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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应用概述
腾讯云容器服务支持通过应用的方式对服务进行分组。可以将关联性比较强的多个服务放在一个应用统一进

行管理，从而简化了服务管理的复杂度。

应用支持的主要操作

在应用中支持通过应用模板+配置快速的创建和更新应用。支持单独对应用内的服务进行部署操作和更新操作

。具体的操作说明可以参考：

创建应用

删除应用

更新应用

查看应用

管理应用内服务

更多关于应用管理的内容可以参考应用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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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示例-nginx单服务应用
在应用模板中我们使用nginx单服务应用作为应用模板的基础示例。在应用中我们同样使用nginx单服务应用

作为示例。

步骤一： 创建nginx单服务的应用的模板

如果不

存在nginx单服

务应用的应用模板，则需要创

建对应的应用模板，具体的创建过程可以可以参考应用模板示例-Nginx单服务应用。

如果已经存在对应的应用模板，则跳过此步骤。

步骤二： 新建应用

在应用列表中，点击新建按钮，开始基于应用模板创建应用。

步骤三： 配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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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应用后，进入到应用配置页面，在该页面执行下面可以进行相应的配置。具体的内容包括：

1. 填写应用名称和应用描述

2. 选择应用需要部署到的地域和集群集群

点击下一步进入应用编辑页面，可以对应用中模板内容和配置项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1. 选择应用模板，这里选择刚刚创建的

nginx

这个模板

2. 选择配置项。可以使用模板中默认的配置项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特定的配置项。这里我们选择使用模板

中默认的配置项。

注意：

创建应用时会从应用模板拷贝一份副本。在应用中更新模板内容，修改的内容并不会同步回原来的应用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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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 编辑应用

在应用编辑操作中，可以更加应用的需要对模板中的内容和配置文件的内容进行修改。因为我们在模板中已经

将内容已经编辑好了，不再需要额外的修改，所以直接点击

完成

按钮，完成应用的编辑。更多关于应用编辑的操作，可以参考应用模板内容操作指引。

在应用编辑完成后，这个应用已经创建。在应用列表页面可以看到对应的应用。只是这时候应用还处于未部署

状态。点击应用的名称，进入应用详情页面，可以对应用中的服务进行部署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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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 部署应用中的服务

1. 在应用详情页面，可以看到服务的状态为未部署，点击

部署

按钮，部署服务。

1. 这样应用中的服务在集群中进行部署，查看应用中服务的状态已经变为了启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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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更多关于应用内服务的操作可以参考管理应用内服务。

1. 点击应用中对应的服务，跳转到服务页面查看服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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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六： 访问部署的应用

在应用部署完成后，可以通过应用中服务暴露的外网访问地方进行访问。对

nginx

服务中，可以通过暴露的外网负载均衡器IP和端口访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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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示例-guestbook应用
Guestbook留言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web应用服务，由一个frontend前端服务和redis-master和redis-slave

两个后端存储服务组成。用户通过web前端提交数据，写入到redis-master上，然后通过读取同步到redis-

slave上的数据展示给用户。

在Guestbook应用模板中已经介绍了如何将

Guestbook

的部署信息通过模板的方式保存起来。本示例将介绍如何使用创建好的模板来快速部署

Guestbook应用

。

步骤一： 创建Guestbook的应用的模板

创建Guestbook的应用模板的过程，可以参考Guestbook应用模板

步骤二： 新建应用

在应用列表中，点击新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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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 配置应用

在新建应用后，进入到应用配置页面，在该页面执行下面的操作

1. 填写应用名称和描述

2. 选择地域和应用需要部署到的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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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进入应用编辑页面，可以对应用中模板内容和配置项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1. 选择应用模板，这里选择刚刚创建的

Guestbook

这个模板

2. 选择配置项，可以使用模板中默认的配置项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特定的配置项。这里我们选择使用模板

中默认的配置项。

注意：

创建应用时会从应用模板拷贝一份副本。在应用中更新模板内容，修改的内容并不会同步回原来的应用

模板。

步骤四： 编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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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编辑操作中，可以更加应用的需要对模板中的内容和配置文件的内容进行修改。因为我们在模板中已经

将内容已经编辑好了，不再需要额外的修改，所以直接点击

完成

按钮，完成应用的编辑。更多关于应用编辑的操作，可以参考应用模板内容操作指引。

在应用编辑完成后，这个应用已经创建。在应用列表页面可以看到对应的应用。只是这时候应用还处于未部署

状态。点击应用的名称，进入应用详情页面，可以对应用中的服务进行部署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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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 部署应用中的服务

在应用详情页面，可以看到服务的状态为未部署，点击部署按钮，部署服务。

查看应用中服务的状态已经变为了启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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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应用中服务的名称，跳转到服务页面查看服务详情。

步骤六： 访问部署的应用

通过

frontend

服务的负载均衡器IP可以直接访问前端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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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
登录 腾讯云容器服务控制台 。在应用管理->应用页面点击新建。

应用配置

在新建应用后，进入到应用配置页面，在该页面执行下面可以进行相应的配置。具体的内容包括：

1. 填写应用名称和应用描述

2. 选择应用需要部署到的地域和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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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创建应用时会从应用模板拷贝一份副本。在应用中更新模板内容，修改的内容并不会同步回原来的应用

