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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目录

1. DeepFlow 高度自动化的可观测性能力

2.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3. DeepFlow 在 Kube-OVN 环境下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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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low 高度自动化的可观测性能力

• DB流量突增：如何判断哪些服务的哪些SQL请求量变大？

• 响应变慢：如何判断延迟在应用、网络、还是数据库？

• 业务异常：如何快速判断服务端口/接口异常？



原力释放 云原生可观测性分享会

DB 流量突增：如何判断哪些服务的哪些SQL请求量变大？

DeepFlow 在云原生场景下如何快速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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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流量突增：继续查看上游服务的api请求流量、数量？

DeepFlow 在云原生场景下如何快速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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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变慢：如何判断延迟在应用、网络、还是数据库？

DeepFlow在云原生场景下如何快速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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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low在云原生场景下如何快速定位问题
业务异常：如何快速找到服务端口/接口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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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目录

2.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1. DeepFlow 高度自动化的可观测性能力

3. DeepFlow对Kube-OVN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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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helm repo add deepflow https://deepflowys.github.io/deepflow

helm repo update deepflow

helm install deepflow -n deepflow deepflow/deepflow \

   --create-nam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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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DeepFlow dashboard
 

• 网络可观测
• Node/Pod的流量拓扑

• Node/Pod流日志

• 应用可观测
• 服务性能总览

• 微服务调用拓扑

• 服务调用日志

• 调用链追踪(tr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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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Node流量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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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流量拓扑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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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Flow 在 sealos 安装的 kube-ovn 上
看到的map不对？原来是 sealos 里默认把 
ovn-lb 给关了，打开就 ok 了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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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流日志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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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流日志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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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能总览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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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调用拓扑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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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调用日志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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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链追踪(tracing)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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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目录

3. DeepFlow对Kube-OVN的实际应用  

1. DeepFlow 高度自动化的可观测性能力

2. DeepFlow 一键开启 Kube-OVN 的可观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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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场景追踪
DeepFlow增强Kube-OVN diagnose工具的观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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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场景追踪
DeepFlow 增强 Kube-OVN 的观测能力

DeepFlow

可观测范围 客户端应用（智能汽车）

服务端应用 （CT 服务：5G 核心网）

服务端应用 ( IT 服务)

网络中间件(L4/L7网关、服务网格)

存储中间件（数据库、消息队列）

容器 (K8s、 OpenShift、Serverless)

虛拟化 (KVM、ESXi、Hyperv、Xen)

物理网络

告警 Grafana告警（6.1.4支持）
企业版本告警

数据采集、存储、查询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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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场景追踪
DeepFlow在kube-ovn的同子网、跨子网、跨VPC、双
栈等场景的实际应用

• 以同子网跨节点场景为例
• 流量采集位置

• 隧道解封装

• 跨Node的流量关联

• 流量关联Pod、Node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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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成网络流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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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成网络流日志
差异点 DeepFlow kube-ovn networkpolicy 日志

额外cpu开销 无 有

捕获位置 VPC网络、容器网络、物理网络、系统接口 未涉及

隧道-TAG 支持（类型、外层IP/MAC等） 未涉及

VPC网络-TAG 支持（VPC/VM/RDS/LB/NAT约20种） 未涉及

容器网络-TAG 支持（cluster/ns/workload/service/pod约10种） 未涉及

采集位置-TAG 支持（采集点/采集器/网卡/MAC等） 未涉及

指标量-吞吐 支持（packet/byte/网络层载荷/传输层载荷等） 未涉及

指标量-性能 支持（零窗/重传等） 未涉及

指标量-时延 支持（建连/传输/协议栈等） 未涉及

流状态 支持(排期中) 支持



原力释放 云原生可观测性分享会

流量分发
DeepFlow 对 Kube-OVN 流量分发能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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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分发

DeepFlow 对 Kube-OVN 流量分发能力的增强

• 面向业务的流量过滤

• 源端Payload截断

• 多层流量标签

• 流量全局去重

• 流量多路分发

• 资源变更感知



免费试用

Cloud

访问 GitHub

Community

咨询专家

Enterprise

我们在招聘，HR 微信：holidayxd

https://github.com/deepflowys/deep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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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互动问答
扫码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