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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集装箱 Docker

打包对象 几乎任何货物 任何软件及其依赖

硬件依赖 标准形状和接口允许集装箱被装卸到各种交
通工具，整个运输过程无需打开

容器无需修改便可运行在几乎所有的平台上 -- 虚拟机、物理机、
公有云、私有云

隔离性 集装箱可以重叠起来一起运输，香蕉再也不
会被铁桶压烂了 资源、网络、库都是隔离的，不会出现依赖问题

自动化 标准接口使集装箱很容易自动装卸和移动 提供 run, start, stop 等标准化操作，非常适合自动化

高效性 无需开箱，可在各种交通工具间快速搬运 轻量级，能够快速启动和迁移

职责分工 货主只需考虑把什么放到集装箱里；承运方
只需关心怎样运输集装箱

开发人员只需考虑怎么写代码；运维人员只需关心如何配置基础
环境

容器核心知识概述
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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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将任何应用及其依赖打包成一个轻量级、可移植、自包含的容器。容器可以运行在几乎所有的操作
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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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核心知识概述

Docker是一个开源的、基于LXC（Linux Container）的高级容器管理引擎，Docker也是一个基于容

器的轻量级虚拟化解决方案。可以轻松的为任何应用创建一个轻量级的、可移植的、自给自足的容器。

虚
拟
机

容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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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核心知识概述
容器隔离性较差，共用一部分库，通过kernel的Namespace隔离；资源复用性较差；
同样的硬件配置，使用容器比使用虚拟机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能力
使用场景
容器：使用开销小，省钱；宿主机利用率高；标准化，可迁移。
虚拟机都有一个“硬件”自检、OS启动的过程；docker基本无这个过程，因为是直接运行在物理机的
OS上。
容器弱安全，虽然对多种OS资源隔离，但本质依托于内核，所有kernel漏洞对Docker将是致命伤。传统虚拟化 容器虚拟化

创建速度 很慢 非常快

性能影响
通过对于硬件层的模拟，增加了系统调用

环节，有性能损耗
共享Kernel，几乎没有性能损耗

资源消耗 很大
很小，一台机器可以轻松创建上百个

container

操作系统覆盖 支持Linux、Windows、Mac等 仅仅Kernel所支持的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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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核心知识概述

Docker的使用场景：①使用Docker容器开发、测试、部署服务。②创建隔离的运行环境。③搭建测试环

境。④构建多用户的平台即服务（PaaS）基础设施。⑤提供软件即服务（SaaS）应用程序。⑥高性能、

超大规模的宿主机部署。

Docker的优势 Docker的局限

构建隔离的标准化环境 Docker基于Linux Kernel 64bit，无法运行
Windows/Unix/Linux 32bit等

可以提供PaaS环境 隔离的安全性欠缺，公用一部分库

Container共享Base Image，节省空间 网络管理简单，仅基于Namespace隔离

多个Container可叠加，实现快速部署 Docker对cpu管理难以度量，对disk管理比较有限

Base Image技术，对缓存利用更充分，内存利用率更高 Container随着用户进程停止而销毁，log不便收集

因为其标准化构建方法(buildfile)和良好的REST API，自
动测试和持续集成/部署能够很好的集成进来 弱安全，依赖于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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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的基本组成介绍
Docker 的核心组件包括：
客户端 – Docker Client、服务器 - Docker daemon 、镜像 – Docker Image 、仓库 – Registry、容器 - Docker Container
Docker 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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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的基本组成介绍
Docker 客户端：Docker最常见的客户端就是docker 命令，通过docker命令可以方便地在Host（宿主机）上构建和运行
容器。

Docker服务器：Docker deamon是服务器组件，以Linux后台服务的形式运行。默认情况下，docker daemon 只
能响应来自本地 Host 的客户端请求。如果要允许远程客户端请求，需要在配置文件中打开 TCP 监听。docker
info 可以查看服务器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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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的基本组成介绍
Docker 镜像：Docker镜像是容器的基石，是一个层叠的只读文件系统。我们可以下载别人创建好的镜
像，也可以通过现有镜像创建新的镜像。

Bootfs加载bootloader和kernel，boot成功后，kernel将
会移到内存中，而bootfs将会被卸载；rootfs可以是一种
或多种操作系统，

Docker里rootfs永远以只读方式加载；

联合加载技术，加载更多的文件系统，联合加载，一次加载多个文件系统，外面看来是一个文件系统；
将各层叠加到一起，最终FS会包含所有的底层文件和目录，Docker将这样的文件系统成为镜像。位于下
面的镜像称为父镜像，以此类推，最下面的是基础镜像；

