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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　以容器來架設WordPress網站

有趣的是，可以用一些環境變數來建立資料庫，授予使用者管理資料庫權限，像是：

MYSQL_DATABASE、MYSQL_USER和 MYSQL_PASSWORD。在前面範例中，WordPress 是用 root的
MySQL管理者權限，這不是正確的管理規則，建議最好重新建立獨立使用者和專用資
料庫給WordPress使用，如下所示：

$ docker run --name mysqlwp -e MYSQL_ROOT_PASSWORD=wordpressdocker \
                            -e MYSQL_DATABASE=wordpress \
                            -e MYSQL_USER=wordpress \
                            -e MYSQL_PASSWORD=wordpresspwd \
                            -d mysql

想要移除所有現存容器，使用簡短的 subshell命令就可完全移除：

$ docker stop $(docker ps -q)
$ docker rm -v $(docker ps -aq)

那 docker rm的 -v選項是移除 MySQL映像檔所定義的 volume 

（掛載目錄），不移除會占用實際硬碟空間。

既然資料庫容器使用特殊設定啟動，相對地，WordPress容器也需要使用其環境變數才
能正確連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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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ker run --name wordpress --link mysqlwp:mysql -p 80:80 \
                              -e WORDPRESS_DB_NAME=wordpress \
                              -e WORDPRESS_DB_USER=wordpress \
                              -e WORDPRESS_DB_PASSWORD=wordpresspwd \
                              -d wordpress

1.17 備份容器內仍在執行的資料庫

問題

已使用 MySQL映像檔提供資料庫服務，需要把資料庫資料以持久性方式儲存。

解決方案

可單純備份資料或合併多種備份策略，容器資料備份主要的兩個可行方法是，執行容器

內備份資料命令和掛載容器資料目錄到本機伺服器上（即是在本機檔案系統上的單一存

放區域），此章節將可看到下列步驟：

• 從 Docker伺服器掛載 volume到 MySQL容器內

• 使用 docker exec命令來執行 mysqldump

在 1.16 節時，以串連兩個容器方式建置了 WordPress 網站，這樣的方法也改變了
MySQL容器的啟動方式。啟動容器後便有了完整功能的 WordPress網站，而停止容器
也就停止了應用系統。基於這點，容器若尚未被整個移除，其資料庫內資料仍然可存

取，但是當移除容器後（docker rm $(docker ps -aq)），整個資料就會消失。

保存資料的好方法是掛載伺服器 volume到容器內，即便使用 docker rm -v指令刪除容
器，資料仍舊存在，若只用 docker rm指令刪除 MySQL容器，那已經有定義 volume的
映像檔，其建立的容器在刪除後，volume資料夾仍舊存在（/var/lib/docker目錄下）。
對照建置 MySQL 映像檔的 Dockerfile（http://bit.ly/mysql-dockerfile）可看到其 VOLUME  
/var/lib/mysql的配置設定，這意謂啟動此映像檔的容器可以掛載伺服器上目錄到這容
器內，以下就來示範：

$ docker run --name mysqlwp -e MYSQL_ROOT_PASSWORD=wordpressdocker \
                            -e MYSQL_DATABASE=wordpress \
                            -e MYSQL_USER=wordpress \
                            -e MYSQL_PASSWORD=wordpresspwd \
                            -v /home/docker/mysql:/var/lib/mysql \
                            -d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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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完成連接埠對應是透過兩個機制。

首先，Docker預設功能是可以控制主機上的 IP對應表，如在執行前面的 Flask應用程
式時檢查 IP對應表規則，將會發現由 Docker所設定的新規則：

$ sudo iptables -L
...        

