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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为伸缩组设置固定出口IP
本节向您介绍，如果集群需要主动外访，那么如何设置固定外访IP。

需求场景

如果您伸缩组中的集群，同时存在这三个需求：

从负载均衡 CLB 接受请求

集群机器需要主动外访

外访时希望用固定的外网IP

那么您可以按如下方案进行设置。

方案简述

1. 通过负载均衡 CLB 接收和响应外部请求

2. 将机器放到 VPC 的子网中，将路由表指向 NAT 网关，主动外访请求统一经 NAT 网关的外网 IP 发出

3. 伸缩组的网络属性设为该子网，这样扩容出来的机器都会统一用 NAT 网关主动外访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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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

第一步： 创建VPC和子网

1. 创建VPC

1. 登录腾讯云控制台

，点击导航条【私有网络】，或者进入腾讯云私有网络介绍页中

的【立即体验】按钮，进入私有网络控制台。

2. 选择列表上方下拉框中的地域，点击【新建】创建私有网络，例如，选择地域“华北地区（北京）”。

3. 填写私有网络和子网的名称和 CIDR，并选择子网的可用区。

4. 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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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子网

1. 登录腾讯云控制台

，点击导航条【私有网络】，点击左导航栏中的【子网】。选择下拉框中的地域和私有网络。

2. 点击【新建】，填写子网络名称、CIDR、可用区和关联路由表。然后点击【创建】确认。

3. 新建完成后，您就可以购买机器到这个子网中了。

第二步：创建 NAT 网关

1. 购买

1. 登录腾讯云控制台，选择【私有网络】选项卡，选择【NAT网关】。

2. 点击左上角【新建】按钮，在弹出框中依次输入或确定以下参数：

网关名称

网关类型（网关类型创建后可更改）

NAT 网关服务的私有网络（就是刚才您创建的私有网络）

为 NAT 网关分配弹性 IP，这个 IP 就是以后您机器外访的固定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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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结束后点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 NAT 网关的创建。

4. 创建完 NAT 网关，您需要在私有网络控制台路由表页配置路由规则，以将子网流量指向 NAT 网关。

2. 设置路由表(重点)

1. 登录腾讯云控制台点击导航条【私有网络】，进入私有网络控制台，选择【路由表】。

2. 在路由表列表中，点击需要访问 Internet 的子网所关联的路由表 ID

进入路由表详情页，在路由策略中点击【编辑】按钮。

3. 点击新增一行，填入目的端（比如这种场景下可以填“0.0.0.0/0”，下一跳类型选择【NAT网关】，

并选择已创建的 NAT 网关 ID，然后点击确定。

至此，您在这个子网中的机器，即使没有公网IP，也可以经过NAT网关主动外访了，对外而言还是固定的IP。

如下图，即使我购买的是没有公网IP且带宽为0的主机，也可以主动外访：

但伸缩组需要识别这个子网，并确保机器都在这个子网上创建。

第三步：设置伸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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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步骤的目的是将子网信息指向伸缩组，伸缩组就会把新扩容的机器开在这个子网中。

这样，扩容的机器会自动地用NAT网关的IP地址外访，达到固定出口IP的效果。

在弹性伸缩控制台，点击新建：

填写好伸缩组名字、启动配置（启动配置需事先设置好）、最大伸缩数、最小伸缩数、起始实例数等信

息

选择“网络”和“子网”，指向刚才设置好的VPC和子网（重要）。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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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设置完成。

第9页　共32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最佳实践产品文档

搭建可伸缩的微信小程序

部署架构

我们可以按以下架构创建微信小程序，其中，业务服务器集群和会话管理服务器集群需要具备弹性伸缩能力。

为什么配置弹性伸缩？

以下两个场景下弹性伸缩能降低成本和提高业务连续性：

1. 小程序访问有明显的高峰低谷：根据测算，如果业务服务器集群和会话服务器集群需要不只一台机器，

且高峰短于8个小时，采用 按闲时保留固定服务器 + 高峰时期增加临时服务器

的方式，能节约30%左右成本。您可以通过 AS

设置定时扩缩容任务，让腾讯云在忙时扩容临时服务器，闲时回收终止未充分利用的服务器。

2. 小程序访问量稳定的预期下，配置基于监控告警的伸缩策略可应对意外高负载，保障服务的持续可用，

给问题解决争取时间。异常高负载包括 CC攻击 以及意外流量（例如，“脸萌”刚上线的远超预期的传

播速度，或特定事件带来的突发访问）。可参看公益网站 宝贝回家 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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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弹性伸缩能力免费，扩容的 CVM 按秒正常计费。