。

bootfs

Rootfs（Ubuntu）

add emacs

add Apache

基础镜像

可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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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的基本组成介绍

Docker容器：docker镜像的运行实例。它通过镜像启动，使用了
写时复制功能来完成文件内容的变化。

对于应用软件，镜像是软件生命周期的构建和打包阶段，而容器则
是启动和运行阶段。

在最顶层加载一个可写层，初始时可写层是空的，有文件发生变化时，从只读层复制到读写层，该文件
只读版本已然存在，但已经被读写层中的副本所隐藏。这就是Docker中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写时复制。
每个只读镜像永远是只读的，且不会发生变化。可写层+镜像+配置数据，构成了容器。容器的这种特点，
加之镜像分层的框架，使得我们可以快速的构建镜像，并运行包含我们自己应用程序和服务的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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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的基本组成介绍
Docker 仓库：存放Docker镜像的仓库，分为共有和私有两种。
Docker Hub（https://hub.docker.com/） 是默认的 Registry，由 Docker 公司维护，上面有数以万计
的镜像，用户可以自由下载和使用。
出于对速度或安全的考虑，用户也可以创建自己的私有 Registry。
docker pull 命令可以从 Registry 下载镜像。
docker run 命令则是先下载镜像（如果本地没有），然后再启动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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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镜像介绍
base镜像：①不依赖其他镜像，从 scratch 构建。②其他镜像可以之为基础进行扩展。
能称作 base 镜像的通常都是各种 Linux 发行版的 Docker 镜像，比如 Ubuntu, Debian, CentOS 等。

Linux 操作系统由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组成。如右图所示：

内核空间是 kernel，Linux 刚启动时会加载 bootfs 文件系统，之后
bootfs 会被卸载掉。用户空间的文件系统是 rootfs，包含我们熟悉的
/dev, /proc, /bin 等目录。对于 base 镜像来说，底层直接用 Host 的
kernel，自己只需要提供 rootfs 就行了。而对于一个精简的 OS，

rootfs 可以很小，只需要包括最基本的命令、工具和程序库就可以了。

不同 Linux 发行版的区别主要就是 rootfs。所以 Docker 可以同时支持多种 Linux 镜像，模拟出多种操作系统环
境。
说明：base 镜像只是在用户空间与发行版一致，kernel 版本与发型版是不同的。容器只能使用 Host 的 kernel，
并且不能修改。

。



20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2020

Docker镜像介绍之分层结构
镜像的分层结构：
新镜像是从 base 镜像一层一层叠加生成的。每安装一个软件，就在现有镜像的基础上增加一层。好处：共享资源
当容器启动时，一个新的可写层被加载到镜像的顶部。
这一层通常被称作“容器层”，“容器层”之下的都叫“镜像层”。
所有对容器的改动 - 无论添加、删除、还是修改文件都只会发生在容
器层中。只有容器层是可写的，容器层下面的所有镜像层都是只读的。
镜像层数量可能会很多，所有镜像层会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文件
系统。

添加文件：在容器中创建文件时，新文件被添加到容器层中。
读取文件 ：在容器中读取某个文件时，Docker 会从上往下依次在各镜
像层中查找此文件。一旦找到，打开并读入内存。
修改文件 ：在容器中修改已存在的文件时，Docker 会从上往下依次在
各镜像层中查找此文件。一旦找到，立即将其复制到容器层，然后修改之。
删除文件 ：在容器中删除文件时，Docker 也是从上往下依次在镜像层
中查找此文件。找到后，会在容器层中记录下此删除操作。

只有当需要修改时才复制一份数据，这种特性被称作 Copy-on-Write。
可见，容器层保存的是镜像变化的部分，不会对镜像本身进行任何修改。
这样就解释了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容器层记录对镜像的修改，所有镜像层都是只读的，不会被容器修改，所以镜像可以
被多个容器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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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镜像介绍之构建镜像
在当前镜像不能满足条件或者我们需要保存我们修改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自己构建镜像。
Docker 提供了两种构建镜像的方法：
1. docker commit 命令
2. Dockerfile 构建文件

Docker commit命令介绍：
docker commit 命令是创建新镜像最直观的方法，其过程包含三个步骤：
1. 运行容器
2. 修改容器
3. 将容器保存为新的镜像

Docker 并不建议用户通过这种方式构建镜像。原因如下：
 这是一种手工创建镜像的方式，容易出错，效率低且可重复性弱。比如要在 debian base 镜像中也加入 vi，

