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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腾讯云容器服务

产品概述
腾讯云容器服务(Cloud Container Service)是高度可扩展的高性能容器管理服务，您可以在托管的云服务器实

例集群上轻松运行应用程序。使用该服务，您将无需安装、运维、扩展您的集群管理基础设施，只需进行简单

的 API 调用，便可启动和停止 Docker 应用程序，查询集群的完整状态，以及使用各种云服务。您可以根据资

源需求和可用性要求在集群中安排容器的置放，满足业务或应用程序的特定要求。

了解腾讯云容器服务，会涉及到以下基本概念：

集群：是指容器运行所需云资源的集合，包含了若干台云服务器、负载均衡器等腾讯云资源。

服务：由多个相同配置的容器和访问这些容器的规则组成的微服务。

配置项:配置项是多个配置的集合，帮您管理不同环境和不同业务。

Ingress*:Ingress 是用于将外部 HTTP(S) 流量路由到服务（service）的规则集合。

镜像仓库：用于存放 Docker 镜像，Docker 镜像用于部署容器服务。

实例(Pod)：由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容器构成一个实例，对应 kubernetes 的

pod，这些容器共享相同的存储和网络空间。

节点(Node)：一台已注册到集群内的云服务器。

腾讯云容器服务怎么用

见下图，您只需要三步即可运行服务。

1. 创建集群

2. 创建服务

3. 运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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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服务

通过购买若干个云服务器组成容器服务集群，容器运行在云服务器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云服务器产品文档。

集群可以建立在私有网络下，集群内主机可以分配在不同可用区的子网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私有网络产品文档。

可以使用负载均衡，自动分配横跨多个云服务实例的客户端请求流量，再转发到主机内容器。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 负载均衡产品文档。

监控容器服务集群和容器实例的运行统计数据，可使用云监控。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云监控产品文档。

腾讯云容器服务定价

容器服务暂不收取服务本身费用，用户只需要按实际使用的云资源收费。关于收费模式和具体价格，请参阅 

容器服务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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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基于 Kubernetes

腾讯云容器服务是基于 Kubernetes 实现的，Kubernetes(k8s) 是 Google 开源的容器集群管理系统。在

Docker 技术的基础上，为容器化的应用提供部署运行、资源调度、服务发现和动态伸缩等一系列完整功能，

提高了大规模容器集群管理的便捷性。

Kubernetes 的优势

Kubernetes 采用优雅的软件工程设计，通过模块化、微服务的方式，实现模块化设计，使得用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通过灵活插拔方式，采用自定义的网络、存储、调度、监控、日志等模块。

Kubernetes 项目的社区秉承开源、开放的心态，可以支持容器、网络、存储实施方案。

对比其他容器编排工具 Swarm 和 Mesos ：

对比 Swarm，从功能上 Kubernetes

的概念更多，分层更细，功能更多，支持一些高级功能如秘钥管理、配置管理、自动拓容等。

对比 Mesos， Mesos 注重资源调度，而 Kubernetes 则更是面向分布式应用、微服务和大规模集群

管理（其中融入了谷歌独有的“集群管理”不仅仅是资源调度和编排的理念）。

CCS 和自建容器服务对比

优势 腾讯云容器服务（CCS） 自建容器服务

简单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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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架构

产品架构

总体架构

本节介绍容器服务系统的设计和实现，产品架构如下图所示：

架构说明

1. 腾讯云容器服务基于原生Kubernetes进行适配和增加， 支持原生Kubernetes能力

2. 提供了腾讯云的kubernetes插件，帮助用户快速在腾讯云上构建Kubernetes集群

3. 腾讯云容器服务在kubernetes上层,提供了集群管理、应用管理、CI/CD等进阶能力

模块说明：

1. 容器服务控制台和云API：用户通过控制台或云API操作集群与服务。

2. 镜像服务CCR模块：腾讯云提供的镜像服务模块，用户可以上传镜像，或将镜像下载到本地。

3. 容器服务CCS模块：容器服务核心模块，包括集群的增删改查、服务的增删改查等。

4. OSS和BSS: 腾讯云提供的运维管理平台和计费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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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微服务架构

