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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五分钟创建伸缩方案
创建完整的弹性伸缩方案，您需要通过以下3步来完成：

注：以下示例中操作使用的控制台方式，如果您更倾向于使用 API 方式，请参见 API 使用示例。

步骤1：创建启动配置

启动配置定义了用于弹性伸缩的 CVM 实例的配置信息，包括 CVM

的镜像、存储、网络、安全组、登录方式和其他配置信息。

注：创建启动配置服务完全免费，请放心创建。

登录弹性伸缩控制台，点击导航条中的【启动配置】。

选择区域

区域的选择限制了可以手动添加的云主机和可以绑定的负载均衡。比如说，如果启动配置的区域选择了广州，

那么伸缩组里自动添加的就是广州的云主机。在区域为广州的伸缩组里，将不能手动添加上海、北京、香港、

多伦多等其他区域的云主机，也不能绑定上海、北京、香港、多伦多等其他区域的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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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在弹出页面填写启动配置基本信息。

选择机型

命名配置名称。

选择和伸缩组想要绑定的云主机同样的机型。

选择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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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启动配置可使用公共镜像或自定义镜像。

此处强烈建议使用已经部署好环境的自定义镜像。原因如下：

如果您选择的是公共镜像，那么伸缩出来的云主机实例是干净的 OS，仍需要手动部署应用环境；

而如果选择的是自定义镜像，通过对已经部署好环境的 CVM 实例制作镜像，然后使用该镜像批量创建

CVM 实例， CVM 实例创建成功之后便具有和之前 CVM

实例一致的软件环境，以此可以达到批量部署的目的。

因此，这里推荐选择自定义镜像。

绑定“伸缩组想要绑定的云主机”的镜像。

如何对“伸缩组想要绑定的云主机”制作镜像？

选择存储和网络

在此页面设置磁盘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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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特别注意如果系统盘选择了云硬盘，那么数据盘就可以选择数据盘快照。

对于有大量数据的用户来说，他们经常会使用数据盘来存储数据。当数据盘A创建了快照文件，用户可使用该

快照文件，快速克隆多块磁盘，达到快速部署服务器的目的。

在弹性伸缩自动添加新的云服务器实例时，如果启动配置数据盘指定了数据盘快照，腾讯云云硬盘可以支持启

动云服务器实例后自动挂载包含设定数据的数据盘，满足数据自动拷贝的需求。

若启动配置中指定数据盘快照，则需保证数据盘能被正确自动挂载，伸缩组方可成功自动扩容。您需要在设置

弹性伸缩前对制作数据盘快照的原实例进行一些操作，才可以支持启动新的云服务器实例时自动挂载数据盘。

具体方法请参见：使用自定义镜像及数据盘快照启动新实例时自动挂载数据盘的方法

注：

弹性伸缩服务免费，新增的服务器、硬盘和网络将根据CVM实例、硬盘和网络按量收费，该页

面将根据您的设置显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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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信息

设置信息：在页面选择登录方式、安全组。通过弹性伸缩服务新增的CVM实例默认免费享受云安全和云监控服

务。

完成配置后，此条目将显示在页面的启动配置列表中，示例如下：

步骤2：创建伸缩组

伸缩组是遵循相同规则、面向同一场景的云服务器实例的集合。

登录弹性伸缩控制台，点击导航条中的【伸缩组】。

新建伸缩组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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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页面填写伸缩组基本信息。其中 为必填项。

伸缩组的当前CVM实例数将维持在最小伸缩数与最大伸缩数之间。

起始实例数定义了伸缩组一开始CVM实例的数量；

若当前CVM实例数小于最小伸缩数，弹性伸缩服务将自动添加实例，使其等于最小伸缩数；

若当前CVM实例数大于最大伸缩数，弹性伸缩服务将自动减少实例，使其等于最大伸缩数。

选择已有的启动配置，您也可以新建启动配置。

选择网络、可用区、移出策略。

（可选）选择关联已有负载均衡策略或新建负载均衡。

配置完成后，此条目将显示在页面的伸缩组列表中，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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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云主机(可选)