还得重复前面的所有步骤。
 更重要的：使用者并不知道镜像是如何创建出来的，里面是否有恶意程序。也就是说无法对镜像进行审计，存

在安全隐患。

既然 docker commit 不是推荐的方法，我们干嘛还要花时间学习呢？
原因是：即便是用 Dockerfile（推荐方法）构建镜像，底层也 docker commit 一层一层构建新镜像的。学习
docker commit 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构建过程和镜像的分层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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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commit构建镜像

第一步：下载原始镜像：
[root@centos7 ~]# docker pull nginx
Using default tag: latest
Trying to pull repository docker.io/library/nginx ... 
latest: Pulling from docker.io/library/nginx

Digest: sha256:dd2d0ac3fff2f007d99e033b64854be0941e19a2ad51f174d9240dda20d9f534
Status: Downloaded newer image for docker.io/nginx:latest
[root@centos7 ~]#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TAG                 IMAGE ID            CREATED             SIZE
docker.io/nginx latest              f09fe80eb0e7        13 days ago         109 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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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commit构建镜像

第二步：运行docker容器
[root@centos7 ~]# docker run -dit -p 8080:80 nginx /bin/bash
1d3385c0815a8b6b52946f8c0c68327aadd67d13ad37916b6d58167b330dc604
[root@centos7 ~]# 
[root@centos7 ~]# 
[root@centos7 ~]# docker ps
CONTAINER ID        IMAGE               COMMAND             CREATED             STATUS              PORTS                  
NAMES
1d3385c0815a        nginx "/bin/bash"         5 seconds ago       Up 4 seconds        0.0.0.0:8080->80/tcp
condescending_dijkstra
[root@centos7 ~]# ps aux | grep 8080
root      39948  0.0  0.1 199100  2640 ?        Sl 21:25   0:00 /usr/libexec/docker/docker-proxy-current -proto tcp -
host-ip 0.0.0.0 -host-port 8080 -container-ip 172.17.0.2 -container-port 80
root      40040  0.0  0.0 112704   960 pts/1    S+   21:25   0:00 grep --color=auto 8080
[root@centos7 ~]# docker port condescending_dijkstra
80/tcp -> 0.0.0.0:8080
[root@centos7 ~]# docker exec -it 1d3 /bin/bash
root@1d3385c0815a:/#
root@1d3385c0815a:/# service nginx start 
root@1d3385c0815a:/# service nginx sta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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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commit构建镜像

第三步：修改容器
先查看index.html文件
root@1d3385c0815a:/usr/share/nginx/html# pwd
/usr/share/nginx/html
修改文件
root@1d3385c0815a:/usr/share/nginx/html# echo "This is L2 software by LI SHU BING" >> 
index.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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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commit构建镜像

第四步：将当前容器保存为新的镜像

[root@centos7 ~]# docker commit -m "MY-NGINX" 1d3385c0815a docker.io/nginx:V1ByLI
sha256:2e88d9d1734bba8ca26652f5d59de672c4e54437092f35f38d836fdbbd848a5d
[root@centos7 ~]# 
[root@centos7 ~]#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TAG                 IMAGE ID            CREATED             SIZE
docker.io/nginx V1ByLI              2e88d9d1734b        5 seconds ago       109 MB
docker.io/httpd latest              d3a13ec4a0f1        7 days ago          132 MB
docker.io/nginx latest              f09fe80eb0e7        13 days ago         109 MB
docker.io/centos    latest              1e1148e4cc2c        2 months ago        202 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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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commit构建镜像
第五步：关闭原来的容器，启动新的容器。
[root@centos7 ~]# docker stop 1d3  关闭容器
1d3
[root@centos7 ~]# docker run -dit -p 8080:80 nginx:V1ByLI  启动新的容器
2aa6c772c69a7606490081dc85c37a29872c27c7cdcbcf39dd8368125753f27a
[root@centos7 ~]# docker ps
CONTAINER ID        IMAGE               COMMAND             CREATED             STATUS              PORTS                  
NAMES
2aa6c772c69a        nginx:V1ByLI        "/bin/bash"         12 seconds ago      Up 12 seconds       
0.0.0.0:8080->80/tcp quizzical_mirzakhani
[root@centos7 ~]# docker exec -it 2aa /bin/bash
root@2aa6c772c69a:/# service nginx st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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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file文件构建镜像
Dockerfile 构建文件（https://www.cnblogs.com/ityouknow/p/8595384.html）
创建Dockerfile，然后使用$docker bulid命令构建

创建步骤：

1. 从基础镜像运行一个容器。

2. 执行一条指令，对容器做出修改。

3. 执行类似docker commit的操作，提交一个新的镜像层。

4. 再基于刚提交的镜像运行一个新容器。

5. 执行Dockerfile中的下一条指令，直至所有指令执行完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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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file文件构建镜像
第一步：下载镜像
[root@centos7 ~]# docker pull centos
Using default tag: latest
Trying to pull repository docker.io/library/centos ... 
latest: Pulling from docker.io/library/centos

