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进群参加抽奖互动



⾼高效运维K8S集群
QingCloud软件⼯工程师 万宏明



大纲

了解更多

1.K8S集群架构 

2.常见故障及其处理方式 

3.打造高可用的K8S集群环境

START



01

K8S 集群架构

1.K8S的设计和架构 

2.K8S系统分层





核⼼心组件

apiserver:  提供了资源操作的唯一入口，并提供认证、授权、访问控制、API注册和发现等机

制。 

etcd：保存整个集群的状态 

kube-controller-manager：负责维护集群资源状态，k8s提供声明式的API，最终是由

controller 实现控制逻辑，诸如节点控制器、副本控制器、端点控制器等等。 

kube-scheduler：负责集群中Pod的调度。 

kubelet:  维护容器的生命周期，管理Volume（CSI）和网络（CNI）。 

kube-proxy：负责为Service提供集群内部的服务发现和负载均衡。



常⽤用插件

calico/flannel:  CNI插件，构建集群网络。 

kube-dns/coredns：通过将 Service 注册到 DNS 中，Kuberentes 可以为我们

提供一种简单的服务注册发现与负载均衡方式。 

custom-controller-manager: 自定义控制器，实现应用层面自管理。 

cloud-controller-manager：和云服务厂商进行集成的控制器，能够在 

Kubernetes 核心发布周期外独立开发他们的特性（需要cloud-provider）。





系统分层

核心层：Kubernetes最核心的功能，对外提供 API 构建高层的应用，对内提供插件式应用执行环境。 

应用层：应用负载和路由（服务发现、DNS解析等）的管理。 

管理层：系统度量（如基础设施、容器和网络的度量），自动化（如自动扩展、动态Provision等）以

及    策略管理（RBAC、Quota、PodSecurityPolicy、NetworkPolicy等）。 

接口层：kubectl命令行工具、客户端SDK以及集群联邦。 

上层生态：在接口层之上的庞大容器集群管理调度的生态系统，可以划分为两个范畴 

    Kubernetes外部应用：日志、监控、配置管理、CI/CD等 

    Kubernetes内部应用：CRI、CNI、CSI、镜像仓库、Cloud Provider、集群自身的配置和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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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及其处理理⽅方式

1.故障排查顺序与思路 

2.常见故障的处理 

3.如何避免故障的出现



检查查看pod是否正常，确保容器网络可用。 
kubectl -n kube-system get pods -o wide 
kubectl describe pod <pod-name> 
kubectl logs pod <pod-name>

01

02

03

检查节点状态是否正常，k8s apiserver是否可用，确保基础网
络可用 
kubectl get nodes 
kubectl describe node <node-name>

查看核心组件日志 
PODNAME=$(kubectl -n kube-system get pod -l component=<component-
name> -o jsonpath='{.items[0].metadata.name}') 
kubectl -n kube-system logs $PODNAME 

component:  kube-apiserver,kube-scheduler,kube-controller-manager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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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节点上的kubelet日志 
journalctl -l -u kubelet

查看dns，kube-proxy日志 
PODNAME=$(kubectl -n kube-system get pod -l k8s-app=<component-
name> -o jsonpath='{.items[0].metadata.name}') 
kubectl -n kube-system logs $PODNAME -c <component-name> 
kubectl -n kube-system get pod -l component=kube-proxy 
kubectl -n kube-system logs <kube-proxy-pod-name>

查看集群监控，节点内存CPU，磁盘利用率。



常见应用故障

1. 如果一个pod卡在Pending状态，则表示这个pod没有被调度到一个节点上。通常这是因为资源不足引起的。 

2. 使用了hostPort，如果绑定一个pod到hostPort，那么能创建的pod个数就有限了。 

3. pod停留在waiting状态 

4. pod处于crashing状态或者unhealthy 

5. service 无法访问



常见集群故障

1. 节点异常 

2. 基础网络异常 

3. k8s 组件异常 

4. 容器存储和网络



如何避免故障

1. 实时监控集群资源 

避免资源耗尽导致的pod 频繁漂移，及时添加节点 

2. 给pod设置合适的资源限制 

kubernetes 提供了 LimitRange API，可以让我们配置某个 namespace 默认的 request 和 limit 值 

同时集群插件诸如kibana,elasticsearch等都会在集群规模扩大时消耗更多的资源，如果不设置合适的资源限制，会导致这些插件不断的被

杀死。 

3. 关注社区动态 

及时修复集群中的组件bug 

4. 应用层面的优化 

尽量使应用无状态，多副本可以保证应用的可用性，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充分利用K8S在容器调度管理上的优势。

及时备份数据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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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可⽤用的K8S集群环境
1. K8S 高可用架构 

2. 做好监控日志和告警





K8S高可用架构

1. 建⽴立⼀一个冗余的，可靠的存储层，etcd 集群

2. k8s apiserver 的⾼高可⽤用，多节点多副本，apiserver负载均衡

3. kube-scheduler，kube-controller-manager，核⼼心组件⽀支持多副本选主

4. 重新配置 kubelet 和 kube-proxy，--apiserver指向apiserver lb



集群日志、监控、告警

1. Prometheus + Grafana 

2. Elasticsearch +  Fluentd  +  Kibana 

3. Prometheus Alertmanager 

4. KubeSphere



总结

kubernetes 的发展迅速，需要及时关注新版本的变化。对一些不熟悉的特性要多加实验，

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查看源码增进理解，更要熟练使用工具提高效率。 

命令行操作繁琐枯燥，可以尝试我们开源的容器管理平台KubeSphere(https://

github.com/kubesphere)，一定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完善的日志、监控系统，一键式的CI/