现在我们来绑定云主机。

在云主机列表添加进我们要绑定的云主机实例。完成配置后，此条目将显示在页面的启动配置列表中，示例如

下：

注：如果在此处您遇到无法添加云主机或者无法移出云主机的情况，请检查您设置的最大伸缩数和最小

伸缩数。

步骤3：创建伸缩策略

弹性伸缩组根据伸缩策略进行云服务器数量的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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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定时任务，用于定时执行伸缩活动，您还可设置是否周期性执行；

创建告警触发策略，根据云监控指标（如CPU、内存使用率等）情况执行伸缩活动。

创建定时任务

如果您的负载变化情况是可以预知的，那么您可以设置定时任务，对您的设备扩展活动进行规划，您可以使用

此功能定时及周期性地自动增加或减少 CVM

实例，从而灵活应对业务负载变化，提高设备利用率，节省部署和实例成本。

在【伸缩组】页面点击伸缩组ID，进入伸缩组管理页面。

选择【定时任务】选项卡，点击【新建】。

在新建页面指定定时任务名称、执行时间和执行活动等信息。您也可以勾选【重复】以定义周期定时执行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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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设置后，该定时任务将显示在页面的列表中，示例如下：

创建告警触发策略

如果您希望根据 CVM 指标情况调整业务部署，那么您可以自定义告警触发策略，当业务负载使得指标到达阈

值时，该策略将帮助您自动增加或减少 CVM

实例数量，从而灵活应对业务负载变化，提高设备利用率，节省部署和实例成本。

伸缩组建立时均会默认建立一条 ping 不可达告警触发策略，以替换不健康子机。

在使用告警触发策略之前，需要在 CVM 的镜像里安装新版本的云监控

Agent。安装方法见：安装监控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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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伸缩组】页面点击伸缩组ID，进入伸缩组管理页面。

选择【告警触发策略】选项卡，点击【新建】。

在新建页面设置告警策略，基于云监控性能指标（如CPU、内存、带宽等），自动为伸缩组增加或减少指定台

数或指定百分比的CVM实例。

您还可通过复制策略(选填)，直接复制已有伸缩组的已有策略到当前伸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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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设置后，该告警触发策略将显示在页面的列表中，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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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创建启动配置
启动配置定义了用于弹性伸缩的CVM实例的配置信息，包括CVM的镜像、存储、网络、安全组、登录方式和

其他配置信息。

注：创建启动配置服务免费。

登录弹性伸缩控制台，点击导航条中的【启动配置】。

选择地域

这里要注意必须选择伸缩组想要绑定的云主机所在的地域。

地域的选择限制了可以手动添加的云主机和可以绑定的负载均衡。比如说，如果启动配置的地域选择了广州，

那么伸缩组里自动添加的就是广州的云主机。在地域为广州的伸缩组里，将不能手动添加上海、北京、香港、

多伦多等其他地域的云主机，也不能绑定上海、北京、香港、多伦多等其他地域的负载均衡。

选择机型

点击
，在弹出页面填写启动配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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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镜像

这里可以选择的镜像分为公共镜像和自定义镜像。

如果选择公共镜像，要和伸缩组想要绑定的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保持一致。如果选择自定义镜像，自定义镜像需

要由用户通过云主机的镜像制作功能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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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在于如果选择了公共镜像，那么伸缩出来的云主机实例是未经过激活的，不能直接使用，需要手动部署应

用环境。而如果选择了自定义镜像，通过对已经部署好环境的 CVM 实例制作镜像，然后在批量创建 CVM

实例时使用该镜像作为操作系统， CVM 实例创建成功之后便具有和之前 CVM

实例一致的软件环境，以此可以达到批量部署软件环境的目的。

因此，这里推荐选择自定义镜像。绑定“伸缩组想要绑定的云主机”的镜像。

注：如何对“伸缩组想要绑定的云主机”制作镜像？

选择存储和网络

选择存储和网络：在此页面设置磁盘和网络。

这里要特别注意如果系统盘选择了云硬盘,那么数据盘就可以选择数据盘快照。

对于有大量数据的用户来说，他们经常会使用数据盘来存储数据。当数据盘创建了快照文件，用户可使用该快

照文件，快速克隆多块磁盘，达到快速部署服务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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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性伸缩自动添加新的云服务器实例时，如果启动配置数据盘指定了数据盘快照，腾讯云云硬盘可以支持启

