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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共 8 章，将介绍 Docker 以及容器的基础知识。
第 1 章将介绍容器和 Docker 的来源以及它与现有的虚拟化技术，特别
是 Linux 容器技术的关系。
第 2 章将介绍 Docker 的三大核心概念，以及如何在常见的操作系统环
境中安装 Docker。
第 3 章～第 5 章通过具体的示例操作，讲解使用 Docker 的常见操作，
包括镜像、容器和仓库。
第 6 章将剖析如何在 Docker 中使用数据卷来保存持久化数据。
第 7 章将介绍如何使用端口映射和容器互联来方便外部对容器服务的
访问。
第 8 章将介绍如何编写 Dockerﬁle 配置文件，以及如何使用 Dockerﬁle
来创建镜像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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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初识 Docker 与容器

如果说主机时代比拼的是单个服务器物理性能（如 CPU 主频和内存）的强弱，那么在云
时代，最为看重的则是凭借虚拟化技术所构建的集群处理能力。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化的概念早已经广泛应用到各种关键场景中。从 20
世纪 60 年代 IBM 推出的大型主机虚拟化，到后来以 Xen、KVM 为代表的虚拟机虚拟化，再
到现在以 Docker 为代表的容器技术，虚拟化技术自身也在不断进行创新和突破。
传统来看，虚拟化既可以通过硬件模拟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操作系统软件来实现。而容
器技术则更为优雅，它充分利用了操作系统本身已有的机制和特性，可以实现远超传统虚拟
机的轻量级虚拟化。因此，有人甚至把它称为“新一代的虚拟化”技术，并将基于容器打造
的云平台亲切地称为“容器云”。
毫无疑问，Docker 正是众多容器技术中的佼佼者，是容器技术发展过程中耀眼的一抹亮
色。那么，什么是 Docker ？它会带来哪些好处？它跟现有虚拟化技术又有何关系？
本章首先会介绍 Docker 项目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之后会为大家剖析 Docker 和相关容器
技术，以及它为 DevOps 等场景应用带来的巨大便利。最后，还将阐述 Docker 在整个虚拟化
领域中的技术定位。

1.1

什么是 Docker
1. Docker 开源项目背景
Docker 是基于 Go 语言实现的开源容器项目。它诞生于 2013 年年初，最初发起者是

dotCloud 公司。Docker 自开源后受到业界广泛的关注和参与，目前已有 80 多个相关开源组
件项目（包括 Containerd、Moby、Swarm 等），逐渐形成了围绕 Docker 容器的完整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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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Cloud 公司也随之快速发展壮大，在 2013 年年底直接改名为 Docker Inc，并专注于
Docker 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Docker 容器服务提供商。官方网
站为 docker.com，如图 1-1 所示。

图 1-1

Docker 官方网站

Docker 项目已加入 Linux 基金会，并遵循 Apache 2.0 协议，全部开源代码均在 https://
github.com/docker 项目仓库进行维护。在 Linux 基金会最近一次关于“最受欢迎的云计算
开源项目”的调查中，Docker 仅次于 2010 年发起的 OpenStack 项目，并仍处于上升趋势。
2014 年，Docker 镜像下载数达到了一百万次，2015 年直接突破十亿次，2017 年更是突破了
惊人的百亿次。
现在主流的操作系统包括 Linux 各大发行版、macOS、Windows 等都已经支持 Docker。
例如，Redhat RHEL 6.5/CentOS 6.5、Ubuntu 16.04 以及更新的版本，都已经在官方软件源
中默认带有 Docker 软件包。此外，各大云服务提供商也纷纷推出了基于 Docker 的服务。
Google 公司在其 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平台及服务中广泛应用了 Docker 容器；IBM 公
司与 Docker 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云业务上的深入技术合作；Microsoft 公司
在其 Azure 云平台上支持安全可扩展的 Docker 集群方案；公有云提供商 Amazon 在其 AWS
云平台上集成了对 Docker 的支持，提供高性能快速的部署。
Docker 的构想是要实现“ Build, Ship and Run Any App, Anywhere ”，即通过对应用的封
装（Packaging）、分发（Distribution）、部署（Deployment）、运行（Runtime）生命周期进行管
理，达到应用组件级别的“一次封装，到处运行”。这里的应用组件，既可以是一个 Web 应
用、一个编译环境，也可以是一套数据库平台服务，甚至是一个操作系统或集群。
基于 Linux 平台上的多项开源技术，Docker 提供了高效、敏捷和轻量级的容器方案，并
支持部署到本地环境和多种主流云平台。可以说，Docker 首次为应用的开发、运行和部署提
供了“一站式”的实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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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nux 容器技术—巨人的肩膀
与 大 部 分 新 兴 技 术 的 诞 生 一 样，Docker 也 并 非“从 石 头 缝 里 蹦 出 来 的”， 而 是 站
在 前 人 的 肩 膀 上。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Linux 容 器（Linux Containers，LXC） 技 术。IBM
DeveloperWorks 网站关于容器技术的描述十分准确：“容器有效地将由单个操作系统管理的
资源划分到孤立的组中，以更好地在孤立的组之间平衡有冲突的资源使用需求。与虚拟化相
比，这样既不需要指令级模拟，也不需要即时编译。容器可以在核心 CPU 本地运行指令，而
不需要任何专门的解释机制。此外，也避免了准虚拟化（para-virtualization）和系统调用替换
中的复杂性。”
当然，LXC 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化。最早的容器技术可以追溯到 1982 年 Unix 系列操作
系统上的 chroot 工具（直到今天，主流的 Unix、Linux 操作系统仍然支持和带有该工具）。早
期的容器实现技术包括 Sun Solaris 操作系统上的 Solaris Containers（2004 年发布），FreeBSD
操作系统上的 FreeBSD jail（2000 年左右发布），以及 GNU/Linux 上的 Linux-VServer（http://
linux-vserver.org，2001 年 10 月）和 OpenVZ（http://openvz.org，2005 年）。
在 LXC 之前，这些相关技术经过多年的演化已经十分成熟和稳定，但是由于种种原
因，它们并没有被很好地集成到主流的 Linux 内核中，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例如，如果用户
要使用 OpenVZ 技术，需要先手动给操作系统打上特定的内核补丁方可使用，而且不同版
本并不一致。类似的困难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优秀的技术只在技术人员的小圈子中
交流。
后来 LXC 项目借鉴了前人成熟的容器设计理念，并基于一系列新引入的内核特性，实
现了更具扩展性的虚拟化容器方案。更加关键的是，LXC 终于被集成到到主流 Linux 内核中，
进而成为 Linux 系统轻量级容器技术的事实标准。从技术层面来看，LXC 已经趟过了绝大部
分的“坑”，完成了容器技术实用化的大半历程。
3. 从 Linux 容器到 Docker
在 LXC 的基础上，Docker 进一步优化了容器的使用体验，让它进入寻常百姓家。首先，
Docker 提供了各种容器管理工具（如分发、版本、移植等），让用户无须关注底层的操作，更
加简单明了地管理和使用容器；其次，Docker 通过引入分层文件系统构建和高效的镜像机
制，降低了迁移难度，极大地改善了用户体验。用户操作 Docker 容器就像操作应用自身一
样简单。
早期的 Docker 代码实现是直接基于 LXC 的。自 0.9 版本开始，Docker 开发了 libcontainer 项目作为更广泛的容器驱动实现，从而替换掉了 LXC 的实现。目前，Docker 还积极推
动成立了 runC 标准项目，并贡献给开放容器联盟，试图让容器的支持不再局限于 Linux 操作
系统，而是更安全、更开放、更具扩展性。
简单地讲，读者可以将 Docker 容器理解为一种轻量级的沙盒（sandbox）。每个容器内
运行着一个应用，不同的容器相互隔离，容器之间也可以通过网络互相通信。容器的创建和
停止十分快速，几乎跟创建和终止原生应用一致；另外，容器自身对系统资源的额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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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十分有限，远远低于传统虚拟机。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把容器当作应用本身也没有任何
问题。
笔者相信，随着 Docker 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它将成为更受欢迎的容器虚拟化技术实现，
并在云计算和 DevOps 等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1.2

