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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Kubernetes 系统基础

近十几年来，IT 领域新技术、新概念层出不穷，例如 DevOps、微服务（Microservice）、
容器（Container）、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和区块链（Blockchain）等，直有“乱花渐
欲迷人眼”之势。另外，出于业务的需要，IT 应用模型也在不断地变革，例如，开发模式
从瀑布式（Waterfall）到敏捷（Agile）再到精益（Lean），甚至是与 QA 和 Operations 融合的
DevOps，应用程序架构从单体（monolithic）模型到分层模型再到微服务，部署及打包方式
从面向物理机到虚拟机再到容器，应用程序的基础架构从自建机房到托管再到云计算，等
等，这些变革使得 IT 技术应用的效率大大提升，同时却以更低的成本交付更高质量的产品。
尤其是以 Docker 为代表的容器技术的出现，终结了 DevOps 中交付和部署环节因环境、
配置及程序本身的不同而造成的动辄几种甚至十几种部署配置的困境，将它们统一在容器镜
像（image）之上。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或组织开始选择以镜像文件作为交付载体。容器
镜像之内直接包含了应用程序及其依赖的系统环境、库、基础程序等，从而能够在容器引擎
上直接运行。于是，IT 运维工程师（operator）无须关注开发应用程序的编程语言、环境配
置等，甚至连业务逻辑本身也不必过多关注，而只需要掌握容器管理的单一工具链即可。
部署的复杂度虽然降低了，但以容器格式运行的应用程序间的协同却成了一个新的亟
待解决的问题，这种需求在微服务架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结果，以 Kubernetes 为代表的
容器编排系统应需而生。

1.1

容器技术概述
容器是一种轻量级、可移植、自包含的软件打包技术，它使得应用程序可以在几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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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方以相同的方式运行。软件开发工程师在自己笔记本上创建并测试完成的容器，无须任
何修改就能够在生产系统的虚拟机、物理机或云主机上运行。
容器由应用程序本身和它的环境依赖（库和其他应用程序）两部分组成，并在宿主机
（Host）操作系统的用户空间中运行，但与操作系统的其他进程互相隔离，它们的实现机制
有别于诸如 VMWare、KVM 和 Xen 等实现方案的传统虚拟化技术。容器与虚拟机的对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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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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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和虚拟机对比（http://www.nuagenetworks.net/blog/containers/）

由于同一个宿主机上的所有容器都共享其底层操作系统（内核空间），这就使得容器在
体积上要比传统的虚拟机小得多。另外，启动容器无须启动整个操作系统，所以容器部署
和启动的速度更快，开销更小，也更容易迁移。事实上，容器赋予了应用程序超强的可移
植能力。

1.1.1

容器技术的功用

IT 系统在架构上已经迭代数十年之久，其环境复杂程度日趋加重，直有积重难返之势。
现如今，应用程序开发人员通常需要同时使用多种服务构建，并要架构 IT 信息系统，涉
及 MQ、Cache 和 DB 等，且很可能要部署到不同的环境中，如物理服务器、虚拟服务器、
私有云或公有云之上。这些不同的主机或许还有着不同的系统环境，如 RHEL、Debian 或
SUSE 等 Linux 发行版，甚至是 UNIX、Windows 等。
结果，一方面应用程序包含了多种服务，每种服务均可能存在依赖的库和软件包；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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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存在多种部署环境，而服务在运行时又可能需要动态迁移到不同的环境中。于是，各种
服务和环境通过排列组合产生了一个大部署矩阵。应用程序开发工程师在编写代码时需要考
虑不同的运行环境，而运维工程师则需要为不同的服务和平台配置环境。对他们双方来说，
这都必将是一项困难而艰巨的任务。
幸运的是，货运系统的集装箱机制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方案。Docker 正
是将集装箱思想运用到软件打包上，为代码提供了一个基于容器的标准化运输系统。Docker
可以将几乎任何应用程序及其依赖的运行环境都打包成一个轻量级、可移植、自包含的容
器，并能够运行于支持 Docker 容器引擎的所有操作系统之上。简言之，容器的优势主要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应用程序开发工程师：“一次构建，到处运行”（Build Once，Run Anywhere）。容器

意味着环境隔离和可重复性，开发人员只需为应用创建一个运行环境，并将其打包
成容器便可在各种部署环境上运行，并与它所在的宿主机环境隔离。
运维工程师：“一次配置，运行所有”（Conf igure Once，Run Anything）。一旦配置好

标准的容器运行时环境，服务器就可以运行任何容器，这使得运维人员的工作变得
更高效、一致和可重复。容器消除了开发、测试、生产环境的不一致性。

1.1.2

容器简史

容器技术的概念最初出现在 2000 年，当时称为 FreeBSD jail，这种技术可将 FreeBSD
系统分区为多个子系统（也称为 Jail）。2001 年，通过 Jacques Gélinas 的 VServer 项目，隔
离环境的实施理念进入了 Linux 领域。
Jail 的目的是让进程在经过修改的 chroot 环境中创建，而不会脱离和影响整个系统—
chroot 环境对文件系统、网络和用户的访问都实现了虚拟化。然而，Jail 在实施方面存在着
不少的局限性，当它与 Namespaces 和 CGroups 等技术结合在一起之后，才让这种隔离方法
从构想变为了现实。后来，Linux 容器项目（LXC）又为其添加了一些用户常用的工具、模
板、库和语言绑定，从而较好地改善了用户使用容器技术时的体验。
Docker 在 LXC 项目的基础上，从文件系统、网络互联到进程隔离等方面对容器技术进
行了进一步的封装，极大地简化了容器的创建和维护过程，从而促进了容器技术的大流行。
Docker 最初是由 dotCloud 公司创始人 Solomon Hykes 在法国期间发起的一个公司内部项目，
并于 2013 年 3 月以 Apache 2.0 授权协议开源，其项目代码托管于 GitHub 之上。虽然其最
初的实现是基于 LXC 项目的，但 Docker 在后来的 0.7 版本转为使用自行开发的 libcontainer
容器引擎，而 1.11 版本又将其换作了 runC 和 containerd。
提示

在 2017 年 4 月 举 行 的 DockerCon 上，Docker 公 司 将 GitHub 上 原 本 隶 属 于 Docker
组织的 Docker 项目直接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名为 Moby 的组织下，并将其重命名为
Moby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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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Docker 的功能限制

Docker 本身非常适合用于管理单个容器，不过，一旦开始使用越来越多的容器封装和
运行应用程序，必将会导致其管理和编排变得越来越困难。最终，用户不得不对容器实施分
组，以便跨所有容器提供网络、安全、监控等服务。于是，以 Kubernetes 为代表的容器编
排系统应运而生。
真正的生产型应用会涉及多个容器，这些容器必须跨多个服务器主机进行部署。Kubernetes
可以提供所需的编排和管理功能，以便用户针对这些工作负载轻松完成大规模容器部署。而
且，借助于 Kubernetes 的编排功能，用户可以构建出跨多个容器的应用服务，并且可以实
现跨集群调度、扩展容器，以及长期持续管理这些容器的健康状况等。使用中，Kubernetes
还需要与网络、存储、安全性、监控及其他服务进行整合，以提供全面的容器基础架构，如
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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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容器与容器编排（来源：RedHat Inc.）

Kubernetes 利用容器的扩缩容机制解决了许多常见的问题，它将容器归类到一起，形成
“容器集”
（Pod），为分组的容器增加了一个抽象层，用于帮助用户调度工作负载（workload），
并为这些容器提供所需的联网和存储等服务。Kubernetes 的其他部分可帮助用户在这些 Pod
之间达成负载均衡，同时确保运行正确数量的容器，以充分支持实际的工作负载。

1.2

Kubernetes 概述
尽管公开面世不过短短数年时间，Kubernetes 业已成为容器编排领域事实上的标准，其

近一两年的发展状态也在不断地验证着 Urs Hölzle 曾经的断言：无论是公有云、私有云抑或
混合云，Kubernetes 都将作为一个为任何应用、任何环境提供的容器管理框架而无处不在。

1.2.1

Kubernetes 简史

Kubernetes（来自希腊语，意为“舵手”或“飞行员”
）由 Joe Beda、Brendan Burns 和 Cra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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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uckie 创立，而后 Google 的其他几位工程师，包括 Brian Grant 和 Tim Hockin 等加盟共
同研发，并由 Google 在 2014 年首次对外宣布。Kubernetes 的开发和设计都深受 Google 内
部系统 Borg 的影响，事实上，它的许多顶级贡献者之前也是 Borg 系统的开发者。
Borg 是 Google 内部使用的大规模集群管理系统，久负盛名。它建构于容器技术之上，
目的是实现资源管理的自动化，以及跨多个数据中心的资源利用率最大化。2015 年 4 月，
Borg 论文《 Large-scale cluster management at Google with Borg 》伴随 Kubernetes 的高调宣
传被 Google 首次公开，人们终于有缘得窥其全貌。
事实上，正是由于诞生于容器世家 Google，并站在 Borg 这个
巨人的肩膀之上，充分受益于 Borg 过去十数年间积累的经验和教
训，Kubernetes 甫一面世就立即广受关注和青睐，并迅速称霸了容
器编排技术领域。很多人将 Kubernetes 视为 Borg 系统的一个开源
实现版本，在 Google 内部，Kubernetes 的原始代号曾经是 Serven
of Nine，即星际迷航中友好的“ Borg ”角色，它标识中的舵轮有七
个轮辐就是对该项目代号的致意，如图 1-3 所示。

图 1-3

Kubernetes Logo

Kubernetes v1.0 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发布，紧随其后，Google 与 Linux 基金会合作组建
了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云原生计算基金会，简称为 CNCF），并将 Kubernetes
作为种子技术予以提供。这之后，Kubernetes 进入了版本快速迭代期，从此不断地融入
着 新 功 能， 如 Federation、Network Policy API、RBAC、CRD 和 CSI， 等 等， 并 增 加 了 对
Windows 系统的支持。
2017 年可谓是容器生态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AWS、Azure 和
Alibaba Cloud 都相继在其原有容器服务上新增了对 Kubernetes 的支持，而 Docker 官方也
在 2017 年 10 月宣布同时支持 Swarm 和 Kubernetes 编排系统。这一年，RKT 容器派系的
CoreOS 舍弃掉自己的调度工具 Fleet，将其商用平台 Tectonic 的重心转移至 Kubernetes。这
一年，Mesos 也于 9 月宣布了对 Kubernetes 的支持，其平台用户可以安装、扩展和升级多个
生产级的 Kubernetes 集群。这一年，Rancher Labs 推出了其 2.0 版本的容器管理平台并宣布
all-in Kubernetes，放弃了其内置多年的容器编排系统 Cattle。类似的故事依然在进行，并且
必将在一个时期内持续上演。

1.2.2

Kubernetes 特性

Kubernetes 是一种用于在一组主机上运行和协同容器化应用程序的系统，旨在提供可预
测性、可扩展性与高可用性的方法来完全管理容器化应用程序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的平台。用
户可以定义应用程序的运行方式，以及与其他应用程序或外部世界交互的途径，并能实现服
务的扩容和缩容，执行平滑滚动更新，以及在不同版本的应用程序之间调度流量以测试功能
或回滚有问题的部署。Kubernetes 提供了接口和可组合的平台原语，使得用户能够以高度的
灵活性和可靠性定义及管理应用程序。简单总结起来，它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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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装箱
建构于容器之上，基于资源依赖及其他约束自动完成容器部署且不影响其可用性，并
通过调度机制混合关键型应用和非关键型应用的工作负载于同一节点以提升资源利用率。
（2）自我修复（自愈）
支持容器故障后自动重启、节点故障后重新调度容器，以及其他可用节点、健康状态
检查失败后关闭容器并重新创建等自我修复机制。
（3）水平扩展
支持通过简单命令或 UI 手动水平扩展，以及基于 CPU 等资源负载率的自动水平扩展
机制。
（4）服务发现和负载均衡
Kubernetes 通过其附加组件之一的 KubeDNS（或 CoreDNS）为系统内置了服务发现功
能，它会为每个 Service 配置 DNS 名称，并允许集群内的客户端直接使用此名称发出访问
请求，而 Service 则通过 iptables 或 ipvs 内建了负载均衡机制。
（5）自动发布和回滚
Kubernetes 支持“灰度”更新应用程序或其配置信息，它会监控更新过程中应用程序的
健康状态，以确保它不会在同一时刻杀掉所有实例，而此过程中一旦有故障发生，就会立即
自动执行回滚操作。
（6）密钥和配置管理
Kubernetes 的 Conf igMap 实现了配置数据与 Docker 镜像解耦，需要时，仅对配置做出
变更而无须重新构建 Docker 镜像，这为应用开发部署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此外，对于应
用所依赖的一些敏感数据，如用户名和密码、令牌、密钥等信息，Kubernetes 专门提供了
Secret 对象为其解耦，既便利了应用的快速开发和交付，又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全保障。
（7）存储编排
Kubernetes 支持 Pod 对象按需自动挂载不同类型的存储系统，这包括节点本地存储、
公 有 云 服 务 商 的 云 存 储（如 AWS 和 GCP 等）， 以 及 网 络 存 储 系 统（例 如，NFS、iSCSI、
GlusterFS、Ceph、Cinder 和 Flocker 等）。
（8）批量处理执行
除了服务型应用，Kubernetes 还支持批处理作业及 CI（持续集成），如果需要，一样可
以实现容器故障后恢复。

1.2.3

Kubernetes 概念和术语

Kubernetes 使用共享网络将多个物理机或虚拟机汇集到一个集群中，在各服务器之间进
行通信，该集群是配置 Kubernetes 的所有组件、功能和工作负载的物理平台。集群中一台
服务器（或高可用部署中的一组服务器）用作 Master，负责管理整个集群，余下的其他机器
用作 Worker Node（早期版本中也称为 Minion），它们是使用本地和外部资源接收和运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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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负载的服务器，如图 1-4 所示。集群中的这些主机可以是物理服务器，也可以是虚拟机
（包括 IaaS 云端的 VPS）。

Kubernetes Cluster

（1）Master
Master 是集群的网关和中枢，负责诸如为
用户和客户端暴露 API、跟踪其他服务器的健

Masters
Node

康状态、以最优方式调度工作负载，以及编排
其他组件之间的通信等任务，它是用户或客户
端与集群之间的核心联络点，并负责 Kubernetes
系统的大多数集中式管控逻辑。单个 Master 节
点即可完成其所有的功能，但出于冗余及负载

图 1-4

Kubernetes 集群主机

均衡等目的，生产环境中通常需要协同部署多个此类主机。Master 节点类似于蜂群中的蜂王。
（2）Node
Node 是 Kubernetes 集群的工作节点，负责接收来自 Master 的工作指令并根据指令相应
地创建或销毁 Pod 对象，以及调整网络规则以合理地路由和转发流量等。理论上讲，Node
可以是任何形式的计算设备，不过 Master 会统一将其抽象为 Node 对象进行管理。Node 类
似于蜂群中的工蜂，生产环境中，它们通常数量众多。
Kubernetes 将所有 Node 的资源集结于一处形成一台更加强大的“服务器”，如图 1-5 所
示，在用户将应用部署于其上时，Master 会使用调度算法将其自动指派至某个特定的 Node
运行。在 Node 加入集群或从集群中移除时，Master 也会按需重新编排影响到的 Pod（容器）。
于是，用户无须关心其应用究竟运行于何处。

node1

Kube_Cluster
CPU: x
RAM: y

nodeN
cpu: 4
ram: 16

nodeM

图 1-5

Node 组成的虚拟资源池

从抽象的视角来讲，Kubernetes 还有着众多的组件来支撑其内部的业务逻辑，包括运行
应用、应用编排、服务暴露、应用恢复等，它们在 Kubernetes 中被抽象为 Pod、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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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r 等资源类型，下面列出了几个较为常用的资源抽象。
（1）Pod
Kubernetes 并不直接运行容器，而是使用一个抽象的资
Pod

源对象来封装一个或者多个容器，这个抽象即为 Pod，它也是
Container X

Kubernetes 的最小调度单元。同一 Pod 中的容器共享网络名

Container Y

称空间和存储资源，这些容器可经由本地回环节口 lo 直接通
信，但彼此之间又在 Mount、User 及 PID 等名称空间上保持

volume

了隔离。尽管 Pod 中可以包含多个容器，但是作为最小调度
单元，它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小”，即通常只应该包含一个主
图 1-6

容器，以及必要的辅助型容器（sidecar），如图 1-6 所示。

Kubernetes Pod 示意图

（2）资源标签
标签（Label）是将资源进行分类的标识符，资源标签其实就是一个键值型（key/values）
数据。标签旨在指定对象（如 Pod 等）辨识性的属性，这些属性仅对用户存在特定的意义，
对 Kubernetes 集群来说并不直接表达核心系统语义。标签可以在对象创建时附加其上，并
能够在创建后的任意时间进行添加和修改。一个对象可以拥有多个标签，一个标签也可以附
加于多个对象（通常是同一类对象）之上，如图 1-7 所示。
Kubernetes Cluster

release: canary

release: beta
env: production

Pod

role: frontend

env: production

Pod

role: backend

图 1-7

Kubernetes 资源标签

（3）标签选择器
标签选择器（Selector）全称为“ Label Selector ”，它是一种根据 Label 来过滤符合条件
的资源对象的机制。例如，将附有标签“ role: backend ”的所有 Pod 对象挑选出来归为一组
就是标签选择器的一种应用，如图 1-8 所示。用户通常使用标签对资源对象进行分类，而后
使用标签选择器挑选出它们，例如将其创建为某 Service 的端点。

label
selector

matchLables:
role: backend

图 1-8

Pod

role: backend

Pod

role: backend

Pod

role: backend

标签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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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od 控制器
尽管 Pod 是 Kubernetes 的最小调度单元，但用户通常并不会直接部署及管理 Pod 对象，
而是要借助于另一类抽象—控制器（Controller）对其进行管理。用于工作负载的控制器
是一种管理 Pod 生命周期的资源抽象，它们是 Kubernetes 上的一类对象，而非单个资源对
象，包括 ReplicationController、ReplicaSet、Deployment、StatefulSet、Job 等。以图 1-9 中
所示的 Deployment 控制器为例，它负责确保指定的 Pod 对象的副本数量精确符合定义，否
则“多退少补”。使用控制器之后就不再需要手动管理 Pod 对象了，用户只需要声明应用的
期望状态，控制器就会自动对其进行进程管理。
Master