Digest: sha256:184e5f35598e333bfa7de10d8fb1cebb5ee4df5bc0f970bf2b1e7c7345136426
Status: Downloaded newer image for docker.io/centos:latest
[root@centos7 ~]# 
[root@centos7 ~]# 
[root@centos7 ~]#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TAG                 IMAGE ID            CREATED             SIZE
docker.io/httpd latest              d3a13ec4a0f1        7 days ago          132 MB
docker.io/nginx latest              f09fe80eb0e7        13 days ago         109 MB
docker.io/centos    latest              1e1148e4cc2c        2 months ago        202 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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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file文件构建镜像
第二步：创建Dockerfile文件
[root@centos7 Dockerfile]# vim Dockerfile
[root@centos7 Dockerfile]# 
[root@centos7 Dockerfile]# cat Dockerfile
FROM centos
RUN yum install -y vim

。



30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030

Dockerfile文件构建镜像
第三步：通过Dockerfile文件创建新的容器镜像。
[root@centos7 Dockerfile]# docker build -t centos-vim-dockerfile .
Sending build context to Docker daemon 3.072 kB
Step 1/2 : FROM centos
---> 1e1148e4cc2c
Step 2/2 : RUN yum install -y vim
---> Running in 81595c941c76
Loaded plugins: fastestmirror, ovl
Determining fastest mirrors
* base: mirrors.163.com
* extras: mirrors.shu.edu.cn
* updates: mirrors.163.com
Resolving Dependencies
--> Running transaction check
……….
Complete!
---> 8ede72814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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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file文件构建镜像
第四步：查看镜像，验证结果
[root@centos7 Dockerfile]# 
[root@centos7 Dockerfile]# 
[root@centos7 Dockerfile]# docker images
REPOSITORY              TAG                 IMAGE ID            CREATED              SIZE
centos-vim-dockerfile latest              8ede72814055        About a minute ago   335 MB
docker.io/nginx V1ByLI              2e88d9d1734b        8 hours ago          109 MB
docker.io/httpd latest              d3a13ec4a0f1        7 days ago           132 MB
docker.io/nginx latest              f09fe80eb0e7        2 weeks ago          109 MB
docker.io/hello-world   latest              fce289e99eb9        7 weeks ago          1.84 kB
docker.io/centos        latest              1e1148e4cc2c        2 months ago         202 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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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file文件构建镜像
第五步：通过docker history 查看构建历史
[root@centos7 Dockerfile]# 
[root@centos7 Dockerfile]# docker history centos-vim-dockerfile
IMAGE               CREATED             CREATED BY                                      SIZE                COMMENT
8ede72814055        3 minutes ago       /bin/sh -c yum install -y vim                   133 MB              
1e1148e4cc2c        2 months ago        /bin/sh -c #(nop)  CMD ["/bin/bash"]            0 B                 
<missing>           2 months ago        /bin/sh -c #(nop)  LABEL org.label-schema....   0 B                 
<missing>           2 months ago        /bin/sh -c #(nop) ADD file:6f877549795f479...   202 MB      

docker history 会显示镜像的构建历史，也就是 Dockerfile 的执行过程。

。



33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333

Dockerfile文件中常用指令
 FROM ： 基于哪个镜像。 FROM <image> 或 FROM<image>:<tag>。

 CMD: 指定启动容器时执行的命令。每个 Dockerfile 只能有一条 CMD 命令。指定了多条 CMD 命令，

最后一条执行。

 ENTRYPOINT：配置容器启动后执行的命令，并且不可被 docker run 提供的参数覆盖。

 MAINTAINER：设置镜像的作者，可以是任意字符串。

 RUN ：运行命令。有2种模式。RUN <command> 和RUN [“exec”,”param1”,”param2”]

 ADD：ADD <src> <dest>该命令将复制指定的 <src> 到容器中的 <dest>。

 VOLUME:创建一个可以从本地或其他容器挂载的挂载点，一般用来存放数据库和需要保持的数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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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file常用指令
 EXPOSE: 告诉 Docker 服务，容器需要暴露的端口号，供互联系统使用。在启动容器时需要通过 -P 参

数让 Docker 主机分配一个端口转发到指定的端口。使用 -p 参数则可以具体指定主机上哪个端口映射

过来。

 WORKDIR: 为后续的 RUN、CMD、ENTRYPOINT 指令配置工作目录。可以使用多个 WORKDIR 指令，

后续命令如果参数是相对路径，则会基于之前命令指定的路径。

 ENV: 指定一个环境变量，会被后续 RUN 指令使用，并在容器运行时保持。

 USER: 指定运行容器时的用户名或 UID，后续的 RUN 也会使用指定用户。当服务不需要管理员权限时，

可以通过该命令指定运行用户。并且可以在之前创建所需要的用户.