为什么要使用 Docker
1. Docker 容器虚拟化的好处
Docker 项目的发起人、Docker 公司 CTO Solomon Hykes 认为，Docker 在正确的地点、

正确的时间顺应了正确的趋势—如何正确地构建应用。
在云时代，开发者创建的应用必须要能很方便地在网络上传播，也就是说应用必须脱离
底层物理硬件的限制；同时必须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获取的。因此，开发者们需要一
种新型的创建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方式，快速分发和部署，而这正是 Docker 所能够提供的最
大优势。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用户试图基于最常见的 LAMP（Linux+Apache+MySQL+PHP）组
合来构建网站。按照传统的做法，首先需要安装 Apache、MySQL 和 PHP 以及它们各自运
行所依赖的环境；之后分别对它们进行配置（包括创建合适的用户、配置参数等）；经过大
量的操作后，还需要进行功能测试，看是否工作正常；如果不正常，则进行调试追踪，意
味着更多的时间代价和不可控的风险。可以想象，如果应用数目变多，事情会变得更加难以
处理。
更为可怕的是，一旦需要服务器迁移（例如从亚马逊云迁移到其他云），往往需要对每个
应用都进行重新部署和调试。这些琐碎而无趣的“体力活”，极大地降低了用户的工作效率。
究其根源，是这些应用直接运行在底层操作系统上，无法保证同一份应用在不同的环境中行
为一致。
而 Docker 提供了一种更为聪明的方式，通过容器来打包应用、解耦应用和运行平台。
这意味着迁移的时候，只需要在新的服务器上启动需要的容器就可以了，无论新旧服务器
是否是同一类型的平台。这无疑将帮助我们节约大量的宝贵时间，并降低部署过程出现问题
的风险。
2. Docker 在开发和运维中的优势
对开发和运维（DevOps）人员来说，最梦寐以求的效果可能就是一次创建或配置，之后
可以在任意地方、任意时间让应用正常运行，而 Docker 恰恰是可以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瑞
士军刀”。具体说来，在开发和运维过程中，Docker 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更快速的交付和部署。使用 Docker，开发人员可以使用镜像来快速构建一套标准的
开发环境；开发完成之后，测试和运维人员可以直接使用完全相同的环境来部署代
码。只要是开发测试过的代码，就可以确保在生产环境无缝运行。Docker 可以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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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删除容器，实现快速迭代，节约开发、测试、部署的大量时间。并且，整个过
程全程可见，使团队更容易理解应用的创建和工作过程。
更高效的资源利用。运行 Docker 容器不需要额外的虚拟化管理程序（Virtual Machine
Manager，VMM，以及 Hypervisor）的支持，Docker 是内核级的虚拟化，可以实现更
高的性能，同时对资源的额外需求很低。与传统虚拟机方式相比，Docker 的性能要
提高 1～2 个数量级。
更轻松的迁移和扩展。Docker 容器几乎可以在任意的平台上运行，包括物理机、虚
拟机、公有云、私有云、个人电脑、服务器等，同时支持主流的操作系统发行版本。
这种兼容性让用户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间轻松地迁移应用。
更简单的更新管理。使用 Dockerfile，只需要小小的配置修改，就可以替代以往大量
的更新工作。所有修改都以增量的方式被分发和更新，从而实现自动化并且高效的容
器管理。
3. Docker 与虚拟机比较
作为一种轻量级的虚拟化方式，Docker 在运行应用上跟传统的虚拟机方式相比具有如下
显著优势：
Docker 容器很快，启动和停止可以在秒级实现，这相比传统的虚拟机方式（数分钟）
要快得多；
Docker 容器对系统资源需求很少，一台主机上可以同时运行数千个 Docker 容器（在
IBM 服务器上已经实现了同时运行 10K 量级的容器实例）；
Docker 通过类似 Git 设计理念的操作来方便用户获取、分发和更新应用镜像，存储复
用，增量更新；
Docker 通过 Dockerﬁle 支持灵活的自动化创建和部署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率，并标准
化流程。
Docker 容器除了运行其中的应用外，基本不消耗额外的系统资源，在保证应用性能的同
时，尽量减小系统开销。传统虚拟机方式运行 N 个不同的应用就要启用 N 个虚拟机（每个虚
拟机需要单独分配独占的内存、磁盘等资源），而 Docker 只需要启动 N 个隔离得“很薄的”
容器，并将应用放进容器内即可。应用获得的是接近原生的运行性能。
当然，在隔离性方面，传统的虚拟机方式提供的是相对封闭的隔离。但这并不意味着
Docker 不安全。Docker 利用 Linux 系统上的多种防护技术实现了严格的隔离可靠性，并且可
以整合众多安全工具。从 1.3.0 版本开始，Docker 重点改善了容器的安全控制和镜像的安全
机制，极大地提高了使用 Docker 的安全性。在已知的大规模应用中，目前尚未出现值得担
忧的安全隐患。
表 1-1 比较了使用 Docker 容器技术与传统虚拟机技术的各种特性，可见容器技术在很多
应用场景下都具有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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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特

1.3

Docker 容器技术与传统虚拟机技术的比较

性

容

器

虚

拟

机

启动速度

秒级

分钟级

性能

接近原生

较弱

内存代价

很小

较多

硬盘使用

一般为 MB

一般为 GB

运行密度

单机支持上千个容器

一般几十个

隔离性

安全隔离

完全隔离

迁移性

优秀

一般

Docker 与虚拟化
虚拟化（virtualization）技术是一个通用的概念，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理解。在计算领

域，一般指的是计算虚拟化（computing virtualization），或通常说的服务器虚拟化。维基百科
上的定义如下：
“在计算机技术中，虚拟化是一种资源管理技术，是将计算机的各种实体资
源，如服务器、网络、内存及存储等，予以抽象、转换后呈现出来，打破实体结
构间的不可切割的障碍，使用户可以用比原本的组态更好的方式来应用这些资源。
”
可见，虚拟化的核心是对资源的抽象，目标往往是为了在同一个主机上同时运行多个系
统或应用，从而提高系统资源的利用率，并且带来降低成本、方便管理和容错容灾等好处。
从大类上分，虚拟化技术可分为基于硬件的虚拟化和基于软件的虚拟化。其中，真正
意义上的基于硬件的虚拟化技术不多见，少数如网卡中的单根多 IO 虚拟化（Single Root I/O
Virtualization and Sharing Speciﬁcation，SR-IOV）等技术，也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畴。
基于软件的虚拟化从对象所在的层次，又可以分为应用虚拟化和平台虚拟化（通常说的
虚拟机技术即属于这个范畴）。前者一般指的是一些模拟设备或诸如 Wine 这样的软件，后者
又可以细分为几个子类：
完全虚拟化。虚拟机模拟完整的底层硬件环境和特权指令的执行过程，客户操作系
统无须进行修改。例如 IBM p 和 z 系列的虚拟化、VMware Workstation、VirtualBox、
QEMU 等；
硬件辅助虚拟化。利用硬件（主要是 CPU）辅助支持（目前 x86 体系结构上可用的硬
件辅助虚拟化技术包括 Intel-VT 和 AMD-V）处理敏感指令来实现完全虚拟化的功能，
客户操作系统无须修改，例如 VMware Workstation，Xen，KVM；
部分虚拟化。只针对部分硬件资源进行虚拟化，客户操作系统需要进行修改。现在有
些虚拟化技术的早期版本仅支持部分虚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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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虚拟化（paravirtualization）。部分硬件接口以软件的形式提供给客户机操作系统，
客户操作系统需要进行修改，例如早期的 Xen；
操作系统级虚拟化。内核通过创建多个虚拟的操作系统实例（内核和库）来隔离不同
的进程。容器相关技术即在这个范畴。
可见，Docker 以及其他容器技术都属于操作系统虚拟化这个范畴，操作系统虚拟化最大
的特点就是不需要额外的 supervisor 支持。Docker 虚拟化方式之所以有众多优势，跟操作系
统虚拟化技术自身的设计和实现是分不开的。
图 1-2 比较了 Docker 和常见的虚拟机方式的不同之处。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运行时环境