Nodes
Deployment
replicas: 3

label
selector

matchLables:
role: backend

图 1-9

Pod

role: backend

Pod

role: backend

Pod

role: backend

Deployment 控制器示意图

（5）服务资源（Service）
Service 是建立在一组 Pod 对象之上的资源抽象，它通过标签选择器选定一组 Pod 对象，
并为这组 Pod 对象定义一个统一的固定访问入口（通常是一个 IP 地址），若 Kubernetes 集群
存在 DNS 附件，它就会在 Service 创建时为其自动配置一个 DNS 名称以便客户端进行服务发
现。到达 Service IP 的请求将被负载均衡至其后的端点—各个 Pod 对象之上，因此 Service
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四层代理服务。另外，Service 还可以将集群外部流量引入到集群中来。
（6）存储卷
存储卷（Volume）是独立于容器文件系统之外的存储空间，常用于扩展容器的存储空
间并为它提供持久存储能力。Kubernetes 集群上的存储卷大体可分为临时卷、本地卷和网络
卷。临时卷和本地卷都位于 Node 本地，一旦 Pod 被调度至其他 Node，此种类型的存储卷
将无法访问到，因此临时卷和本地卷通常用于数据缓存，持久化的数据则需要放置于持久卷
（persistent volume）之上。
（7）Name 和 Namespace
名称（Name）是 Kubernetes 集群中资源对象的标识符，它们的作用域通常是名称空间
（Namespace），因此名称空间是名称的额外的限定机制。在同一个名称空间中，同一类型资
源对象的名称必须具有唯一性。名称空间通常用于实现租户或项目的资源隔离，从而形成逻
辑分组，如图 1-10 所示。创建的 Pod 和 Service 等资源对象都属于名称空间级别，未指定
时，它们都属于默认的名称空间“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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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 Cluster
default namespace

kube-public namespace

Pod

Pod

图 1-10

kube-system namespace

Pod

…

名称空间

（8）Annotation
Annotation（注解）是另一种附加在对象之上的键值类型的数据，但它拥有更大的数据
容量。Annotation 常用于将各种非标识型元数据（metadata）附加到对象上，但它不能用于
标识和选择对象，通常也不会被 Kubernetes 直接使用，其主要目的是方便工具或用户的阅
读及查找等。
（9）Ingress
Kubernetes 将 Pod 对象和外部网络环境进行了隔离，Pod 和 Service 等对象间的通信都
使用其内部专用地址进行，如若需要开放某些 Pod 对象提供给外部用户访问，则需要为其
请求流量打开一个通往 Kubernetes 集群内部的通道，除了 Service 之外，Ingress 也是这类通
道的实现方式之一。

1.3

Kubernetes 集群组件
一 个 典 型 的 Kubernetes 集 群 由 多 个 工 作 节 点（worker node） 和 一 个 集 群 控 制 平 面

（control plane，即 Master），以及一个集群状态存储系统（etcd）组成。其中 Master 节点负责
整个集群的管理工作，为集群提供管理接口，并监控和编排集群中的各个工作节点。各节点
负责以 Pod 的形式运行容器，因此，各节点需要事先配置好容器运行依赖到的所有服务和
资源，如容器运行时环境等。Kubernetes 的系统架构如图 1-11 所示。
Master 节点主要由 apiserver、controller-manager 和 scheduler 三个组件，以及一个用于
集群状态存储的 etcd 存储服务组成，而每个 Node 节点则主要包含 kubelet、kube-proxy 及
容器引擎（Docker 是最为常用的实现）等组件。此外，完整的集群服务还依赖于一些附加组
件，如 KubeDNS 等。

1.3.1

Master 组件

Kubernetes 的集群控制平面由多个组件组成，这些组件可统一运行于单一 Master 节点，
也可以以多副本的方式同时运行于多个节点，以为 Master 提供高可用功能，甚至还可以运
行于 Kubernetes 集群自身之上。Master 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组件。

第1章

Kubernetes Cluster

11

kube-system namespace

Master

KubeDNS

Dashboard

Heapster

Ingress
Controller

NodeX

api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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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r

NodeY

kube-proxy

kube-proxy

controller-manager

Docker

Docker

etcd

kubelet

kubelet

图 1-11

Kubernetes 系统组件

（1）API Server
API Server 负责输出 RESTful 风格的 Kubernetes API，它是发往集群的所有 REST 操作
命令的接入点，并负责接收、校验并响应所有的 REST 请求，结果状态被持久存储于 etcd
中。因此，API Server 是整个集群的网关。
（2）集群状态存储（Cluster State Store）
Kubernetes 集 群 的 所 有 状 态 信 息 都 需 要 持 久 存 储 于 存 储 系 统 etcd 中， 不 过，etcd 是
由 CoreOS 基于 Raft 协议开发的分布式键值存储，可用于服务发现、共享配置以及一致性
保障（如数据库主节点选择、分布式锁等）。因此，etcd 是独立的服务组件，并不隶属于
Kubernetes 集群自身。生产环境中应该以 etcd 集群的方式运行以确保其服务可用性。
etcd 不仅能够提供键值数据存储，而且还为其提供了监听（watch）机制，用于监听和
推送变更。Kubernetes 集群系统中，etcd 中的键值发生变化时会通知到 API Server，并由其
通过 watch API 向客户端输出。基于 watch 机制，Kubernetes 集群的各组件实现了高效协同。
（3）控制器管理器（Controller Manager）
Kubernetes 中，集群级别的大多数功能都是由几个被称为控制器的进程执行实现的，这
几个进程被集成于 kube-controller-manager 守护进程中。由控制器完成的功能主要包括生命
周期功能和 API 业务逻辑，具体如下。
生命周期功能：包括 Namespace 创建和生命周期、Event 垃圾回收、Pod 终止相关的

垃圾回收、级联垃圾回收及 Node 垃圾回收等。
API 业务逻辑：例如，由 ReplicaSet 执行的 Pod 扩展等。

（4）调度器（Scheduler）
Kubernetes 是用于部署和管理大规模容器应用的平台，根据集群规模的不同，其托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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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容器很可能会数以千计甚至更多。API Server 确认 Pod 对象的创建请求之后，便需要由
Scheduler 根据集群内各节点的可用资源状态，以及要运行的容器的资源需求做出调度决策，
其工作逻辑如图 1-12 所示。另外，Kubernetes 还支持用户自定义调度器。

Pod

Pod
调度

Pod

kubelet

kubelet

Node A

Node B
集群

图 1-12

1.3.2

Kubernetes 调度器

Node 组件

Node 负责提供运行容器的各种依赖环境，并接受 Master 的管理。每个 Node 主要由以
下几个组件构成。
（1）Node 的核心代理程序 kubelet
kubelet 是运行于工作节点之上的守护进程，它从 API Server 接收关于 Pod 对象的配
置信息并确保它们处于期望的状态（desired state，后文不加区别地称之为“目标状态”）。
kubelet 会在 API Server 上注册当前工作节点，定期向 Master 汇报节点资源使用情况，并通
过 cAdvisor 监控容器和节点的资源占用状况。
（2）容器运行时环境
每个 Node 都要提供一个容器运行时（Container Runtime）环境，它负责下载镜像并运
行容器。kubelet 并未固定链接至某容器运行时环境，而是以插件的方式载入配置的容器环
境。这种方式清晰地定义了各组件的边界。目前，Kubernetes 支持的容器运行环境至少包括
Docker、RKT、cri-o 和 Fraki 等。
（3）kube-proxy
每个工作节点都需要运行一个 kube-proxy 守护进程，它能够按需为 Service 资源对象生
成 iptables 或 ipvs 规则，从而捕获访问当前 Service 的 ClusterIP 的流量并将其转发至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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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 Pod 对象。

1.3.3

核心附件

Kubernetes 集群还依赖于一组称为“附件”（add-ons）的组件以提供完整的功能，它们
通常是由第三方提供的特定应用程序，且托管运行于 Kubernetes 集群之上，如图 1-11 所示。
下面列出的几个附件各自为集群从不同角度引用了所需的核心功能。
KubeDNS ：在 Kubernetes 集群中调度运行提供 DNS 服务的 Pod，同一集群中的其他

Pod 可使用此 DNS 服务解决主机名。Kubernetes 自 1.11 版本开始默认使用 CoreDNS
项目为集群提供服务注册和服务发现的动态名称解析服务，之前的版本中用到的是
kube-dns 项目，而 SkyDNS 则是更早一代的项目。
Kubernetes Dashboard ：Kubernetes 集群的全部功能都要基于 Web 的 UI，来管理集

群中的应用甚至是集群自身。
Heapster ：容器和节点的性能监控与分析系统，它收集并解析多种指标数据，如资源

利用率、生命周期事件等。新版本的 Kubernetes 中，其功能会逐渐由 Prometheus 结
合其他组件所取代。
Ingress Controller ：Service 是一种工作于传统层的负载均衡器，而 Ingress 是在应用

层实现的 HTTP（s）负载均衡机制。不过，Ingress 资源自身并不能进行“流量穿透”，
它仅是一组路由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需要通过 Ingress 控制器（Ingress Controller）
发挥作用。目前，此类的可用项目有 Nginx、Traef ik、Envoy 及 HAProxy 等。

1.4

Kubernetes 网络模型基础
云计算的核心是虚拟化技术，网络虚拟化技术又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用于在物理

网络上虚拟多个相互隔离的虚拟网络，实现网络资源切片，提高网络资源利用率，实现弹性
化网络。Kubernetes 作为容器云技术栈中的容器编排组件，必然需要在多租户（名称空间）
的基础上实现弹性网络管理，这也是“基础设施即代码”的要求之一。

1.4.1

网络模型概述

Kubernetes 的 网 络 中 主 要 存 在 四 种 类 型 的 通 信： 同 一 Pod 内 的 容 器 间 通 信、 各 Pod
彼此之间的通信、Pod 与 Service 间的通信，以及集群外部的流量同 Service 之间的通信。
Kubernetes 为 Pod 和 Service 资源对象分别使用了各自的专用网络，Pod 网络由 Kubernetes
的网络插件配置实现，而 Service 的网络则由 Kubernetes 集群予以指定。为了提供更灵活的
解决方式，Kubernetes 的网络模型需要借助于外部插件实现，它要求任何实现机制都必须满
足以下需求。
所有 Pod 间均可不经 NAT 机制而直接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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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节点均可不经 NAT 机制而直接与所有容器通信。

容器自己使用的 IP 也是其他容器或节点直接看到的地址。换句话讲，所有 Pod 对象

都位于同一平面网络中，而且可以使用 Pod 自身的地址直接通信。
Kubernetes 使用的网络插件必须能为 Pod 提供满足以上要求的网络，它需要为每个 Pod
配置至少一个特定的地址，即 Pod IP。Pod IP 地址实际存在于某个网卡（可以是虚拟设备）
上，而 Service 的地址却是一个虚拟 IP 地址，没有任何网络接口配置此地址，它由 kubeproxy 借 助 iptables 规 则 或 ipvs 规 则 重 新 定 向 到 本 地 端 口， 再 将 其 调 度 至 后 端 Pod 对 象。
Service 的 IP 地址是集群提供服务的接口，也称为 Cluster IP。
Pod 网络及其 IP 由 Kubernetes 的网络插件负责配置和管理，具体使用的网络地址可在
管理配置网络插件时指定，如 10.244.0.0/16 网络。而 Cluster 网络和 IP 则是由 Kubernetes
集群负责配置和管理，如 10.96.0.0/12 网络。
总结起来，Kubernetes 集群至少应该包含三个网络，如图 1-13 中的网络环境所示。一个
是各主机（Master、Node 和 etcd 等）自身所属的网络，其地址配置于主机的网络接口，用于
各主机之间的通信，例如，Master 与各 Node 之间的通信。此地址配置于 Kubernetes 集群构
建之前，它并不能由 Kubernetes 管理，管理员需要于集群构建之前自行确定其地址配置及管
理方式。第二个是 Kubernetes 集群上专用于 Pod 资源对象的网络，它是一个虚拟网络，用于
为各 Pod 对象设定 IP 地址等网络参数，其地址配置于 Pod 中容器的网络接口之上。Pod 网络
需要借助 kubenet 插件或 CNI 插件实现，该插件可独立部署于 Kubernetes 集群之外，亦可托
管于 Kubernetes 之上，它需要在构建 Kubernetes 集群时由管理员进行定义，而后在创建 Pod
对象时由其自动完成各网络参数的动态配置。第三个是专用于 Service 资源对象的网络，它
也是一个虚拟网络，用于为 Kubernetes 集群之中的 Service 配置 IP 地址，但此地址并不配
置于任何主机或容器的网络接口之上，而是通过 Node 之上的 kube-proxy 配置为 iptables 或
ipvs 规则，从而将发往此地址的所有流量调度至其后端的各 Pod 对象之上。Service 网络在
Kubernetes 集群创建时予以指定，而各 Service 的地址则在用户创建 Service 时予以动态配置。
Service 网络
Pod 网络
Pod

Pod

kubeproxy

Pod

Pod

Master
Node1

Node2

节点网络

图 1-13

Kubernetes 网络环境

kube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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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CNI 是 指 容 器 网 络 接 口（Container Network Interface）， 是 由 CNCF（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维护的项目，其由一系列的用于编写配置容器网络插件的规
范和库接口（libcni）组成，支持众多插件项目。后文对此有详细说明。

1.4.2

集群上的网络通信

Kubernetes 集群的客户端大体可以分为两类：API Server 客户端和应用程序（运行为
Pod 中的容器）客户端，如图 1-14 所示。第一类客户端通常包含人类用户和 Pod 对象两种，
它们通过 API Server 访问 Kubernetes 集群完成管理任务，例如，管理集群上的各种资源对
象。第二类客户端一般也包含人类用户和 Pod 对象两种，它们的访问目标是 Pod 上运行于
容器中的应用程序提供的各种具体的服务，如 redis 或 nginx 等，不过，这些访问请求通常
要经由 Service 或 Ingress 资源对象进行。另外，第二类客户端的访问目标对象的操作要经由
第一类客户端创建和配置完成后才能进行。
开发 / 运维

应用客户端

API Server

Pod
client
Service

Pod
client

Master

Pod

Pod

Ingress
Pod

Pod

Kubernetes cluster

图 1-14

Kubernetes 客户端及其类型

访 问 API Server 时， 人 类 用 户 一 般 借 助 于 命 令 行 工 具 kubectl 或 图 形 UI（例 如
Kubernetes Dashboard）进行，也可通过编程接口进行访问，包括 REST API。访问 Pod 中的
应用时，其访问方式要取决于 Pod 中的应用程序，例如，对于运行 Nginx 容器的 Pod 来说，
其最常用工具自然是浏览器。
管理员（开发人员或运维人员）使用 Kubernetes 集群的常见操作包括通过控制器创
建 Pod，在 Pod 的基础上创建 Service 供第二类客户端访问，更新 Pod 中的应用版本（更
新和回滚）以及对应用规模进行扩容或缩容等，另外还有集群附件管理、存储卷管理、
网络及网络策略管理、资源管理和安全管理等，这些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不过，
这 一 切 的 前 提 是 要 先 构 建 出 一 个 可 用 的 Kubernetes 集 群， 这 一 内 容 将 在 第 2 章 中 着 重
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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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 Kubernetes 的历史、功用、特性及其相关的核心概述和术语，并简单描述

了其架构及其各关键组件，以及集群网络中的常见通信方式，具体如下。
Kubernetes 集群主要由 Master 和 Node 两类节点组成。

Master 主要包含 API Server、controller-manager、Scheduler 和 etcd 几个组件，其中

API Server 是整个集群的网关。
Node 主要由 kubelet、kube-proxy 和容器引擎等组件构成，kubelet 是 Kubernetes 集

群的工作于节点之上的代理组件。
完整的 Kubernetes 集群还需要部署有 CoreDNS（或 KubeDNS）
、Prometheus（或 HeapSter）
、

Dashboard 和 Ingress Controller 几个附加组件。
Kubernetes 的网络中主要存在四种类型的通信：同一 Pod 内的容器间通信、各 Pod

间的通信、Pod 与 Service 间的通信，以及集群外部的流量同 Service 之间的通信。

第2章

Chapter 2

Kubernetes 快速入门

Kubernetes 集群将所有节点上的资源都整合到一个大的虚拟资源池里，以代替一个个
单独的服务器，而后开放诸如 CPU、内存和 I/O 这些基本资源用于运行其基本单元—Pod
资源对象。Pod 的容器中运行着隔离的任务单元，它们以 Pod 为原子单位，并根据其资源
需求从虚拟资源池中为其动态分配资源。若可以将整个集群类比为一台传统的服务器，那
么 Kubernetes（Master）就好比是操作系统内核，其主要职责在于抽象资源并调度任务，而
Pod 资源对象就是那些运行于用户空间中的进程。于是，传统意义上的向单节点或集群直接
部署、配置应用的模型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向 Kubernetes 的 API Server 提交运行 Pod
对象。
API Server 是负责接收并响应客户端提交任务的接口，用户可使用诸如 CLI 工具（如
kubectl）、UI 工具（如 Dashboard）或程序代码（客户端开发库）发起请求，其中，kubectl
是最为常用的交互式命令行工具。快速了解 Kubernetes 的办法之一就是部署一个测试集群，
并尝试测试使用它的各项基本功能。本章在简单介绍核心资源对象后将尝试使用 kubectl
创 建 Deployment 和 Service 资 源 部 署 并 暴 露 一 个 Web 应 用， 以 便 读 者 快 速 了 解 如 何 在
Kubernetes 系统上运行应用程序的核心任务。

2.1

Kubernetes 的核心对象
API Server 提供了 RESTful 风格的编程接口，其管理的资源是 Kubernetes API 中的端

点，用于存储某种 API 对象的集合，例如，内置 Pod 资源是包含了所有 Pod 对象的集合。
资源对象是用于表现集群状态的实体，常用于描述应于哪个节点进行容器化应用、需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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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配置什么资源以及应用程序的管理策略等，例如，重启、升级及容错机制。另外，一个
对象也是一种“意向记录”—一旦创建，Kubernetes 就需要一直确保对象始终存在。Pod、
Deployment 和 Service 等都是最常用的核心对象。

2.1.1

Pod 资源对象

Pod 资源对象是一种集合了一到多个应用容器、存储资源、专用 IP 及支撑容器运行的
其他选项的逻辑组件，如图 2-1 所示。换言之，Pod 代

Pod

表着 Kubernetes 的部署单元及原子运行单元，即一个
应用程序的单一运行实例，它通常由共享资源且关系紧

Container

密的一个或多个应用容器组成。

Iocalhost

Kubernetes 的网络模型要求其各 Pod 对象的 IP 地

Pause
eth0
volume
Pod IP 10.244.1.6

址位于同一网络平面内（同一 IP 网段），各 Pod 之间可
使用其 IP 地址直接进行通信，无论它们运行于集群内
的哪个工作节点之上，这些 Pod 对象都像是运行于同一
局域网中的多个主机。