微服务架构适用于构建复杂的应用，将单体式应用从不同纬度拆分成多个微服务，每个微服务的内容使用一个

docker 镜像管理。

腾讯云容器服务部署微服务优势：

1. 简化了集群管理，无须安装、管理操作集群。

2. 无缝衔接了腾讯云的计算、网络、存储、监控、安全能力，直接使用腾讯云 IAAS 能力。

3. 支持服务编排，服务粒度管理应用，简单易懂，资源高度隔离、服务高可用。

持续集成与持续交付

通过持续集成与持续交付提供优秀的 DevOps 环境，极大提高软件发布效率。

持续集成

：持续集成强调开发人员提交了新代码之后，立即进行构建、（单元）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我们可以确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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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和原有代码能否正确地集成在一起。

持续交付：持续交付在持续集成的基础上，将集成后的代码部署到运行环境。

优势：

通过在腾讯云容器服务上部署服务，开发人员在 Git 或其他代码平台提交新代码后，可立即进行构建、测试、

打包集成。在持续集成的基础上，将集成的代码部署到预发布环境和现网环境上。

业务快速上云

个人或企业业务迁移到腾讯云上，可选择腾讯云的容器服务来简化上云配置，简化集群管理，提升业务交付速

率。

腾讯云容器服务让您一键点击创建服务，快速实现应用容器化部署，同时也可达到弹性扩缩、按需部署、高可

用、易扩容、开发友好、降低人力成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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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产品功能 概述 功能简介

集群管理 通过腾讯云容器服务可简单高效地管

理您的容器集群，安全可靠，无缝衔

接腾讯云计算、存储、网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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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级协议

服务等级协议

1. 业务功能

腾讯云提供的容器服务功能，具体包括:

集群：创建、删除、查看和扩展集群，删除集群节点，管理集群Namespace，管理集群项目，Kubect

l操作集群等。

服务：创建、删除、查看和更新服务，重新部署服务，查看服务事件和日志，远程终端连接容器，服务

标签管理等功能。

配置项：创建、删除、查看和修改配置项，将配置项导入到容器、配置项导入到环境变量等功能。

Ingress：创建、删除、查看和修改Ingress，设置ingress的监听端口，设置ingress的转发规则。

镜像仓库：创建、删除、查看和修改私有镜像，使用dockerhub和tencenthub镜像，源码构建镜像，

设置镜像触发器等功能。

所有功能均已在官网提供详细的功能介绍和使用说明文档。

2. 业务可用性

容器服务承诺99.95%的业务可用性，即用户每月业务可用时间应为30天x 24小时 x 60分钟 x 99.95%=43178.

4分钟，即允许存在43200-43178.4=21.6分钟的不可用时间，其中业务不可用的统计单元为用户单业务实例，

对于容器而言，用户单业务实例即为集群。

其中不可用时间：容器服务在连续的10分钟或更长时间不可使用方计为不可用时间，以下情况不纳入不可用时

间计算：

1. 不可使用的连续服务时间低于10分钟的，

2. 日常系统维护时间、所依赖的云主机服务、云数据盘服务、负载均衡服务、私有网络服务、云监控服务

的不可用时间

3. 由用户原因、第三方原因或不可抗力导致的不可用时间。

涉及相关云主机、云数据盘、负载均衡等产品可用性可查看对应的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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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存储的持久性

容器服务承诺99.999999%的数据存储持久性，即用户每月每100000000个集群的数据，每月只有1个集群有

数据丢失的可能性。

4. 故障恢复能力

腾讯云提供专业团队7x24小时帮助维护，能够及时修复出现故障的容器服务集群。

5. 服务和数据可销毁性

在用户要求删除或销毁集群、集群内节点、集群Namespace、服务、ingress、配置项、镜像仓库等数据时，

腾讯云将直接销毁相关数据，并无法复原。

6. 服务私密性

腾讯云容器服务通过配置网络策略，实现租户隔离，归属同一用户的容器集群才能内网互通，不同用户之间容

器集群和集群内资源相互不可见，相互不能访问。

7. 服务知情权

1. 目前用户容器服务部署在四个地域，分别是：广州、上海、北京、新加坡。用户购买容器集群时可根据

需求选择已有数据中心购买服务器。跟据用户述求，可设置跨地域网络互联。（可以通过提交工单咨询

）

2. 用户已知的数据中心均遵守当地的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

3. 用户所有数据不会提供给任意第三方，除政府监管部门监管审计需要。

4. 用户可查看其信息和应用的类型、数据存储的位置和名称、数据的备份。

8. 服务可审查性

腾讯云在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下，出于配合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或安全取证调查等原因的需要，在符合流程