运行时环境

虚拟机操作系统

虚拟机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运行时环境

运行时环境

虚拟机管理程序

Docker 容器支持

宿主机操作系统

宿主机操作系统

硬件层

硬件层

a）传统的虚拟化方式

b）Docker 虚拟化方式

图 1-2

Docker 和传统的虚拟化方式的不同之处

传统方式是在硬件层面实现虚拟化，需要有额外的虚拟机管理应用和虚拟机操作系统
层。Docker 容器是在操作系统层面上实现虚拟化，直接复用本地主机的操作系统，因此更加
轻量级。

1.4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容器虚拟化的基本概念、Docker 的诞生历史，以及容器在云时代应用分发场

景下的巨大优势。
与传统的虚拟机方式相比，容器虚拟化方式在很多场景下都存在极为明显的优势。无论
是系统管理员、应用开发人员、测试人员，还是运维管理人员，都应该尽快掌握 Docker，尽
早享受其带来的巨大便利。
在后续章节，笔者将结合实践案例具体介绍 Docker 的安装和使用。让我们一起开启精
彩的现代容器之旅吧！

Chapter 2

第2章

核心概念与安装配置

本章首先介绍 Docker 的三大核心概念：
镜像（Image）
容器（Container）
仓库（Repository）
只有理解了这三个核心概念，才能顺利地理解 Docker 容器的整个生命周期。
随后，笔者将介绍如何在常见的操作系统平台上安装 Docker，包括 Ubuntu、CentOS、
MacOS 和 Windows 等主流操作系统。

2.1

核心概念
Docker 大部分的操作都围绕着它的三大核心概念：镜像、容器和仓库。因此，准确把握

这三大核心概念对于掌握 Docker 技术尤为重要。
1. Docker 镜像
Docker 镜像类似于虚拟机镜像，可以将它理解为一个只读的模板。
例如，一个镜像可以包含一个基本的操作系统环境，里面仅安装了 Apache 应用程序（或
用户需要的其他软件）。可以把它称为一个 Apache 镜像。
镜像是创建 Docker 容器的基础。
通过版本管理和增量的文件系统，Docker 提供了一套十分简单的机制来创建和更新现有
的镜像，用户甚至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已经做好的应用镜像，并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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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cker 容器
Docker 容器类似于一个轻量级的沙箱，Docker 利用容器来运行和隔离应用。
容器是从镜像创建的应用运行实例。它可以启动、开始、停止、删除，而这些容器都是
彼此相互隔离、互不可见的。
可以把容器看作一个简易版的 Linux 系统环境（包括 root 用户权限、进程空间、用户空
间和网络空间等）以及运行在其中的应用程序打包而成的盒子。
注意

镜像自身是只读的。容器从镜像启动的时候，会在镜像的最上层创建一个可写层。

3. Docker 仓库
Docker 仓库类似于代码仓库，是 Docker 集中存放镜像文件的场所。
有时候我们会将 Docker 仓库和仓库注册服务器（Registry）混为一谈，并不严格区分。实
际上，仓库注册服务器是存放仓库的地方，其上往往
存放着多个仓库。每个仓库集中存放某一类镜像，往
往包括多个镜像文件，通过不同的标签（tag）来进行
区分。例如存放 Ubuntu 操作系统镜像的仓库，被称

16.04

Ubuntu 仓库

为 Ubuntu 仓库，其中可能包括 16.04、18.04 等不同
版本的镜像。仓库注册服务器的示例如图 2-1 所示。
根据所存储的镜像公开分享与否，Docker 仓库

6

18.04

7

CentOS 仓库
注册服务器

图 2-1

注册服务器与仓库

可以分为公开仓库（Public）和私有仓库（Private）两种形式。
目前，最大的公开仓库是官方提供的 Docker Hub，其中存放着数量庞大的镜像供用户下
载。国内不少云服务提供商（如腾讯云、阿里云等）也提供了仓库的本地源，可以提供稳定
的国内访问。
当然，用户如果不希望公开分享自己的镜像文件，Docker 也支持用户在本地网络内创建
一个只能自己访问的私有仓库。
当用户创建了自己的镜像之后就可以使用 push 命令将它上传到指定的公有或者私有仓
库。这样用户下次在另外一台机器上使用该镜像时，只需要将其从仓库上 pull 下来就可以了。
注意

可以看出，Docker 利用仓库管理镜像的设计理念与 Git 代码仓库的概念非常相似，实
际上 Docker 设计上借鉴了 Git 的很多优秀思想。

2.2

安装 Docker 引擎
Docker 引擎是使用 Docker 容器的核心组件，可以在主流的操作系统和云平台上使用，

包括 Linux 操作系统（如 Ubuntu、Debian、CentOS、Redhat 等），macOS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
以及 IBM、亚马逊、微软等知名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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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访问 Docker 官网的 Get Docker（https://www.docker.com/get-docker）页面，查
看获取 Docker 的方式，以及 Docker 支持的平台类型，如图 2-2 所示。

图 2-2

获取 Docker

目前 Docker 支持 Docker 引擎、Docker Hub、Docker Cloud 等多种服务。
Docker 引擎：包括支持在桌面系统或云平台安装 Docker，以及为企业提供简单安全
弹性的容器集群编排和管理；
DockerHub：官方提供的云托管服务，可以提供公有或私有的镜像仓库；
DockerCloud ：官方提供的容器云服务，可以完成容器的部署与管理，可以完整地支
持容器化项目，还有 CI、CD 功能。
Docker 引 擎 目 前 分 为 两 个 版 本： 社 区 版 本（Community Edition，CE） 和 企 业 版 本
（Enterprise Edition，EE）。社区版本包括大部分的核心功能，企业版本则通过付费形式提供
认证支持、镜像管理、容器托管、安全扫描等高级服务。通常情况下，用户使用社区版本可
以满足大部分需求；若有更苛刻的需求，可以购买企业版本服务。社区版本每个月会发布一
次尝鲜（Edge）版本，每个季度（3、6、9、12 月）会发行一次稳定（Stable）版本。版本号
命名格式为“年份 . 月份”，如 2018 年 6 月发布的版本号为 v18.06。
笔者推荐首选在 Linux 环境中使用 Docker 社区稳定版本，以获取最佳的原生支持体验。
本书如无特殊说明，则以社区版本的稳定版为例进行说明。

2.2.1

Ubuntu 环境下安装 Docker

1. 系统要求
Ubuntu 操作系统对 Docker 的支持十分成熟，可以支持包括 x86_64、armhf、s390x (IBM
Z)、ppc64le 等系统架构，只要是 64 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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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目前支持的最低 Ubuntu 版本为 14.04 LTS，但实际上从稳定性上考虑，推荐使用
16.04 LTS 或 18.0.4 LTS 版本，并且系统内核越新越好，以支持 Docker 最新的特性。
用户可以通过如下命令检查自己的内核版本详细信息：
$ uname -a
Linux localhost 4.9.36-x86_64-generic

或者：
$ cat /proc/version
Linux version 4.9.36-x86_64-generic (maker@linux.com) (gcc version 4.9.2 (Debian
4.9.2-10))

如果使用 Ubuntu 16.04 LTS 版本，为了让 Docker 使用 aufs 存储，推荐安装如下两个
软件包：
$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install -y \
linux-image-extra-$(uname -r) \
linux-image-extra-virtual
注意

Ubuntu 发行版中，LTS（Long-Term-Support）意味着更稳定的功能和更长期（目前为
5 年）的升级支持，生产环境中推荐尽量使用 LTS 版本。

2. 添加镜像源
首先需要安装 apt-transport-https 等软件包支持 https 协议的源：
$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install \
apt-transport-https \
ca-certificates \
curl \
software-properties-common

添加源的 gpg 密钥：
$ curl -fsSL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gpg | sudo apt-key add OK