Container

图 2-1

Pod 通常由一到多个共享网络
和存储资源的容器组合而成

读者可以将每个 Pod 对象想象成一个逻辑主机，它类似于现实世界中的物理主机或 VM
（Virtual Machine），运行于同一个 Pod 对象中的多个进程也类似于物理机或 VM 上独立运行
的进程。不过，Pod 对象中的各进程均运行于彼此隔离的容器中，并于各容器间共享两种关
键资源：网络和存储卷。
网络（networking）：每个 Pod 对象都会被分配一个集群内专用的 IP 地址，也称为

Pod IP，同一 Pod 内部的所有容器共享 Pod 对象的 Network 和 UTS 名称空间，其中
包括主机名、IP 地址和端口等。因此，这些容器间的通信可以基于本地回环接口 lo
进行，而与 Pod 外的其他组件的通信则需要使用 Service 资源对象的 ClusterIP 及其
相应的端口完成。
存储卷（volume）：用户可以为 Pod 对象配置一组“存储卷”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共

享给其内部的所有容器使用，从而完成容器间数据的共享。存储卷还可以确保在容
器终止后被重启，甚至是被删除后也能确保数据不会丢失，从而保证了生命周期内
的 Pod 对象数据的持久化存储。
一个 Pod 对象代表某个应用程序的一个特定实例，如果需要扩展应用程序，则意味
着为此应用程序同时创建多个 Pod 实例，每个实例均代表应用程序的一个运行的“副本”
（replica）。这些副本化的 Pod 对象的创建和管理通常由另一组称之为“控制器”（Controller）
的对象实现，例如，Deployment 控制器对象。
创 建 Pod 时， 还 可 以 使 用 Pod Preset 对 象 为 Pod 注 入 特 定 的 信 息， 如 Conf igMap、
Secret、存储卷、卷挂载和环境变量等。有了 Pod Preset 对象，Pod 模板的创建者就无须为
每个模板显式提供所有信息，因此，也就无须事先了解需要配置的每个应用的细节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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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定义。这些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介绍。
基于期望的目标状态和各节点的资源可用性，Master 会将 Pod 对象调度至某选定的工
作节点运行，工作节点于指向的镜像仓库（image registry）下载镜像，并于本地的容器运行
时环境中启动容器。Master 会将整个集群的状态保存于 etcd 中，并通过 API Server 共享给
集群的各组件及客户端。

2.1.2

Controller

Kubernetes 集 群 的 设 计 中，Pod 是 有 生 命 周 期 的 对 象。 用 户 通 过 手 工 创 建 或 由
Controller（控制器）直接创建的 Pod 对象会被“调度器”
（Scheduler）调度至集群中的某工作
节点运行，待到容器应用进程运行结束之后正常终止，随后就会被删除。另外，节点资源耗
尽或故障也会导致 Pod 对象被回收。
但 Pod 对象本身并不具有“自愈”功能，若是因为工作节点甚至是调度器自身导致了
运行失败，那么它将会被删除；同样，资源耗尽或节点故障导致的回收操作也会删除相关
的 Pod 对象。在设计上，Kubernetes 使用“控制器”实现对一次性的（用后即弃）Pod 对象
的管理操作，例如，要确保部署的应用程序的 Pod 副本数量严格反映用户期望的数目，以
及基于 Pod 模板来重建 Pod 对象等，从而实现 Pod 对象的扩缩容、滚动更新和自愈能力等。
例如，某节点发生故障时，相关的控制器会将此节点上运行的 Pod 对象重新调度到其他节
点进行重建。
控制器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类型，它有着多种实现，其中与工作负载相关的实现如 Replication
Controller、Deployment、StatefulSet、DaemonSet、DaemonSet 和 Jobs 等，也可统称它们为
Pod 控制器。如图 2-2 中的 Deployment 就是这类控制器的代表实现，是目前最常用的管理无
状态应用的 Pod 控制器。
Pod 控制器的定义通常由期望的副本数量、Pod 模板和标签选择器（Label Selector）
组成。Pod 控制器会根据标签选择器对 Pod 对象的标签进行匹配检查，所有满足选择条
件的 Pod 对象都将受控于当前控制器并计入其副本总数，并确保此数目能够精确反映期
望的副本数。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在接收到的请求流量负载显著低于或接近于已
有 Pod 副本的整体承载能力时，用户需要手动修改 Pod 控制器中的期望副本数量以实现应
用规模的扩容或缩容。不过，若集群中部署了 HeapSter 或 Prometheus 一类的资源指标监控
附件时，用户还可以使用“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HPA）计算出合适的 Pod 副本数量，
并自动修改 Pod 控制器中期望的副本数以实现应用规模的动态伸缩，提高集群资源利用率，
如图 2-3 所示。
Kubernetes 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运行着 cAdvisor 以收集容器及节点的 CPU、内存及
磁 盘 资 源 的 利 用 率 指 标 数 据， 这 些 统 计 数 据 由 Heapster 聚 合 后 可 通 过 API Server 访 问。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基于这些统计数据监控容器健康状态并做出扩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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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A

Pod
Template

replicas=N

Label
Pod

图 2-2

2.1.3

Pod
Template

replicas=N

Deployment

Deployment

Label
Selector

Label
Selector

Label
Pod

Label
Pod

Label
Pod

Replication Controller

图 2-3

Label
Pod

Label
Pod

Horizontal Pod Autoscaler

Service

尽管 Pod 对象可以拥有 IP 地址，但此地址无法确保在 Pod 对象重启或被重建后保持不
变，这会为集群中的 Pod 应用间依赖关系的维护带来麻烦：前端 Pod 应用（依赖方）无法
基于固定地址持续跟踪后端 Pod 应用（被依赖方）。于是，Service 资源被用于在被访问的
Pod 对象中添加一个有着固定 IP 地址的中间层，客户端向此地址发起访问请求后由相关的
Service 资源调度并代理至后端的 Pod 对象。
换言之，Service 是“微服务”的一种实现，事实上它是一种抽象：通过规则定义出由
多个 Pod 对象组合而成的逻辑集合，并附带访问这组 Pod 对象的策略。Service 对象挑选、
关联 Pod 对象的方式同 Pod 控制器一样，都是要基于 Label Selector 进行定义，其示意图如
图 2-4 所示。
Load Balancer

Node X

External
Clients

Node Y
Service

Cluster Network

Label
Pod

Label
Selector
Label

Pod

Label

Pod

Pod Network

图 2-4

Service 对象功能示意图

pod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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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P 是一种虚拟 IP，也称为 Cluster IP，它专用于集群内通信，通常使用专用
的 地 址 段， 如“10.96.0.0/12” 网 络， 各 Service 对 象 的 IP 地 址 在 此 范 围 内 由 系 统 动 态
分配。
集群内的 Pod 对象可直接请求此类的 Cluster IP，例如，图 2-4 中来自 pod client 的访问
请求即可以 Service 的 Cluster IP 作为目标地址，但集群网络属于私有网络地址，它们仅在
集群内部可达。将集群外部的访问流量引入集群内部的常用方法是通过节点网络进行，实现
方法是通过工作节点的 IP 地址和某端口（NodePort）接入请求并将其代理至相应的 Service
对象的 Cluster IP 上的服务端口，而后由 Service 对象将请求代理至后端的 Pod 对象的 Pod
IP 及应用程序监听的端口。因此，诸如图 2-4 中的 External Clients 这种来自集群外部的客
户端无法直接请求此 Service 提供的服务，而是需要事先经由某一个工作节点（如 Node Y）
的 IP 地址进行，这类请求需要两次转发才能到达目标 Pod 对象，因此在通信效率上必然存
在负面影响。
事实上，NodePort 会部署于集群中的每一个节点，这就意味着，集群外部的客户端
通过任何一个工作节点的 IP 地址来访问定义好的 NodePort 都可以到达相应的 Service 对
象。此种场景中，如果存在集群外部的一个负载均衡器，即可将用户请求负载均衡至集群
中的部分或者所有节点。这是一种称为“ LoadBalancer ”类型的 Service，它通常是由 Cloud
Provider 自动创建并提供的软件负载均衡器，不过，也可以是由管理员手工配置的诸如 F5
Big-IP 一类的硬件设备。
简单来说，Service 主要有三种常用类型：第一种是仅用于集群内部通信的 ClusterIP
类 型； 第 二 种 是 接 入 集 群 外 部 请 求 的 NodePort 类 型， 它 工 作 于 每 个 节 点 的 主 机 IP 之
上；第三种是 LoadBalancer 类型，它可以把外部请求负载均衡至多个 Node 的主机 IP 的
NodePort 之上。此三种类型中，每一种都以其前一种为基础才能实现，而且第三种类型中
的 LoadBalancer 需要协同集群外部的组件才能实现，并且此外部组件并不接受 Kubernetes
的管理。

2.1.4

部署应用程序的主体过程

Docker 容器技术使得部署应用程序从传统的安装、配置、启动应用程序的方式转为于
容器引擎上基于镜像创建和运行容器，而 Kubernetes 又使得创建和运行容器的操作不必再
关注其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它动态扩缩容及自愈的能力，从而让用户从主机、系统
及应用程序的维护工作中解脱出来。
用到某应用程序时，用户只需要向 API Server 请求创建一个 Pod 控制器，由控制器根
据镜像等信息向 API Server 请求创建出一定数量的 Pod 对象，并由 Master 之上的调度器指
派至选定的工作节点以运行容器化应用。此外，用户一般还需要创建一个具体的 Service 对
象以便为这些 Pod 对象建立起一个固定的访问入口，从而使得其客户端能够通过其服务名
称或 ClusterIP 进行访问，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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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ctl
API Server

Pod
Client

Master
Service
Label
Selector

Deployment
Label
Selector

Label
Pod

图 2-5

Label

Pod

Label

Pod

Kubernetes
Cluster

应用程序简单的部署示例

API Server 的常用客户端程序是 Kubernetes 系统自带的命令行工具 kubectl，它通过一
众子命令用于实现集群及相关资源对象的管理操作，并支持直接命令式、命令式配置清单
及声明式配置清单等三种操作方式，特性丰富且功能强大。而需作为集群附件额外部署的
Dashboard 则提供了基于 Web 界面的图形客户端，它是一个通用目的管理工具，与 Kubernetes
紧密集成，支持多级别用户授权，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 kubectl 的大多数操作。
本章后面的篇幅将介绍在部署完成的 Kubernetes 集群环境中如何快速部署如图 2-5 所
示的示例应用程序，并简单说明如何完成对容器化应用的访问，以及如何进行应用规模的动
态伸缩，并借此让读者了解 kubectl 命令的基本功能和用法。

2.2

部署 Kubernetes 集群
Kubernetes 系统可运行于多种平台之上，包括虚拟机、裸服务器或 PC 等，例如本地主

机或托管的云端虚拟机。若仅用于快速了解或开发的目的，那么读者可直接于单个主机之
上部署“伪”分布式的 Kubernetes 集群，将集群的所有组件均部署运行于单台主机上，著
名的 minukube 项目可帮助用户快速构建此类环境。如果要学习使用 Kubernetes 集群的完整
功能，则应该构建真正的分布式集群环境，将 Master 和 Node 等部署于多台主机之上，主
机的具体数量要按实际需求而定。另外，集群部署的方式也有多种选择，简单的可以基于
kubeadm 一类的部署工具运行几条命令即可实现，而复杂的则可以是从零开始手动构建集群
环境。

2.2.1

kubeadm 部署工具

kubeadm 是 Kubernetes 项目自带的集群构建工具，它负责执行构建一个最小化的可用

第2章

Kubernetes 快速入门

23

集群以及将其启动等的必要基本步骤，简单来讲，kubeadm 是 Kubernetes 集群全生命周期
的管理工具，可用于实现集群的部署、升级 / 降级及拆除，如图 2-6 所示。不过，在部署
操作中，kubeadm 仅关心如何初始化并启动集群，余下的其他操作，例如安装 Kubernetes
Dashboard、监控系统、日志系统等必要的附加组件则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需要管理员按
需自行部署。
Load
balancer

Not
addressed
by kubeadm

Monitoring

Logging

Ingress

Identity

Dashboard

Kubernetes

Kubernetes
kubeadm: Tool for bootstrapping a best-practices
Kubernetes cluster on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kubeadm

kubeadm

kubeadm

kubeadm

kubeadm

Host OS

Host OS

Host OS

Host OS

Host OS

Control node

Control node

Control node

Worker node

图 2-6

Add-ons

OS

Worker node Machines

kubeadm 功能示意图

kubeadm 集 成 了 kubeadm init 和 kubeadm join 等 工 具 程 序， 其 中 kubeadm init 用 于 集
群的快速初始化，其核心功能是部署 Master 节点的各个组件，而 kubeadm join 则用于将
节点快速加入到指定集群中，它们是创建 Kubernetes 集群最佳实践的“快速路径”。另外，
kubeadm token 可于集群构建后管理用于加入集群时使用的认证令牌（token），而 kubeadm
reset 命令的功能则是删除集群构建过程中生成的文件以重置回初始状态。
kubeadm 还支持管理初始引导认证令牌（Bootstrap Token），完成待加入的新节点首次联
系 API Server 时的身份认证（基于共享密钥）。另外，它们还支持管理集群版本的升级和降
级操作。Kubernetes 1.8 版本之前，kubeadm 一直处于 beta 级别，并警告不能用于生产环境。
不过，自 1.9 版本开始，其虽仍处于 beta 版本，但已经不再输出警告信息，而随着 1.11 版
本发布的 kubeadm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它支持动态配置 kubelet，通过增强的 CRI 集成
支持动态探测以判定所用的容器引擎，并引入了几个新的命令行工具，包括 kubeadm conf ig
print-default、kubeadm conf ig migrate、kubeadm conf ig images pull 和 kubeadm upgrade node
conf ig 等。总体来说，使用 kubeadm 部署 Kubernetes 集群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简单易用：kubeadm 可完成集群的部署、升级和拆除操作，并且对新手用户非常

友好。
适用领域广泛：支持将集群部署于裸机、VMware、AWS、Azure、GCE 及更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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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机上，且部署过程基本一致。
富有弹性：1.11 版中的 kubeadm 支持阶段式部署，管理员可分为多个独立步骤完成

部署操作。
生产环境可用：kubeadm 遵循以最佳实践的方式部署 Kubernetes 集群，它强制启用

RBAC，设定 Master 的各组件间以及 API Server 与 kublet 之间进行认证及安全通信，
并锁定了 kubelet API 等。
由此可见，kubeadm 并非一键安装类的解决方案，相反，它有着更宏大的目标，旨在
成为一个更大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试图为集群创建和运营构建一个声明式的 API 驱动模
型，它将集群本身视为不可变组件，而升级操作等同于全新部署或就地更新。目前，使用
kubeadm 部署集群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 Kubernetes 工程师的选择。

2.2.2

集群运行模式

Kubernetes 集群支持三种运行模式：一是“独立组件”模式，系统各组件直接以守护进
程的方式运行于节点之上，各组件之间相互协作构成集群，如图 2-7b 所示；第二种是“静
态 Pod 模式”
，除 kubelet 和 Docker 之外的其他组件（如 etcd、kube-apiserver、kube-controllermanager 和 kube-scheduler 等）都是以静态 Pod 对象运行于 Master 主机之上的，如图 2-7a
所示；第三种是 Kubernetes 的“自托管”（self-hosted）模式，它类似于第二种方式，将除了
kubelet 和 Docker 之外的其他组件运行为集群之上的 Pod 对象，但不同的是，这些 Pod 对象
托管运行在集群自身之上受控于 DaemonSet 类型的控制器，而非静态的 Pod 对象。
Kubernetes cluster

Kubernetes cluster

Pod

Pod

master
etcd

apiserver

node

proxy

proxy

scheduler

node

etcd
scheduler

Controllermanager
kubelet

master

proxy

controller-manager

docker

kubelet
a）

图 2-7

docker

api-server

kubelet
b）

Kubernetes 集群的运行模式（图 2-7a 为静态 Pod 模式）

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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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kubeadm 部署的 Kubernetes 集群可运行为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默认为静态 Pod
对象模式，需要使用自托管模式时，kubeadm init 命令使用“ --features-gates=selfHosting ”
选项即可。第一种模式集群的构建需要将各组件运行于系统之上的独立守护进程中，其间
需要用到的证书及 Token 等认证信息也都需要手动生成，过程烦琐且极易出错；若有必要
用到，则建议使用 GitHub 上合用的项目辅助进行，例如，通过 ansible playbook 进行自动
部署等。

2.2.3

准备用于实践操作的集群环境

本书后面的篇幅中用到的测试集群如图 2-8 所示，该集群由一个 Master 主机和三个
Node 主机组成，它基于 kubeadm 部署，除了 kubelet 和 Docker 之外其他的集群组件都运行
于 Pod 对象中。多数情况下，两个或以上的独立运行的 Node 主机即可测试分布式集群的核
心功能，因此其数量可按需定义，但两个主机是模拟分布式环境的最低需求。生产实践中，
应该至少部署三个协同工作的 Master 节点以确保控制平面的服务可用性，不过，在测试环
境中仅部署一个 Master 节点也是常见的选择。
Service 网络：10.96.0.0/12
master
etcd Pod

kube-proxy Pod

node01

kube-controller-manager Pod

node02

kube-proxy Pod

node03

kube-proxy Pod

kube-proxy Pod

kube-scheduler Pod
kube-apiserver Pod
kubelet

kubelet

docker

kubelet

docker

kubelet

docker

docker

f lannel Pod

f lannel Pod

f lannel Pod

f lannel Pod

节点网络：172.16.0.0/16
Pod 网络：10.244.0.0/16

图 2-8

Kubernetes 集群部署目标示意图

各 Node 上采用的容器运行时环境为 docker，后续的众多容器的运行任务都将依赖于
Docker Registry 服务，包括 DockerHub、GCR（Google Container Registry）和 Quay 等，甚
至是私有的 Registry 服务，本书假设读者对 Docker 容器技术有熟练的使用基础。另外，本
部署示例中使用的用于为 Pod 对象提供网络功能的插件是 f lannel，其同样以 Pod 对象的形
式托管运行于 Kubernetes 系统之上。
具体的部署过程以及本书用到的集群环境请参考附录 A，本章后续的操作都将依赖于根
据其步骤部署完成的集群环境，读者需要根据其内容成功搭建出 Kubernetes 测试集群后才
能进行后面章节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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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获取集群环境相关的信息