 ONBUILD: 配置当所创建的镜像作为其他新创建镜像的基础镜像时，所执行的操作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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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file常用指令
RUN、CMD、ENTERPOINT的区别：

RUN 执行命令并创建新的镜像层，RUN 经常用于安装软件包。
CMD 设置容器启动后默认执行的命令及其参数，但 CMD 能够被 docker run 后面跟的命令行参数替换。
ENTRYPOINT 配置容器启动时运行的命令。
我们可用两种方式指定 RUN、CMD 和 ENTRYPOINT 要运行的命令：shell 格式和 exec 格式，二者在使用
上有细微的区别。
当指令执行时，shell 格式底层会调用 /bin/sh -c <command>，而exec会直接调用 <command>，不会
被 shell 解析。
CMD 和 ENTRYPOINT 推荐使用 exec 格式，因为指令可读性更强，更容易理解。RUN 则两种格式都可以。

最佳实践
使用 RUN 指令安装应用和软件包，构建镜像。
如果 Docker 镜像的用途是运行应用程序或服务，比如运行一个 MySQL，应该优先使用 exec 格式的
ENTRYPOINT 指令。
CMD 可为 ENTRYPOINT 提供额外的默认参数，同时可利用 docker run 命令行替换默认参数。
如果想为容器设置默认的启动命令，可使用 CMD 指令。用户可在 docker run 命令行中替换此默认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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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镜像命名
一个docker镜像的名字由两部分组成：repository和tag。如果执行 docker build 时没有指定 tag，会使用默认
值 latest。

tag 常用于描述镜像的版本信息，可以是任意字符串，latest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当没指明镜像 tag 时，
Docker 会使用默认值 latest，仅此而已。所以我们在使用镜像时最好还是避免使用 latest，明确指定某个 tag，
比如 httpd:2.3，ubuntu:xenial。
我们可以通过 docker tag 命令方便地给镜像打 tag。会重新创建一个而不是修改原有的la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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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镜像常见命令
 images 显示镜像列表

 history 显示镜像构建历史

 commit 从容器创建新镜像

 build 从 Dockerfile 构建镜像

 tag 给镜像打 tag

 pull 从 registry 下载镜像

 push 将 镜像 上传到 registry

 rmi 删除 Docker host 中的镜像。rmi 只能删除 host 上的镜像，不会删除 registry 的镜像。如果一个镜像对应了多个
tag，只有当最后一个 tag 被删除时，镜像才被真正删除。

 search 搜索 Docker Hub 中的镜像。search 让我们无需打开浏览器，在命令行中就可以搜索 Docker Hub 中的镜像。如
果想知道镜像都有哪些 tag，还是得访问 Docker Hu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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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运行容器：
Docker run <image>:<tag> 可以启动容器，但是只是“一闪而过”，并不能一直运行。

Exited表示状态是已经退出状态。Docker ps查看当前运行的容器，docker ps –all 查看所有的容器。
要让容器一直在后台运行可以在run的时候后面加一个”-d”参数，让其在后台运行。（测试中要再加-it
参数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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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root@centos7 Dockerfile]# docker run -dit centos-vim-dockerfile:bylishubingV1.1 
aee12abdb4a0750a2561dd3cc91d0e1a510a30ba26d6c1186aee22efe09d1305
[root@centos7 Dockerfile]# docker ps
CONTAINER ID        IMAGE                                   COMMAND             CREATED             STATUS              
PORTS               NAMES
aee12abdb4a0        centos-vim-dockerfile:bylishubingV1.1   "/bin/bash"         2 seconds ago       
Up 1 second                             inspiring_kilby
[root@centos7 Dockerfile]# 

docker 返回了一串字符，这是容器的 ID。
 CONTAINER ID 是容器的 “短ID”。
 前面启动容器时返回的是 “长ID”。短ID是长ID的前12个字符。
 NAMES 字段显示容器的名字，在启动容器时可以通过 --name 参数显示地为容器命名，如果

不指定，docker 会自动为容器分配名字。

对于容器的后续操作，我们需要通过 “长ID”、“短ID” 或者 “名称” 来指定要操作的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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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进入容器：

