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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卷

数据卷概览

数据卷简介

在 Docker 中，数据卷是磁盘或另一容器中的目录。其生命周期不受管理，且 Docker

现在提供的卷驱动程序功能非常有限。腾讯云容器服务采用的是 Kubernetes 的数据卷的概念，Kubernetes

数据卷具有明确的生命周期管理，支持多种类型的数据卷，同时实例 ( Pod ) 可以使用任意数量的数据卷。

更多 Kubernetes 数据卷信息可见 Volumes。

数据卷类型选择

腾讯云容器服务是基于 Kubernetes 编排系统搭建的，创建服务时可以设置以下类型的数据卷：

本地硬盘：将容器所在宿主机的文件目录挂载到容器的指定路径中（对应Kubernetes的HostPath），

也可以不填写源路径（对应Kubernetes的EmptyDir），不填写时将分配主机的临时目录挂载到容器的

挂载点，

指定源路径的本地硬盘数据卷适用于将数据持久化存储到容器所在宿主机，EmptyDir适用于容器的临

时存储

，详情请参阅使用本地硬盘数据卷。

云硬盘：腾讯云基于CBS扩展的Kubernetes的块存储插件。可以指定一块腾讯云的 CBS

云硬盘挂载到容器的某一路径下，容器的迁移，云硬盘会跟随迁移，

使用云硬盘数据卷适用于数据的持久化保存，可用于Mysql等有状态服务，设置云硬盘数据卷的服务，

实例数量最大为 1

，详情请参阅使用云硬盘数据卷。

NFS盘：可以使用腾讯云的文件存储CFS, 也可使用自建的文件存储NFS， 只需要填写NFS路径，

使用NFS数据卷适用于多读多写的持久化存储，适用于大数据分析、媒体处理、内容管理等场景

，详情请参阅使用NFS数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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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将配置项中指定 key 映射到容器中（key作为文件名），

使用配置项数据卷主要用于业务配置文件的挂载，可以用于挂载配置文件到指定容器目录

，详情请参阅使用配置项数据卷。

数据卷的注意事项

1. 创建数据卷后需要设置容器的挂载点。

2. 同一个服务下数据卷的名称和容器设置的挂载点不能重复。

3. 本地硬盘数据卷源路径为空时，系统分配临时目录在

/var/lib/kubelet/pods/pod_name/volumes/kubernetes.io~empty-dir

. 使用临时的数据卷的生命周期与实例的生命周期保持一致。

4. 数据卷挂载未设置权限，默认设置为读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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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地硬盘数据卷

本地硬盘数据卷应用场景

使用本地硬盘有两种形式：

指定源路径（HostPath）,将容器所在宿主机的文件目录挂载到容器指定的挂载点中，如容器需要访问

/etc/hosts

则可以使用

HostPath

映射

/etc/hosts

等场景。

空的源路径（EmptyDir）,用于容器的数据的临时存储，如基于磁盘的排序场景等。

使用本地硬盘数据卷操作流程

1. 在创建服务页面 数据卷 选项下单击【添加数据卷】。

2. 配置数据卷。

类型：单击【∨】，在下拉框中选择数据卷的类型，选择本地硬盘。

名称：数据卷的名称，由小写字母和数字和连接符 “-” 组成，必须是小写字母开头，且在 20

个字符以内。

源路径：根据需要填写或不填写主机的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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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挂载路径：在 实例内容器填写挂载点。

数据卷名称：选择上述设置的数据卷

目标路径：设置数据卷挂载到容器内的路径

权限：设置该路径的读写权限。

4. 设置完成，登录容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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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云硬盘数据卷

云硬盘数据卷应用场景

腾讯云基于CBS扩展的Kubernetes的块存储插件。可以指定一块腾讯云的 CBS

云硬盘挂载到容器的某一路径下，容器的迁移，云硬盘会跟随迁移。

使用云硬盘数据卷适用于数据的持久化保存，可用于Mysql等有状态服务。

设置云硬盘数据卷的服务，实例数量最大为 1。

使用云硬盘数据卷操作流程

1. 在创建服务页面 数据卷 选项下单击【添加数据卷】。

2. 配置数据卷。

类型：单击【∨】，在下拉框中选择数据卷的类型，选择云硬盘。

名称：数据卷的名称，由小写字母和数字和连接符 “-” 组成，必须是小写字母开头，且在 20

个字符以内。

云硬盘：选择与集群在同一地域下的CBS盘。

3. 设置挂载路径：在 实例内容器填写挂载点。

数据卷名称：选择上述设置的数据卷

目标路径：设置数据卷挂载到容器内的路径

权限：设置该路径的读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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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完成，登录容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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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FS数据卷