Kubernetes 系统目前仍处于快速迭代阶段，版本演进频繁，读者所部署的版本与本书中
使用的版本或将有所不同，其功能特性也将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动。因此，事先查看系统版本，
以及对比了解不同版本间的功能特性变动也将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当然，用户也可选择安
装与本书相同的系统版本。下面的命令显示的是当前使用的客户端及服务端程序版本信息：
[root@master ~]# kubectl version --short=true
Client Version: v1.12.1
Server Version: v1.12.1
提示

Kubernetes 系统版本变动时的 ChangeLog 可参考 github.com 站点上相关版本中的介绍。

Kubernetes 集群以及部署的附件 CoreDNS 等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服务，客户端访问这
些服务时需要事先了解其访问接口，管理员可使用“ kubectl cluster-info ”命令获取相关的
信息。
[root@master ~]# kubectl cluster-info
Kubernetes master is running at https://172.16.0.70:6443
CoreDNS is running at https://172.16.0.70:6443/api/v1/namespaces/kube-system/
services/kube-dns:dns/proxy

一个功能完整的 Kubernetes 集群应当具备的附加组件还包括 Dashboard、Ingress Controller
和 Heapster（或 Prometheus）等，后续章节中的某些概念将会依赖到这些组件，读者可选择
在将要用到时再进行部署。

2.3

kubectl 使用基础与示例
Kubernetes API 是 管 理 其 各 种 资 源 对 象 的 唯 一 入 口， 它 提 供 了 一 个 RESTful 风 格 的

CRUD（Create、Read、Update 和 Delete）

master

接 口 用 于 查 询 和 修 改 集 群 状 态， 并 将 结

kube-controller-manager

果存储于集群状态存储系统 etcd 中。事实
上，API server 也是用于更新 etcd 中资源对

kubectl

kube-scheduler

kube-apiserver

象状态的唯一途径，Kubernetes 的其他所
有组件和客户端都要通过它来完成查询或
修改操作，如图 2-9 所示。从这个角度来

kubelet

讲，它们都算得上是 API server 的客户端。

node

任 何 RESTful 风 格 API 中 的 核 心 概
念都是“资源”
（resource）
，它是具有类型、

图 2-9

kube-proxy
docker

API Server 及其部分客户端

et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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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数据、同其他资源的关系以及可对其执行的一组操作方法的对象，它与对象式编程语言
中的对象实例类似，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 RESTful API 仅为资源定义了少量的标准方法
（对应于标准 HTTP 的 GET、POST、PUT 和 DELETE 方法），而编程语言中的对象实例通常
有很多方法。另外，资源可以根据其特性分组，每个组是同一类型资源的集合，它仅包含
一种类型的资源，并且各资源间不存在顺序的概念，集合本身也是资源。对应于 Kubernetes
中，Pod、Deployment 和 Service 等都是所谓的资源类型，它们由相应类型的对象集合而成。
API Server 通过认证（Authentication）、授权（Authorization）和准入控制（Admission
Control） 等 来 管 理 对 资 源 的 访 问 请 求， 因 此， 来 自 于 任 何 客 户 端（如 kubectl、kubelet、
kube-proxy 等）的访问请求都必须事先完成认证之后方可进行后面的其他操作。API Server
支持多种认证方式，客户端可以使用命令行选项或专用的配置文件（称为 kubeconf ig）提供
认证信息。相关的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给予详细说明。
kubectl 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 API Server 操作 Kubernetes 的各种资源对象，它支持三种
操作方式，其中直接命令式（Imperative commands）的使用最为简便，是了解 Kubernetes 集
群管理的一种有效途径。

kubectl 命令常用操作示例
为了便于读者快速适应 kubectl 的命令操作，这里给出几个使用示例用于说明其基本使
用方法。
1. 创建资源对象
直接通过 kubectl 命令及相关的选项创建资源对象的方式即为直接命令式操作，例如下
面的命令分别创建了名为 nginx-deploy 的 Deployment 控制器资源对象，以及名为 nginx-svc
的 Service 资源对象：
$ kubectl run nginx-deploy --image=nginx:1.12 --replicas=2
$ kubectl expose deployment/nginx --name=nginx-svc --port=80

用户也可以根据资源清单创建资源对象，即命令式对象配置文件，例如，假设存在定
义 了 Deployment 对 象 的 nginx-deploy.yaml 文 件， 和 定 义 了 Service 对 象 的 nginx-svc.yaml
文件，使用 kubectl create 命令即可进行基于命令式对象配置文件的创建操作：
$ kubectl create -f nginx-deploy.yaml -f nginx-svc.yaml

甚至还可以将创建交由 kubectl 自行确定，用户只需要声明期望的状态，这种方式称为声
明式对象配置。例如，假设存在定义了 Deployment 对象的 nginx-deploy.yaml 文件，以及定义
了 Service 对象的 nginx-svc.yaml 文件，那么使用 kubectl apply 命令即可实现声明式配置：
$ kubectl apply -f nginx-deploy.yaml -f nginx-svc.yaml

本章后面的章节主要使用第一种资源管理方式，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将在后面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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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开讲述。
2. 查看资源对象
运行着实际负载的 Kubernetes 系统上通常会存在多种资源对象，用户可分类列出感兴
趣的资源对象及其相关的状态信息，“ kubectl get ”正是用于完成此类功能的命令。例如，
列出系统上所有的 Namespace 资源对象，命令如下：
$ kubectl get namespaces

用户也可一次查看多个资源类别下的资源对象，例如，列出默认名称空间内的所有 Pod
和 Service 对象，并输出额外信息，可以使用如下形式的 kubectl get 命令：
$ kubectl get pods,services -o wide

Kubernetes 系统的大部分资源都隶属于某个 Namespace 对象，缺省的名称空间为 default，
若需要获取指定 Namespace 对象中的资源对象的信息，则需要使用 -n 或 --namespace 指明其
名称。例如，列出 kube-namespace 名称空间中拥有 k8s-app 标签名称的所有 Pod 对象：
$ kubectl get pods -l k8s-app -n kube-system

3. 打印资源对象的详细信息
每个资源对象都包含着用户期望的状态（Spec）和现有的实际状态（Status）两种状态
信息，“ kubectl get -o {yaml|josn} ”或“ kubectl describe ”命令都能够打印出指定资源对象
的详细描述信息。例如，查看 kube-system 名称空间中拥有标签 component=kube-apiserver
的 Pod 对象的资源配置清单（期望的状态）及当前的状态信息，并输出为 yaml 格式，命令
如下：
$ kubectl get pods -l component=kube-apiserver -o yaml -n kube-system

而“ kubectl describe ” 命 令 还 能 显 示 与 当 前 对 象 相 关 的 其 他 资 源 对 象， 如 Event 或
Controller 等。 例 如， 查 看 kube-system 名 称 空 间 中 拥 有 标 签 component=kube-apiserver 的
Pod 对象的详细描述信息，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
$ kubectl describe pods -l component=kube-apiserver -n kube-system

这两个命令都支持以“ TYPE NAME ”或“ TYPE/NAME ”的格式指定具体的资源对
象，如“ pods kube-apiserver-master.ilinux.io ”或“ pods/kube-apiserver-master.ilinux.io ”，以
了解特定资源对象的详细属性信息及状态信息。
4. 打印容器中的日志信息
通常一个容器中仅会运行一个进程（及其子进程），此进程作为 PID 为 1 的进程接收并
处理管理信息，同时将日志直接输出至终端中，而无须再像传统的多进程系统环境那样将
日志保存于文件中，因此容器日志信息的获取一般要到其控制上进行。“ kubectl logs ”命
令可打印 Pod 对象内指定容器的日志信息，命令格式为“ kubectl logs [-f] [-p] (POD|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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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c CONTAINER] [options] ”，若 Pod 对象内仅有一个容器，则 -c 选项及容器名为
可选。例如，查看名称空间 kube-system 中仅有一个容器的 Pod 对象 kube-apiserver-master.
ilinux.io 的日志：
$ kubectl logs kube-apiserver-master.ilinux.io -n kube-system

为上面的命令添加“ -f ”选项，还能用于持续监控指定容器中的日志输出，其行为类似
于使用了 -f 选项的 tail 命令。
5. 在容器中执行命令
容器的隔离属性使得对其内部信息的获取变得不再直观，这一点在用户需要了解容器
内进程的运行特性、文件系统上的文件及路径布局等信息时，需要穿透其隔离边界进行。
“ kubectl exec ”命令便是用于在指定的容器内运行其他应用程序的命令，例如，在 kubesystem 名称空间中的 Pod 对象 kube-apiserver-master.ilinux.io 上的唯一容器中运行 ps 命令：
$ kubectl exec kube-apiserver-master.ilinux.io -n kube-system -- ps

注意，若 Pod 对象中存在多个容器，则需要以 -c 选项指定容器后再运行。
6. 删除资源对象
使 命 已 经 完 成 或 存 在 错 误 的 资 源 对 象 可 使 用“ kubectl delete ” 命 令 予 以 删 除， 不
过，对于受控于控制器的对象来说，删除之后其控制器可能会重建出类似的对象，例如，
Deployment 控制器下的 Pod 对象在被删除时就会被重建。例如，删除默认名称空间中名为
nginx-svc 的 Service 资源对象：
$ kubectl delete services nginx-svc

下面的命令可用于删除 kube-system 名称空间中拥有标签“ k8s-app=kube-proxy ”的所
有 Pod 对象：
$ kubectl delete pods -l app=monitor -n kube-system

若要删除指定名称空间中的所有的某类对象，可以使用“ kubectl delete TYPE --all -n
NS ”命令，例如，删除 kube-public 名称空间中的所有 Pod 对象：
$ kubectl delete pods --all -n kube-public

另外，有些资源类型（如 Pod），支持优雅删除的机制，它们有着默认的删除宽限期，
不过，用户可以在命令中使用 --grace-period 选项或 --now 选项来覆盖默认的宽限期。

2.4

命令式容器应用编排
本节将使用示例镜像“ ikubernetes/myapp: v1”来演示容器应用编排的基础操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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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访问、查看、服务暴露和扩缩容等。一般说来，Kubernetes 之上应用程序的基础管理
操作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
1） 通 过 合 用 的 Controller 类 的 资 源（如 Deployment 或 ReplicationController） 创 建
并管控 Pod 对象以运行特定的应用程序，如 Nginx 或 tomcat 等。无状态（stateless）应用
的部署和控制通常使用 Deployment 控制器进行，而有状态应用则需要使用 StatefulSet 控
制器。
2）为 Pod 对象创建 Service 对象，以便向客户端提供固定的访问路径，并借助于 CoreDNS
进行服务发现。
3）随时按需获取各资源对象的简要或详细信息，以了解其运行状态。
4）如有需要，则手动对支持扩缩容的 Controller 组件进行扩容或缩容；或者，为支持
HPA 的 Controller 组件（如 Deployment 或 ReplicationController）创建 HPA 资源对象以实现
Pod 副本数目的自动伸缩。
5）滚动更新：当应用程序的镜像出现新版本时，对其执行更新操作；必要时，为 Pod
对象中的容器更新其镜像版本；并可根据需要执行回滚操作。
本节中的操作示例仅演示了前三个部分的功能，即应用的部署、服务暴露及相关信息
的查看。应用的扩缩容、升级及回滚等操作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详细介绍。
提示

以下操作命令在任何部署了 kubectl 并能正常访问到 Kubernetes 集群的主机上均可执
行，包括集群外的主机。复制 master 主机上的 /etc/kubernetes/admin.conf 至相关用
户主目录下的 .kube/conf ig 文件即可正常执行，具体方法请参考 kubeadm init 命令结
果中的提示。

2.4.1

部署应用（Pod）

在 Kubernetes 集群上自主运行的 Pod 对象在非计划内终止后，其生命周期即告结束，
用户需要再次手动创建类似的 Pod 对象才能确保其容器中的应用依然可得。对于 Pod 数
量众多的场景，尤其是对微服务业务来说，用户必将疲于应付此类需求。Kubernetes 的工
作负载（workload）类型的控制器能够自动确保由其管控的 Pod 对象按用户期望的方式运
行，因此，Pod 的创建和管理大多都会通过这种类型的控制器来进行，包括 Deployment、
ReplicaSet、ReplicationController 等。
1. 创建 Deployment 控制器对象
“ kubectl run ”命令可于命令行直接创建 Deployment 控制器，并以 --image 选项指定的
镜像运行 Pod 中的容器，--dry-run 选项可用于命令的测试运行，但并未真正执行资源对象
的创建过程。例如，下面的命令要创建一个名为 myapp 的 Deployment 控制器对象，它使用
镜像 ikubernetes/myapp: v1 创建 Pod 对象，但仅在测试运行后即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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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bectl run myapp --image=ikubernetes/myapp:v1 --port=80 --replicas=1
--dry-run
NAME
AGE
myapp
<unknown>

镜像 ikubernetes/myapp: v1 中定义的容器主进程为默认监听于 80 端口的 Web 服务程序
Nginx，因此，如下命令使用“ --port=80”来指明容器要暴露的端口。而“ --replicas=1”选
项则指定了目标控制器对象要自动创建的 Pod 对象的副本数量。确认测试命令无误后，可
移除“ --dry-run ”选项后再次执行命令以完成资源对象的创建：
~]$ kubectl run myapp --image=ikubernetes/myapp:v1 --port=80 --replicas=1
deployment.apps/myapp created

创建完成后，其运行效果示意图如图 2-10 所示，它在 default 名称空间中创建了一个名
为 myapp 的 Deployment 控制器对象，并由它基于指定的镜像文件创建了一个 Pod 对象。
kubectl
API Server
Master

Kubernetes
Cluster

default namespace
myapp Deployment
Label
Selector

Label
Pod

图 2-10

Deployment 对象 myapp 及其创建的 Pod 对象

kubectl run 命令其他常用的选项还有如下几个，它们支持用户在创建资源对象时实现更
多的控制，具体如下。
-l, --labels：为 Pod 对象设定自定义标签。

--record ：是否将当前的对象创建命令保存至对象的 Annotation 中，布尔型数据，其

值可为 true 或 false。
--save-conf ig ：是否将当前对象的配置信息保存至 Annotation 中，布尔型数据，其值

可为 true 或 false。
--restart=Never：创建不受控制器管控的自主式 Pod 对象。

其他可用选项及使用方式可通过“kubectl run --help”命令获取。资源对象创建完成后，
通常需要了解其当前状态是否正常，以及是否能够吻合于用户期望的目标状态，相关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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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使用 kubectl get、kubectl describe 等命令进行。
2. 打印资源对象的相关信息
kubectl get 命令可用于获取各种资源对象的相关信息，它既能够显示对象类型特有格式
的简要信息，也能够指定出格式为 YAML 或 JSON 的详细信息，或者使用 Go 模板自定义要
显示的属性及信息等。例如，下面是查看前面创建的 Deployment 对象的相关运行状态的命
令及其输出结果：
~]$ kubectl get deployments
NAME
DESIRED
CURRENT
myapp
1
1

UP-TO-DATE
1

AVAILABLE
1

AGE
1m

上面命令的执行结果中，各字段的说明具体如下。
1）NAME：资源对象的名称。
2）DESIRED：用户期望由当前控制器管理的 Pod 对象副本的精确数量。
3）CURRENT：当前控制器已有的 Pod 对象的副本数量。
4）UP-TO-DATE ：更新到最新版本定义的 Pod 对象的副本数量，在控制器的滚动更新
模式下，它表示已经完成版本更新的 Pod 对象的副本数量。
5）AVAILABLE：当前处于可用状态的 Pod 对象的副本数量，即可正常提供服务的副本数。
6）AGE：Pod 的存在时长。
提示

Deployment 资源对象通过 ReplicaSet 控制器实例完成对 Pod 对象的控制，而非直
接控制。另外，通过控制器创建的 Pod 对象都会被自动附加一个标签，其格式为

“ run=<Controller_Name> ”，例如，上面的命令所创建的 Pod，会拥有“ run=myapp ”
标签。后面的章节对此会有详细描述。
而此 Deployment 控制器创建的唯一 Pod 对象运行正常与否，其被调度至哪个节点运
行，当前是否就绪等也是用户在创建完成后应该重点关注的信息。由控制器创建的 Pod 对
象的名称通常是以控制器名称为前缀，以随机字符为后缀，例如，下面命令输出结果中的
myapp-6865459dff-5nsjc：
$ kubectl get pods -o wide
NAME
READY
myapp-6865459dff-5nsjc
1/1
ilinux.io

STATUS
Running

RESTARTS
0

AGE
3m

IP
10.244.3.2

NODE
node03.