我们经常需要进到容器里去做一些工作，比如查看日志、调试、启动其他进程等。有两种方法进入容器：
attach 和 exec。

attach 与 exec 主要区别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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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attach 与 exec 主要区别如下:

 attach 直接进入容器启动命令的终端，不会启动新的进程。但是如果退出的话这个容器也关闭了。
 exec 则是在容器中打开新的终端，并且可以启动新的进程。退出之后容器不会关闭，推荐使用。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查看启动命令的输出，可以使用 docker logs 命令，可以加上-f，-f 的作用与 tail -
f 类似，能够持续打印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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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stop/start/restart 容器
容器在 docker host 中实际上是一个进程，docker stop 命令本质上是向该进程发送一个 SIGTERM 信号。如果想快速停
止容器，可使用docker kill 命令，其作用是向容器进程发送 SIGKILL 信号。

容器可能会因某种错误而停止运行。对于服务类容器，我们通常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容器能够自动重启。启动容器时设置 --
restart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restart=always 意味着无论容器因何种原因退出（包括正常退出），就立即重启。该参数
的形式还可以是 --restart=on-failure:3，意思是如果启动进程退出代码非0，则重启容器，最多重启3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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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pause/unpause 容器

有时我们只是希望暂时让容器暂停工作一段时间，比如要对容器的文件系统打个快照，或者 dcoker host 
需要使用 CPU，这时可以执行 docker pause。处于暂停状态的容器不会占用 CPU 资源，直到通过
docker unpause 恢复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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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删除容器
使用 docker 一段时间后，host 上可能会有大量已经退出了的容器。这些容器依然会占用 host 的文件系
统资源，如果确认不会再重启此类容器，可以通过 docker rm 删除。docker rm 一次可以指定多个容器，
如果希望批量删除所有已经退出的容器，可以执行如下命令：docker rm -v $(docker ps -aq -f 
status=exited)

docker rm 是删除容器，而 docker rmi 是删除镜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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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状态机
Docker容器各状态之间转换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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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限制容器对内存的使用
与操作系统类似，容器可使用的内存包括两部分：物理内存和 swap。 Docker 通过下面两组参数来控制
容器内存的使用量。-m 或 --memory：设置内存的使用限额，例如 100M, 2G。
--memory-swap：设置 内存+swap 的使用限额。
当我们执行如下命令：

docker run -m 200M --memory-swap=300M Ubuntu

其含义是允许该容器最多使用 200M 的内存和 100M 的 swap。默认情况下，上面两组参数为 -1，即对
容器内存和 swap 的使用没有限制。默认情况下，容器可以使用主机上的所有空闲内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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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执行如下命令：
docker run -it -m 200M --memory-swap=300M centos /bin/bash

如果在启动容器时只指定 -m 而不指定 --memory-swap，那么 --memory-swap 默认为 -m 的两倍，比如：
docker run -it -m 200M ubuntu
容器最多使用 200M 物理内存和 200M swap。
查看内存限额注意不要登录到容器看，要通过docker stats <容器ID>来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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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限制容器对CPU的使用
默认设置下，所有容器可以平等地使用 host CPU 资源并且没有限制。
Docker 可以通过 -c 或 --cpu-shares 设置容器使用 CPU 的权重。如果不指定，默认值为 1024。

与内存限额不同，通过 -c 设置的 cpu share 并不是 CPU 资源的绝对数量，而是一个相对的权重值。某
个容器最终能分配到的 CPU 资源取决于它的 cpu share 占所有容器 cpu share 总和的比例。

换句话说：通过 cpu share 可以设置容器使用 CPU 的优先级。
比如在 host 中启动了两个容器：
docker run --name "container_A" -c 1024 ubuntu
docker run --name "container_B" -c 512 ubuntu
container_A 的 cpu share 1024，是 container_B 的两倍。当两个容器都需要 CPU 资源时，
container_A 可以得到的 CPU 是 container_B 的两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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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按权重分配 CPU 只会发生在 CPU 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如果 container_A 处于
空闲状态，这时，为了充分利用 CPU 资源，container_B 也可以分配到全部可用的 CPU。
--cpuset-cpus 用来容器可以工作的vCPU核。--cpu-period和--cpu-quata用于绝对设置容器能使用
CPU 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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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限制容器对Block IO的使用：
Block IO 指的是磁盘的读写，docker 可通过设置权重、限制 bps 和 iops 的方式控制容器读写磁盘的带
宽，下面分别讨论。

注：目前 Block IO 限额只对 direct IO（不使用文件缓存）有效。
默认情况下，所有容器能平等地读写磁盘，可以通过设置 --blkio-weight 参数来改变容器 block IO 的
优先级。

