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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弹性缓存 Redis
滴滴云云弹性缓存Redis版是基于开源 Redis 协议的KV缓存服务，提供单副本和多
副本(基于双机热备的⾼可⽤架 
构)两种类型，满⾜⽤户⾼读写性能及快速数据访问的业务诉求
⽴即体验 了解详情
由浅⼊深，了解云弹性缓存 Redis
初识

产品简介

产品简介

使⽤

操作指南

操作指南

https://app.didiyun.com/#/cache
https://www.didiyun.com/production/redis.html
clbr://internal.invalid/book/static/assets/docs/%E4%BA%91%E5%BC%B9%E6%80%A7%E7%BC%93%E5%AD%98Redis/%E4%BA%A7%E5%93%81%E7%AE%80%E4%BB%8B.html
clbr://internal.invalid/book/static/assets/docs/%E4%BA%91%E5%BC%B9%E6%80%A7%E7%BC%93%E5%AD%98Redis/%E6%93%8D%E4%BD%9C%E6%8C%87%E5%8D%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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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云提供云弹性缓存(Cloud ElasticCache，简称云缓存，或 CEC)是基于开源
Redis 协议的 KV 缓存服务，提供单副本和多副本(基于双机热备的⾼可⽤架构)两
种类 型，为您提供即开即⽤、安全可靠、弹性扩容、便捷管理的在线分布式缓存能
⼒，满⾜⽤ 户⾼读写性能及快速数据访问的业务诉求。同时，为⽤户提供免费的服
务运维和管理⼯ 作，节省运维资源，⽀持灵活的规模扩展，适应⾼速的业务发展。

Redis 是⼀种⽀持 Key-Value 等多种数据结构的存储系统。可⽤于缓存、事件发 布
或订阅、⾼速队列等场景。该数据库使⽤ ANSI C 语⾔编写，⽀持⽹络，提供字符
串、 哈希、列表、队列、集合结构直接存取，基于内存，可持久化。有关 Redis
的详细信息， 请访问 Redis 官⽅⽹站 https://redis.io/。

产品优势

⾼可⽤： 主节点故障时系统⾃动进⾏秒级切换，备节点接管业务，全程⾃动且
对业务⽆影响。

规格灵活： 提供单副本和双副本两种类型的缓存服务，同时⽀持单双副本之间
灵活变配，适配不同业务场景。

弹性伸缩： ⼀键创建规格⾃选，即买即⽤，快速⽅便;⼀键在线扩容，秒级切
换，不影响上层业务。

智能运维： 提供可视化管理平台，⽀持在线调试，参数配置;提供丰富的实时
监控数据，全⾯掌握 弹性缓存运⾏情况，具备故障⾃愈能⼒，运维省⼼省⼒。
低成本： 利⽤滴滴云云计算的优势，使⽤最低的价格获取可靠、⾼性能的基础
设施及配套的运维 服务。

产品功能

⼀键创建： 快速创建数据库，可灵活选择规格，即买即⽤。
全⾯监控： 提供实时监控，全⾯掌握数据库运⾏情况。
在线调试： 管理后台⽀持简单⽅便的数据库服务在线操作。
⽹络隔离： 使⽤VPC⽹络，可在滴滴云内部构建⼀个独⽴⽹络。
源码、分布式维护： 专业的数据库内核专家维护，免除Redis源码及分布式算
法的维护⼯作。

应⽤场景

⼤数据分析： 适⽤于海量数据⾼频查询的业务场景，结合数据处理服务，将⾼
频访问且数据不变的内 容提前缓存，加速响应时间。
计数器： 诸如计算⽤户点击数等应⽤，可利⽤单线程优势，避免并发问题，结
合后端数据库实现 毫秒级性能。
排⾏榜： 诸如⽤户信息、排⾏榜信息等，具有⼀定时效性但存储分散，直接查
询性能损耗⼤，可 极⼤提⾼访问速度。
静态数据加速： ⽤户访问量⼤，且⼤多使⽤数据查询操作，其中如静态数据、
商品信息不经常修改，可通过云弹性缓存提⾼访问性能。

https://redi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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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说明

