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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Redis集群架构

智能客户端 流量控制 命令拦截

动态扩容

密码验证

连接优化 集群支持

key分析 命令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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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巡检项 等级 巡检项描述 判断条件 优化建议（现有）

redis

云数据库（Redis）高危命令检
查

中风险
检查 Redis 实例禁用命令配置，若高危命令未禁用，容易
出现应用阻塞，数据误删等风险

Redis 未禁用 flushall、
flushdb、keys、hgetall

、eval、evalsha、
script 等高危命令

执行 Redis 高危命令可能会导致服务不稳定、或者数据被误删除。请
参考[禁用命
令](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6758)，为实例
配置禁用命令，提升实例的安全性和伸缩性

云数据库（Redis）实例到期 高风险
检查 Redis 实例的到期情况，若类型为包年包月的实例即
将到期，且未配置自动续费，如果业务继续使用，可能有
访问失败风险

31天内到期

为包年包月实例设置[自动续
费](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26)，或者在
资源详情页中[手动续
费](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26)，避免实
例到期被隔离

云数据库（Redis）Proxy 节点出
流量限流触发情况

高风险

检查 Redis 实例 Proxy 节点出流量限流触发次数，出现限流
说明业务峰值访问期间可能已经受损，若限流次数过高，
说明业务流量到达上限，业务访问会有延迟增加或失败风
险

近 1 天 Proxy 节点出流
量限流触发次数大于 5

可在控制台调整实例带宽，或提工单联系腾讯云工程师排查，避免
对业务可用性造成影响

云数据库（Redis）CPU 使用率 高风险
检查 Redis 实例 CPU 使用率，CPU 使用率长期过高可能导
致请求延迟上升，阻塞等现象

近 1 天 Redis CPU 使用
率大于 95%

建议[调整数据库实例规
格](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95)；或者考
虑[开启读写分
离](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19543)，降低实
例负载，提高业务伸缩性

云数据库（Redis）跨可用区部
署

中风险
检查 Redis 实例是否跨可用区部署，如果实例未跨可用区
部署，当实例出现可用区级别的灾难故障时，可能造成实
例无法访问风险

Redis 实例未跨可用区
部署

如果业务有较高容灾需求，建议采用跨可用区部署方案，提升业务
可靠性，[跨可用区分布操作指
引](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51113)

云数据库（Redis）利用率不足 中风险
检查实例是否闲置，如果业务生命周期已经稳定，长时间
的闲置资源对业务成本会造成较多浪费

近 1 天 CPU 利用率小
于 5%

当业务判断短期没有增长计划，可以适当调整实例规格，进行实例
缩容，降低成本

云数据库（Redis）利用率不足 中风险
检查实例是否闲置，如果业务生命周期已经稳定，长时间
的闲置资源对业务成本会造成较多浪费

近 1 天 QPS 小于 100
当业务判断短期没有增长计划，可以适当调整实例规格，进行实例
缩容，降低成本

云数据库（Redis）内存接近 4T 

上限
中风险 检查 Redis 实例内存是否接近 4T 上限 内存接近 4T 上限 若有更大内存需求，可使用云数据库 Tendis

云数据库（Redis）副本数达到
上限 5 个

中风险 检查 Redis 实例副本数是否达到上限 5 个 副本数达到上限 5 个 建议增加分片分担读请求压力

云数据库（Redis）使用基础网
络

中风险 检查 Redis 是否使用基础网络 实例使用基础网络
建议更换为私有网络，私有网络是一块逻辑隔离的网络空间，基础
网络是腾讯云上所有用户的公共网络资源池

云数据库（Redis）CPU 使用率 中风险
检查 Redis 实例 CPU 使用率，CPU 使用率长期过高可能导
致请求延迟上升，阻塞等现象

近 1 天 Redis CPU 使用
率大于 80%

建议[调整数据库实例规
格](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0895)；或者考
虑[开启读写分
离](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19543)，降低实
例负载，提高业务伸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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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项之高危命令



高危命令-禁用

修改禁用，这里用户可以自行修改一部分指令，更详细的指令需要联系
DBA修改，比如：sync、psync、config:set等



高危命令-备份恢复

注意：
1）可以修改备份时间和触发「手动备份」
2）当备份任务执行显示失败时，查看一下实例运行状态是否为「变更异常」+「锁定」，

并联系DBA进行处理



巡检项之跨可用区



跨可用区-控制台操作

1.在实例详情页面，点击“升级实例支持
多可用区”，进行元数据的升级

2.元数据升级完成后，跳转到节点管理页面，点击配置变更-增加副
本，选择增加跨可用区的副本，完成多可用区部署



TencentDB for Redis跨可用区两地三中心方案

replication

VIP_0

广州
三区

主可
用区

proxy

App

读写

(Primary)