确认导入指纹为“9DC8 5822 9FC7 DD38 854A E2D8 8D81 803C 0EBF CD88”的 GPG
公钥：
$ sudo apt-key fingerprint 0EBFCD88
pub
4096R/0EBFCD88 2017-02-22
Key fingerprint = 9DC8 5822 9FC7 DD38 854A E2D8 8D81 803C 0EBF CD88
uid
Docker Release (CE deb) <docker@docker.com>
sub
4096R/F273FCD8 2017-02-22

获取当前操作系统的代号：
$ lsb_release -cs
xe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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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Ubuntu 16.04 LTS 代号为 xenial，Ubuntu 18.04 LTS 代号为 bionic。
接下来通过如下命令添加 Docker 稳定版的官方软件源，非 xenial 版本的系统注意修改
为自己对应的代号：
$ sudo add-apt-repository \
"deb [arch=amd64]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 \
xenial \
stable"

添加成功后，再次更新 apt 软件包缓存：
$ sudo apt-get update

3. 开始安装 Docker
在成功添加源之后，就可以安装最新版本的 Docker 了，软件包名称为 docker-ce，代表
是社区版本：
$ sudo apt-get install -y docker-ce

如果系统中存在较旧版本的 Docker，会提示是否先删除，选择是即可。
除了基于手动添加软件源的方式之外，也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脚本来自动化安装 Docker：
$ sudo curl -sSL https://get.docker.com/ | sh

安装成功后，会自动启动 Docker 服务。
用户也可以指定安装软件源中其他版本的 Docker：
$ sudo apt-cache madison docker-ce
docker-ce | 17.11.0~ce-0~ubuntu |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
xenial/edge amd64 Packages
docker-ce | 17.10.0~ce-0~ubuntu |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
xenial/edge amd64 Packages
docker-ce | 17.09.1~ce-0~ubuntu |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
xenial/stable amd64 Packages
...
$ sudo apt-get install docker-ce=17.11.0~ce-0~ubuntu

2.2.2

CentOS 环境下安装 Docker

Docker 目前支持 CentOS 7 及以后的版本。系统的要求跟 Ubuntu 情况类似，64 位操作
系统，内核版本至少为 3.10。
首先，为了方便添加软件源，以及支持 devicemapper 存储类型，安装如下软件包：
$ sudo yum update
$ sudo yum install -y yum-utils \
device-mapper-persistent-data \
lvm2

添加 Docker 稳定版本的 yum 软件源：
$ sudo yum-config-mana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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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po \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centos/docker-ce.repo

之后更新 yum 软件源缓存，并安装 Docker：
$ sudo yum update
$ sudo yum install -y docker-ce

最后，确认 Docker 服务启动正常：
$ sudo systemctl start docker

2.2.3

通过脚本安装

用 户 还 可 以 使 用 官 方 提 供 的 shell 脚 本 来 在 Linux 系 统（目 前 支 持 Ubuntu、Debian、
Oracleserver、Fedora、Centos、OpenSuse、Gentoo 等常见发行版）上安装 Docker 的最新正式
版本，该脚本会自动检测系统信息并进行相应配置：
$ curl -fsSL https://get.docker.com/ | sh

或者：
$ wget -qO- https://get.docker.com/ | sh

如果想尝鲜最新功能，可以使用下面的脚本来安装最新的“尝鲜”版本。但要注意，非
稳定版本往往意味着功能还不够稳定，不要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 curl -fsSL https://test.docker.com/ | sh

另外，也可以从 store.docker.com/search?offering=community&q=&type=edition 找到各个
平台上的 Docker 安装包，自行下载使用。

2.2.4

macOS 环境下安装 Docker

Docker 官方非常重视其在 Mac 环境下的易用性。由于大量开发者使用 Mac 环境进行开
发，而 Docker 是一个完整的容器化应用的开发环境，所以 Docker 官方提供了简单易用的
Docker for Mac（https://docs.docker.com/docker-for-mac/）工具。Docker for Mac 其实是一个完
整的 Docker CE 工具。下面我们一步步讲解如何正确安装 Docker for Mac。
1. 选择版本
目前用户可以选择稳定版（Stable）或测试版（Beta），这两个版本都可以通过配置 Docker
Daemon 来开启一些实验特性。配置时，只要启动 Docker daemon 时带上 --experimental
参数即可。或者通过修改 /etc/docker/daemon.json 配置文件中的 experimental 字
段，如下所示：
{
"experimental":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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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使用如下指令直接确认实验特性是否开启：
$ docker version -f '{{.Server.Experimental}}'
true

目 前 的 实 验 特 性 主 要 有 ipvlan 网 络 驱 动、 显 卡 插 件、 分 布 式 应 用 包（Distributed
Application Bundles）、监测点（Checkpoint）、回滚（Restore），以及使用 squash 参数构建镜
像。详细的实验特性说明可参见 https://github.com/docker/docker-ce/blob/master/components/
cli/experimental/README.md。
官方建议在生产环境中关闭这些实验特性。
稳定版（stable channel）经过完整测试和精心维护，可用于关注稳定性的生产环境。稳
定版每个季度（3 个月）发布一次。稳定版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允许 Docker 收集使用情况统计
或其他数据。稳定版下载地址为 https://download.docker.com/mac/stable/Docker.dmg。
测试版（edge channel）包含最新的工具和特性，甚至会包含一些开发中的特性。测试版
适用于希望尝鲜并有能力处理异常或 Bug 的用户，并且默认收集所有用户使用数据。测试版
每月发布一次。测试版下载地址为 https://download.docker.com/mac/edge/Docker.dmg。
2. 安装须知
Docker for Mac 与 Docker Machine 的关系是互不影响。用户可以从本地 default machine
拷贝容器和镜像至 Docker for Mac 的 HyperKit VM 中。HyperKit 是 Docker 开源的支持 OSX
的轻量级虚拟化工具包。它基于 MacOSX 10.10 之后引入的 Hypervisor 框架。HyperKit 应用
可以利用硬件虚拟化运行 VM，但无须特殊权限或者复杂的管理工具栈。关于 HyperKit 的详
细信息参见 https://github.com/moby/hyperkit。
当用户运行 Docker for Mac 时，本机或远程均无须运行 Docker Machine。用户使用的
是一套新的原生虚拟化系统，不再需要 VirtualBox。如果希望了解更多两者对比情况，参见
https://docs.docker.com/docker-for-mac/docker-toolbox/。
Docker for Mac 支持 macOS El Capitan 10.11 及其后续版本。最小要求是 macOS Yosemite
10.10.3，同时 Docker 并不保证可以完全支持 10.10.X，Docker for Mac 从版本 1.13 开始，不
再支持 10.10 版本的 macOS。
3. 下载运行 Docker for Mac
首先，选择需要的版本并下载。双击打开 Docker.dmg
文件，将 Docker.app 拖至应用程序（或 Applications）文件
夹即可。
Docker 应 用 启 动 后， 在 任 务 栏 会 多 出 一 个 小 图 标， 如
图 2-3 所示。
用户可以通过这个图标打开 Docker 应用，并进行配置。
4. 验证
安 装 成 功 后， 可 以 确 认 运 行 的 Docker 版 本 信 息。 如 果 图 2-3 下载 Docker for Mac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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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环境已安装过 Docker 环境，则可能存在老版 docker-py，为了防止冲突，需要重新
安装：
$ sudo pip uninstall docker-py
$ sudo pip uninstall docker
$ sudo pip install docker

此时运行指令已不会提示冲突：
$ docker-compose --version
docker-compose version 1.18.0, build 8dd22a9

用户还可以执行 docker version 获取更全面的版本信息：
$ docker version
Client:
Version:
API version:
Go version:
Git commit:
Built:
OS/Arch:
Experimental:
Orchestrator:

18.03.1-ce
1.37
go1.9.5
9ee9f40
Thu Apr 26 07:13:02 2018
darwin/amd64
false
swarm

Server:
Engine:
Version:
API version:
Go version:
Git commit:
Built:
OS/Arch:
Experimental:

18.03.1-ce
1.37 (minimum version 1.12)
go1.9.5
9ee9f40
Thu Apr 26 07:22:38 2018
linux/amd64
false