滴滴云云弹性缓存⽀持⾼性价⽐的按时⻓计费和包年包⽉两种付费⽅式，包年包⽉

在价格上有更⼤的优惠，可根据使⽤场景选择或调整。每种⽅式在⾏业中都具有可

观的服务和成本优势，保证⽤户最⼤程度的享受云服务的福利。

云弹性缓存提供免费的维护服务，只按照所使⽤硬件资源收费，价格由弹性缓存的

节点类型和内存规格决定。

计费模式

类型 包年包⽉ 按时⻓

付费

⽅式
预付费 后付费

计费

周期
按⽉或年 按⼩时

使⽤

优势

价格优惠⼤，适合⻓期稳定的业

务

灵活，随时增减，适合灵活

多变的业务场景

到期

续费

可⾃动续费、到期转按量、到期

删除或⽴即续费

按时付费，⽆需续费，可转

为包年包⽉

价格列表

单机版-单副本

实例规格

（GB）

最⼤

连接

数

最⼤吞吐量

（MByte）
包⽉价格

（元／⽉）

按时⻓价格

（元／⼩时）

1 10000 10 42 0.07

2 10000 10 72 0.12

4 10000 16 150 0.25

8 10000 24 280 0.47

16 10000 32 520 0.87

32 10000 32 1200 2.00

单机版-双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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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GB）

最⼤

连接

数

最⼤吞吐量

（MByte）
包⽉价格

（元／⽉）

按时⻓价格

（元／⼩时）

1 10000 10 60 0.10

2 10000 10 120 0.20

4 10000 16 240 0.40

8 10000 24 480 0.80

16 10000 32 960 1.60

32 10000 32 1920 3.20

⽋费说明

1、包年包⽉

到期预警：包年包⽉资源会在到期前7天、3天、1天的⼯作时间(8:00~22:00)以短
信、邮件及站内信的⽅式向您推送到期预警，如果您的资源所属为团队，团队成员

均会收到预警。

回收机制：包年包⽉资源到期前，您可以在官⽹进⾏续费继续包⽉使⽤。包⽉计费

资源到期后如果不续费，将⾃动删除资源，资源到期删除后将⽴即被释放并不可恢

复。您可以在系统中关闭此功能并修改包⽉到期的策略。

2、按时⻓计费

1）滴滴云会按照前⼀天的消费及账户余额去预测账户的⽋费⽇期，在⽋费前的3
天、1天的⼯作时间(8:00~22:00)以短信、邮件及站内信的⽅式向您发送通知。

2）当您的账户发⽣⽋费时，您按时⻓购买的RDS将停机，同时滴滴云将向您发送
停⽌服务的资源的详情通知，同时也会告知您具体的回收策略。

3）在您账户⽋费72⼩时（3天）之内，您可在充值后（充值后余额满⾜后付费资源
创建条件）⼿动恢复RDS。超过这个时间，您的RDS将被删除释放，且不可恢复。

注意：

账户⽋费后，系统会对您的操作有⼀定限制，⽐如⽆法新建、起停RD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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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务等级协议（Service Level Agreement，简称 “SLA”）规定了滴滴云向客户提
供的云弹性缓存（Cloud ElasticCache，以下简称“云缓存”、“本服务”）的服务相关
指标承诺及赔偿⽅案。

1、服务范围
滴滴云提供的云弹性缓存（Cloud ElasticCache）是滴滴云云缓存产品，可快速实
现⼀键部署、弹性扩容、故障⾃愈，满⾜⽤户⾼读写性能及快速数据访问的业务诉

求，实现⽐物理服务器更加简单⾼效的管理。云缓存⽀持按需计费，为您节约维护

成本，同时⼤⼤降低软硬件采购成本、运维难度。

2、服务可⽤性
服务可⽤性：不低于99.95%，即⽉总可⽤时⻓不低于99.95%。

不可⽤时间：云缓存所提供的服务在连续的5分钟或更⻓时间不可使⽤⽅计为不可
⽤时间，不可使⽤的服务时间低于5分钟的，不计⼊不可⽤时间。计算按服务周期
计算，⼀个服务周期为⼀个⾃然⽉。每个服务周期的不可⽤时间占该⽉总时⻓的⽐

例不⾼于0.05%。

3、数据持久性
滴滴云云缓存是基于内存的产品，⽬前暂不提供数据持久化。

4、服务和数据的可销毁性
除法律法规有特定要求的情况外，在⽤户要求主动删除数据或服务期满需要销毁数

据，或云缓存所⽤的设备在报废弃置、委外维修或转售前，滴滴云将清除对应物理

服务器上磁盘和内存数据。前述情况下发⽣的清除，滴滴云会在7天后完全删除⽤
户在设备上的所有数据，数据⼀经销毁将⽆法恢复。

5、服务功能
滴滴云提供云缓存实例的服务功能，具体包括云缓存实例购买，续费，清空，重

启，删除，套餐升级等，所有功能均会提供详细的功能介绍和使⽤说明⽂档。云缓

存所有可能影响⽤户的功能性变更都将以短信或站内信等⽅式向⽤户公告。

6、数据私密性
云缓存中的数据⽀持同个vpc中的多个云服务器同时访问，⽆⽤户授权的情况下，
滴滴云不能查看⽤户存储的数据，不能查看⽤户的操作流⽔。

7、数据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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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滴滴云云缓存的数据中⼼分布在 3 ⼤数据中⼼，分别是：⼴州数据中⼼、北
京数据中⼼⽤户的数据存储在⽤户选择的区域(数据中⼼)。