上面命令的执行结果中，每一个字段均代表着 Pod 资源对象一个方面的属性，除了
NAME 之外的其他字段及功用说明如下。
① READY ：Pod 中的容器进程初始化完成并能够正常提供服务时即为就绪状态，此字
段用于记录处于就绪状态的容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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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TATUS ：Pod 的当前状态，其值可能是 Pending、Running、Succeeded、Failed 和
Unknown 等其中之一。
③ RESTARTS：Pod 对象可能会因容器进程崩溃、超出资源限额等原因发生故障问题而
被重启，此字段记录了它重启的次数。
④ IP：Pod 的 IP 地址，其通常由网络插件自动分配。
⑤ NODE：创建时，Pod 对象会由调度器调度至集群中的某节点运行，此字段即为节点
的相关标识信息。
提示

如果指定名称空间中存在大量的 Pod 对象而使得类似如上命令的输出结果存在太多
的不相关信息时，则可通过指定选项“ -l run=myapp ”进行 Pod 对象过滤，其仅显
示符合此标签选择器的 Pod 对象。

确认 Pod 对象已转为“ Running ”状态之后，即可于集群中的任一节点（或其他 Pod 对
象）直接访问其容器化应用中的服务，如图 2-11 中节点 NodeX 上的客户端程序 Client，或
者集群上运行于 Pod 中的客户端程序。
kubectl
API Server

Node X

Master

Client

Kubernetes
Cluster

default namespace
Pod
Client

myapp Deployment
Label
Selector
Label

Pod

图 2-11

PodIP:80

访问 Pod 中容器化应用服务程序

例 如， 在 集 群 中 任 一 节 点 上 使 用 curl 命 令 对 地 址 为 10.244.3.2 的 Pod 对 象 myapp6865459dff-5nsjc 的 80 端口发起服务请求，命令及结果如下所示：
[ik8s@node03 ~]$ curl http://10.244.3.2:80/
Hello MyApp | Version: v1 | <a href="hostname.html">Pod Name</a>

2.4.2

探查 Pod 及应用详情

资源创建或运行过程中偶尔会因故出现异常，此时用户需要充分获取相关的状态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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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息以便确定问题的所在。另外，在对资源对象进行创建或修改完成之后，也需要通过其
详细的状态来了解操作成功与否。kubectl 有多个子命令可用于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对象的状
态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用户了解对象的运行状态、属性详情等信息。
1）kubectl describe ：显示资源的详情，包括运行状态、事件等信息，但不同的资源类
型其输出内容不尽相同。
2）kubectl logs ：查看 Pod 对象中容器输出在控制台的日志信息。在 Pod 中运行有多个
容器时，需要使用选项“ -c ”指定容器名称。
3）kubectl exec ：在 Pod 对象某容器内运行指定的程序，其功能类似于“ docker exec ”
命令，可用于了解容器各方面的相关信息或执行必需的设定操作等，其具体功能取决于容器
内可用的程序。
1. 查看 Pod 对象的详细描述
下面给出的命令打印了此前由 myapp 创建的 Pod 对象的详细状态信息，为了便于后续
的多次引用，这里先将其名称保存于变量 POD_NAME 中。命令的执行结果中省略了部分
输出：
~]$ POD_NAME=myapp-6865459dff-5nsjc
~]$ kubectl describe pods $POD_NAME
Name:
myapp-6865459dff-5nsjc
Namespace:
default
Priority:
0
PriorityClassName: <none>
Node:
node03.ilinux.io/172.16.0.68
……
Status:
Running
IP:
10.244.3.2
Controlled By:
ReplicaSet/myapp-6865459dff
Containers:
myapp:
……
……
Events:
Type
Reason
Age
From
Message
------------ ---------Normal Scheduled 55m
default-scheduler
Successfully assigned
default/myapp-6865459dff-5nsjc to node03.ilinux.io
Normal Pulling
55m
kubelet, node03.ilinux.io pulling image "ikubernetes/
myapp:v1"
Normal Pulled
54m
kubelet, node03.ilinux.io Successfully pulled image
"ikubernetes/myapp:v1"
Normal Created
54m
kubelet, node03.ilinux.io Created container
Normal Started
54m
kubelet, node03.ilinux.io Started container

不同的需求场景中，用户需要关注不同纬度的输出，但一般来说，Events 和 Status 字
段会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它们分别代表了 Pod 对象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信息及当前状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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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命令执行结果中的不少字段都可以见名而知义，而且部分字段在前面介绍其他命令输出时
已经给出，还有一部分会在本书后面的篇幅中给予介绍。
2. 查看容器日志
Docker 容器一般仅运行单个应用程序，其日志信息将通过标准错误输出等方式直接打
印至控制台，“ kubectl logs ”命令即用于查看这些日志。例如，查看由 Deployment 控制器
myapp 创建的 Pod 对象的控制台日志，命令如下：
~]$ kubectl logs $POD_NAME
10.244.3.1 - - [……] "GET / HTTP/1.1" 200 65 "-" "curl/7.29.0" "-"
……

如果 Pod 中运行有多个容器，则需要在查看日志时为其使用“ -c ”选项指定容器名称。
例如，当读者所部署的是 KubeDNS 附件而非 CoreDNS 时，kube-system 名称空间内的 kubedns 相关的 Pod 中同时运行着 kubedns、dnsmasq 和 sidecar 三个容器，如果要查看 kubedns
容器的日志，需要使用类似如下的命令：
~]$ DNS_POD=$(kubectl get pods -o name -n kube-system | grep kube-dns)
~]$ kubectl logs $DNS_POD -c kubedns -n kube-system

需要注意的是，日志查看命令仅能用于打印存在于 Kubernetes 系统上的 Pod 中容器的
日志，对于已经删除的 Pod 对象，其容器日志信息将无从获取。日志信息是用于辅助用户
获取容器中应用程序运行状态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也是非常重要的排错手段，因此通常需
要使用集中式的日志服务器统一收集存储于各 Pod 对象中容器的日志信息。
3. 在容器中运行额外的程序
运行着非交互式进程的容器中，默认运行的唯一进程及其子进程启动后，容器即进入
独立、隔离的运行状态。对容器内各种详情的了解需要穿透容器边界进入其中运行其他的应
用程序来进行，“ kubectl exec ”可以让用户在 Pod 的某容器中运行用户所需要的任何存在于
容器中的程序。在“ kubectl logs ”获取的信息不够全面时，此命令可以通过在 Pod 中运行
其他指定的命令（前提是容器中存在此程序）来辅助用户获取更多的信息。一个更便捷的使
用接口的方式是直接交互式运行容器中的某个 Shell 程序。例如，直接查看 Pod 中的容器运
行的进程：
~]$ kubectl exec $POD_NAME ps aux
PID
USER
TIME
COMMAND
1 root
0:00 nginx: master process nginx -g daemon off;
8 nginx
0:00 nginx: worker process
9 root
0:00 ps aux
注意

如果 Pod 对象中运行了多个容器，那么在程序运行时还需要使用“ -c <container_
name> ”选项指定要于其内部运行程序的容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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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进入容器的交互式 Shell 接口，可使用类似如下的命令，斜体部分表示在容器的交
互式接口中执行的命令：
~]$ kubectl -it exec $POD_NAME /bin/sh
/ # hostname
myapp-6865459dff-5nsjc
/ # netstat -tnl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only servers)
Proto Recv-Q Send-Q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tcp
0
0 0.0.0.0:80
0.0.0.0:*
/ #

2.4.3

State
LISTEN

部署 Service 对象

简单来说，一个 Service 对象可视作通过其标签选择器过滤出的一组 Pod 对象，并能够
为此组 Pod 对象监听的套接字提供端口代理及调度服务。
1. 创建 Service 对象
“ kubectl expose ”命令可用于创建 Service 对象以将应用程序“暴露”（expose）于网络
中。例如，下面的命令即可将 myapp 创建的 Pod 对象使用“ NodePort ”类型的服务暴露到
集群外部：
~]$ kubectl expose deployments/myapp --type="NodePort" --port=80 --name=myapp
service "myapp" exposed

上面的命令中，--type 选项用于指定 Service 的类型，而 --port 则用于指定要暴露的容
器端口，目标 Service 对象的名称为 myapp。创建完成后，default 名称空间中的对象及其通
信示意图如图 2-12 所示。
myapp Clients

kubectl

NodeIP:NodePort

API Server

Kubernetes
Cluster

Node X

Master
default namespace

myapp Deployment
Label
ClusterIP:Port
Selector

myapp
Client

myapp Service

Label

Label
Selector
Pod
PodIP:80

图 2-12

Service 对象在 Pod 对象前端添加了一个固定访问层

第2章

Kubernetes 快速入门

37

下面通过运行于同一集群中的 Pod 对象中的客户端程序发起访问测试，来模拟图 2-12
中的源自 myapp Client Pod 对象的访问请求。首先，使用 kubectl run 命令创建一个 Pod 对
象，并直接接入其交互式接口，如下命令的 -it 组合选项即用于交互式打开并保持其 shell 命
令行接口；而后通过 wget 命令对此前创建的 Service 对象的名称发起访问请求，如下命令中
的 myapp 即 Service 对象名称，default 即其所属的 Namespace 对象的名称：
$ kubectl run client --image=busybox --restart=Never -it -- /bin/sh
If you don't see a command prompt, try pressing enter.
/ # wget -O - -q http://myapp.default:80
Hello MyApp | Version: v1 | <a href="hostname.html">Pod Name</a>

创建时，Service 对象名称及其 ClusterIP 会由 CoreDNS 附件动态添加至名称解析库当
中，因此，名称解析服务在对象创建后即可直接使用。
类似于列出 Deployment 控制器及 Pod 对象的方式，“ kubectl get services ”命令能够列
出 Service 对象的相关信息，例如下面的命令显示了 Service 对象 myapp 的简要状态信息：
~]$ kubectl get svc/myapp
NAME
TYPE
CLUSTER-IP
myapp
NodePort
10.109.39.145

EXTERNAL-IP
<none>

PORT(S)
80:31715/TCP

AGE
5m

其中，“ PORT(s) ”字段表明，集群中各工作节点会捕获发往本地的目标端口为 31715
的流量，并将其代理至当前 Service 对象的 80 端口，于是，集群外部的用户可以使用当前
集群中任一节点的此端口来请求 Service 对象上的服务。CLUSTER-IP 字段为当前 Service
的 IP 地址，它是一个虚拟 IP，并没有配置于集群中的任何主机的任何接口之上，但每个
node 之上的 kube-proxy 都会为 CLUSTER-IP 所在的网络创建用于转发的 iptables 或 ipvs 规
则。此时，用户可于集群外部任一浏览器请求集群任一节点的相关端口来进行访问测试。
创建 Service 对象的另一种方式是使用“ kubectl create service ”命令，对应于每个类
型，它分别有一个专用的子命令，例如“ kubectl create service clusterip ”和“ kubectl create
service nodeport ”等，各命令在使用方式上也略有区别。
2. 查看 Service 资源对象的描述
“ kubectl describe services ”命令用于打印 Service 对象的详细信息，它通常包括 Service
对象的 Cluster IP，关联 Pod 对象时使用的标签选择器及关联到的 Pod 资源的端点等，示例
如下：
~]$ kubectl describe services myapp-svc
Name:
myapp
Namespace:
default
Labels:
run=myapp
Annotations:
<none>
Selector:
run=myapp
Type:
NodePort
IP:
10.109.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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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TargetPort:
NodePort:
Endpoints:
Session Affinity:
External Traffic Policy:
Events:

<unset> 80/TCP
80/TCP
<unset> 31715/TCP
10.244.3.2:80
None
Cluster
<none>

上面命令的执行结果输出基本上可以做到见名而知义，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几个字段
具体如下：
1）Selector：当前 Service 对象使用的标签选择器，用于选择关联的 Pod 对象。
2）Type ：即 Service 的类型，其值可以是 ClusterIP、NodePort 和 LoadBalancer 等其中
之一。
3）IP：当前 Service 对象的 ClusterIP。
4）Port：暴露的端口，即当前 Service 用于接收并响应请求的端口。
5）TargetPort：容器中的用于暴露的目标端口，由 Service Port 路由请求至此端口。
6）NodePort：当前 Service 的 NodePort，它是否存在有效值与 Type 字段中的类型相关。
7）EndPoints：后端端点，即被当前 Service 的 Selector 挑中的所有 Pod 的 IP 及其端口。
8）Session Aff inity：是否启用会话粘性。
9）External Traff ic Policy：外部流量的调度策略。

2.4.4

扩容和缩容

前面示例中创建的 Deployment 对象 myapp 仅创建了一个 Pod 对象，其所能够承载的
访问请求数量即受限于这单个 Pod 对象的服务容量。请求流量上升到接近或超出其容量之
前，用户可以通过 Kubernetes 的“扩容机制”来扩展 Pod 的副本数量，从而提升其服务
容量。
简单来说，所谓的“伸缩”（Scaling）就是指改变特定控制器上 Pod 副本数量的操作，
“扩容”
（scaling up）即为增加副本数量，而“缩容”
（scaling down）则意指缩减副本数量。不
过，无论是扩容还是缩容，其数量都需要由用户明确给出。
Service 对象内建的负载均衡机制可在其后端副本数量不止一个时自动进行流量分发，
它还会自动监控关联到的 Pod 的健康状态，以确保仅将请求流量分发至可用的后端 Pod 对
象。若某 Deployment 控制器管理包含多个 Pod 实例，则必要时用户还可以为其使用“滚动
更新”机制将其容器镜像升级到新的版本或变更那些支持动态修改的 Pod 属性。
使用 kubectl run 命令创建 Deployment 对象时，“ --replicas= ”选项能够指定由该对象
创建或管理的 Pod 对象副本的数量，且其数量支持运行时进行修改，并立即生效。“ kubectl
scale ”命令就是专用于变动控制器应用规模的命令，它支持对 Deployment 资源对象的扩容
和缩容操作。例如，如果要将 myapp 的 Pod 副本数量扩展为 3 个，则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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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bectl scale deployments/myapp --replicas=3
deployment.extensions "myapp" scaled

而后列出由 myapp 创建的 Pod 副本，确认其扩展操作的完成状态。如下命令显示出其
Pod 副本数量已经扩增至 3 个，其中包括此前的 myapp-6865459dff-5nsjc：
~]$ kubectl get pods -l run=myapp
NAME
READY
STATUS
myapp-6865459dff-52j7t
0/1
ContainerCreating
myapp-6865459dff-5nsjc
1/1
Running
myapp-6865459dff-jz7t6
0/1
ContainerCreating

RESTARTS
0
0
0

AGE
53s
2h
53s

Deployment 对象 myapp 规模扩展完成之后，default 名称空间中的资源对象及其关联关
系如图 2-13 所示。
myapp Clients

kubectl

NodeIP:NodePort

API Server

Kubernetes
Cluster

Node X

Master
default namespace
myapp Deployment
Label
Selector

myapp
Client
ClusterIP:Port
myapp Service
Label
Selector

Label
Pod

Label
Pod

Label
Pod
PodIP:80

图 2-13

Deployment 对象规模扩增完成

而后由“ kubectl describe deployment ”命令打印 Deployment 对象 myapp 的详细信息，
了解其应用规模的变动及当前 Pod 副本的状态等相关信息。从下面的命令结果可以看出，
其 Pod 副本数量的各项指标都已经转换到了新的目标数量，而其事件信息中也有相应的事
件显示其扩增操作已成功完成：
~]$ kubectl describe deployments/myapp
Name:
myapp
……
Selector:
run=myapp
Replicas:

3 desired | 3 updated | 3 total | 3 available | 0
unavail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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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Type
Reason
--------Normal ScalingReplicaSet
myapp-6865459dff to 3

Age
From
Message
---- ---------2m
deployment-controller Scaled up replica set

由 myapp 自动创建的 Pod 资源全都拥有同一个标签选择器“ run=myapp ”，因此，前面
创建的 Service 资源对象 myapp 的后端端点也已经通过标签选择器自动扩展到了这 3 个 Pod
对象相关的端点，如下面的命令结果及图 2-13 所示：
~]$ kubectl describe services/myapp
Name:
myapp
……
Endpoints:
10.244.1.3:80,10.244.2.2:80,10.244.3.2:80
……

回到此前创建的客户端 Pod 对象 client 的交互式接口，对 Service 对象 myapp 反复发起
测试请求，即可验正其负载均衡的效果。由如下命令及其结果可以看出，它会将请求调度至
后端的各 Pod 对象进行处理：
~]$ / # while true; do wget -O - -q http://myapp.default:80/hostname.html;
sleep 1; done
myapp-6865459dff-jz7t6
myapp-6865459dff-52j7t
myapp-6865459dff-5nsjc
……

应用规模缩容的方式与扩容相似，只不过是将 Pod 副本的数量调至比原来小的数字即
可。例如，将 myapp 的 Pod 副本缩减至 2 个，可以使用如下命令进行：
~]$ kubectl scale deployments/myapp --replicas=2
deployment.extensions "myapp" scaled

至此，功能基本完整的容器化应用已在 Kubernetes 上部署完成，即便是一个略复杂的
分层应用也只需要通过合适的镜像以类似的方式就能部署完成。

2.4.5

修改及删除对象

成功创建于 Kubernetes 之上的对象也称为活动对象（live object），其配置信息（live
object conf iguration） 由 API Server 保 存 于 集 群 状 态 存 储 系 统 etcd 中，“ kubectl get TYPE
NAME -o yaml ”命令可获取到相关的完整信息，而运行“ kubectl edit ”命令可调用默认编
辑器对活动对象的可配置属性进行编辑。例如，修改此前创建的 Service 对象 myapp 的类型
为 ClusterIP，使用“ kubectl edit service myapp ”命令打开编辑界面后修改 type 属性的值为
ClusterIP，并删除 NodePort 属性，然后保存即可。对活动对象的修改将实时生效，但资源
对象的有些属性并不支持运行时修改，此种情况下，编辑器将不允许保存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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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命令是 kubectl edit 命令某一部分功能的二次封装，例如，kubectl scale 命令不过是
专用于修改资源对象的 replicas 属性值而已，它也同样直接作用于活动对象。
不再有价值的活动对象可使用“ kubectl delete ”命令予以删除，需要删除 Service 对象
myapp 时，使用如下命令即可完成：
~]$ kubectl delete service myapp
service "myapp" deleted

有时候需要清空某一类型下的所有对象，只需要将上面命令对象的名称换成“ --all ”选
项便能实现。例如，删除默认名称空间中所有的 Deployment 控制器的命令如下：
~]$ kubectl delete deployment --all
deployment.extensions "myapp" deleted

需要注意的是，受控于控制器的 Pod 对象在删除后会被重建，删除此类对象需要直
接删除其控制器对象。不过，删除控制器时若不想删除其 Pod 对象，可在删除命令上使用
“ --cascade=false ”选项。
虽然直接命令式管理的相关功能强大且适合用于操纵 Kubernetes 资源对象，但其明显
的缺点是缺乏操作行为以及待运行对象的可信源。另外，直接命令式管理资源对象存在较大
的局限性，它们在设置资源对象属性方面提供的配置能力相当有限，而且还有不少资源并不
支持命令操作进行创建，例如，用户无法创建带有多个容器的 Pod 对象，也无法为 Pod 对
象创建存储卷。因此，管理资源对象更有效的方式是基于保存有对象配置信息的配置清单来
进行。

2.5

本章小结
本章着重介绍了 Kubernetes 的三个核心资源抽象 Pod、Deployment 和 Service，并在介

绍了 kubectl 的基本用法之后通过案例讲解了如何在集群中部署、暴露、访问及扩缩容容器
化应用，具体如下。
Pod 是运行容器化应用及调度的原子单元，同一个 Pod 中可同时运行多个容器，这

些容器共享 Mount、UTS 及 Network 等 Linux 内核名称空间，并且能够访问同一组
存储卷。
Deployment 是最常见的无状态应用的控制器，它支持应用的扩缩容、滚动更新等操