可见正常输出客户端和服务端版本信息，以及实验特性默认关闭。如果 Docker for Mac
启动失败或关闭状态，则会出现 Error response from daemon: Bad response
from Docker engine 提示。
下面启动一个 Nginx 容器，检查能正确获取镜像并运行 :
$ docker run -d -p 80:80 --name webserver nginx

然后使用 docker ps 指令查看运行的容器：
$ docker ps
CONTAINER ID
IMAGE
5d756726c17c
nginx
0.0.0.0:80->80/tcp

COMMAND
CREATED
"nginx -g 'daemon of…"
webserver

STATUS
PORTS
NAMES
49 seconds ago Up 48 seconds

可见 Nginx 容器已经在 0.0.0.0:80 启动，并映射到 80 端口。打开浏览器访问此地址，如
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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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用配置
点击系统状态栏的 Docker 图标可以访问管理菜单，如图 2-5 所示。

图 2-4

图 2-5

Nginx 容器启动

管理菜单

About Docker 页面呈现已安装的各组件版本信息、更新通道（稳定版或测试版），以及更
新记录（Release Notes）、声明、版权信息等，如图 2-6 所示。
点击菜单的 Preferences 项，打开配置管理界面。其中，General 页面可以配置自动启动
配置、升级、备份，以及使用数据收集配置，如图 2-7 所示。

图 2-6

About Docker 页面

图 2-7

General 页面

在 File sharing（文件共享）页面中，用户可以选择哪个 Mac 本地文件夹与容器共享。点
击 + 后可以继续添加本地目录，点击 Apply&Restart 按钮生效，这里其实使用了 -v 参数，
如图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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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isk 页面中，可以配置磁盘路径，并可以修改虚拟磁盘大小，如图 2-9 所示。

图 2-8

File Sharing 页面

图 2-9

Disk 页面

在 Advanced 页面中，可以修改本机分配给 Docker 的计算资源，如 CPU、内存和存储位
置，如图 2-10 所示。
在 Proxies 页面中，可以配置 Pull 操作时的代理配置，如图 2-11 所示。

图 2-10

Advanced 页面

图 2-11

Proxies 页面

在 Daemon 页面中，用户可用两种方式（基础模式 / 高级模式即 JSON）配置 Docker 守
护进程，可以选择自定义镜像、开启尝鲜模式等，如图 2-12 所示。
点击 Reset 按钮，用户可以选择重启 Docker、删除所有 Docker 数据、恢复出厂设置、
重装 Docker 等操作。
6. Kitematic
通过菜单可以安装 Kitematic 工具管理本地镜像，点击提示框中的下载地址，如图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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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Daemon 页面

图 2-13

安装 Kitematic

下载 Kitematic-Mac.zip 并解压缩至应用程序文件夹（或 Applications）
，双击打开 Kitematic.
app，如图 2-14 所示。

图 2-14

下载 Kitematic

进入 Docker Hub 登录页面，用户可以选择暂时不登录，直接进入主页面，如图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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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Docker Hub 登录页面

主页面可见多种常用镜像，点击 CREATE 即可直接创建容器，如图 2-16 所示。

图 2-16

创建容器

以 hello-world-nginx 镜像为例。点击 CREATE 后进入下载页面，如图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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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下载镜像

容器运行后，在主页可见运行日志、挂载磁盘（双击可以直接打开）、浏览器预览以及容
器配置（Settings）等，如图 2-18 所示。

图 2-18

容器主页

进入配置页面，可见 hostname、port，以及卷、网络等配置，如图 2-19 所示。
用户此时可以打开浏览器访问 http://localhost:32768，查看示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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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页面

Windows 环境下安装 Docker

目前 Docker 可以通过虚拟机方式来支持 Windows 7.1 和 Windows 8，只要平台 CPU 支
持硬件虚拟化特性即可。读者如果无法确定自己计算机的 CPU 是否支持该特性也无须担心，
实际上，目前市面上主流的 CPU 都早已支持硬件虚拟化特性。
对 Windows 10 的用户来说，Docker 官方为 64 位 Windows 10 Pro 环境（需支持 Hyper-V）
提 供 了 原 生 虚 拟 化 应 用 Docker for Windows。Windows 环 境 下 Docker CE 同 样 支 持 两 个 版
本：稳定版和测试版。这两个版本的异同可以参见上节。下载地址可见官网文档中心的 Get
Docker→Docker CE→Windows。下面具体介绍安装步骤。
首先，双击 exe 文件进行安装，如图 2-20 所示。

图 2-20

运行 ex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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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点击 OK 开启 Hyper-V，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进入 Hyper-V

下面查看常用配置。General 页面可以配置自启策略，是否收集用户信息，是否检查升
级等，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Generd 页面

Shared Drivers 页面可以选择本地磁盘作为共享存储，相当于设置 -v 参数，在容器中可
以使用这些磁盘空间，如图 2-23 所示。
Advanced 页面可以调整容器使用的本地资源，包括 CPU 和内存，也可以配置镜像和卷
的 VHD 地址，如图 2-24 所示。
在 Network 页面可进行网络配置，包括 vswitch 和 DNS 配置，如图 2-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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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Drives 页面

图 2-24

Advanced 页面

图 2-25

Network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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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 Windows 10 之外的 Windows 上运行 Docker，可以使用 Boot2Docker 工具。用户
可从 https://docs.docker.com/installation/windows/ 下载使用。

2.3

配置 Docker 服务
为了避免每次使用 Docker 命令时都需要切换到特权身份，可以将当前用户加入安装中

自动创建的 docker 用户组，代码如下：
$ sudo usermod -aG docker USER_NAME

用户更新组信息，退出并重新登录后即可生效。
Docker 服务启动时实际上是调用了 dockerd 命令，支持多种启动参数。因此，用户可
以直接通过执行 dockerd 命令来启动 Docker 服务，如下面的命令启动 Docker 服务，开启
Debug 模式，并监听在本地的 2376 端口：
$ dockerd -D -H tcp://127.0.0.1:2376

这些选项可以写入 /etc/docker/ 路径下的 daemon.json 文件中，由 dockerd 服务启动
时读取：
{
"debug": true,
"hosts": ["tcp://127.0.0.1:2376"]
}

当然，操作系统也对 Docker 服务进行了封装，以使用 Upstart 来管理启动服务的
Ubuntu 系统为例，Docker 服务的默认配置文件为 /etc/default/docker，可以通过修改其中的
DOCKER_OPTS 来修改服务启动的参数，例如让 Docker 服务开启网络 2375 端口的监听：
DOCKER_OPTS="$DOCKER_OPTS -H tcp://0.0.0.0:2375 -H unix:///var/run/docker.sock"

修改之后，通过 service 命令来重启 Docker 服务：
$ sudo service docker restart

对于 CentOS、RedHat 等系统，服务通过 systemd 来管理，配置文件路径为 /etc/systemd/
system/docker.service.d/docker.conf。更新配置后需要通过 systemctl 命令来管理 Docker
服务：
$ sudo systemctl daemon-reload
$ sudo systemctl start docker.service

此外，如果服务工作不正常，可以通过查看 Docker 服务的日志信息来确定问题，例如
在 RedHat 系统上日志文件可能为 /var/log/messages，在 Ubuntu 或 CentOS 系统上可以执行命
令 journalctl -u docker.service。
每次重启 Docker 服务后，可以通过查看 Docker 信息（docker info 命令），确保服务
已经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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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实践环境
从稳定性上考虑，本书推荐实践环境的操作系统是 Ubuntu 18.04 LTS 系统或 Debian 稳

定版本系统，使用 Linux 4.0 以上内核。Docker 不同版本的 API 会略有差异，推荐根据需求
选择较新的稳定版本。
如无特殊说明，默认数据网段地址范围为 10.0.0.0/24，管理网段地址范围为 192.168.
0.0/24。
另外，执行命令代码中以 $ 开头的，表明为普通用户；以 # 开头的，表明为特权用户
（root）。如果用户已经添加到了 docker 用户组（参考上一节），大部分时候都无须管理员权限，
否则需要在命令前使用 sudo 来临时提升权限。
部分命令执行结果输出内容较长的，只给出关键部分输出。
对于使用非 Linux 系统的用户，推荐本地采用虚拟机构建 Linux 环境来使用 Docker 相关
命令。
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搭建类似的环境。

