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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缩容

管理定时任务

定时任务简介

定时任务，顾名思义，即为设定时间计划，使您的业务根据可预测的负载变化，定时扩展或缩减所使用的云服

务器实例数量。

例如，您的 Web 应用程序的流量会在每周的星期三开始增加，并在星期四保持高流量状态，然后在星期五开

始下降。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根据 Web 应用程序的可预测流量模式来计划扩展活动。

要创建计划的扩展操作，请指定希望扩展操作生效的开始时间，以及用于扩展操作的新的最小大小（最小实例

数）、最大大小（最大实例数）和所需大小（期望实例数）。在指定的时间，AS

将依据这些设定值来更新伸缩组中的实例数量。

您可以创建仅用于一次扩展的预先计划操作，或者创建用于按经常性计划进行扩展的预先计划操作。

管理定时任务

1. 打开控制台，选择导航条中的【伸缩组】。

2. 选择要修改的伸缩组，点击伸缩组ID进入伸缩组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方的导航条中选择【定时任务】，在该页面管理与伸缩组相关联的定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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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建】可添加新的定时任务；

选择某条定时任务，点击【修改】，可在弹出页面中修改任务名称，调整执行时间，设置是否

周期执行，修改执行活动；

点击【删除】删除该条定时任务。

如果您想创建定时重复的任务，则可以指定开始时间，AS

会在该时间执行操作，然后根据重复计划执行操作；如果您指定结束时间，AS 在该时间后不再执行操作。

第5页　共22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扩缩容产品文档

管理告警触发策略

简介

AS 支持根据监控的指标动态扩展伸缩组中的实例数量，您需定义告警触发策略，即触发扩展的监控指标状态以

及如何按照需求变化进行扩展。

创建告警策略需指定条件和动作：

条件格式为：某个指标 + 阈值 + 周期 + 连续达到阈值的周期数

。即指标在连续N个周期都达到了阈值。

执行动作为：发送通知 + 增加/减少 指定数量的云服务器。

建议您为每个伸缩组各创建两个策略：一个策略用于扩展，另一个策略用于收缩。当业务量达到了告警策略指

定的条件后， AS 将执行关联的策略对伸缩组进行收缩（通过终止实例）或扩展（通过启动实例）。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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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示例

比如您有一个电商网站应用程序，当前使用了五个实例。您做了一个运营活动，担心访问量远大于您的预估，

您可以设置当前实例上的负载上升到 70% 时额外启动两个新的实例，然后在负载下降到 40%

时终止多余的实例。您可以配置伸缩组，根据这些条件自动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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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打开控制台，选择导航条中的【伸缩组】。

2. 选择要修改的伸缩组，点击伸缩组ID进入伸缩组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方的导航条中选择【告警触发策略】，在该页面管理与伸缩组相关联的告警触发策略。

点击【新建】可添加新的告警触发策略；

点击【删除】删除该条告警触发策略；

指定某台服务器不受告警伸缩策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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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uto scaling

前，也许您的系统已经有常用的服务器，您出于以下考虑，不希望机器被告警伸缩策略移出：

一机多用

：集群中某台服务器除了做集群所做的事情外，还兼做其他用途。比如网站建设初期，您的某台服务器

既作为缓存服务器使用，又作为文件服务器。在缓存服务器集群放入伸缩组时，您不希望它被告警伸缩

策略移出。

存放数据

：该服务器是有状态的或自带其他服务器没有的数据。比如集群中其他服务器运行中产生的增量数据，

都统一保存到该服务器里。

更新镜像/快照：固定使用该服务器定期做镜像和快照

设置方法：

step 1 :您可以在伸缩组列表里点击服务器所在的伸缩组，进入管理页面；

step 2：在管理页面下方的“云主机列表”，对所要设置的云主机点击“设置移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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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健康检查
如果您在新建伸缩组时指定了【起始实例数】，创建启动配置和伸缩组后，伸缩组将新建与起始实例数相等的

云服务器实例，同时，伸缩组会确保运行着大于【最小伸缩数】、小于【最大伸缩数】的实例。

注：

最小伸缩数：伸缩组中允许的实例最小数量。当伸缩组的CVM数量小于最小伸缩数时，弹性伸

缩AS会增加实例，使得伸缩组当前实例数匹配最小伸缩数。

起始实例数：伸缩组刚创建时的云服务器数量。

最大伸缩数：伸缩组中允许的实例最大数量。当伸缩组的CVM数量大于最大伸缩数时，弹性伸

缩AS会移出实例，使得伸缩组当前实例数匹配最大伸缩数。

为了保持伸缩组中的实例正常运行，AS 会对伸缩组内实例的运行状况执行定期检查。如果发现实例运行状况不

佳，它将终止该实例，并启动一台新的云服务器实例。

实例健康检查

伸缩组定期检查实例运行状态来确定每个实例是否健壮，判断标准为该机器是否连续1分钟 ping

不可达。如果实例超过1分钟 ping 不可达，则 AS 会标记该实例运行状况不佳。

替换不健康实例

不健康的实例被标记为运行状况不佳之后，伸缩组将立即启动新的实例对它进行替换（设置了“移出保护”的

机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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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扩容
AS除支持根据业务负载扩缩容外，还支持您手动介入，达到快速手动扩缩容的效果。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达到手动扩容效果：