作，为容器化应用赋予了极具弹性的功能。
Service 为弹性变动且存在生命周期的 Pod 对象提供了一个固定的访问接口，用于服

务发现和服务访问。
kubectl 是 Kubernetes API Server 最常用的客户端程序之一，它功能强大，特性丰富，

几乎能够完成除了安装部署之外的所有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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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 系统的 API Server 基于 HTTP/HTTPS 接收并响应客户端的操作请求，它提
供了一种“基于资源”（resource-based）的 RESTful 风格的编程接口，将集群的各种组件都
抽象成为标准的 REST 资源，如 Node、Namespace 和 Pod 等，并支持通过标准的 HTTP 方
法以 JSON 为数据序列化方案进行资源管理操作。本章将着重描述 Kubernetes 的资源管理
方式。

3.1

资源对象及 API 群组
REST 是 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的缩写，意为“表征状态转移”，它是一种程序

架构风格，基本元素为资源（resource）、表征（representation）和行为（action）。资源即对
象，一个资源通常意味着一个附带类型和关联数据、支持的操作方法以及与其他对象的关系
的对象，它们是持有状态的事物，即 REST 中的 S（State）。REST 组件通过使用“表征”来
捕获资源的当前或预期状态并在组件之间传输该表征从而对资源执行操作。表征是一个字
节序列，由数据、描述数据的元数据以及偶尔描述元数据的元数据组成（通常用于验证消息
的完整性），表征还有一些其他常用但不太精确的名称，如文档、文件和 HTTP 消息实体等。
表征的数据格式称为媒体类型（media type），常用的有 JSON 或 XML。API 客户端不能直接
访问资源，它们需要执行“动作”（action）来改变资源的状态，于是资源的状态从一种形式
“转移”
（Transfer）为另一种形式。
资源可以分组为集合（collection），每个集合只包含单一类型的资源，并且各资源间是
无序的。当然，资源也可以不属于任何集合，它们称为单体资源。事实上，集合本身也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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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它可以部署于全局级别，位于 API 的顶层，也可以包含于某个资源中，表现为“子集
合”。集合、资源、子集合及子资源间的关系如图 3-1 所示。
资源模型
集合

集合

资源

资源

子集合
子资源

资源

资源集合

单体资源

图 3-1

子集合和子资源

集合、资源和子资源

Kubernetes 系统将一切事物都抽象为 API 资源，其遵循 REST 架构风格组织并管理这
些资源及其对象，同时还支持通过标准的 HTTP 方法（POST、PUT、PATCH、DELETE 和
GET）对资源进行增、删、改、查等管理操作。不过，在 Kubernetes 系统的语境中，“资源”
用于表示“对象”的集合，例如，Pod 资源可用于描述所有 Pod 类型的对象，但本书将不加
区别地使用资源、对象和资源对象，并将它们统统理解为资源类型生成的实例—对象。

3.1.1

Kubernetes 的资源对象

依 据 资 源 的 主 要 功 能 作 为 分 类 标 准，Kubernetes 的 API 对 象 大 体 可 分 为 工 作 负 载
（Workload）、发现和负载均衡（Discovery & LB）、配置和存储（Conf ig & Storage）、集群
（Cluster）以及元数据（Metadata）五个类别。它们基本上都是围绕一个核心目的而设计：如
何更好地运行和丰富 Pod 资源，从而为容器化应用提供更灵活、更完善的操作与管理组件，
如图 3-2 所示。
Cronjob

Deployment
DaemonSet

ReplicaSet

StatefulSet

Job

Pod

Service

Ingress

Container

Volume
Conf igMap

图 3-2

PersistentVolume
Claim

Secret

Kubernetes 常用资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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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载型资源用于确保 Pod 资源对象能够更好地运行容器化应用，具有同一种负载
的各 Pod 对象需要以负载均衡的方式服务于各请求，而各种容器化应用彼此之间需要彼此
“发现”以完成工作协同。Pod 资源具有生命周期，存储型资源能够为重构的 Pod 对象提供
持久化的数据存储机制，共享同一配置的 Pod 资源可从配置型资源中统一获取配置改动信
息，这些资源作为配置中心为管理容器化应用的配置文件提供了极为便捷的管理机制。集群
型资源为管理集群本身的工作特性提供了配置接口，而元数据型资源则用于配置集群内部的
其他资源的行为。
（1）工作负载型资源
Pod 是工作负载型资源中的基础资源，它负责运行容器，并为其解决环境性的依赖，例
如，向容器注入共享的或持久化的存储卷、配置信息或密钥数据等。但 Pod 可能会因为资
源超限或节点故障等原因而终止，这些非正常终止的 Pod 资源需要被重建，不过，这类工
作将由工作负载型的控制器来完成，它们通常也称为 pod 控制器。
应用程序分为无状态和有状态两种类型，它们对环境的依赖及工作特性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 Pod 控制器来管理，ReplicationController、ReplicaSet 和 Deployment
负责管理无状态应用，StatefulSet 用于管控有状态类应用。ReplicationController 是上一代的
控制器，其功能由 ReplicaSet 和 Deployment 负责实现，因此几近于废弃。还有些应用较为
独特，它们需要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单个 Pod 资源，负责收集日志或运行系统服务
等任务，这些 Pod 资源的管理则属于 DaemonSet 控制器的分内之事。另外，有些容器化应
用需要继续运行以为守护进程不间断地提供服务，而有些则应该在正常完成后退出，这些在
正常完成后就应该退出的容器化应用则由 Job 控制器负责管控。下面是各 Pod 控制器更为详
细的说明。
ReplicationController：用于确保每个 Pod 副本在任一时刻均能满足目标数量，换言

之，它用于保证每个容器或容器组总是运行并且可访问；它是上一代的无状态 Pod
应用控制器，建议读者使用新型控制器 Deployment 和 ReplicaSet 来取代它。
ReplicaSet ：新一代 ReplicationController，它与 ReplicationController 的唯一不同之处仅

在于支持的标签选择器不同，ReplicationController 只支持等值选择器，而 ReplicaSet 还
额外支持基于集合的选择器。
Deployment：用于管理无状态的持久化应用，例如 HTTP 服务器；它用于为 Pod 和

ReplicaSet 提供声明式更新，是建构在 ReplicaSet 之上的更为高级的控制器。
StatefulSet ：用于管理有状态的持久化应用，如 database 服务程序；其与 Deployment

的不同之处在于 StatefulSet 会为每个 Pod 创建一个独有的持久性标识符，并会确保
各 Pod 之间的顺序性。
DaemonSet：用于确保每个节点都运行了某 Pod 的一个副本，新增的节点一样会被添

加此类 Pod ；在节点移除时，此类 Pod 会被回收；DaemonSet 常用于运行集群存储
守护进程 —如 glusterd 和 ceph，还有日志收集进程 —如 f luentd 和 logstash，以

第3章

资源管理基础

45

及监控进程—如 Prometheus 的 Node Exporter、collectd、Datadog agent 和 Ganglia
的 gmond 等。
Job ：用于管理运行完成后即可终止的应用，例如批处理作业任务；换句话讲，Job

创建一个或多个 Pod，并确保其符合目标数量，直到 Pod 正常结束而终止。
（2）发现和负载均衡
Pod 资源可能会因为任何意外故障而被重建，于是它需要固定的可被“发现”的方式。
另外，Pod 资源仅在集群内可见，它的客户端也可能是集群内的其他 Pod 资源，若要开放给
外部网络中的用户访问，则需要事先将其暴露到集群外部，并且要为同一种工作负载的访问
流量进行负载均衡。Kubernetes 使用标准的资源对象来解决此类问题，它们是用于为工作负
载添加发现机制及负载均衡功能的 Service 资源和 Endpoint 资源，以及通过七层代理实现请
求流量负载均衡的 Ingress 资源。
（3）配置与存储
Docker 容器分层联合挂载的方式决定了不宜在容器内部存储需要持久化的数据，于是
它通过引入挂载外部存储卷的方式来解决此类问题，而 Kubernetes 则为此设计了 Volume 资
源，它支持众多类型的存储设备或存储系统，如 GlusterFS、CEPH RBD 和 Flocker 等。另
外，新版本的 Kubernetes 还支持通过标准的 CSI（Container Storage Interface）统一存储接口
以及扩展支持更多类型的存储系统。
另外，基于镜像构建容器应用时，其配置信息于镜像制作时焙入，从而为不同的环境
定制配置就变得较为困难。Docker 使用环境变量等作为解决方案，但这么一来就得于容器
启动时将值传入，且无法在运行时修改。ConﬁgMap 资源能够以环境变量或存储卷的方式
接入到 Pod 资源的容器中，并且可被多个同类的 Pod 共享引用，从而实现“一次修改，多
处生效”。不过，这种方式不适于存储敏感数据，如私钥、密码等，那是另一个资源类型
Secret 的功能。
（4）集群级资源
Pod、Deployment、Service 和 Conf igMap 等资源属于名称空间级别，可由相应的项目
管理员所管理。然而，Kubernetes 还存在一些集群级别的资源，用于定义集群自身配置信息
的对象，它们仅应该由集群管理员进行操作。集群级资源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Namespace：资源对象名称的作用范围，绝大多数对象都隶属于某个名称空间，默认

时隶属于“ default ”。
Node：Kubernetes 集群的工作节点，其标识符在当前集群中必须是唯一的。

Role：名称空间级别的由规则组成的权限集合，可被 RoleBinding 引用。

ClusterRole：Cluster 级别的由规则组成的权限集合，可被 RoleBinding 和 ClusterRole

Binding 引用。
RoleBinding：将 Role 中的许可权限绑定在一个或一组用户之上，它隶属于且仅能作

用于一个名称空间；绑定时，可以引用同一名称空间中的 Role，也可以引用全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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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空间中的 ClusterRole。
ClusterRoleBinding ：将 ClusterRole 中定义的许可权限绑定在一个或一组用户之上；

它能够引用全局名称空间中的 ClusterRole，并能通过 Subject 添加相关信息。
（5）元数据型资源
此类资源对象用于为集群内部的其他资源配置其行为或特性，如 HorizontalPodAutoscaler
资源可用于自动伸缩工作负载类型的资源对象的规模，Pod 模板资源可用于为 pod 资源的创
建预制模板，而 LimitRange 则可为名称空间的资源设置其 CPU 和内存等系统级资源的数量
限制等。
提示

一个应用通常需要多个资源的支撑，例如，使用 Deployment 资源管理应用实例（Pod）、
使 用 Conf igMap 资 源 保 存 应 用 配 置、 使 用 Service 或 Ingress 资 源 暴 露 服 务、 使 用
Volume 资源提供外部存储等。

本书后面篇幅的主体部分就展开介绍这些资源类型，它们是将容器化应用托管运行于
Kubernetes 集群的重要工具组件。

3.1.2

资源及其在 API 中的组织形式

在 Kubernetes 上，资源对象代表了系统上的持久类实体，Kubernetes 用这些持久类实
体来表达集群的状态，包括容器化的应用程序正运行于哪些节点，每个应用程序有哪些资源
可用，以及每个应用程序各自的行为策略，如重启、升级及容错策略等。一个对象可能会包
含多个资源，用户可对这些资源执行增、删、改、查等管理操作。Kubernetes 通常利用标准
的 RESTful 术语来描述 API 概念。
资源类型（resource type）是指在 URL 中使用的名称，如 Pod、Namespace 和 Service

等，其 URL 格式为“ GROUP/VERSION/RESOURCE ”，如 apps/v1/deployment。
所有资源类型都有一个对应的 JSON 表示格式，称为“种类”（kind）；客户端创建对

象必须以 JSON 提交对象的配置信息。
隶属于同一种资源类型的对象组成的列表称为“集合”
（collection），如 PodList。

某种类型的单个实例称为“资源”（resource）或“对象”（object），如名为 pod-demo

的 Pod 对象。
kind 代表着资源对象所属的类型，如 Namespace、Deployment、Service 及 Pod 等，而这
些资源类型大体又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具体如下。
对象（Object）类：对象表示 Kubernetes 系统上的持久化实体，一个对象可能包含多

个资源，客户端可用它执行多种操作。Namespace、Deployment、Service 及 Pod 等
都属于这个类别。
列表（List）类：列表通常是指同一类型资源的集合，如 PodLists、NodeList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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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Simple）类：常用于在对象上执行某种特殊操作，或者管理非持久化的实体，

如 /binding 或 /status 等。
Kubernetes 绝大多数的 API 资源类型都是“对象”
，它们代表着集群中某个概念的实例。有
一小部分的 API 资源类型为“虚拟”
（virtual）类型，它们用于表达一类“操作”
（operation）。
所有的对象型资源都拥有一个独有的名称标识以实现其幂等的创建及获取操作，不过，虚拟
型资源无须获取或不依赖于幂等性时也可以不使用专用标识符。
有些资源类型隶属于集群范畴，如 Namespace 和 PersistentVolume，而多数资源类型则
受限于名称空间，如 Pod、Deployment 和 Service 等。名称空间级别的资源的 URL 路径中
含有其所属空间的名称，这些资源对象在名称空间被删除时会被一并删除，并且这些资源对
象的访问也将受控于其所属的名称空间级别的授权审查。
Kubernetes 将 API 分割为多个逻辑组合，称为 API 群组，它们支持单独启用或禁用，
并能够再次分解。API Server 支持在不同的群组中使用不同的版本，允许各组以不同的
速度演进，而且也支持同一群组同时存在不同的版本，如 apps/v1、apps/v1beta2 和 apps/
v1beta1，也因此能够在不同的群组中使用同名的资源类型，从而能在稳定版本的群组及新
的实验群组中以不同的特性同时使用同一个资源类型。群组化管理的 API 使得其可以更轻
松地进行扩展。当前系统的 API Server 上的相关信息可通过“ kubectl api-versions ”命令获
取。命令结果中显示的不少 API 群组在后续的章节中配置资源清单时会多次用到：
[root@master ~]# kubectl api-versions
admissionregistration.k8s.io/v1beta1
apiextensions.k8s.io/v1beta1
apiregistration.k8s.io/v1
apiregistration.k8s.io/v1beta1
apps/v1
apps/v1beta1
apps/v1beta2
authentication.k8s.io/v1
authentication.k8s.io/v1beta1
authorization.k8s.io/v1
authorization.k8s.io/v1beta1
autoscaling/v1
autoscaling/v2beta1
batch/v1
batch/v1beta1
certificates.k8s.io/v1beta1
events.k8s.io/v1beta1
extensions/v1beta1
networking.k8s.io/v1
policy/v1beta1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
rbac.authorization.k8s.io/v1beta1
scheduling.k8s.io/v1beta1
storage.k8s.io/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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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k8s.io/v1beta1
v1

Kubernetes 的 API 以层级结构组织在一起，每个 API 群组表现为一个以“ /apis ”为根
路径的 REST 路径，不过核心群组 core 有一个专用的简化路径“ /api/v1”。目前，常用的
API 群组可归为如下两类。
核心群组（core group）：REST 路径为 /api/v1，在资源的配置信息 apiVersion 字段中

引用时可以不指定路径，而仅给出版本，如“ apiVersion: v1”。
命名的群组（named group）：REST 路径为 /apis/$GROUP_NAME/$VERSION，例如

/apis/apps/v1，它在 apiVersion 字段中引用的格式为“ apiVersion: $GROUP_NAME/
$VERSION ”，如“ apiVersion: apps/v1”。
总结起来，名称空间级别的每一个资源类型在 API 中的 URL 路径表示都可简单抽象
为 形 如“ /apis/<group>/<version>/namespaces/<namespace>/<kind-plural> ” 的 路 径， 如
default 名称空间中 Deployment 类型的路径为 /apis/apps/v1/namespaces/default/deployments，
通过此路径可获取到 default 名称空间中所有 Deployment 对象的列表：
~]$ kubectl get --raw /apis/apps/v1/namespaces/default/deployments | jq .
{
"kind": "DeploymentList",
"apiVersion": "apps/v1",
……
"items": [……]
}

另外，Kubernetes 还支持用户自定义资源类型，目前常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修改
Kubernetes 源代码自定义类型；二是创建一个自定义的 API Server，并将其聚合至集群中；
三是使用自定义资源（Custom Resource Def inition，CRD）。

3.1.3

访问 Kubernetes REST API

以编程的方式访问 Kubernetes REST API 有助于了解其流式化的集群管理机制，一种常
用的方式是使用 curl 作为 HTTP 客户端直接通过 API Server 在集群上操作资源对象模拟请求
和响应的过程。不过，由 kubeadm 部署的 Kubernetes 集群默认仅支持 HTTPS 的访问接口，
它需进行一系列的认证检查，好在用户也可以借助 kubectl proxy 命令在本地主机上为 API
Server 启动一个代理网关，由它支持使用 HTTP 进
行通信，其工作逻辑如图 3-3 所示。

Local Client
kubectl
proxy

例如，于本地 127.0.0.1 的 8080 端口上启动 API
Server 的一个代理网关：
~]$ kubectl proxy --port=8080
Starting to serve on 127.0.0.1:8080

http

Master
https
apiserver

curl

图 3-3

kubectl 在本地代理 API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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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即可于另一终端使用 curl 一类的客户端工具对此套接字地址发起访问请求，例如，
请求 Kubernetes 集群上的 NamespaceList 资源对象，即列出集群上所有的 Namespace 对象：
~]$ curl localhost:8080/api/v1/namespaces/
{
"kind": "NamespaceList",
"apiVersion": "v1",
……
}

或者使用 JSON 的命令行处理器 jq 命令对响应的 JSON 数据流进行内容过滤，例如，
下面的命令仅用于显示相关的 NamespaceList 对象中的各成员对象：
~]$ curl -s localhost:8080/api/v1/namespaces/ | jq .items[].metadata.name
"default"
"kube-public"
"kube-system"

给 出 特 定 的 Namespace 资 源 对 象 的 名 称 则 能 够 直 接 获 取 相 应 的 资 源 信 息， 以 kubesystem 名称空间为例：
~]$ curl -s localhost:8080/api/v1/namespaces/kube-system
{
"kind": "Namespace",
"apiVersion": "v1",
"metadata": {
"name": "kube-system",
"selfLink": "/api/v1/namespaces/kube-system",
"uid": "eb6bf659-9d0e-11e8-bf0d-000c29ab0f5b",
"resourceVersion": "33",
"creationTimestamp": "2018-08-11T02:33:23Z"
},
"spec": {
"finalizers": [
"kubernetes"
]
},
"status": {
"phase": "Active"
}

上述命令响应的结果中展现了 Kubernetes 大多数资源对象的资源配置格式，它是一个
JSON 序列化的数据结构，具有 kind、apiVersion、metadata、spec 和 status 五个一级字段，
各字段的意义和功能将在 3.2 节中重点介绍。