2.5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 Docker 的三大核心概念：镜像、容器和仓库，以及如何安装和配置 Docker

引擎服务。
在后面的实践中，读者会感受到，基于三大核心概念所构建的高效工作流程，正是
Docker 从众多容器虚拟化方案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Docker 和 Docker Hub 的工
作流也并非凭空创造的，很大程度上参考了 Git 和 Github 的设计理念，从而为应用分发和团
队合作都带来了众多优势。
在后续章节中，笔者将具体讲解围绕这三大核心概念的 Docker 操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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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是 Docker 三大核心概念中最重要的，自 Docker 诞生之日起镜像就是相关社区最为
热门的关键词。
Docker 运行容器前需要本地存在对应的镜像，如果镜像不存在，Docker 会尝试先从默
认镜像仓库下载（默认使用 Docker Hub 公共注册服务器中的仓库），用户也可以通过配置，
使用自定义的镜像仓库。
本章将围绕镜像这一核心概念介绍具体操作，包括如何使用 pull 命令从 Docker Hub
仓库中下载镜像到本地；如何查看本地已有的镜像信息和管理镜像标签；如何在远端仓库使
用 search 命令进行搜索和过滤；如何删除镜像标签和镜像文件；如何创建用户定制的镜像并
且保存为外部文件。最后，还将介绍如何往 Docker Hub 仓库中推送自己的镜像。

3.1

获取镜像
镜像是运行容器的前提，官方的 Docker Hub 网站已经提供了数十万个镜像供大家开放

下载。本节主要介绍 Docker 镜像的 pull 子命令。
可以使用 docker [image] pull 命令直接从 Docker Hub 镜像源来下载镜像。该命
令的格式为 docker [image] pull NAME[:TAG]。
其中，NAME 是镜像仓库名称（用来区分镜像），TAG 是镜像的标签（往往用来表示版本
信息）。通常情况下，描述一个镜像需要包括“名称 + 标签”信息。
例如，获取一个 Ubuntu 18.04 系统的基础镜像可以使用如下的命令：
$ docker pull ubuntu:18.04
18.04: Pulling from library/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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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est: sha256:e27e9d7f7f28d67aa9e2d7540bdc2b33254b452ee8e60f388875e5b7d9b2b696
Status: Downloaded newer image for ubuntu:18.04

对于 Docker 镜像来说，如果不显式指定 TAG，则默认会选择 latest 标签，这会下载
仓库中最新版本的镜像。
下面的例子将从 Docker Hub 的 Ubuntu 仓库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 Ubuntu 操作系统的镜像：
$ docker pull ubuntu
Using default tag: latest
latest: Pulling from library/ubuntu
...
Digest: sha256:e27e9d7f7f28d67aa9e2d7540bdc2b33254b452ee8e60f388875e5b7d9b2b696
Status: Downloaded newer image for ubuntu:latest

该命令实际上下载的就是 ubuntu:latest 镜像。
注意

一般来说，镜像的 latest 标签意味着该镜像的内容会跟踪最新版本的变更而变化，内
容是不稳定的。因此，从稳定性上考虑，不要在生产环境中忽略镜像的标签信息或使
用默认的 latest 标记的镜像。

下载过程中可以看出，镜像文件一般由若干层（layer）组成，6c953ac5d795 这样的
串是层的唯一 id（实际上完整的 id 包括 256 比特，64 个十六进制字符组成）。使用 docker
pull 命令下载中会获取并输出镜像的各层信息。当不同的镜像包括相同的层时，本地仅存
储了层的一份内容，减小了存储空间。
读者可能会想到，在不同的镜像仓库服务器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镜像重名的情况。
严格地讲，镜像的仓库名称中还应该添加仓库地址（即 registry，注册服务器）作为前
缀，只是默认使用的是官方 Docker Hub 服务，该前缀可以忽略。
例如，docker pull ubuntu:18.04 命令相当于 docker pull registry.hub.
docker.com/ubuntu:18.04 命令，即从默认的注册服务器 Docker Hub Registry 中的 ubuntu
仓库来下载标记为 18.04 的镜像。
如果从非官方的仓库下载，则需要在仓库名称前指定完整的仓库地址。例如从网易蜂巢
的镜像源来下载 ubuntu:18.04 镜像，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此时下载的镜像名称为 hub.
c.163.com/public/ubuntu:18.04：
$ docker pull hub.c.163.com/public/ubuntu:18.04

pull 子命令支持的选项主要包括：
-a, --all-tags=true|false：是否获取仓库中的所有镜像，默认为否；
--disable-content-trust：取消镜像的内容校验，默认为真。
另外，有时需要使用镜像代理服务来加速 Docker 镜像获取过程，可以在 Docker 服务
启动配置中增加 --registry-mirror=proxy_URL 来指定镜像代理服务地址（如 https://
registry.docker-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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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镜像到本地后，即可随时使用该镜像了，例如利用该镜像创建一个容器，在其中运
行 bash 应用，执行打印“ Hello World ”命令：
$ docker run -it ubuntu:18.04 bash
root@65663247040f:/# echo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root@65663247040f:/# exit

3.2

查看镜像信息
本节主要介绍 Docker 镜像的 ls、tag 和 inspect 子命令。
1. 使用 images 命令列出镜像
使用 docker images 或 docker image ls 命令可以列出本地主机上已有镜像的基

本信息。
例如，下面的命令列出了上一小节中下载的镜像信息：
$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ubuntu
ubuntu

TAG
18.04
latest

IMAGE ID
452a96d81c30
452a96d81c30

CREATED
2 weeks ago
2 weeks ago

SIZE
79.6MB
79.6MB

在列出信息中，可以看到几个字段信息：
来自于哪个仓库，比如 ubuntu 表示 ubuntu 系列的基础镜像；
镜像的标签信息，比如 18.04、latest 表示不同的版本信息。标签只是标记，并不能标
识镜像内容；
镜像的 ID（唯一标识镜像），如果两个镜像的 ID 相同，说明它们实际上指向了同一
个镜像，只是具有不同标签名称而已；
创建时间，说明镜像最后的更新时间；
镜像大小，优秀的镜像往往体积都较小。
其中镜像的 ID 信息十分重要，它唯一标识了镜像。在使用镜像 ID 的时候，一般可以使
用该 ID 的前若干个字符组成的可区分串来替代完整的 ID。
TAG 信息用于标记来自同一个仓库的不同镜像。例如 ubuntu 仓库中有多个镜像，通过
TAG 信息来区分发行版本，如 18.04、18.10 等。
镜像大小信息只是表示了该镜像的逻辑体积大小，实际上由于相同的镜像层本地只会存
储一份，物理上占用的存储空间会小于各镜像逻辑体积之和。
images 子命令主要支持如下选项，用户可以自行进行尝试：
-a, --all=true|false：列出所有（包括临时文件）镜像文件，默认为否；
--digests=true|false：列出镜像的数字摘要值，默认为否；
-f, --filter=[] ：过滤列出的镜像，如 dangling=true 只显示没有被使用的
镜像；也可指定带有特定标注的镜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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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TEMPLATE" ：控制输出格式，如 .ID 代表 ID 信息，.Repository
代表仓库信息等；
--no-trunc=true|false：对输出结果中太长的部分是否进行截断，如镜像的 ID
信息，默认为是；
-q, --quiet=true|false：仅输出 ID 信息，默认为否。
其中，还支持对输出结果进行控制的选项，如 -f. --filter=[]、--no-trunc=
true|false、-q、--quiet=true|false 等。
更多子命令选项还可以通过 man docker-images 来查看。
2. 使用 tag 命令添加镜像标签
为了方便在后续工作中使用特定镜像，还可以使用 docker tag 命令来为本地镜像任
意添加新的标签。例如，添加一个新的 myubuntu:latest 镜像标签：
$ docker tag ubuntu:latest myubuntu:latest