弹性伸缩会做哪些事情？

弹性伸缩可以帮助您：

1. 定时给集群增加机器或减少机器；

2. 根据集群服务器的负载情况自适应地增加机器或减少机器；

3. 加的机器会自动注册到负载均衡中，实现全自动扩容。

配置前提

将微信小程序的能力搭建起来，可参考详细步骤。

为会话服务器配置弹性伸缩策略

1. 创建启动配置

扩容时以 启动配置 为模板创建机器，因此我们事先通过启动配置指定地域、机型、镜像。

1. 登录弹性伸缩控制台，点击导航条中的【启动配置】。

2. 选择项目和地域，这里要注意必须选择小程序所在的项目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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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下来的操作与购买机器类似，您可跟着指引完成启动配置创建。

注：

此前您需要制作好镜像，这里需确保镜像里的应用能随操作系统启动，这样扩容出来的机器就能直接工

作，无需人工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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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伸缩组

在弹性伸缩的 控制台，点击【新建】，按如下填写集群的管理信息：

名称：按需起一个名字，这里填“会话服务器集群”。

最小伸缩数：集群服务器数量的下限，这里填 0 即可。

起始实例数：伸缩组刚创建时，自动创建的机器数量。这里填 0 即可。

最大伸缩数：集群服务器数量的上限，这里按需填写。

启动配置：选择刚才您创建的启动配置。

支持网络：会话服务器的网络环境，一般选“基础网络”即可。

支持可用区：即选择机扩容器落在哪个可用区里，此处按会话服务器所在的可用区勾选即可。

移出策略：选择默认即可。

负载均衡：选择会话服务器的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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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点击【确定】，完成创建。

3. 添加现有机器进伸缩组

1. 在 控制台 点击伸缩组名字，进入管理页，在页面下方点击“添加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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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已有的会话服务器加入伸缩组。

第15页　共32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最佳实践产品文档

3. 加入后对服务器设置“免于缩容”，这样在缩容活动中，伸缩组不会选择这台服务器缩容。

4. 设置扩容策略

您可以选择定时扩容、或者基于告警动态扩容（通常扩容任务和缩容任务成对出现）。

a. 定时扩缩容：

比如一个点餐小程序，可预期午饭时间的负载比其他时间高，您可以设置每天11：00-13：00扩容两台额外服

务器支撑负载。

先设置一个定时扩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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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设置一个定时缩容任务：

b. 基于告警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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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不明确的扩容，但需要防范出现意料之外的流量/攻击：

先设置一个告警扩容策略，用于应对异常流量：

再设置一个告警缩容策略，用于清退未充分利用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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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业务服务器配置弹性伸缩策略

这个过程与会话服务器类似：

为业务服务器创建一个启动配置；

为业务服务器创建一个伸缩组“业务服务器集群”，指向业务服务器的负载均衡；

为业务服务器设置伸缩策略。

验证伸缩性和查看伸缩活动

将伸缩组的期望实例数+1，伸缩组会自动扩容一台服务器到集群中。如果新扩的机器能正常处理请求，说明伸

缩组已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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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组还支持查询历史伸缩活动，确保您完全掌控伸缩活动情况。

至此，您的小程序已经具备了智能扩容的能力。您无需再为扩容缩容的问题操心，只需留意伸缩组通知或者不

定期查看历史伸缩活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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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节省30%成本（集群版）
本方案适合集群式部署的网站/APP。

如果您的业务满足以下条件，花5分钟配置这个方案，可节省30%成本：

网站使用集群的方式，且集群超过1台以上的服务器；

网站有较长时间的空闲。根据腾讯云的统计，90%的集群在凌晨 00：00-早上 09：00

这9个小时的负载低于30%。

大部分网站的高峰时间不超过 8 个小时，剩下的 16

个小时的时间，完全可以把闲置的服务器作缩容处理，这种方式能帮助您节约大量成本。

本文以某休闲类网站为例，该网站 20：00-24：00 是访问高峰时段。

方案简述

按非高峰时段的负载部署固定资源，可采用包年包月 CVM；

高峰时段的不足部分采用按量计费的CVM。通过定时任务在 20：00 扩容1台，24：00 缩容回去。

新旧方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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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假设原方案需要两台 4核4G 的 CVM，改成一台 4核4G 的 CVM +

每天4个小时临时CVM，能节省30%左右开支。

示例中的小网站每年可以节省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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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