模板。

应用编辑

配置应用后，进入应用编辑页面。在应用编辑页面。在应用编辑页面可以对模板和配置的内容进行进行修改。

修改后点击保存，完成应用内容的编辑。更多关于模板内容的操作，可以参考应用模板内容操作指引。

第20页　共34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12199


应用产品文档

编辑完成后，点击

完成

按钮，完成应用创建。

部署应用中的服务

创建应用后，在应用列表

可以看到新创建的应用。点击应用的名称，可以进入应用的详情页面，查看应用中各个服务的状态，以及对服

务进行部署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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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应用详情后，可以看到应用中具体的服务信息。此时服务的状态还是未部署。点击

部署

按钮，执行服务的部署操作。

这样应用的服务就部署完成了，在详情页面可以看到服务的状态从

未部署

变为了

已部署

。服务的运行状态变为了

启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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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更多关于应用内服务的操作和状态说明可以参考应用内服务管理

访问部署的应用

在应用部署完成后，可以通过应用中服务暴露的外网访问地方进行访问。对

nginx

服务中，可以通过暴露的外网负载均衡器IP和端口访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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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应用
## 删除应用

登录 腾讯云容器服务控制台 。在应用管理->应用列表页面查看用户集群下的所有的应用。

在应用列表的右侧有一个应用有一个

删除

按钮，点击

删除

按钮即可删除应用。

注意

删除应用时会自动删除应用下部署的所有服务，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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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应用
## 在应用列表页面更新应用

登录 腾讯云容器服务控制台 。在应用管理->应用页面查看应用列表。点击右侧的

更新应用

按钮，更新指定的应用。

直接更新YAML或选择新模板更新

通过应用模板更新指，选择新的应用模板。将新的应用模板中的内容替换现有应用中服务的模板内容。在更新

方式选择页面，选择通过模板更新。或者也可以直接编辑Yaml内容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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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应用变更内容

更新选择，点击

下一步

按钮。可以查看本次的变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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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创建应用时会从应用模板拷贝一份副本。在更新直接应用内模板的内容，不会同步回原来的应用模板。

点击应用更新页面

完成

按钮，完成应用的更新。

执行应用的更新

在应用详情页面，可以查看到应用中服务的状态已经从

已部署

，转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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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更新

。更多关于应用中服务状态的说明，可以参考管理应用内服务。

点击

更新

按钮，将使用新的模板内容和配置项对服务进更新。更新完成后，服务的状态重新变为

已部署

。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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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应用模板内容发生变化时，才能执行更新操作，更新应用中的服务。(如果应用中配置文件中变

量的值发生了变化，而服务模板内容使用到了该变量，也视为服务的模板内容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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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应用
## 查看应用列表

登录 腾讯云容器服务控制台

。在应用管理->应用页面。选择地域的区域和集群，可以查看集群下所有的应用。

应用过滤搜索

在应用列表搜索框中，输入名称可以过滤搜索出包含特定名称的应用。例如：输入

nginx

可以过滤出该集群下所有名称中包含nginx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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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应用详情

点击应用名称，可以查看应用详情。

应用详情页面，

可以看到对应用中的服务进行相

应操作。更过关于应用中服务的操作可以参考管理应用内服务

。也可以查看应用中服务模板内容的YAML文件。模板内容变量会使用配置项中的对应值进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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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用内服务
## 应用详情页面对服务进行操作

在应用详情页面，可以看到应用下所有服务的状态。服务的状态包括部署状态和运行状态。在对应服务的右侧

，有服务操作的按钮，支持多种对服务的操作。

部署状态： 服务内资源是否执行部署操作的描述

部署状态名称 部署状态说明

未部署 服务只是编辑了模板内容，未执行部署操作

已部署 服务只是编辑了模板内容后，执行部署操作完成

待更新 服务只执行部署操作后，再次编辑模板内容(或者配置

项)

待删除 服务只执行部署操作后，在模板内容中删除该服务

在应用更新页面更新应用后，如果服务的模板内容有修改，则服务部署状态会改变。但服务的运行状态

不会发生改变。

服务状态: 服务部署后，实际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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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状态名称 服务状态说明

运行中 服务部署完成后，服务正常运行

启动中 服务部署后，服务正在启动

异常 服务部署后，服务实例运行异常

查询异常 服务部署后，查询服务信息失败

- 服务未部署，显示空的服务状态信息

服务不同部署状态下支持的操作说明

在应用中的服务支持： 

部署

，

取消部署

，

更新

，

删除

，

查看YAML

等操作。在服务的不同状态下，支持的操作如下表所示：

状态名称 部署操作 取消部署操作 更新操作 删除部署操作 查看YAML操作

待部署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已部署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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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名称 部署操作 取消部署操作 更新操作 删除部署操作 查看YAML操作

待更新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待删除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服务差异化对比状态说明

在应用更新页面，会自动对比选择将要修改的模板内容和应用中现有的模板内容直接的差异。对比后用

新增

，

无变化

，

有更改

，

将删除

这几个状态。具体的状态说明如下表所示：

状态名称 差异化状态说明

新增 应用中没有该服务，但在修改的内容中增加了该服务

无变化 将要修改的模板内容与应用中该服务现有的模板内容无

差异

有更改 将要修改的模板内容与应用中该服务现有的模板内容有

差异

删除 应用中有该服务，但在修改的内容中该服务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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