将已有的CVM实例加到伸缩组中

通过修改伸缩组的期望实例数，实现一键扩容

将已有的CVM实例添加到伸缩组中

伸缩组为您提供了一个选项，可通过将一个或多个 CVM

实例附加到现有伸缩组，与伸缩组的其他机器一起观察负载和管理。

- 添加实例的条件

实例处于运行状态

实例与伸缩组位于同一地域

实例的网络属性必须与伸缩组一样，即同属基础网络或属于同一个 VPC

- 手动添加实例后的处理

AS 会将该组的所需容量与要附加的实例数相加。比如您伸缩组目前的期望实例数是5，手动增加3台实

例后，您伸缩组的期望实例数会变为

5+3=8。（如果要附加的实例数加上所需容量超过组的最大大小，请求将失败）

如果伸缩组有关联一个或多个 CLB，手动添加的实例会自动注册到伸缩组的所有 CLB 中。

伸缩组缩容时会先移出自动创建的机器，没有自动创建的机器时，才会选择移出手动添加的机器。伸缩

组移出手动添加的实例时，只是移出伸缩组和 CLB，不再通过伸缩组管理，而不会销毁您的实例。

- 使用控制台手动添加实例示例

点击您要管理的伸缩组 ID，或点击其后的【管理】，进入伸缩组详情页，拉到网页下半部分，有 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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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点击【添加云主机】，在对话框中勾选对应的主机，然后点击【确定】即可。

修改期望实例数，一键扩容

如果您满足以下条件，建议您可以使用 AS 的手动一键扩容：

业务的波峰波谷较难预测，但不愿把扩缩容完全交给系统决定；（如果业务波峰波谷可预测，建议您使

用定时任务扩容）

您的计算需求是项目性的，且每次用的机器都类似（比如社情舆论收集、基因测序、天气预测）。

这种情况下，您将云服务器的模板作出启动配置，并配置对应的伸缩组。以后要扩容，直接更改伸缩组

所需要的容量即可。

在控制台进行一键扩容

1. 创建自定义镜像。

后续扩容的实例将依据此镜像部署好环境。

自定义镜像创建的推荐思路：您可选择已有的一台 CVM 或新创建一台

CVM，将您的业务部署好，并将业务设置成随操作系统一起启动，然后导出为自定义镜像。

如果遇到问题，可参照 创建自定义镜像的详细方法。

2. 基于该自定义镜像创建启动配置。

您可 参照创建启动配置的详细步骤 进行。

3. 创建伸缩组。

创建时选择已创建的启动配置，最小伸缩数、最大伸缩数、起始实例数根据您需要的服务器数量的下限

、上限以及当前数量来填写。完成步骤三，您就可以随时扩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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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扩容。

业务需要扩容时（例如开始一次基因测序任务或开通请求类机器收集数据），您可直接修改伸缩组，提

高最小伸缩数、最大伸缩数、期望实例数即可，AS将快速为您完成扩容。

总结：提前将 CLB 转发规则、机器配置、业务部署这类工作做好，需要扩容时只要一键修改伸缩组的参数即可

，这样的业务才是敏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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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容处理
对于每个伸缩组，您可以控制何时向其添加实例（即扩容）或从中删除实例（即缩容）。您可以通过添加或移

出实例手动扩展组大小，也可以使用扩展策略让 AS 自动执行该过程。

伸缩组自动缩容时，需要知道哪些实例应首先终止，选择的依据是移出策略。

在缩容时，您可以通过使用实例保护防止 AS 终止特定的实例。

移出策略

伸缩组缩容时，会根据移出策略决定移出哪台机器。您可从以下两种移出策略中选择：

删除最旧机器：删除最早自动增加的机器；自动增加的机器删除完后，删除最早手动增加的机器。

删除最新机器：删除最新自动增加的机器；自动增加的机器删除完后，删除最新手动增加的机器。

注：不管删除最新机器还是删除最旧机器，AS 都会先删除自动创建的

CVM，然后再删除您手动加入的CVM。

在控制台设置和修改移出策略

有两种方法设置：

创建伸缩组时，选择您需要的移出策略。

在伸缩组详情页，点击【编辑】，可修改伸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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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伸缩活动

查看伸缩活动

打开控制台，选择导航条中的【伸缩组】。

选择要修改的伸缩组，点击伸缩组ID进入伸缩组基本信息页面。

在上方的导航条中选择【伸缩活动】，在该页面可查看该伸缩组根据伸缩策略已执行过的伸缩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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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及恢复扩缩容