Chain DOCKER (1 references)
target     prot opt source               destination         
ACCEPT     tcp  --  anywhere             172.17.0.2           tcp dpt:5000

其次，是 Docker會在本機上建立微型代理伺服器，監聽主機網路介面上因動態產生的
連接埠。若查看程序（process）清單，會發現：

$ ps -ef | grep docker
root     29969     1  ... /usr/bin/docker -d
root     30851 29969  ... docker-proxy -proto tcp -host-ip 0.0.0.0 \
                                                  -host-port 32769 \
                                                  -container-ip 172.17.0.5 \
                                                  -container-port 5000

可以透過修改預設啟動參數來禁止 Docker修改主機上的 iptable，但就必須自己處理網
路繞送設定（參考 3.6節）。

3.3 在 Docker內連接容器

問題

當建構一套由數個服務所組合的分散式應用程式，需具備探索系統上有哪些服務元件的

能力，每個系統元件又能彼此溝通。雖說可以手動擷取每個服務元件（運作在容器中）

的 IP位址，但為了橫向擴展和自動化，就必須要有自行探索系統。

解決方案

第一順位的解決方案是在 Docker內串連容器，在 docker run命令下使用 --link選項。

容器串連在單一主機上運作是沒問題，但是在多主機大型系統就需要服務

探索機制輔助。解決方案像 7.13節就選擇結合 key-value儲存和 DNS功

能。Docker network（見 3.14節）是內建機制，可連通容器間服務而不

須使用 link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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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兩台主機間的 GRE通道層疊網路之網路配置圖

Host 1的 IP位址 192.168.33.11，再設 docker0橋接器 IP位址是 172.17.0.1，並且建立
GRE通道端點 IP位址為 172.17.0.2。Docker提供給容器的 IP位址是在 172.17.0.0/17
的網段。

Host 2的 IP位址 192.168.33.12，再設 docker0橋接器 IP位址為 172.17.128.1，並且建立
GRE通道端點 IP位址為 172.17.128.2。Docker提供給容器的 IP位址是在 172.17.128.0/17
的網段。

切割 /16子網路成為兩個 /17的子網路。賦予兩個不同主機有各自的子網路，確保容器
IP位址不會彼此衝突。3

從 Vagrantfile 配置檔（http://bit.ly/gresimple-vagrant）開始，每台主機都有最新版本
Docker和兩個網路介面：一是 NAT介面提供外部連線，另一個是私有網路。

第一件事是停止 Docker engine並移除安裝時預設的 docker0橋接器，以免遇到非預料的
問題。所有的主機都需要做一遍：

$ sudo su
# service docker stop
# ip link set docker0 down
# ip link del docker0

3 譯註：/16 代表 255.255.255.0 的網路遮罩，/17 代表 255.255.255.128 的網路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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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代理伺服器
此代理伺服器執行在每個節點上（亦可在其他地方執行），並提供本機上的容器一個

單一網路端點與其他 pods溝通。

使用者工作站

圖 5-1　Kubernetes系統架構

討論

Kubernetes Master伺服器與使用者互動方式是透過命令列工具（像是 kubectl）來呼
叫 Kubernetes API。API說明文件（以 Golang程式碼自動產生）可在 Kubernetes網站
（http://kubernetes.io/third_party/swagger-ui/）查閱。而 Master伺服器負責存放使用者欲
執行的相關資訊（規格請參考如上之 API文件），它能讓執行文件轉成實際工作運行，
還可回報目前整個叢集的運作現況。

執行在叢集中的每一個節點都有 kubelet和代理伺服器（Proxy），kubelet是負責控制驅
動 Docker並協調配置其他節點狀態，像是儲存用 volume。代理伺服器則負責提供本機
固定網路，用來讓服務（通常由在叢集上的整組容器所組成）能相互溝通。

Kubernetes主要目的是管理 pods。pods是一群電腦運算資源所組成，用來提供以背景模
式運作容器群。使用者可以在整群容器上使用 pods，就如同一個團隊協調運作在單一實
體節點上，雖然簡單的應用程式可以建置在單一容器內，但 pods能夠協助更進階的使
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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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著迷的最主要範疇是容器編排協作方面，本章節所談論到的 Docker Swarm就是
容器協作上的實作工具，但還有其他更多類似的軟體。7.9節即介紹 Rancher這套協作
工具，擁有很多有趣的功能，像是多個資料中心間的網路運作、負載平衡及與 Docker 
Compose 之間的整合使用。在 7.10 節會介紹 CloudFoundry Lattice，這是開始認識
Cloudfoundry如何處理微服務架構的一條學習之路，並完全相容 Docker。在 7.11節中
還會更深入探訪 Mesos，透過單一節點上的 Mesos沙箱範例，以及 7.12節示範如何架設
Mesos叢集。