3.2

对象类资源格式
Kubernetes API 仅接受及响应 JSON 格式的数据（JSON 对象），同时，为了便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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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允许用户提供 YAML 格式的 POST 对象，但 API Server 需要事先自行将其转换为 JSON
格式后方能提交。API Server 接受和返回的所有 JSON 对象都遵循同一个模式，它们都具有
kind 和 apiVersion 字段，用于标识对象所属的资源类型、API 群组及相关的版本。
进一步地，大多数的对象或列表类型的资源还需要具有三个嵌套型的字段 metadata、
spec 和 status。其中 metadata 字段为资源提供元数据信息，如名称、隶属的名称空间和标签
等；spec 则用于定义用户期望的状态，不同的资源类型，其状态的意义也各有不同，例如
Pod 资源最为核心的功能在于运行容器；而 status 则记录着活动对象的当前状态信息，它由
Kubernetes 系统自行维护，对用户来说为只读字段。
每个资源通常仅接受并返回单一类型的数据，而一种类型可以被多个反映特定用例的
资源所接受或返回。例如对于 Pod 类型的资源来说，用户可创建、更新或删除 Pod 对象，
然而，每个 Pod 对象的 metadata、spec 和 status 字段的值却又是各自独立的对象型数据，它
们可被单独操作，尤其是 status 对象，是由 Kubernetes 系统单独进行自动更新，而不能由用
户手动操作它。

3.2.1

资源配置清单

3.1 节 中 曾 使 用 curl 命 令 通 过 代 理 的 方 式 于 API Server 上 请 求 到 了 kube-system 这 个
Namespace 活动对象的状态信息，事实上，用户也可以直接使用“ kubectl get TYPE/NAME
-o yaml ”命令获取任何一个对象的 YAML 格式的配置清单，或者使用“ kubectl get TYPE/
NAME -o json ” 命 令 获 取 JSON 格 式 的 配 置 清 单。 例 如， 可 使 用 下 面 的 命 令 获 取 kubesystem 的状态：
~]$ kubectl get namespace kube-system -o yaml
apiVersion: v1
kind: Namespace
metadata:
creationTimestamp: 2018-08-11T02:33:23Z
name: kube-system
resourceVersion: "33"
selfLink: /api/v1/namespaces/kube-system
uid: eb6bf659-9d0e-11e8-bf0d-000c29ab0f5b
spec:
finalizers:
- kubernetes
status:
phase: Active

除了极少数的资源之外，Kubernetes 系统上的绝大多数资源都是由其使用者所创建的。
创建时，需要以与上述输出结果中类似的方式以 YAML 或 JSON 序列化方案定义资源的相
关配置数据，即用户期望的目标状态，而后再由 Kubernetes 的底层组件确保活动对象的运行
时状态与用户提供的配置清单中定义的状态无限接近。因此，资源的创建要通过用户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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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清单来进行，其格式类似于 kubectl get 命令获取到的 YAML 或 JSON 形式的输出结
果。不过，status 字段对用户来说为只读字段，它由 Kubernetes 集群自动维护。例如，下面
就是一个创建 Namespace 资源时提供的资源配置清单示例，它仅提供了几个必要的字段：
apiVersion: v1
kind: Namespace
metadata:
name: dev
spec:
finalizers:
- kubernetes

将如上所述配置清单中的内容保存于文件中，使用“ kubectl create -f /PATH/TO/FILE ”
命令即可将其创建到集群中。创建完成后查看其 YAML 或 JSON 格式的输出结果，可以看
到 Kubernetes 会补全其大部分的字段，并提供相应的数据。事实上，Kubernetes 的大多数资
源都能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创建和查看，而且它们几乎都遵循类似的组织结构，下面的命令
显示了第 2 章中使用 kubectl run 命令创建的 Deployment 资源对象 myapp 的状态信息：
~]$ kubectl get deployment myapp -o yaml
apiVersion: extensions/v1beta1
kind: Deployment
metadata:
……
name: myapp
spec:
replicas: 3
selector:
matchLabels:
run: myapp
……
status:
……

为了节约篇幅，上面的输出结果省去了大部分内容，仅保留了其主体结构。从命令结果
可以看出，它也遵循 Kubernetes API 标准的资源组织格式，由 apiVersion、kind、metadata、
spec 和 status 五个核心字段组成，只是 spec 字段中嵌套的内容与 Namespace 资源几乎完全
不同。
事实上，对几乎所有的资源来说，apiVersion、kind 和 metadata 字段的功能基本上都是
相同的，但 spec 则用于资源的期望状态，而资源之所以存在类型上的不同，也在于它们的
嵌套属性存在显著差别，它由用户定义和维护。而 status 字段则用于记录活动对象的当前状
态，它要与用户在 spec 中定义的期望状态相同，或者正处于转换为与其相同的过程中。

3.2.2

metadata 嵌套字段

metadata 字段用于描述对象的属性信息，其内嵌多个字段用于定义资源的元数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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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和 labels 等，这些字段大体可分为必要字段和可选字段两大类。名称空间级别的资源
的必选字段包括如下三项。
namespace：指定当前对象隶属的名称空间，默认值为 default。

name：设定当前对象的名称，在其所属的名称空间的同一类型中必须唯一。

uid：当前对象的唯一标识符，其唯一性仅发生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名称空间中；此标

识符主要是用于区别拥有同样名字的“已删除”和“重新创建”的同一个名称的
对象。
可选字段通常是指由 Kubernetes 系统自行维护和设置，或者存在默认，或者本身允许
使用空值等类型的字段，常用的有如下几个：
labels：设定用于标识当前对象的标签，键值数据，常被用作挑选条件。

annotations：非标识型键值数据，用来作为挑选条件，用于 labels 的补充。

resourceVersion：当前对象的内部版本标识符，用于让客户端确定对象变动与否。

generation：用于标识当前对象目标状态的代别。

creationTimestamp：当前对象创建日期的时间戳。

deletionTimestamp：当前对象删除日期的时间戳。

此外，用户通过配置清单创建资源时，通常仅需要给出必选字段，可选字段可按需指
定，对于用户未明确定义的嵌套字段，则需要由一系列的 f inalizer 组件自动予以填充。而用
户需要对资源创建的目标资源对象进行强制校验，或者在修改时需要用到 initializer 组件完
成，例如，为每个待创建的 Pod 对象添加一个 Sidecar 容器等。不同的资源类型也会存在一
些专有的嵌套字段，例如，Conf igMap 资源还支持使用 clusterName 等。

3.2.3

spec 和 status 字段

Kubernetes 用 spec 来描述所期望的对象应该具有的状态，而用 status 字段来记录对象
在系统上的当前状态，因此 status 字段仅对活动对象才有意义。这两个字段都属于嵌套类型
的字段。在定义资源配置清单时，spec 是必须定义的字段，用于描述对象的目标状态，即
用户期望对象需要表现出来的特征。status 字段则记录了对象的当前状态（或实际状态），此
字段值由 Kubernetes 系统负责填充或更新，用户不能手动进行定义。Master 的 controllermanager 通过相应的控制器组件动态管理并确保对象的实际状态匹配用户所期望的状态，它
是一种调和（reconciliation）配置系统。
例如，Deployment 是一种用于描述集群中运行的应用的对象，因此，创建 Deployment
类型的对象时，需要为目标 Deployment 对象设定 spec，指定期望需要运行的 Pod 副本数
量、使用的标签选择器以及 Pod 模板等。Kubernetes 系统读取待创建的 Deployment 对象的
spec 以及系统上相应的活动对象的当前状态，必要时进行对象更新以确保 status 字段吻合
spec 字段中期望的状态。如果这其中任一实例出现问题（status 字段值发生了变化），那么
Kubernetes 系统则需要及时对 spec 和 status 字段的差异做出响应，例如，补足缺失的 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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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数目等。
spec 字段嵌套的字段对于不同的对象类型来说各不相同，具体需要参照 Kubernetes API
参考手册中的说明分别进行获取，核心资源对象的常用配置字段将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进
行讲解。

3.2.4

资源配置清单格式文档

定义资源配置清单时，尽管 apiVersion、kind 和 metadata 有章可循，但 spec 字段对不同
的资源来说却是千差万别的，因此用户需要参考 Kubernetes API 的参考文档来了解各种可用
属性字段。好在，Kubernetes 在系统上内建了相关的文档，用户可以使用“ kubectl explain ”
命令直接获取相关的使用帮助，它将根据给出的对象类型或相应的嵌套字段来显示相关的下
一级文档。例如，要了解 Pod 资源的一级字段，可以使用类似如下的命令，命令结果会输
出支持使用的各一组字段及其说明：
~]$ kubectl explain pods

需要了解某一级字段表示的对象之下的二级对象字段时，只需要指定其一级字段的对
象名称即可，三级和四级字段对象等的查看方式依此类推。例如查看 Pod 资源的 Spec 对象
支持嵌套使用的二级字段，可使用类似如下的命令：
~]$ kubectl explain pods.spec
RESOURCE: spec <Object>
DESCRIPTION:
Specification of the desired behavior of the pod. ……
PodSpec is a description of a pod.
FIELDS:
activeDeadlineSeconds
<integer>
Optional duration in seconds the pod may be active on the node relative to
StartTime before the system will actively try to mark it failed and kill
associated containers. Value must be a positive integer.
……
containers
<[]Object> -requiredList of containers belonging to the pod. Containers cannot currently be
added or removed. There must be at least one container in a Pod. Cannot
be updated.
……

对象的 spec 字段的文档通常包含 RESOURCE、DESCRIPTION 和 FIELDS 几节，其中
FIELDS 节中给出了可嵌套使用的字段、数据类型及功能描述。例如，上面命令的结果显示
在 FIELDS 中的 containers 字段的数据类型是一个对象列表（[]Object），而且是一个必选字
段。任何值为对象类型数据的字段都会嵌套一到多个下一级字段，例如，Pod 对象中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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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也是对象类型数据，它同样包含嵌套字段，但容器不支持单独创建，而是要包含于 Pod
对象的上下文中，其详细信息可通过三级字段来获取，命令及其结果示例如下：
~]$ kubectl explain pods.spec.containers
RESOURCE: containers <[]Object>
DESCRIPTION:
List of containers belonging to the pod. Containers cannot currently be added
or removed. There must be at least one container in a Pod. Cannot be updated.
A single application container that you want to run within a pod.
FIELDS:
args <[]string>
Arguments to the entrypoint. The docker image's CMD is used if this is not
provided. ……
command
<[]string>
Entrypoint array. Not executed within a shell. The docker image's
ENTRYPOINT is used if this is not provided. ……
env <[]Object>
List of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set in the container. Cannot be updated.
……

内建文档大大降低了用户手动创建资源配置清单的难度，尝试使用某个资源类型时，
explain 也的确是用户的常用命令之一。熟悉各常用字段的功用之后，以同类型的现有活动
对象的清单为模板可以更快地生成目标资源的配置文件，命令格式为“ kubectl get TYPE
NAME -o yaml --export ”，其中 --export 选项用于省略输出由系统生成的信息。例如，基于
现在的 Deployment 资源对象 myapp 生成配置模板 deploy-demo.yaml 文件，可以使用如下
命令：
~]$ kubectl get deployment myapp -o yaml --export > deploy-demo.yaml

通过资源清单文件管理资源对象较之直接通过命令行进行操作有着诸多优势，具体包
括命令行的操作方式仅支持部分资源对象的部分属性，而资源清单支持配置资源的所有属性
字段，而且使用配置清单文件还能够进行版本追踪、复审等高级功能的操作。本书后续章节
中的大部分资源管理操作都会借助于资源配置文件进行。

3.2.5

资源对象管理方式

Kubernetes 的 API Server 遵循声明式编程（declarative programming）范式而设计，侧
重于构建程序程序逻辑而无须用户描述其实现流程，用户只需要设定期望的状态，系统即能
自行确定需要执行的操作以确保达到用户期望的状态。例如，期望某 Deployment 控制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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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三个 Pod 资源对象时，而系统观察到的当前数量却是两个，于是系统就会知道需要创建
一个新的 Pod 资源来满足此期望。Kubernetes 的自愈、自治等功能都依赖于其声明式机制。
与此对应的另一种范式称为陈述式编程（imperative programming），代码侧重于通过创
建一种告诉计算机如何执行操作的算法来更改程序状态的语句来完成，它与硬件的工作方
式密切相关，通常，代码将使用条件语句、循环和类继承等控制结构。为了便于用户使用，
Kubernetes 的 API Server 也支持陈述式范式，它直接通过命令及其选项完成对象的管理操
作，前面用到的 run、expose、delete 和 get 等命令都属于此类，执行时用户需要告诉系统要
做什么，例如，使用 run 命令创建一个有着 3 个 Pod 对象副本的 Deployment 对象，或者通
过 delete 命令删除一个名为 myapp 的 Service 对象。
Kubernetes 系统的大部分 API 对象都有着 spec 和 status 两个字段，其中，spec 用于让
用户定义所期望的状态，系统从中读出相关的定义；而 status 则是系统观察并负责写入的当
前状态，用户可以从中获取相关的信息。Kubernetes 系统通过控制器监控着系统对象，由其
负责让系统当前的状态无限接近用户所期望的状态。
kubectl 的命令由此可以分为三类：陈述式命令（imperative command）、陈述式对象配
置（imperative object conf iguration）和声明式对象配置（declarative object conf iguration）。
第一种方式即此前用到的 run、expose、delete 和 get 等命令，它们直接作用于 Kubernetes 系
统上的活动对象，简单易用，但不支持代码复用、修改复审及审计日志等功能，这些功能的
使用通常要依赖于资源配置文件，这些文件也称为资源清单。在这种模式下，用户可以访问
每个对象的完整模式，但用户还需要深入学习 Kubernetes API。
如 3.2.4 节 所 述， 资 源 清 单 本 质 上 是 一 个 JSON 或 YAML 格 式 的 文 本 文 件， 由 资 源
对象的配置信息组成，支持使用 Git 等进行版本控制。而用户可以资源清单为基础，在
Kubernetes 系统上以陈述式或声明式进行资源对象管理，如图 3-4 所示。
resources kind
Objects
Pod

/apis/<group>/<version>/

Deployment
Service …

Lists

JSON

special

/status

http/https

Deployment

PodList

NamespaceList

kubectl

Kubernetes Cluster

…
Pod

/binding
…

API Server

kubelet
etcd

图 3-4

基于资源配置清单管理对象

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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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式管理方式包括 create、delete、get 和 replace 等命令，与陈述式命令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通过资源配置清单读取需要管理的目标资源对象。陈述式对象配置的管理操作直
接作用于活动对象，即便仅修改配置清单中的极小一部分内容，使用 replace 命令进行的对
象更新也将会导致整个对象被替换。进一步地，混合使用陈述式命令进行清单文件带外修改
时，必然会导致用户丢失活动对象的当前状态。
声 明 式 对 象 配 置 并 不 直 接 指 明 要 进 行 的 对 象 管 理 操 作， 而 是 提 供 配 置 清 单 文 件 给
Kubernetes 系统，并委托系统跟踪活动对象的状态变动。资源对象的创建、删除及修改操作
全部通过唯一的命令 apply 来完成，并且每次操作时，提供给命令的配置信息都将保存于对
象的注解信息（kubectl.kubernetes.io/last-applied-conf iguration）中，并通过对比检查活动对
象的当前状态、注解中的配置信息及资源清单中的配置信息三方进行变更合并，从而实现仅
修改变动字段的高级补丁机制。
陈述式对象配置相较于声明式对象配置来说，其缺点在于同一目录下的配置文件必须
同时进行同一种操作，例如，要么都创建，要么都更新等，而且其他用户的更新也必须反映
在配置文件中，不然其更新在一下次的更新中将会被覆盖。因此，声明式对象配置是优先推
荐给用户使用的管理机制。
然而，对于新手来说，陈述式命令的配置方式最易于上手，对系统有所了解后易于切
换为使用陈述式对象配置管理方式。因此，若推荐给高级用户则推荐使用声明式配置，并建
议同时使用版本控制系统存储所期望的状态，以及跨对象的历史信息，并启用变更复审机
制。另外，推荐使用借助于 kube-applier 等一类的项目实现自动化声明式配置，用户将配置
推送到 Git 仓库中，然后借助此类工具即能将其自动同步于 Kubernetes 集群上。

3.3

kubectl 命令与资源管理
API Server 是 Kubernetes 集群的网关，用户和管理员以及其他客户端仅能通过此网关接

口与集群进行交互。API 是面向程序员的访问接口，目前可较好地支持 Golang 和 Python 编
程语言，当然，终端用户更为常用的是通用命令行工具 kubectl。访问集群之前，各类客户
端需要了解集群的位置并拥有访问集群的凭据才能获取访问许可。使用 kubeadm 进行集群
初始化时，kubeadm init 自动生成的 /etc/kubernetes/admin.conf 文件是客户端接入当前集群
时使用的 kubeconf ig 文件，它内建了用于访问 Kubernetes 集群的最高管理权限的用户账号
及相关的认证凭据，可由 kubectl 直接使用。

3.3.1

资源管理操作概述

资源的管理操作可简单归结为增、删、改、查四种，kubectl 提供了一系列的子命令用
于执行此类任务，如 create、delete、patch、apply、replace、edit、get 等，其中有些命令必
须基于资源清单来进行，如 apply 和 replace 命令，也有些命令既可基于清单文件进行，也

第3章

资源管理基础

57

可实时作用于活动资源之上，如 create、get、patch 和 delete 等。
kubectl 命令能够读取任何以 .yaml、.yml 或 .json 为后缀的文件（可称为配置清单或配
置文件，后文将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术语）。实践中，用户既可以为每个资源使用专用的
清单文件，也可以将多个相关的资源（例如，属于同一个应用或微服务）组织在同一个清单
文件中。不过，如果是 YAML 格式的清单文件，多个资源彼此之间要使用“ --- ”符号作为
单独的一行进行资源分割。这样，多个资源就将以清单文件中定义的次序被 create、apply
等子命令调用。
kubectl 的多数子命令支持使用“ -f ”选项指定使用的清单文件路径或 URL，也可以是
存储有清单文件的目录，另外，此选项在同一命令中也可重复使用多次。如果指定的目录路
径存在子目录中时，那么可按需同时使用“ -R ”选项以递归获取子目录中的配置清单。
再者，支持使用标签和注解是 Kubernetes 系统的一大特色，它为资源管理机制增色不
少，而且 delete 和 get 等命令能够基于标签挑选目标对象，有些资源甚至必须依赖于标签才
能正常使用和工作，例如 Service 和 Pod 控制器 Deployment 等资源对象。子命令 label 用于
管理资源标签，而管理资源注解的子命令则是 annotate。
就地更新（修改）现有的资源也是一种常见的操作。apply 命令通过比较资源在清单文件
中的版本及前一次的版本执行更新操作，它不会对未定义的属性产生额外的作用。edit 命令
相当于先使用 get 命令获取资源配置，通过交互式编辑器修改后再自动使用 apply 命令将其
应用。patch 命令基于 JSON 补丁、JSON 合并补丁及策略合并补丁对资源进行就地更新操作。
提示