--blkio-weight 与 --cpu-shares 类似，设置的是相对权重值，默认为 500。在下面的例子中，
container_A 读写磁盘的带宽是 container_B 的两倍。

docker run -it --name container_A --blkio-weight 600 ubuntu
docker run -it --name container_B --blkio-weight 300 Ubuntu

限制 bps 和 iops
bps 是 byte per second，每秒读写的数据量。iops 是 io per second，每秒 IO 的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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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操作
可通过以下参数控制容器的 bps 和 iops：

--device-read-bps，限制读某个设备的 bps。--device-write-bps，限制写某个设备的 bps。
--device-read-iops，限制读某个设备的 iops。--device-write-iops，限制写某个设备的 iops。

下面这个例子限制容器写 /dev/sda 的速率为 30 MB/s
docker run -it --device-write-bps /dev/sda:30MB cent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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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命令
 docker run  -dit 镜像名字 后台启动容器

 docker exec id/name 进入容器

 docker ps 显示所有正在运行的容器

 docker ps -a 显示所有容器

 docker top id/name 显示指定容器的top信息

 docker inspect id/name 查看容器内部详细信息

 docker cp id/name path to path  将容器里面的文件拷贝到宿主机本地

 docker status  id/name                       查看容器的状态

 docker rm id/name                             删除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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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容器常见命令
 docker stop id/name  停止一个容器

 docker start id/name                          重新启动一个容器

 docker kill id/name                             杀死一个容器

 docker restart id/name                       重启一个容器

 docker pause id/name                        暂停一个容器里面的所有进程

 docker unpause id/name                    恢复一个容器里面的所有进程

 docker logs id/name                           查看一个容器的日志信息

 docker logs –f id/name                       动态显示一个容器的日志信息

 docker version                                     显示本机的docker版本

 docker info                                          显示本地的docker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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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Docker的底层技术-cgroup
cgroup是Control Groups的缩写，实现Docker容器资源限额，它是Linux 内核提供的一种可以限制、记
录、隔离进程组所使用的物理资源(如 cpu、memory、磁盘IO等等) 的机制，被LXC、docker等很多项
目用于实现进程资源控制。cgroup将任意进程进行分组化管理的 Linux 内核功能。cgroup本身是提供将
进程进行分组化管理的功能和接口的基础结构，I/O 或内存的分配控制等具体的资源管理功能是通过这个
功能来实现的。这些具体的资源管理功能称为cgroup子系统。

Cgroup可以提供的功能如下：
 Resource limitation: 限制资源使用，比如内存使用上限以及文件系统的缓存限制。
 Prioritization: 优先级控制，比如：CPU利用和磁盘IO吞吐。
 Accounting: 一些审计或一些统计，主要目的是为了计费。
 Control: 挂起进程，恢复执行进程。

在实践中，系统管理员一般会利用CGroup做下面这些事（有点像为某个虚拟机分配资源似的）：

隔离一个进程集合（比如：nginx的所有进程），并限制他们所消费的资源，比如绑定CPU的核。
为这组进程 分配其足够使用的内存
为这组进程分配相应的网络带宽和磁盘存储限制
限制访问某些设备（通过设置设备的白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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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Docker的底层技术-cgroup
术语：

Task：任务。表示系统的一个进程
Cgroup：控制组。一组按照某种标准划分的进程，比如官方文档中的Professor和Student，或是WWW
和System之类的，其表示了某进程组。Cgroups中的资源控制都是以控制组为单位实现。一个进程可以
加入到某个控制组。而资源的限制是定义在这个组上，就像上面示例中我用的haoel一样。简单点说，
cgroup的呈现就是一个目录带一系列的可配置文件。。
Subsystem：资源调度器。一个子系统就是一个资源控制器，比如CPU子系统就是控制CPU时间分配的
一个控制器。子系统必须附加到一个层级上才能起作用，一个子系统附加到某个层级以后，这个层级上的
所有控制族群都受到这个子系统的控制。Cgroup的子系统可以有很多，也在不断增加中。
Hierarchy： 层级树。控制组可以组织成hierarchical的形式，既一颗控制组的树（目录结构）。控制组
树上的子节点继承父结点的属性。简单点说，hierarchy就是在一个或多个子系统上的cgroups目录树。

。



58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5858

实现Docker的底层技术-cgroup

基本规则：
 同一个hierarchy可以附加一个或者多个subsystem
 一个已经附加在某个hierarchy上的subsystem不能附加到某个其他含有别的subsystem的

hierarchy。
 一个task不能属于同一个hierarchy的不同cgroup，但能属于另外一个hierarchy的cgroup
 刚fork出的子进程在初始状态与其父进程处于同一个cgroup

cgroup常用命令：
安装工具集： yum  install -y libcgroup lssubsys libcgroup-tools

 lssubsys -a cgroup 查看单独的cgroup支持的子系统
 lssubsys -a 显示系统中支持的所有子系统
 lssubsys -m 显示限制的目录的层次结构
 lscgroup： 查看当前系统有多少个cgroup