為圓滿完成這一章，我們在 7.13節展示一個利用 registrator的自我探索機制，隨著大
量的短效容器在叢集中執行，需要一個系統來偵測這些容器並紀錄於資料儲存器。這些

資料儲存器能用來查詢確定服務所在，確保應用系統可以持續運作。早先於本章之前介

紹的一些協作系統已提供探索機制，但若想自行建置，使用 registrator會是不錯的解
決方案。

7.1 使用 Docker Compose建立WordPress網站

問題

已在 1.16節中建立過WordPress網站，但想在配置清單中描述多個容器間設定，只用單
一命令就建構起整個容器環境。

解決方案

使用 Docker Compose（https://docs.docker.com/compose/），一套用來定義並於 Docker啟
動多個容器應用程式的命令列工具。透過 Compose，在 YAML檔上撰寫需要運行的服
務，然後使用 docker-compose指令就能建立好服務。

第一件事就是安裝 Compose（https://docs.docker.com/compose/），可使用 Python pip安裝
或是直接用 curl指令。

如果想從自己的 Docker 伺服器上開始，就用 Python 套件工具 pip以手動方式安裝
Compose：

$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pip
$ sudo pip install -U docker-compose

或透過 curl：

$ curl -L https://github.com/docker/compose/releases/download/1.4.0/\
          docker-compose-`uname -s`-`uname -m` > /usr/local/bin/docker-com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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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設定公有雲以便執行 Docker

問題

需要存取公有雲上虛擬機實例來執行 Docker，但從來沒有使用過公有雲，需要迅速引導
以便著手使用。

解決方案

如果還未曾使用過，對於在公有雲供應商建立帳戶有以下選擇：

• 對於 GCE，您可以從免費試用（https://cloud.google.com/）開始。您需要一個 Google
帳戶，接著就可以登錄到控制台（https://cloud.google.com/console）。

• 對於 Azure，也可從免費試用（http://azure.microsoft.com/en-us/pricing/free-trial/）著
手。

• 對於 AWS，可以取得免費試用計畫（http://aws.amazon.com/free/）。一旦建立好帳
戶，便可以登錄到控制台（https://aws.amazon.com/console）。

登錄到要使用之雲端供應商上的Web控制台，並執行虛擬機實例精靈，確保可以啟動虛
擬機並能以 ssh連接。圖 8-2顯示 AWS控制台、圖 8-3顯示 GCE控制台，和圖 8-4顯
示 Azure控制台。

圖 8-2　AWS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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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集 IP 位址、專案名稱和 VM 區段將會跟這裡顯示有所不同，且會看到產生出的
Kubernetes配置檔，kubeconfig，存放於 ~/.kube/config目錄，其包含容器叢集的端點以
及使用的憑證。

也可以透過 Google Cloud Web控制台來建立叢集（如圖 8-10）。

圖 8-10　Container Engine設定畫面

一旦叢集啟動好，可以指派容器給它，這意味著可以跟底層的 Kubernetes master節點
互動，啟動一整組容器到運算節點群上，整組容器被定義為 pods。這些與 8.9節討論內
容是相同的，gcloud CLI提供了一種更方便的作法來定義簡單的 pod後傳送到叢集上執
行。接下來將要啟動一個使用 tutum/wordpress映像檔的容器，其中包含一個 MySQL資
料庫。當安裝好 gcloud CLI，也安裝了 Kubernetes client kubectl程式。請確認 kubectl
是否在執行路徑中。kubectl會引用此叢集建立時自動產生的配置資訊。這可讓您在本
地端機器上安全地啟動位於遠端容器叢集上的容器服務：

$ kubectl run wordpress --image=tutum/wordpress --port=80
$ kubectl get pods
NAME              READY     STATUS    RESTARTS   AGE
wordpress-0d58l   1/1       Running   0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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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在 Docker伺服器上監看 Docker事件紀錄

問題

想要監看伺服器上的 Docker事件紀錄，並對映像檔上標籤移除、刪除映像檔和容器的
生命週期事件感興趣（如新增、銷毀、刪除等）。

解決方案

使用 docker events指令，它會以串流資料方式回傳發生在 Docker伺服器上的事件紀
錄。如果想找出特定時間內的事件紀錄，這指令只需很少的參數：

$ docker events --help

Usage: docker events [OPTIONS] 