CD 流程 ，集成Istio 微服务治理等功能等你来探索。

https://github.com/kubesphere
https://github.com/kubesphere


Thank you.
tanlonwan@yunif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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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theus
在 K8S 上的监控实践

黄广喆

2019.6.16



Prometheus 项目

● 2016 年入 CNCF 基金会，2018年继 k8s 后第二个毕业项目

● 为什么 Prometheus 更适合？

○ 高效的时序数据引擎

○ 强大的查询能力：PromQL

○ 面向服务的架构：pull vs. push

○ 与 k8s 天然集成 

○ 逐步完善的生态：OpenMetrics, prometheus operator, exporter, thanos

云原生领域监控事实标准



Prometheus 架构

Host

Kube state

Mysql

exporter

exporter

exporter

Custom App
client lib

Custom App
client lib

Targets

数据源

   Node HDD/SSD

Retrieval TSDB HTTP
Server

Prometheus  Server

采集、存储、处理

Grafana

Web UI

查询、展示

Kubernetes

Service  Discovery

File



Prometheus + K8s



抓取 Node Exporter /metrics 接口：

 # HELP node_cpu Seconds the cpus spent in each mode.
 # TYPE node_cpu counter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0", mode="guest"} 0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0", mode="idle"} 2.03442237e+06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0", mode="iowait"} 3522.37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0", mode="irq"} 0.48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0", mode="nice"} 515.56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0", mode="softirq"} 953.06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0", mode="steal"} 0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0", mode="system"} 6605.46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0", mode="user"} 23343.01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1", mode="guest"} 0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1", mode="idle"} 2.03471439e+06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1", mode="iowait"} 3633.5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1", mode="irq"} 0.58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1", mode="nice"} 542.05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1", mode="softirq"} 880.49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1", mode="steal"} 0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1", mode="system"} 6581.92
node_cpu_seconds_total{cpu="1",mode="user"} 23171.06



PromQL 查询语句

● PromQL

○ != SQL

○ 丰富的内置函数

● Example

○ 过滤

○ 聚合

○ 关联



Recording rules

groups:
  - name: node.rules
    rules:
    - record: node:node_cpu_utilisation:sum_irate
      expr: | 
          sum by (node) (
              irate(node_cpu_seconds_total{job="node-exporter",mode="used"}[3m])
          * on (namespace, pod) group_left(node)
             kube_pod_info)

rules.yml● 使用场景

○ 计算量大

○ 查询频繁

● 问题

○ 占用内存、硬盘



Prometheus + K8s



Prometheus 配置管理

Prometheus 
运行参数

Prometheus 采
集配置参数

/reload 接口



Operator 模式

Observe

Analyze

Act

期望 Prometheus 状态：
target lists

当前 Prometheus 状态

调整 Prometheus



● Operator 模式：CustomResourceDefinition（CRD） + Custom Controller

● 自定义 Custom Resource Definitions (CRD) 管理 Prometheus：

○ ServiceMonitor：负责管理监控目标配置；

○ Prometheus：负责创建和管理 Prometheus Server 实例；

○ PrometheusRules：记录 Recording Rules

● 如何工作？

○ 在 K8s 集群上部署 Operator；

○ Operator 根据 CRD 配置自动创建出 Prometheus Pods

Prometheus Operator



Prometheus Operator 架构

CRD
Exporter 1

Exporter 2

Exporter 3

Exporter 1

Exporter 2



Prometheus Operator 优势

● 灵活、方便部署 & 配置 Prometheus

● 抽象出复杂的配置逻辑

● 使用 Kubernetes 推荐的声明式配置

● 以 yaml 文件形式保存配置信息



● https://github.com/kubernetes-monitoring/kubernetes-mixin/pull/126
为 Prometheus operator 增加 inode rule

● https://github.com/coreos/prometheus-operator/pull/2194
为 Prometheus operator 增加最大并发数等 query option , 并成为 
Prometheus Operator 0.27.0 版本的 feature 之一

● https://github.com/coreos/kube-prometheus/pull/102
为 Prometheus crd 添加 toleration

QingCloud’s Contributions



● 原生 Prometheus HTTP API

GET  /api/v1/query?query=http_requests_total{method="GET"}

● 多租户管理：认证、鉴权、代理

https://docs.kubesphere.io/advanced-v2.0/zh-CN/multi-tenant/intro/

● APIs in Kubesphere

GET  /monitoring.kubesphere.io/cluster

GET  /monitoring.kubesphere.io/namespaces/{namespace}

GET  /monitoring.kubesphere.io/namespaces/{namespace}/pods

Kubesphere 多租户环境监控



● 一些优化建议：

○ 将经常使用、计算繁琐的 PromQL 写成 Recording Rules；

○ Drop 无用指标；

○ 多个 Prometheus 实例，分工抓取不同目标； 

○ 使用 Prometheus Operator 方式来配置 Prometheus；

○ query、storage 等调参。

● 后续工作：

○ 数据持久化: remote write, chunks 保存到对象存储。

○ 自定义监控

总结



De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