使用场景

如果您需要排查配置或与 Web 应用程序相关的其他问题（例如关机重置密码、升级业务等），希望在不触发

自动伸缩流程的前提下对应用程序进行更改，那么您可以暂停 伸缩组，完成后再恢复。

暂停伸缩组

操作

打开控制台，选择导航条中的【伸缩组】，在伸缩组列表的右侧点击【停用】。

设置完后，在【状态】列中可看到“停用”字样。

注意事项

停用伸缩组后，伸缩组扩缩容自动触发活动不会进行，但是伸缩组的限制仍然生效。

自动触发的活动包括：

告警伸缩

定时任务

健康检查

手动造成期望实例数不匹配

伸缩组的限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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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手动移出时小于最小实例数，不允许移出；

若手动加入超过最大实例数，不允许加入；

手动提高最小实例数或最大实例数，不触发伸缩活动。

恢复伸缩组

如您已完成暂停伸缩组活动期间的问题排查或操作，您可为您的业务恢复自动伸缩设置。

打开控制台，选择导航条中的【伸缩组】，在伸缩组列表的右侧点击【启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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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实例免于缩容

简介

在伸缩组中，您可以指定某台子机在缩容活动时不被缩容掉；当缩容活动发生时，AS

在其他机器中选择要缩容的子机。

您可以对一个多个伸缩组实例启用 实例保护 设置。您可以随时更改伸缩组或实例保护设置。

如果伸缩组剩下的所有实例都受缩容保护，同时发生缩容事件，则 AS 会减少所需容量，而不会移出实例。

适用场景

正常来说，伸缩组的机器都是无状态的，所有的机器都可以随时被移走。但在实际实践中，有以下情况适用将

指定实例设置免于缩容：

一机多用：

基于成本考虑，个别机器除做集群中的事情外，还兼作其他用途，例如存储集群中产生的数据，那么这

台机器实际上是有状态的。

避免误操作：若担心策略设置错误影响业务，则可以对部分机器设置“免于缩容”，这样 AS

永远不会缩容该机器，“请求-LB-子机”的通路可以保持畅通。

如何设置

在伸缩组的子机列表中，可直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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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活动取消
伸缩活动取消是指，定时任务时间到或者告警伸缩的条件达到，伸缩活动被触发，但是存在冲突，伸缩活动被

迫取消。

冲突原因：

有进行中的伸缩活动；

伸缩组处于冷却时间中。

伸缩活动取消后是否会重试？

告警伸缩

活动如果取消，不会再重试。但是如果告警伸缩的条件继续成立，会触发下一次告警伸缩活动。

定时任务 定义的是期望实例数、最大伸缩数、最小伸缩数，所以伸缩组会一直重试，使实际存在的实

例数符合期望实例数。

注：伸缩组被暂停，伸缩组会直接不尝试伸缩活动，所以在“伸缩活动”记录中，不会留下取消的伸缩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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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活动失败
伸缩活动取消 是符合预期的，伸缩活动失败 则是不符合预期的。

如何查看失败的伸缩活动？

您可查看伸缩活动详情。

要第一时间知道伸缩活动失败，您可配置通知策略。

为什么会发生失败的伸缩活动？

我们已经将伸缩活动的原因做好归类，请查阅 失败原因归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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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时间说明

什么是冷却时间

弹性伸缩（AS）冷却时间是伸缩组的一个可配置设置，设置冷却时间，可以确保在上一扩展活动生效前 AS

不会启动或终止其他实例。伸缩组使用简单的扩展策略动态扩展后，AS

会等待冷却时间完成，然后再继续扩展活动。

手动扩展伸缩组时，默认为不等待冷却时间，但您可以设置冷却时间覆盖默认设置。请注意，如果监测出实例

运行状况不佳，AS 会即时替换运行状况不佳的实例，而不会等待冷却时间完成。

为什么需要冷却时间

机器加入伸缩组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将负载降下来。如果没有冷却时间，系统会在负载降下来前不断扩容，

新加入的机器接管业务后，发现负载过低，然后又缩容。

在实例投入使用之前，这些实例使用配置脚本安装和配置软件，因此实例从启动到投入使用大约需要两到三分

钟的时间。（当然，实际时间取决于诸多因素，如实例大小和是否有启动脚本要完成等。）

示例场景：

业务出现流量高峰，导致告警策略的警报触发。该警报触发时，AS 会启动一个实例来帮助处理增加的需求。但

是存在一个问题：该实例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启动，并且启动后需要时间逐渐从 CLB

接收请求。在此期间，监控警报可能会继续触发，从而导致 AS 在警报每次出现时都另外启动一个实例。

但若您设置了冷却时间，AS 在启动一个实例后，将暂停所有简单扩展策略或手动扩展引起的扩展活动，直至经

过了该指定时间量（默认值为 60 秒）。这样，新启动的实例有时间开始处理应用程序流量。

冷却时间过后，所有暂停的扩展操作都会恢复。如果警报再次触发，则 AS

将启动另一个实例，而冷却时间也会再次生效。不过，如果新增的实例足以将 CPU

使用率降为正常水平，则该组会保持其当前大小。

设置冷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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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的冷却时间为60秒。

如需修改，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打开伸缩组的详情页；

点击【告警触发策略】，选择要设置的告警伸缩策略，选择【修改】，在修改框下方指定冷却时间的时

长（可设置为 0-999999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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