读写

VIP_0

(Replica2)

广州
二区

备可
用区

proxy

App

读写

VIP_1

上海
四区

灾备
可用
区

proxy

App

只读

(Mater)

⚫ 主地域采用跨可用区部署，支持AZ级
故障自动透明切换；

⚫ 灾备地域单可用区部署，支持只读，
主可用区故障，灾备可用区手动提升
为主，提供读写能力。

两地三中心：

数据库架构

应用访问：

⚫ 主地域的主可用区提供读写，备可用
区提供就近读。

⚫ Proxy能感知primary和Replica节
点，自动将写流量转发到primary节
点，读流量就近转发到Replica节点

⚫ 灾备地域提供只读能力，独立VIP

⚫ 主地域的主可用区部署较多流量（比
如90%），备可用区部署较少流量
（比如10%）

⚫ 灾备地域是独立的实例，可以进行就
近接入。

(Replica)

replication

灾备复制

(Replica1)

replication

就近读



巡检项之CPU利用率



巡检项之CPU利用率



巡检项之CPU利用率



读写分离

➢ 读写分离原理: 兼容 Redis 4.0 及以上的标准架
构和集群架构，通过 Proxy 层实现自动读写分
离。

➢ 读写分离权重: 开启读写分离 Proxy 将按照主节
点只写，从节点（副本）平均分配读请求的方
式来提供访问。



腾讯云Redis弹性扩展

多种版本，多种规格，多种架构，灵活的选择 集群版扩缩容不闪断（从4.0版本开始）



节点管理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
1）如果集群某个分片容量倾斜率比较高，则说明key分布不均匀，需要扩容分片，分散该分片的容量。
2）配合监控一起使用，如果知道某个分片CPU使用率或者内存使用率比较高，通过分片节点名称，定位到具体是哪个cache节点。



巡检项之流量限制



巡检项之流量限制



巡检项之流量限制



巡检项之流量限制



巡检项之内存接近上限



巡检项之内存接近上限



巡检项之使用基础网络



巡检项之使用基础网络



巡检项之使用基础网络



巡检项之使用基础网络



巡检项之使用基础网络



巡检项之使用基础网络



巡检项之使用基础网络



常见问题与FAQ04



常见问题答疑

Question

Q：需要客户配合抓包，执行什么命令？

tcpdump -i <网卡名称> tcp and port <端口号> -n -nn -v -vv -w cache -W 100:100个文件 -C 30:文件大小30M -s 80：只抓包前面的80字
节 -Z <用户名称如root>

示例:

tcpdump -i en0 tcp and port 6379 -n -nn -v -vv -w cache -W 100 -C 30 -s 80 -Z root

Q：Redis的key的个数有上限吗？

String类型：一个String类型的value最大可以存储512M。
List类型：list的元素个数最多为2^32-1个，也就是4294967295个。
Set类型：元素个数最多为2^32-1个，也就是4294967295个。
Hash类型：键值对个数最多为2^32-1个，也就是4294967295个。
Sorted set类型：跟Set类型相似。

参考：https://redis.io/topics/faq

Q：Redis怎么快速删除Redis中的数据？

• 删除指定db中的数据：redis-cli -n 0 keys "*" | xargs redis-cli -n 0 del

• 删除全部数据：在官网控制台，点击“清空实例”
#!/bin/sh

for i_key in `./redis-cli --raw -c -h 10.10.10.8 -p 6379 -a advert123 keys 

'adlog_*' 88033c06dcd511423a1cd82463fb9602b5a6dacb`

do

#sleep 1

./redis-cli --raw -c -h 10.10.10.8 -p 6379 -a advert123 del ${i_key}

done

• 集群版本不支持跨slot删除key，如果要删除匹配规则的key，可以参考右边的命令



常见问题答疑

Question

Q：天津的机器要访问广州的云Redis，要怎么操作？

云联网：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7/18675

Q：腾讯云Redis支持布隆过滤器（bloomfilter）？

已支持module的功能。

Q：腾讯云Redis无法ping通？

目前支持ping

基础网络和私有网络互通，请参见 基础网络互通。

私有网络之间互通，请参见 对等连接。

Q：腾讯云Redis如何开通外网访问？

云数据库 Redis 暂时不支持外网地址。如需通过外网访问，可使用带有外网的云服务器通过 iptable 代理 的方式来实现。（但iptable 转发的方式存在稳定性风
险，不建议在生产环境使用外网接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77/1867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200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200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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