为了利用 apply 命令的优势，用户应该总是使用 apply 命令或 create --save-conf ig 命
令创建资源。

3.3.2

kubectl 的基本用法

kubectl 是最常用的客户端工具之一，它提供了基于命令行访问 Kubernetes API 的简洁方
式，能够满足对 Kubernetes 的绝大部分的操作需求。例如，需要创建资源对象时，kubectl 会
将 JSON 格式的清单内容以 POST 方式提交至 API Server。本节主要描述 kubectl 的基本功能。
提示

如果要单独部署 kubectl，Kubernetes 也提供了相应的单独发行包，或者适配于各平
台的程序管理器的相关程序包，如 rpm 包或 deb 包等，用户根据平台类型的不同获
取相匹配的版本安装完成即可，操作步骤类似于前面的安装方法，因此这里不再给
出其具体过程。

kubectl 是 Kubernetes 系统的命令行客户端工具，特性丰富且功能强大，是 Kubernetes
管理员最常用的集群管理工具。其最基本的语法格式为“kubectl [command] [TYP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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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lags] ”，其中各部分的简要说明如下。
1）command ：对资源执行相应操作的子命令，如 get、create、delete、run 等；常用的
核心子命令如表 3-1 所示。
2）TYPE：要操作的资源对象的类型，如 pods、services 等；类型名称区分字符大小写，
但支持使用简写格式。
3）NAME：对象名称，区分字符大小写；省略时，则表示指定 TYPE 的所有资源对象；
另外，也可以直接使用“ TYPE/NAME ”的格式来表示资源对象。
4）f lags：命令行选项，如“ -s ”或“ --server ”；另外，get 等命令在输出时还有一个常
用的标志“ -o <format> ”用于指定输出格式，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命令
create
expose
run

kubectl 的子命令列表

命令类别

功能说明
通过文件或标准输入创建资源

基础命令（初级）

set

基于 rc、service、deployment 或 pod 创建 Service 资源
通过创建 Deployment 在集群中运行指定的镜像
设置指定资源的特定属性

get

显示一个或多个资源

explain

打印资源文档

edit

基础命令（中级）

编辑资源

delete

基于文件名、stdin、资源或名字，以及资源和选择器删除资源

rollout

管理资源的滚动更新

rolling-update
scale

部署命令

对 ReplicationController 执行滚动升级
伸缩 Deployment、ReplicaSet、RC 或 Job 的规模

autoscale

对 Deployment、ReplicaSet 或 RC 进行自动伸缩

certif icate

配置数字证书资源

cluster-info

打印集群信息

top
cordon

打印资源（CPU/Memory/Storage）使用率
集群管理命令

uncordon

将指定 node 设定为“不可用”
（unschedulable）状态
将指定 node 设定为“可用”
（schedulable）状态

drain

“排干”指定的 node 的负载以进入“维护”模式

taint

为 node 声明污点及标准行为

describe

显示指定的资源或资源组的详细信息

logs

显示一个 Pod 内某容器的日志

attach

附加终端至一个运行中的容器

exec
port-forward

排错及调试命令

在容器中执行指定命令
将本地的一个或多个端口转发至指定的 Pod

proxy

创建能够访问 Kubernetes API Server 的代理

cp

在容器间复制文件或目录

auth

打印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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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命令

命令类别

apply
patch
replace

功能说明
基于文件或 stdin 将配置应用于资源
使用策略合并补丁更新资源字段

高级命令

基于文件或 stdin 替换一个资源

convert

为不同的 API 版本转换配置文件

label

更新指定资源的 label

annotate

更新资源的 annotation

设置命令

completion

输出指定的 shell（如 bash）的补全码

version

打印 Kubernetes 服务端和客户端的版本信息

api-versions
conf ig

以“ group/version ”格式打印服务器支持的 API 版本信息
配置 kubeconf ig 文件的内容

其他命令

plugin

运行命令行插件

help

打印任一命令的帮助信息

kubectl 命令还包含了多种不同的输出格式（如表 3-2 所示），它们为用户提供了非常灵
活的自定义输出机制，如输出为 YAML 或 JSON 格式等。
表 3-2

kubectl get 命令的常用输出格式

输出格式

格式说明

-o wide

显示资源的额外信息

-o name

仅打印资源的名称

-o yaml

YAML 格式化输出 API 对象信息

-o json

JSON 格式化输出 API 对象信息

-o go-template

以自定义的 go 模板格式化输出 API 对象信息

-o custom-columns

自定义要输出的字段

此外，kubectl 命令还有许多通用的选项，这个可以使用“ kubectl options ”命令来获取。
下面列举几个比较常用命令。
-s 或 --server：指定 API Server 的地址和端口。

--kubeconf ig：使用的 kubeconf ig 文件路径，默认为 ~/.kube/conf ig。

--namespace：命令执行的目标名称空间。

kubectl 的部分子命令在第 2 章已经多次提到，余下的大多数命令在后续的章节中还会
用到，对于它们的使用说明也将在首次用到时进行展开说明。

3.4

管理名称空间资源
名称空间（Namespace）是 Kubernetes 集群级别的资源，用于将集群分隔为多个隔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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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分区以配置给不同的用户、租户、环境或项目使用，例如，可以为 development、qa 和
production 应用环境分别创建各自的名称空间。
Kubernetes 的绝大多数资源都隶属于名称空间级别（另一个是全局级别或集群级别），
名称空间资源为这类的资源名称提供了隔离的作用域，同一名称空间内的同一类型资源名必
须是唯一的，但跨名称空间时并无此限制。不过，Kubernetes 还是有一些资源隶属于集群级
别的，如 Node、Namespace 和 PersistentVolume 等资源，它们不属于任何名称空间，因此资
源对象的名称必须全局唯一。
注意

Kubernetes 的名称空间资源不同于 Linux 系统的名称空间，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概念。
另外，Kubernetes 名称空间并不能实现 Pod 间的通信隔离，它仅用于限制资源对象
名称的作用域。

3.4.1

查看名称空间及其资源对象

Kubernetes 集群默认提供了几个名称空间用于特定的目的，例如，kube-system 主要用
于运行系统级资源，而 default 则为那些未指定名称空间的资源操作提供一个默认值，前面
章节中的绝大多数资源管理操作都在 default 名称空间中进行。“ kubectl get namespaces ”命
令则可以查看 namespaces 资源：
~]$ kubectl get namespaces
NAME
STATUS
AGE
default
Active
6d
kube-public
Active
6d
kube-system
Active
6d

也可以使用“ kubectl describe namespaces ”命令查看特定名称空间的详细信息，例如：
~]$ kubectl describe namespaces default

kubectl 的资源查看命令在多数情况下应该针对特定的名称空间来进行，为其使用“ -n ”
或“ --namespace ”选项即可，例如，查看 kube-system 下的所有 Pod 资源：
~]$ kubectl get pods -n kube-system
NAME
READY
etcd-master.ikubernetes.io
1/1
kube-apiserver-master.ikubernetes.io 1/1
……

STATUS
Running
Running

RESTARTS
1
1

AGE
6d
6d

命 令 结 果 显 示 出 kube-system 与 default 名 称 空 间 的 Pod 资 源 对 象 并 不 相 同， 这 正 是
Namespace 资源的名称隔离功能的体现。有了 Namespace 对象，用户再也不必精心安排资
源名称，也不用担心误操作了其他用户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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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Namespace 资源

Namespace 是 Kubernetes API 的标准资源类型之一，如 3.2.1 节中所述，它的配置主要
有 kind、apiVersion、metadata 和 spec 等一级字段组成。将 3.2.1 节中的名称空间配置清单
保存于配置文件中，使用陈述式对象配置命令 create 或声明式对象配置命令 apply 便能完成
创建：
~]$ kubectl apply -f namespace-example.yaml
namespace/dev created

名称空间资源属性较少（通常只需要指定名称即可），简单起见，kubectl 为其提供了一
个封装的专用陈述式命令“kubectl create namespace”。Namespace 资源的名称仅能由字母、
数字、连接线、下划线等字符组成。例如，下面的命令可用于创建名为 qa 的 Namespace
对象：
~]$ kubectl create namespace qa
namespace/qa created
注意

namespace 资源的名称仅能由字母、数字、连接线、下划线等字符组成。

实践中，不建议混用不同类别的管理方式。考虑到声明式对象配置管理机制的强大功
能，强烈推荐用户使用 apply 和 patch 等命令进行资源创建及修改一类的管理操作。
使用 kubectl 管理资源时，如果一并提供了名称空间选项，就表示此管理操作仅针对指
定名称空间进行，而删除 Namespace 资源会级联删除其包含的所有其他资源对象。表 3-3 给
出了几个常用的命令格式。
表 3-3

结合名称空间使用的删除命令

命令格式

功能

kubectl delete TYPE RESOURCE -n NS

删除指定名称空间内的指定资源

kubectl delete TYPE --all -n NS

删除指定名称空间内的指定类型的所有资源

kubectl delete all -n NS

删除指定名称空间内的所有资源

kubectl delete all --all

删除所有名称空间中的所有资源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Namespace 对象仅用于资源对象名称的隔离，它自身并不能隔绝跨
名称空间的 Pod 间通信，那是网络策略（network policy）资源的功能。

3.5

Pod 资源的基础管理操作
Pod 是 Kubernetes API 中的核心资源类型，它可以定义在 JSON 或 YAML 格式的资源

清单中，由资源管理命令进行陈述式或声明式管理。创建时，用户通过 create 或 apply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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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请求提交到 API Server 并将其保存至集群状态存储系统 etcd 中，而后由调度器将其调度
至最佳目标节点，并被相应节点的 kubelet 借助于容器引擎创建并启动。这种由用户直接通
过 API 创建的 Pod 对象也称为自主式 Pod。

3.5.1

陈述式对象配置管理方式

陈述式对象配置管理机制，是由用户通过配置文件指定要管理的目标资源对象，而后
再由用户借助于命令直接指定 Kubernetes 系统要执行的管理操作的管理方式，常用的命令
有 create、delete、replace、get 和 describe 等。
1. 创建 Pod 资源
Pod 是标准的 Kubernetes API 资源，在配置清单中使用 kind、apiVersion、metadata 和
spec 字段进行定义，status 字段在对象创建后由系统自行维护。Pod 对象的核心功用在于运
行容器化应用，在其 spec 字段中嵌套的必选字段是 containers，它的值是一个容器对象列
表，支持嵌套创建一到多个容器。下面是一个 Pod 资源清单示例文件，在 spec 中定义的期
望的状态是在 Pod 对象中基于 ikubernetes/myapp: v1 镜像运行一个名为 myapp 的容器：
apiVersion: v1
kind: Pod
metadata:
name: pod-example
spec:
containers:
- name: myapp
image: ikubernetes/myapp:v1

把上面的内容保存于配置文件中，使用“ kubectl [COMMAND] -f /PATH/TO/YAML_
FILE ”命令以陈述式对象配置进行资源对象的创建，下面是相应的命令及响应结果：
~]$ kubectl create -f pod-example.yaml
pod/pod-example created
提示

如果读者熟悉 JSON，也可以直接将清单文件定义为 JSON 格式；YAML 格式的清单
文件本身也是由 API Server 事先将其转换为 JSON 格式而后才进行应用的。

命令的返回信息表示目标 Pod 对象 pod-example 得以成功创建。事实上，create 命令中
的 -f 选项也支持使用目录路径或 URL，而且目标路径为目录时，还支持使用 -R 选项进行
子目录递归。另外，--record 选项可以将命令本身记录为目标对象的注解信息 kubernetes.io/
change-cause，而 --save-conf ig 则能够将提供给命令的资源对象配置信息保存于对象的注解
信息 kubectl.kubernetes.io/last-applied-conf iguration 中，后一个命令的功用与声明式对象配
置命令 apply 的功能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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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 Pod 状态
get 命令默认显示资源对象最为关键的状态信息，而 describe 等命令则能够打印出 Kubernetes
资源对象的详细状态。不过，虽然创建时给出的资源清单文件较为简洁，但“ kubectl get ”
命令既可以使用“ -o yaml ”或“ -o json ”选项输出资源对象的配置数据及状态，也能够借
助于“ --custom-columns ”选项自定义要显示的字段：
~]$ kubectl get -f pod-example.yaml
NAME
READY
STATUS
RESTARTS
AGE
pod-example
1/1
Running
0
1m
~]$ kubectl get -f pod-example.yaml -o custom-columns=NAME:metadata.
name,STATUS:status.phase
NAME
STATUS
pod-example
Running

使用“ -o yaml ”或“ -o json ”选项时，get 命令能够返回资源对象的元数据、期望的状
态及当前状态数据信息，而要打印活动对象的详细信息，则需要 describe 命令，它可根据资
源清单、资源名或卷标等方式过滤输出符合条件的资源对象的信息。命令格式为“ kubectl
describe (-f FILENAME | TYPE [NAME_PREFIX | -l label] | TYPE/NAME) ”。 例 如， 显 示
pod-example 的详细信息，可使用类似如下的命令：
~]$ kubectl describe -f pod-example.yaml

对于 Pod 资源对象来说，它能够返回活动对象的元数据、当前状态、容器列表及各容
器的详情、存储卷对象列表、QoS 类别、事件及相关信息，这些详情对于了解目标资源对象
的状态或进行错误排查等操作来说至关重要。
3. 更新 Pod 资源
对于活动对象，并非其每个属性值都支持修改，例如，Pod 资源对象的 metadata.name
字段就不支持修改，除非删除并重建它。对于那些支持修改的属性，比如，容器的 image 字
段，可将其完整的配置清单导出于配置文件中并更新相应的配置数据，而后使用 replace 命
令基于陈述式对象配置的管理机制进行资源对象的更新。例如，将前面创建 pod-example 时
使用的资源清单中的 image 值修改为“ ikubernetes/myapp: v2”，而后执行更新操作：
~]$ kubectl get pods pod-example -o yaml > pod-example-update.yaml
~]$ sed -i 's@\(image:\).*@ikubernetes/myapp:v2@' pod-example-update.yaml
~]$ kubectl replace -f pod-example-update.yaml
pod/pod-example replaced

更新活动对象的配置时，replace 命令要重构整个资源对象，故此它必须基于完整格式
的配置信息才能进行活动对象的完全替换。若要基于此前的配置文件进行替换，就必须使
用 --force 选项删除此前的活动对象，而后再进行新建操作，否则命令会返回错误信息。例
如，将前面第一步“创建 Pod 资源”内的配置清单中的镜像修改为“ ikubernetes/myapp: v2”
后再进行强制替换，命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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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bectl replace -f pod-example.yaml --force
pod "pod-example" deleted
pod/pod-example replaced

4. 删除 Pod 资源
陈述式对象配置管理方式下的删除操作与创建、查看及更新操作类似，为 delete 命令使
用 -f 选项指定配置清单即可，例如，删除 pod-example.yaml 文件中定义的 Pod 资源对象：
~]$ kubectl delete -f pod-example.yaml
pod "pod-example" deleted

之后再次打印相关配置清单中定义的资源对象即可验正其删除的结果，例如：
~]$ kubectl get -f pod-example.yaml
No resources found.
Error from server (NotFound): pods "pod-example" not found

3.5.2

声明式对象配置管理方式

陈 述 式 对 象 配 置 管 理 机 制 中， 同 时 指 定 的 多 个 资 源 必 须 进 行 同 一 种 操 作， 而 且 其
replace 命令是通过完全替换现有的活动对象来进行资源的更新操作，对于生产环境来说，
这并非理想的选择。声明式对象配置操作在管理资源对象时将配置信息保存于目标对象的注
解中，并通过比较活动对象的当前配置、前一次管理操作时保存于注解中的配置，以及当前
命令提供的配置生成更新补丁从而完成活动对象的补丁式更新操作。此类管理操作的常用命
令有 apply 和 patch 等。
例如，创建 3.5.1 节中定义的主容器使用“ ikubernetes/myapp: v1”镜像的 Pod 资源对
象，还可以使用如下命令进行：
~]$ kubectl apply -f pod-example.yaml
pod/pod-example created

而更新对象的操作，可在直接修改原有资源清单文件后再次对其执行 apply 命令来完
成，例如，修改 Pod 资源配置清单中的镜像文件为“ ikubernetes/myapp: v2”后再次执行如
上的 apply 命令：
~]$ kubectl apply -f pod-example.yaml
pod/pod-example configured

命令结果显示资源重新配置完成并且已经生效。事实上，此类操作也完全能够使用 patch
命令直接进行补丁操作。而资源对象的删除操作依然可以使用 apply 命令，但要同时使用 -prune 选项，命令的格式为“ kubectl apply -f <directory/> --prune -l <labels> ”。需要注意的
是，此命令异常凶险，因为它将基于标签选择器过滤出所有符合条件的对象，并检查由 -f 指
定的目录中是否存在某配置文件已经定义了相应的资源对象，那些不存在相应定义的资源对
象将被删除。因此，删除资源对象的操作依然建议使用陈述式对象配置方式的命令“ kube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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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进行，这样的命令格式操作目标明确且不易出现偏差。

3.6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 Kubernetes 系统上常用的资源对象类型及其管理方式，在说明 kubectl 命令

行工具的基础用法后借助于 Namespace 资源对象简单说明了其使用方式，具体如下。
Kubernetes 提供了 RESTful 风格的 API，它将各类组件均抽象为“资源”，并通过属

性赋值完成实例化。
Kubernetes API 支持的资源类型众多，包括 Node、Namespace、Pod、Service、Deployment、

Conf igMap 等上百种。
标准格式的资源配置大多都是由 kind、apiVersion、metadata、spec 和 status 等一级

属性字段组成，其中 spec 是由用户定义的期望状态，而 status 则是由系统维护的当
前状态。
Kubernetes API 主要提供的是声明式对象配置接口，但它也支持陈述式命令及陈述式

对象配置的管理方式。
kubectl 命令功能众多，它将通过子命令完成不同的任务，如 create、delete、edit、replace、

apply 等。
Namespace 和 Pod 是 Kubernetes 系统的基础资源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