[root@centos7 cgroup]# lssubsys -m memory
memory /sys/fs/cgroup/mem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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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Docker的底层技术-cg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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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Docker的底层技术-cgroup
 cgroup子系统：

 blkio — 这个子系统为块设备设定输入/输出限制，比如物理设备（磁盘，固态硬盘，USB 等等）。
 cpu — 这个子系统使用调度程序提供对 CPU 的 cgroup 任务访问。
 cpuacct — 这个子系统自动生成 cgroup 中任务所使用的 CPU 报告。
 cpuset — 这个子系统为 cgroup 中的任务分配独立 CPU（在多核系统）和内存节点。
 devices — 这个子系统可允许或者拒绝 cgroup 中的任务访问设备。
 freezer — 这个子系统挂起或者恢复 cgroup 中的任务。
 memory — 这个子系统设定 cgroup 中任务使用的内存限制，并自动生成内存资源使用报告。
 net_cls — 这个子系统使用等级识别符（classid）标记网络数据包，可允许 Linux 流量控制程序（tc）

识别从具体 cgroup 中生成的数据包。
 net_prio — 这个子系统用来设计网络流量的优先级
 hugetlb — 这个子系统主要针对于HugeTLB系统进行限制，这是一个大页文件系统。
 perf_event：增加了对每group的监测跟踪的能力，即可以监测属于某个特定的group的所有线程以

及运行在特定CPU上的线程。
 pids：限制cgroup及其所有子孙cgroup里面能创建的总的task数量
 perf_event：性能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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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Docker的底层技术-cgroup
例子来说明，启动一个容器，设置 --cpu-shares=512（宿主机系统建议使用ubuntu系统，centos7系统带的docker版本较低）

查看容器的 ID：

在 /sys/fs/cgroup/cpu/docker 目录中，Linux 会为每个容器创建一个 cgroup 目录，以容器长ID 命名：

目录中包含所有与 cpu 相关的 cgroup 配置，文件 cpu.shares 保存的就是 --cpu-shares 的配置，值为 512。
同样的，/sys/fs/cgroup/memory/docker 和 /sys/fs/cgroup/blkio/docker 中保存的是内存以及 Block IO 的 cgroup 配置。

。



62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6262

实现Docker的底层技术-namespace
在每个容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文件系统，网卡等资源，这些资源看上去是容器自己的。拿网卡来说，每
个容器都会认为自己有一块独立的网卡，即使 host 上只有一块物理网卡。这种方式非常好，它使得容器
更像一个独立的计算机。

Linux 实现这种方式的技术是 namespace。namespace 管理着 host 中全局唯一的资源，并可以让每个
容器都觉得只有自己在使用它。换句话说，namespace 实现了容器间资源的隔离。

Linux 使用了六种 namespace，分别对应六种资源：
 Mount
 UTS
 IPC
 PID
 Network
 Us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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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Docker的底层技术-namespace

Mount namespace
Mount namespace 让容器看上去拥有整个文件系统。容器有自己的 / 目录，可以执行 mount 和
umount 命令。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操作只在当前容器中生效，不会影响到 host 和其他容器。

UTS namespace
简单的说，UTS namespace 让容器有自己的 hostname。 默认情况下，容器的 hostname 是它的短ID，
可以通过 -h 或 --hostname 参数设置。

IPC namespace
IPC namespace 让容器拥有自己的共享内存和信号量（semaphore）来实现进程间通信，而不会与
host 和其他容器的 IPC 混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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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namespace
我们前面提到过，容器在 host 中以进程的形式运行。例如当前 host 中运行了两个容器：

通过 ps axf 可以查看容器进程：

所有容器的进程都挂在 dockerd 进程下，同时也可以看到容器自己的子进程。 如果我们进入到某个容器，ps 就
只能看到自己的进程了：

而且进程的 PID 不同于 host 中对应进程的 PID，容器中 PID=1 的进程当然也不是 host 的 init 进程。也就是说：
容器拥有自己独立的一套 PID，这就是 PID namespace 提供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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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namespace
Network namespace 让容器拥有自己独立的网卡、IP、路由等资源。

User namespace
User namespace 让容器能够管理自己的用户，host 不能看到容器中创建的用户。在容器中创建了用户
cloudman，但 host 中并不会创建相应的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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