再次使用 docker images 列出本地主机上镜像信息，可以看到多了一个 myubuntu:
latest 标签的镜像：
$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ubuntu
ubuntu
myubuntu

TAG
18.04
latest
latest

IMAGE ID
452a96d81c30
452a96d81c30
452a96d81c30

CREATED
2 weeks ago
2 weeks ago
2 weeks ago

SIZE
79.6MB
79.6MB
79.6MB

之后，用户就可以直接使用 myubuntu:latest 来表示这个镜像了。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这些 myubuntu:latest 镜像的 ID 跟 ubuntu:latest 是
完全一致的，它们实际上指向了同一个镜像文件，只是别名不同而已。docker tag 命令添
加的标签实际上起到了类似链接的作用。
3. 使用 inspect 命令查看详细信息
使用 docker[image]inspect 命令可以获取该镜像的详细信息，包括制作者、适应
架构、各层的数字摘要等：
$ docker [image] inspect ubuntu:18.04
[
{
"Id": "sha256:452a96d81c30a1e426bc250428263ac9ca3f47c9bf086f876d11cb39cf57aeec",
"RepoTags": [
"ubuntu:18.04",
"ubuntu:latest"
],
"RepoDigests": [
"ubuntu@sha256:c8c275751219dadad8fa56b3ac41ca6cb22219ff117ca98fe82b42f24e1ba64e"
],
"Parent": "",
"Comment": "",
"Created": "2018-04-27T23:28:36.319694807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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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代码返回的是一个 JSON 格式的消息，如果我们只要其中一项内容时，可以使
用 -f 来指定，例如，获取镜像的 Architecture：
$ docker [image] inspect -f {{".Architecture"}} ubuntu:18.04
amd64

4. 使用 history 命令查看镜像历史
既然镜像文件由多个层组成，那么怎么知道各个层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这时候可以使
用 history 子命令，该命令将列出各层的创建信息。
例如，查看 ubuntu:18.04 镜像的创建过程，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 docker history ubuntu:18.04
IMAGE
CREATED
CREATED BY
SIZE
COMMENT
452a96d81c30 5 weeks ago
/bin/sh -c #(nop) CMD ["/bin/bash"]
0B
<missing>
5 weeks ago
/bin/sh -c mkdir -p /run/systemd && echo 'do… 7B

注意，过长的命令被自动截断了，可以使用前面提到的 --no-trunc 选项来输出完整
命令。

3.3

搜寻镜像
本节主要介绍 Docker 镜像的 search 子命令。使用 docker search 命令可以搜索

Docker Hub 官方仓库中的镜像。语法为 docker search [option] keyword。支持的
命令选项主要包括：
-f, --filter filter：过滤输出内容；
--format string：格式化输出内容；
--limit int：限制输出结果个数，默认为 25 个；
--no-trunc：不截断输出结果。
例如，搜索官方提供的带 nginx 关键字的镜像，如下所示：
$ docker search --filter=is-official=true nginx
NAME DESCRIPTION STARS OFFICIAL AUTOMATED
nginx Official build of Nginx. 7978 [OK]
kong Open-source Microservice & API Management la…

159 [OK]

再比如，搜索所有收藏数超过 4 的 关键词包括 tensorﬂow 的镜像：
$ docker search --filter=stars=4 tensorflow
NAME DESCRIPTION STARS OFFICIAL AUTOMATED
tensorflow/tensorflow Official docker images for deep learning fra…
760
xblaster/tensorflow-jupyter Dockerized Jupyter with tensorflow 47 [OK]
jupyter/tensorflow-notebook Jupyter Notebook Scientific Python Stack w/ …
46
romilly/rpi-docker-tensorflow Tensorflow and Jupyter running in docker con…
16
floydhub/tensorflow tensorflow 8 [OK]
erroneousboat/tensorflow-python3-jupyter Docker container with python 3 version of
te…
8 [OK]
tensorflow/tf_grpc_server Server for TensorFlow GRPC Distributed Runt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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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返回了很多包含关键字的镜像，其中包括镜像名字、描述、收藏数（表示该镜像
的受欢迎程度）
、是否官方创建、是否自动创建等。默认的输出结果将按照星级评价进行排序。

3.4

删除和清理镜像
本节主要介绍 Docker 镜像的 rm 和 prune 子命令。
1. 使用标签删除镜像
使用 docker rmi 或 docker image rm 命令可以删除镜像，命令格式为 docker

rmi IMAGE [IMAGE...]，其中 IMAGE 可以为标签或 ID。
支持选项包括：
-f, –force：强制删除镜像，即使有容器依赖它；
–no-prune：不要清理未带标签的父镜像。
例如，要删除掉 myubuntu:latest 镜像，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 docker rmi myubuntu:latest
Untagged: myubuntu:latest

读者可能会想到，本地的 ubuntu:latest 镜像是否会受到此命令的影响。无须担心，
当同一个镜像拥有多个标签的时候，docker rmi 命令只是删除了该镜像多个标签中的指定
标签而已，并不影响镜像文件。因此上述操作相当于只是删除了镜像 0458a4468cbc 的一
个标签副本而已。
保险起见，再次查看本地的镜像，发现 ubuntu:latest 镜像（准确地说，0458a4468cbc
镜像）仍然存在：
$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TAG IMAGE ID CREATED SIZE
Ubuntu 18.04 452a96d81c30 5 weeks ago 79.6MB
Ubuntu latest 452a96d81c30 5 weeks ago 79.6MB

但当镜像只剩下一个标签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此时再使用 docker rmi 命令会彻底删
除镜像。
例如通过执行 docker rmi 命令来删除只有一个标签的镜像，可以看出会删除这个镜
像文件的所有文件层：
$ docker rmi busybox:latest
Untagged: busybox:latest
Untagged: busybox@sha256:1669a6aa7350e1cdd28f972ddad5aceba2912f589f19a090ac75b7083da748db
Deleted: sha256:5b0d59026729b68570d99bc4f3f7c31a2e4f2a5736435641565d93e7c25bd2c3
Deleted: sha256:4febd3792a1fb2153108b4fa50161c6ee5e3d16aa483a63215f936a113a88e9a

2. 使用镜像 ID 来删除镜像
当使用 docker rmi 命令，并且后面跟上镜像的 ID（也可以是能进行区分的部分 ID 串
前缀）时，会先尝试删除所有指向该镜像的标签，然后删除该镜像文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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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有该镜像创建的容器存在时，镜像文件默认是无法被删除的，例如：先利用
ubuntu:18.04 镜像创建一个简单的容器来输出一段话：
$ docker run ubuntu:18.04 echo 'hello! I am here!'
hello! I am here!

使用 docker ps -a 命令可以看到本机上存在的所有容器：
$ docker ps -a
CONTAINER ID
IMAGE
COMMAND
CREATED
STATUS
PORTS
NAMES
a21c0840213e
ubuntu:18.04
"echo 'hello! I am he"
About a minute ago
Exited (0) About a minute ago
romantic_euler

可以看到，后台存在一个退出状态的容器，是刚基于 ubuntu:18.04 镜像创建的。
试图删除该镜像，Docker 会提示有容器正在运行，无法删除：
$ docker rmi ubuntu:18.04
Error response from daemon: conflict: unable to remove repository reference
"ubuntu:18.04" (must force) - container a21c0840213e is using its referenced
image 8f1bd21bd25c

如果要想强行删除镜像，可以使用 -f 参数：
$ docker rmi -f ubuntu:18.04
Untagged: ubuntu:18.04
Deleted: sha256:8f1bd21bd25c3fb1d4b00b7936a73a0664f932e11406c48a0ef19d82fd0b7342

注意，通常并不推荐使用 -f 参数来强制删除一个存在容器依赖的镜像。正确的做法是，
先删除依赖该镜像的所有容器，再来删除镜像。
首先删除容器 a21c0840213e：
$ docker rm a21c0840213e