Get real time events from the server

  -f, --filter=[]    Provide filter values (i.e., 'event=stop')
  --help=false       Print usage
  --since=""         Show all events created since timestamp
  --until=""         Stream events until this timestamp

雖然 docker events會運作，並且直到按下 Ctrl-C時會阻止串流傳送，但您可用 --since
或 --until選項，像這樣：

$ docker events --since 1427890602
2015-04-01T12:17:04....9393146cb55e5bc9f04e20eb5a0622b3e26aae7: untag
2015-04-01T12:17:09....d5266f8777bfba4974ac56e3270e7760f6f0a81: untag
2015-04-01T12:17:22....d5266f8777bfba4974ac56e3270e7760f6f0a85: untag
2015-04-01T12:17:23....66f8777bfba4974ac56e3270e7760f6f0a81253: delete
2015-04-01T12:17:23....e9b5a793523481a0a18645fc77ad53c4eadsfa2: delete
2015-04-01T12:17:23....878585defcc1bc6f79d2728a13957871b345345: delete

提醒一下，您可使用 Linux上指令 date +"%s"取得目前的時間戳印。

討論

events指令也可作為 API來呼叫，您可使用 curl存取它（參考 9.2節）。讓我們完成這
一個練習，並提供一個使用 docker-py的範例以便取得所有事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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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兩台主機，涵蓋 Collectd、Logstash、Kibana、Graphite等配置

在第一台主機（簡稱 worker），使用 Docker Compose（見 7.1節）啟動所有容器，須具
備的 YAML檔案如下所示：

nginx:
  image: nginx
  ports:
   - 80:80
logspout:
  image: gliderlabs/logspout
  volumes:
   - /var/run/docker.sock:/tmp/docker.sock
  command: syslog://192.168.33.11:5000
collectd:
  build: .
  volumes:
   - /var/run/docker.sock:/var/run/docker.sock 
load:
  image: borja/unixbench

Logspout容器所使用的啟動指令包含您所設定的 Logstash容器端點，如果執行在不同的
網路環境，請修改 IP位址。而 Collectd容器是經由 Docker Compose來建置，並基於下
述 Dockerfile檔案：

FROM debian:jessie

RUN apt-get update && apt-get -y inst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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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驟使用了多個非官方映像檔：gliderlabs/logspout、borja/unixbench、

ehazlett/elasticsearch、ehazlett/kibana、ehazlett/logstash 和 hopsoft/
graphite-statsd。如果您不信任這些映像檔，可在 Docker Hub查閱這些映

像檔的 Dockerfile並建置自用的映像檔。

一旦兩台主機上的所有容器都已啟動，並假設已設定好網路和每個防火牆都已具有正

確規則（如果使用雲端虛擬機，請記得設定 security groups上的連接埠）。接著需要存
取在 woker主機上的 Nginx容器 port 80、monitor主機上 Kibana儀表板 port 8080，和
monitor主機上 Graphit儀表板的 port 80。

Graphite儀表板會顯示來自 worker主機上所有執行中容器的基本 CPU指標，可參閱圖
9-3所示。

圖 9-3　Graphite儀表板顯示所有容器的 CPU指標

討論

您可從本書隨附的線上範例資料取得本章節所用的全部腳本檔。同樣地，如果您尚未使

用過，請複製範例程式庫，並切換到 docbook/ch09/collectd目錄：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how2dock/docbook.git
$ cd docbook/ch09/collectd
$ tree
.
├── Dockerfile
├── READM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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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33.11 192.168.33.12

圖 10-5　Galera叢集上的動態負載平衡配置圖

在每台主機上執行 registrator，於 192.168.33.10的獨立虛擬機設定並執行 Consul伺服
器，且使用 erkules/galera:basic映像檔啟動「雙」節點中的第一個。

在位於 192.168.33.11的 mysql-1上執行下面步驟：

$ docker run -d -v /var/run/docker.sock:/tmp/docker.sock
             gliderlabs/registrator
             -ip 192.168.33.11 consul://192.168.33.10:8500/galera
$ docker run -d --name node1
             -h node1 erkules/galera:basic
             --wsrep-cluster-name=local-test --wsrep-cluster-address=gco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