实例的网站结构比较简单，只有应用服务器一个集群。如果复杂的网站，会有应用服务器集群、前端服务器集

群、缓存服务器集群等，每个集群都可进行类似操作，每个集群对应一个伸缩组。

step 1. 创建集群机器的自定义镜像

这步非常简单，基于一台现成的集群机器中制作即可。如有疑问可查看 制作自定义镜像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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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提前部署好镜像中的环境，保证镜像里的应用能随操作系统启动，这样扩容出来的机器就能直接

工作，无需人工介入。

step 2. 创建启动配置

扩容时 AS 以启动配置为模板创建机器，因此我们事先通过启动配置指定地域、机型、镜像。

1. 登录 弹性伸缩控制台，点击导航条中的【启动配置】。

2. 选择项目和地域，这里要注意选择 Web 应用 所在的项目和地域。

3. 接下来的操作与购买机器类似，您可跟着指引完成启动配置创建。注意自定义镜像中，指定刚才您创建

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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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为机器创建伸缩组

在 弹性伸缩控制台，点击【新建】，按如下填写集群的管理信息：

名称：按需起一个名字。比如这里填“应用服务器集群”

最小伸缩数：集群服务器数量的下限。示例这里填 0 即可。

起始实例数：伸缩组刚创建时，自动创建

的机器数量。一般不会刚创建伸缩组就自动创建机器，建议这里填 0。

最大伸缩数：集群服务器数量的上限，这里按需填写。这里以 5 为例，即伸缩组最多有 5 台机器。

启动配置：选择刚才您创建的启动配置。

支持网络：会话服务器的网络环境，一般选“基础网络”即可。

支持可用区：即选择机扩容器落在哪个可用区里，此处按会话服务器所在的可用区勾选即可。

移出策略：选择默认。

负载均衡：选择集群的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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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点击【确定】，完成创建。

step 4. 添加现有机器进伸缩组

1. 在 控制台 点击伸缩组名字，进入管理页，在页面下方点击【添加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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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集群已有的服务器加入伸缩组。如果现在是非高峰时期，集群中未充分利用的

服务器可以退还，节约成本。

3. 加入后对服务器设置“免于缩容”，这样在缩容活动中，伸缩组不会选择这台服务器缩容。这样集群中

这台机器永远在服务，AS 不会更改它。

step 5. 设置扩缩容策略（重点！）

AS 支持定时扩容或者基于告警动态扩容，也支持您接收扩缩容通知，以及翻看历史扩缩容详情。一切尽在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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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中。

先设置一个20：00的定时扩容任务

注：

腾讯云的CVM需要1分钟左右创建，如果自定义镜像较大，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您可以将执行

开始时间提早5分钟。

然后再设置一个24：00的定时缩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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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大功告成！

网站的后台集群变为“1台固定应用服务器+1台高峰时定时创建的应用服务器”。

没加入伸缩组的其他集群机器，大部分时间未充分利用，可以退还掉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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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服务开机启动

自动扩容的机器设置服务开机启动

使用场景

用auto

scaling扩容时，我们希望全程无人工介入。因此强烈为自动扩容的机器设置开机后服务自动启动，比如：

httpd服务

mysqld服务

php-fpm服务

tomcat服务

等等

其实花一分钟设置即可完成——修改 /etc/rc.d/rc.local文件！

设置方法（以centos为例）：

step 1： 打开rc.local文件

输入

vim /etc/rc.d/rc.local

已有内容不动，在文件后面添加内容。

操作TIPS（资深用户可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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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i"进入vim的insert模式，就可以输入内容，此时按方向键“↓”即可到达文件后面。

step 2： 写好要启动的服务

本例子是希望搭建的网站开机自启动httpd、mysqld、php-fpm服务。因此我在rc.local后面加入这几句：

service httpd start

service mysqld start

service php-fpm start

保存并退出。之后这台server开机后，网站就自动可访问了。注意不同网站需要的服务不同，此步骤根据您的

需要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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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TIPS（资深用户可跳过）：

内容输入完成后，按esc键，然后按住shift键+两下z就可退出了。即输入ZZ。

step 3:验证（可选）

重启服务器（输入reboot即可重启，或者在控制台上重启），服务器重启完成后不进入服务器，直接刷新网站

的网页看是否有响应。如有即设置成功。

step 4：基于这台的机器制作镜像，在制作启动配置时使用该镜像

此步骤比较简单，如果操作遇到困难可再参考以下教程：

制作自定义镜像

制作启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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