动云服务器实例后自动挂载包含设定数据的数据盘，满足数据自动拷贝的需求。

若启动配置中指定数据盘快照，则需保证数据盘能被正确自动挂载，伸缩组方可成功自动扩容。您需要在设置

弹性伸缩前对制作数据盘快照的原实例进行一些操作，才可以支持启动新的云服务器实例时自动挂载数据盘。

具体方法请参见：使用自定义镜像及数据盘快照启动新实例时自动挂载数据盘的方法

注：

弹性伸缩服务免费，新增的服务器、硬盘和网络将根据CVM实例、硬盘和网络按量收费，该页

面将根据您的设置显示价格。

设置信息

设置信息：在页面选择登录方式、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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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通过弹性伸缩服务新增的CVM实例默认免费享受云安全和云监控服务。

完成配置后，此条目将显示在页面的启动配置列表中，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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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创建伸缩组
伸缩组是遵循相同规则、面向同一场景的云服务器实例的集合。

新建伸缩组

登录弹性伸缩控制台，点击导航条中的【伸缩组】。点击

，在弹出页面填写伸缩组基本信息。其中 为必填项。

伸缩组的当前CVM实例数将维持在最小伸缩数与最大伸缩数之间。

起始实例数定义了伸缩组一开始CVM实例的数量；

若当前CVM实例数小于最小伸缩数，弹性伸缩服务将自动添加实例，使其等于最小伸缩数；

若当前CVM实例数大于最大伸缩数，弹性伸缩服务将自动减少实例，使其等于最大伸缩数。

选择已有的启动配置，您也可以新建启动配置。

选择网络、可用区、移出策略。

（可选）选择关联已有负载均衡策略或新建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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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后，此条目将显示在页面的伸缩组列表中，示例如下：

添加云主机(可选)

现在我们来绑定云主机。

在云主机列表添加进我们要绑定的云主机实例。完成配置后，此条目将显示在页面的启动配置列表中，示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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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在此处您遇到无法添加云主机或者无法移出云主机的情况，请检查您设置的最大伸缩数和最小

伸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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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伸缩策略
弹性伸缩组根据伸缩策略进行云服务器数量的增减：

创建定时任务，用于定时执行伸缩活动，您还可设置是否周期性执行；

创建告警触发策略，根据云监控指标（如CPU、内存使用率等）情况执行伸缩活动。

创建定时任务

如果您的负载变化情况是可以预知的，那么您可以设置定时任务，对您的设备扩展活动进行规划，您可以使用

此功能定时及周期性地自动增加或减少 CVM

实例，从而灵活应对业务负载变化，提高设备利用率，节省部署和实例成本。

操作步骤： 

在【伸缩组】页面点击伸缩组ID，进入伸缩组管理页面。

选择【定时任务】选项卡，点击【新建】。

在新建页面指定定时任务名称、执行时间和执行活动等信息。您也可以勾选【重复】以定义周期定时执行任务

。

第23页　共26页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快速入门产品文档

完成设置后，该定时任务将显示在页面的列表中，示例如下：

创建告警触发策略

如果您希望根据 CVM 指标情况调整业务部署，那么您可以自定义告警触发策略，当业务负载使得指标到达阈

值时，该策略将帮助您自动增加或减少 CVM

实例数量，从而灵活应对业务负载变化，提高设备利用率，节省部署和实例成本。

操作步骤： 

伸缩组建立时均会默认建立一条ping不可达告警触发策略，以替换不健康子机。

在

使用

告警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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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之前，需要在CVM的镜像里安装新版本的云监控Agent。安装方法见：安装监控组件

在【伸缩组】页面点击伸缩组ID，进入伸缩组管理页面。

选择【告警触发策略】选项卡，点击【新建】。

在新建页面设置告警策略，基于云监控性能指标（如CPU、内存、带宽等），自动为伸缩组增加或减少指定台

数或指定百分比的CVM实例。

您还可通过复制策略(选填)，直接复制已有伸缩组的已有策略到当前伸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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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设置后，该告警触发策略将显示在页面的列表中，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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