NFS数据卷应用场景

使用NFS数据卷适用于多读多写的持久化存储，适用于大数据分析、媒体处理、内容管理等场景，可以选择使

用腾讯云的文件存储CFS, 也可使用自建的文件存储NFS。

使用NFS数据卷操作流程

1. 在创建服务页面 数据卷 选项下单击【添加数据卷】。

2. 配置数据卷。

类型：单击【∨】，在下拉框中选择数据卷的类型，选择使用NFS盘。

名称：数据卷的名称，由小写字母和数字和连接符 “-” 组成，必须是小写字母开头，且在 20

个字符以内。

NFS路径：填写CFS或自建NFS地址, 如需创建CFS详情查看CFS使用指引,

创建完成后可在CFS控制台查看挂载点信息获取NFS的IP地址和目录。

3. 设置挂载路径：在 实例内容器填写挂载点。

数据卷名称：选择上述设置的数据卷

目标路径：设置数据卷挂载到容器内的路径

权限：设置该路径的读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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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完成，登录容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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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配置项数据卷

配置项数据卷应用场景

将配置项中指定 key 映射到容器中（key作为文件名,Value作为文件内容），使用配置项数据卷主要用于业务

配置文件的挂载，可以用于挂载配置文件到指定容器目录.

使用配置项数据卷操作流程

1. 第一步：创建配置项（如已有配置项可跳过本步骤）

2. 第二步：创建服务页面 数据卷 选项下单击【添加数据卷】。

3. 第三步：配置数据卷。

类型：单击【∨】，在下拉框中选择数据卷的类型，选择使用配置项。

名称：数据卷的名称，由小写字母和数字和连接符 “-” 组成，必须是小写字母开头，且在 20

个字符以内。

配置：选择所需的配置项对应的key，可以多选。

4. 第四步：设置挂载路径：在 实例内容器填写挂载点。

数据卷名称：选择上述设置的数据卷

目标路径：设置数据卷挂载到容器内的路径

权限：设置该路径的读写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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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完成，登录容器验证。最终将以

配置项-版本号

作为configMap的名称，将配置项的内容导入集群，

Key作为文件名，Vaule作为文件内容挂载到容器的指定路径。

登录容器验证挂载情况：

kubectl查看configMap生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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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NFS详解

前提条件

挂载文件系统（CFS）的前提是您有创建好的文件系统。如果您还未创建文件系统，您需要先创建文件系统。

有关如何创建文件系统的详细信息，参见 创建文件系统及挂载点 。

注意：

若要挂载子目录，需要在挂载前创建好对应的子目录，容器服务挂载 CFS

盘不会自动创建不存在的目录。

查看文件系统

1. 登录 文件存储控制台。

2. 查看文件系统的可用区，本文档以北京一区为例。单击 ID/名称（如 cf-

xxxxv0z），进入文件系统详情页。

3. 单击【挂载点信息】获取网络信息和挂载路径，这些信息将在后续步骤创建服务中使用。本例信息如下

：

网络信息：docker-test 和 docker。

挂载路径：

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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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集群

容器可以挂载的文件系统需与集群在同一个 VPC 网络同一子网内，因此在创建集群时需要设置在同一个 VPC

网络同一子网内。有关如何创建集群的详细信息，参见 新建集群 。创建集群时，需要注意以下设置：

可用区：选择与文件系统相同的可用区。在本例中选择北京一区。

节点网络：选择与文件系统相同的网络信息。在本例中选择 docker-test 和 docker。

容器网络：选择与文件系统同一个网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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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

有关如何创建服务的详细信息，参见 服务的基本操作。创建服务时，需要注意以下设置：

1. 添加数据卷。

类型：选择 NFS 盘。

名称：数据卷的名称。本例中以 cfs 为例。

路径：填写文件系统的挂载路径。在本例中填写 

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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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设置挂载点。

单击运行容器下的【显示高级设置】。填写挂载点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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