然后使用 ID 来删除镜像，此时会正常打印出删除的各层信息：
$ docker rmi 8f1bd21bd25c
Untagged: ubuntu:18.04
Deleted: sha256:8f1bd21bd25c3fb1d4b00b7936a73a0664f932e11406c48a0ef19d82fd0b7342
Deleted: sha256:8ea3b9ba4dd9d448d1ca3ca7afa8989d033532c11050f5e129d267be8de9c1b4
Deleted: sha256:7db5fb90eb6ffb6b5418f76dde5f685601fad200a8f4698432ebf8ba80757576
Deleted: sha256:19a7e879151723856fb640449481c65c55fc9e186405dd74ae6919f88eccce75
Deleted: sha256:c357a3f74f16f61c2cc78dbb0ae1ff8c8f4fa79be9388db38a87c7d8010b2fe4
Deleted: sha256:a7e1c363defb1f80633f3688e945754fc4c8f1543f07114befb5e0175d569f4c

3. 清理镜像
使用 Docker 一段时间后，系统中可能会遗留一些临时的镜像文件，以及一些没有被使
用的镜像，可以通过 docker image prune 命令来进行清理。
支持选项包括：
-a, –all：删除所有无用镜像，不光是临时镜像；
–filter filter：只清理符合给定过滤器的镜像；
-f, –force：强制删除镜像，而不进行提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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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下命令会自动清理临时的遗留镜像文件层，最后会提示释放的存储空间：
$ docker image prune -f
...
Total reclaimed space: 1.4 GB

3.5

创建镜像
创建镜像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基于已有镜像的容器创建、基于本地模板导入、基于

Dockerﬁle 创建。
本节主要介绍 Docker 的 commit、import 和 build 子命令。
1. 基于已有容器创建
该方法主要是使用 docker [container] commit 命令。
命令格式为 docker [container] commit [OPTIONS] CONTAINER [REPOSITORY
[:TAG]]，主要选项包括：
-a, --author=""：作者信息；
-c, --change=[] ：提交的时候执行 Dockerfile 指令，包括 CMD|ENTRYPOINT|E
NV|EXPOSE|LABEL|ONBUILD|USER|VOLUME|WORKDIR 等；
-m, --message=""：提交消息；
-p, --pause=true：提交时暂停容器运行。
下面将演示如何使用该命令创建一个新镜像。
首先，启动一个镜像，并在其中进行修改操作。例如，创建一个 test 文件，之后退出，
代码如下：
$ docker run -it ubuntu:18.04 /bin/bash
root@a925cb40b3f0:/# touch test
root@a925cb40b3f0:/# exit

记住容器的 ID 为 a925cb40b3f0。
此 时 该 容 器 与 原 ubuntu:18.04 镜 像 相 比， 已 经 发 生 了 改 变， 可 以 使 用 docker
[container] commit 命令来提交为一个新的镜像。提交时可以使用 ID 或名称来指定容器：
$ docker [container] commit -m "Added a new file" -a "Docker Newbee" a925cb40b3f0
test:0.1
9e9c814023bcffc3e67e892a235afe61b02f66a947d2747f724bd317dda02f27

顺利的话，会返回新创建镜像的 ID 信息，例如 9e9c814023bcffc3e67e892a235a
fe61b02f66a947d2747f724bd317dda02f27。
此时查看本地镜像列表，会发现新创建的镜像已经存在了：
$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TAG IMAGE ID CREATED VIRTUAL SIZE
test 0.1 9e9c814023bc 4 seconds ago 18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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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本地模板导入
用户也可以直接从一个操作系统模板文件导入一个镜像，主要使用 docker [container]
import 命令。命令格式为 docker [image] import [OPTIONS] file|URL|-[REPOSITORY
[:TAG]]
要直接导入一个镜像，可以使用 OpenVZ 提供的模板来创建，或者用其他已导出的镜像
模板来创建。OPENVZ 模板的下载地址为 http://openvz.org/Download/templates/precreated。
例如，下载了 ubuntu-18.04 的模板压缩包，之后使用以下命令导入即可：
$ cat ubuntu-18.04-x86_64-minimal.tar.gz | docker import - ubuntu:18.04

然后查看新导入的镜像，已经在本地存在了：
$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TAG IMAGE ID CREATED VIRTUAL SIZE
ubuntu 18.04 05ac7c0b9383 17 seconds ago

215.5 MB

3. 基于 Dockerﬁle 创建
基于 Dockerfile 创建是最常见的方式。Dockerfile 是一个文本文件，利用给定的指令描
述基于某个父镜像创建新镜像的过程。
下面给出 Dockerfile 的一个简单示例，基于 debian:stretch-slim 镜像安装 Python 3
环境，构成一个新的 python:3 镜像：
FROM debian:stretch-slim
LABEL version="1.0" maintainer="docker user <docker_user@github>"
RUN apt-get update && \
apt-get install -y python3 && \
apt-get clean && \
rm -rf /var/lib/apt/lists/*

创建镜像的过程可以使用 docker [image] build 命令，编译成功后本地将多出一
个 python:3 镜像：
$ docker [image] build -t python:3 .
...
Successfully built 4b10f46eacc8
Successfully tagged python:3
$ docker images|grep python
python 3 4b10f46eacc8 About a minute ago

95.1MB

更多使用 Dockerﬁle 的技巧将将在后面进行介绍。

3.6

存出和载入镜像
本节主要介绍 Docker 镜像的 save 和 load 子命令。用户可以使用 docker [image]

save 和 docker [image] load 命令来存出和载入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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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出镜像
如果要导出镜像到本地文件，可以使用 docker [image] save 命令。该命令支持
-o、–output string 参数，导出镜像到指定的文件中。
例如，导出本地的 ubuntu:18.04 镜像为文件 ubuntu_18.04.tar，如下所示：
$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TAG IMAGE ID CREATED VIRTUAL SIZE
ubuntu 18.04 0458a4468cbc 2 weeks ago 188 MB
...
$ docker save -o ubuntu_18.04.tar ubuntu:18.04

之后，用户就可以通过复制 ubuntu_18.04.tar 文件将该镜像分享给他人。
2. 载入镜像
可以使用 docker [image] load 将导出的 tar 文件再导入到本地镜像库。支持 -i、
–
input string 选项，从指定文件中读入镜像内容。
例如，从文件 ubuntu_18.04.tar 导入镜像到本地镜像列表，如下所示：
$ docker load -i ubuntu_18.04.tar

或者：
$ docker load < ubuntu_18.04.tar

这将导入镜像及其相关的元数据信息（包括标签等）。导入成功后，可以使用 docker
images 命令进行查看，与原镜像一致。

3.7

上传镜像
本节主要介绍 Docker 镜像的 push 子命令。可以使用 docker [image] push 命令上

传镜像到仓库，默认上传到 Docker Hub 官方仓库（需要登录）。命令格式为 docker [image]
push NAME[:TAG] | [REGISTRY_HOST[:REGISTRY_PORT]/]NAME[:TAG]。
用户在 Docker Hub 网站注册后可以上传自制的镜像。
例 如， 用 户 user 上 传 本 地 的 test:latest 镜 像， 可 以 先 添 加 新 的 标 签 user/
test:latest，然后用 docker [image] push 命令上传镜像：
$ docker tag test:latest user/test:latest
$ docker push user/test:latest
The push refers to a repository [docker.io/user/test]
Sending image list
Please login prior to push:
Username:
Password:
Email:

第一次上传时，会提示输入登录信息或进行注册，之后登录信息会记录到本地 ~/.docker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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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具体介绍了围绕 Docker 镜像的一系列重要命令操作，包括获取、查看、搜索、删

除、创建、存出和载入、上传等。读者可以使用 docker image help 命令查看 Docker 支
持的镜像操作子命令。
镜像是使用 Docker 的前提，也是最基本的资源。所以，在平时的 Docker 使用中，要注
意积累自己定制的镜像文件，并将自己创建的高质量镜像分享到社区中。
在后续章节，笔者将通过更多案例介绍 Docker 镜像的操作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