和手续完备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容器服务的相关信息，包括关键组件的运行日志、运维人员的操作记录、用户

操作记录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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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务计量准确性

腾讯云服务的费用在用户的选购页面和订单页面均有明确展示，用户可自行选择具体服务类型并按列明的价格

进行购买。具体价格以腾讯云官网公布的价格为准，腾讯云按照用户选购的云服务规格和使用时长进行收费。 

10. 数据可迁移性

容器服务提供的镜像仓库，可以同原生的docker push和pull命令进行上传和下载。可以很方便的将用户的容

器镜像上传到云上，或将云上的容器镜像转存到本地服务器。

Docker push 可以将本地服务器的容器镜像上传到腾讯云或第三方镜像仓库中。

Docker pull 可以将云上的容器镜像下载到本地服务器。

通过docker push和pull命令可以无缝的进行数据迁移。

11. 服务补偿

11.1 适用范围

因腾讯云设备故障、设计缺陷或操作不当导致用户所购买的容器服务无法正常使用，腾讯云将对不可用时间进

行赔偿，但不包括主合同中的责任限制章节原因所导致的不可用时长。

11.2 补偿标准原则

腾讯云对客户未能达到本服务等级协议约定业务可用性的每种服务按不可用时间的100倍赔偿。

赔付金额=未能达到业务可用性的每种服务在故障前24小时平均每分钟费用（若不足24小时，则按实际使用时

长的平均值计算费用）x故障时间x100。

说明：

1. 容器服务所使用资源如云服务器、负载均衡器等资源遵循对应的云主机服务等级协议(SLA)和负载均衡

服务等级协议等。

2. 容器服务本身故障时间=容器服务故障解决时间-容器服务故障开始时间。按分钟计算故障时间，故障

时间小于1分钟的按1分钟计算。例如，故障时间为1分01秒，按2分钟算。

3. 赔偿只针对使用腾讯云容器服务本身并已产生费用的客户，赔付金额以代金券的形式发放，不折算现金

返还，赔付金额不超过客户对该故障服务当次支付的费用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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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客户权利义务

您有权依照本协议约定使用您采购的腾讯云服务并获得腾讯云公司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您在使用腾讯云服务时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维护互联网秩序和安全；不得从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也不

得为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供便利：

1. 实施涉嫌博彩、赌博、“私服”、“外挂”等非法活动；

2. 实施诈欺、虚伪不实或误导行为，或实施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等任何合法权益的行为；

3. 发布、传播垃圾邮件（SPAM）或包含反动、封建迷信、淫秽、色情、低俗等违法违规信息；

4. 违反与腾讯云网络相联通之网络、设备或服务的操作规定；

5. 实施违法或未授权之接取、盗用、干扰或监测；

6. 实施任何破坏或试图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病毒、木马、恶意代码、钓鱼等方式，对网

站、服务器进行恶意扫描、非法侵入系统、非法获取数据等；

7. 实施任何改变或试图改变腾讯云服务提供的系统配置或破坏系统安全的行为；

8. 利用技术或其他手段破坏、扰乱腾讯云服务的运营或他人对腾讯云服务的使用；

9. 以任何方式干扰或企图干扰腾讯云公司任何产品或任何部分、功能的正常运行，或者制作、发布、传播

上述工具、方法等；

10. 因从事包括但不限于“DNS解析”、“安全服务”、“域名代理”、“反向代理”等任何业务，导致

您自己频繁遭受攻击（包括但不限于DDoS攻击）且未及时更正行为，或未根据腾讯云公司要求消除影

响，从而对腾讯云服务平台或他人产生影响的。

您不应在腾讯云服务上安装、使用盗版软件等，并且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您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采取安

全保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安装经国家许可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等。

您应当按时付款。若您使用后付费服务且逾期付款的，您除应依约支付到期费用外，还应按所欠费用每天加收

３‰的标准向腾讯云公司支付迟延履行金，直至缴清全部费用为止。若您逾期15天未支付到期费用的，腾讯云

公司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若您同时使用了预付费服务的，则您未使用的服务期限对应的费用将作为违约金归

腾讯云公司所有。

13.其他

腾讯云有权根据变化对本协议的部分服务条款进行改变；涉及到客户使用的变更会以邮件形式进行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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