2048 -keyout tls.
key -out tls.crt -subj "/CN=bar.foo.com/O=bar.foo.com"# 创建TLS证书
Secret
$ kubectl create secret tls cert-example --key tls.key --cert tls.
crt

secret "cert-example" created

b. 执⾏如下命令，查看新建的TLS证书。
$ kubectl get secret cert-example

NAME           TYPE                DATA      AGE
cert-example   kubernetes.io/tls   2         12s

说明:
系统⾃动依据第⼀个创建的Ingress的TLS证书来初始化SLB的HTTPS默认证书，若需
要修改HTTPS默认证书，可在SLB控制台⾃⾏修改；若需配置多个证书，可在SLB控制
台HTTPS监听扩展域名下⾃⾏添加。

4. 配置 Ingress
a. 创建并拷⻉如下内容到tomcat-ingress.yml⽂件中，并执⾏kubectl apply -f 

tomcat-ingress.yml命令，配置 Ingress。
apiVersion: extensions/v1beta1
kind: Ingress
metadata:
  name: tomcat-ingress
  annotations:
    # 配置使⽤指定的SLB实例（SLB ID）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id: lb-
xxxxxxxxxx            ##替换为你的SLB ID
    service.beta.kubernetes.io/alicloud-loadbalancer-force-
override-listeners: "true"
spec:
  tls:
  - 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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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r.foo.com
    # 配置TLS证书
    secretName: cert-example
  rules:
  # 配置七层域名
  - host: bar.foo.com
    http:
      paths:
      # 配置Context Path
      - path: /
        backend:
          serviceName: tomcat
          servicePort: 8080

当界⾯呈现如下结果时，表⽰tomcat-ingress配置完成。
ingress "tomcat-ingress" created

b. 执⾏kubectl get ing tomcat-ingress命令，获取SLB IP地址。
NAME             HOSTS         ADDRESS        PORTS     AGE
tomcat-ingress   bar.foo.com   47.***.**.**   80, 443   1m

5. 测试服务访问

说明:
⽬前我们需要⾃⾏将域名解析到SLB实例IP上。

本例中在hosts中添加⼀条DNS域名解析规则，⽤于测试服务访问。建议您在⼯作环境中对域
名进⾏备案。
47.***.**.**   bar.foo.com

• 通过浏览器测试访问tomcat服务。

• 通过命令⾏⽅式测试访问tomcat服务。
curl -k -H "Host: bar.foo.com" https://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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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志管理
7.1 概述

您可以通过以下⼏种⽅式查看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的⽇志。
• 通过 kubectl logs 命令查看容器的运⾏⽇志。

具体的操作信息参⻅ kubectl logs。

说明:
使⽤ kubectl logs 命令查看容器的运⾏⽇志前，请#unique_38。

• 查看集群⽇志
• 通过阿⾥云⽇志服务采集⽇志

7.2 查看集群⽇志
您可以通过容器服务的简单⽇志服务查看集群的操作⽇志。

操作步骤
1. 登录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集群，进⼊ Kubernetes 集群列表⻚⾯。
3. 选择所需的集群并单击右侧的查看⽇志。

您可以查看该集群的操作信息。

⽂档版本：20190828 37

https://kubernetes.io/docs/reference/generated/kubectl/kubectl-commands#logs
https://cs.console.aliyun.com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Serverless Kubernetes集群⽤⼾指南 /  7 ⽇志管理

7.3 通过阿⾥云⽇志服务采集⽇志
本⽂将介绍如何在Serverless Kubernetes集群中将业务容器的标准输出和⽇志⽂件收集到阿⾥云
⽇志服务。

前提条件
您已经创建好⼀个Serverless Kubernetes集群。请参⻅创建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

使⽤YAML模版来部署⽰例
1. 容器服务管理控制台
2. 在 Kubernetes 菜单下，单击左侧导航栏中的应⽤ > ⽆状态，然后单击⻚⾯右上⻆的使⽤模板

创建。
3. YAML 模板的语法同 Kubernetes 语法，采集配置通过ENV来暴露，为了收集⽂件的⽇志，也

需要创建对应的 volumeMounts 和 volumes。以下是⼀个简单的 Deployment ⽰例：
apiVersion: apps/v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labels:
    app: alpine
  name: alpine
spec:
  replicas: 2
  selector:
    matchLabels:
      app: alpine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app: alpine
    spec:
      containers:
      - image: alpine
        imagePullPolicy: Always
        args:
        - ping
        - 127.0.0.1
        name: alpine
        env:
        ######### 配置 环境变量 ###########
        - name: aliyun_logs_test-stdout
          value: stdout
        - name: aliyun_logs_test-file
          value: /log/*.log
        #################################
        ######### 配置vulume mount #######
        volumeMounts:
        - name: volume-sls
          mountPath: /log
      volumes:
      - name: volume-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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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以下内容需要根据您的需求进⾏配置，⼀般按照顺序进⾏配置。
• 通过环境变量来创建您的采集配置，所有与配置相关的环境变量都采⽤aliyun_logs_作为

前缀。 创建采集配置的规则如下：
- name: aliyun_logs_{Logstore 名称}
  value: {⽇志采集路径}

⽰例中创建了两个采集配置，其中 aliyun_logs_log-stdout 这个 env 表⽰创建⼀个
Logstore 名字为 log-stdout，⽇志采集路径为 stdout 的配置，从而将容器的标准输出采集
到 log-stdout 这个 Logstore 中。

说明:
Logstore 名称中不能包含下划线（_），可以使⽤ - 来代替。

• 如果您的采集配置中指定了⾮ stdout 的采集路径，需要在此部分创建相应的
volumnMounts。
⽰例中采集配置添加了对/log/*.log 的采集，因此相应地添加了/log的
volumeMounts。

4. 当 YAML 编写完成后，单击创建，即可将相应的配置交由 Serverless Kubernetes 集群执
⾏。
部署完成后，您可以通过执⾏以下命令，查看pod部署情况。
NAME                      READY     STATUS    RESTARTS   AGE       
IP             NODE
alpine-76d978dbdd-gznk6   1/1       Running   0          21m       
10.1.XX.XX   viking-c619c41329e624975a7bb50527180****
alpine-76d978dbdd-vb9fv   1/1       Running   0          21m       
10.1.XX.XX   viking-c619c41329e624975a7bb50527180****

查看⽇志
1. 安装成功后，进⼊⽇志服务控制台。
2. 在进⼊控制台后，选择 Kubernetes 集群对应的 Project（默认为 k8s-log-{Kubernetes 集群

ID}），进⼊ Logstore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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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列表中找到相应的 Logstore（采集配置中指定），单击 ，在下拉框中选择查询分析。
本例中，找到test-stdout这个logstore，单击 ，在下拉框中选择查询分析，可以看到收
集到的ECI弹性容器实例的stdout⽇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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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更多问题和交流 请扫码加⼊钉钉交流群
关于Serverless Kubernetes集群更多问题和交流，请扫描⼆维码加⼊钉钉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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