除应当地法律法规、或政府监管部⻔的监管、审计要求，⽤户的所有数据、应⽤及

⾏为⽇志不会被提供给第三⽅。

⽤户在滴滴云中国境内数据中⼼的所有数据不会被存在境外的数据中⼼，也不会被

⽤于境外业务或数据分析。

8、数据可审查性
滴滴云在依据现⾏法律法规或根据政府监管部⻔监管、安全合规、审计或取证调查

等原因的需要，在符合流程和⼿续完备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户所使⽤服务的相关

信息，包括关键组件的运⾏⽇志、运维⼈员的操作记录、⽤户操作记录等信息。

当发⽣安全事件或存在安全威胁时，滴滴云将主动给⽤户提供安全事件报告，包括

事件发⽣时间、事件情况、影响、修复情况，以及部分需要⽤户介⼊的操作；滴滴

云同时也会在官⽹上发布公告引导⽤户关注并及时消除安全威胁。

9、故障恢复能⼒
云缓存双副本实例采⽤两个节点主从复制架构，具备⾃动故障迁移能⼒，可在主实

例故障发⽣时，秒级将服务请求切换到从实例，保证服务的连续性和数据的有效

性。

云缓存单副本实例采⽤单节点部署架构，提供⾼性价⽐，适⽤于对数据可靠性要求

不⾼的纯缓存业务场景；滴滴云⾃研HA实时探测服务健康状态，宕机后秒级拉起
新的云缓存实例，保障服务⾼可⽤。

同时，滴滴云为付费⽤户的提供7×24⼩时的运⾏维护，并以在线⼯单和电话报障等
⽅式提供技术⽀持，及时为⽤户处理线上故障，具备完善的故障监控。

10、服务计量准确性
云缓存服务具备准确、透明的计量计费系统，滴滴云根据⽤户的云缓存实际使⽤量

据实结算，实时扣费，具体计费标准以滴滴云官⽹（www.didiyun.com）公布的有
效的计费模式与价格为准。⽤户的原始计费⽇志默认最少保留6个⽉以上备查。

11、配置规格范围
⽤户购买云缓存时，可⾃主选择每个云缓存的配置规格，节点类型包括单副本和双

副本，内存可配置范围为 1 ~ 32GB。

12、服务补偿

12.1 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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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滴滴云云缓存设备故障、设计缺陷或操作不当导致⽤户所购买的云缓存服务⽆法

正常使⽤，滴滴云将对不可⽤时间进⾏赔偿，但不包括以下原因所导致的服务不可

⽤时间：

（1）滴滴云预先通知⽤户后进⾏系统维护所引起的，包括割接、维修、升级和模
拟故障演练；

（2）任何滴滴云所属设备以外的⽹络、设备故障或配置调整引起的；

（3）⽤户的应⽤程序或数据信息受到⿊客攻击或其他不当操作⽽引起的；

（4）⽤户维护不当或保密不当致使数据、⼝令、密码等丢失或泄漏所引起的；

（5）⽤户的应⽤程序活动所引起的；

（6）⽤户的疏忽或由⽤户授权的操作所引起的；

（7）其他⾮滴滴云原因所造成的不可⽤。

12.2 赔偿标准：

（1）每个云缓存实例故障赔偿=故障前24⼩时平均每分钟费⽤×不可⽤时间×100
倍；如果没有到24⼩时，按实际使⽤时⻓计算平均值；以代⾦券形式赔偿，且不可
折现。

（2）按故障时间100倍/台赔偿，赔偿总额不超过该实例当⽉消耗的服务费⽤（不
包括赠送余额或滴滴云代⾦券抵扣的费⽤）。

（3）赔偿申请必须限于在云缓存实例没有达到服务可⽤性的⽉份结束后两（2）个
⽉内提出。超出申请时限的赔偿申请将不被受理。

说明：不可⽤时间均按分钟计算。

13、⽤户约束条款
（1） ⽤户保证不会利⽤技术或其他⼿段破坏或扰乱本⽹站及滴滴云云缓存其他客
户的服务，也不会实施任何侵害滴滴云或他⼈合法权益的⾏为。

（2） ⽤户保证⽤户使⽤云缓存服务时将遵从国家、地⽅法律法规、⾏业惯例和社
会公共道德，不得利⽤滴滴云提供的服务进⾏存储、发布、传播如下信息和内容，

亦不得为他⼈实施如下⾏为提供帮助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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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户应⾃⾏妥善管理并保密对因使⽤本服务⽽存储在滴滴云云缓存的各类数
据等信息，并⾃⾏承担因其不当⾏为所导致的⼀切后果与责任。

（4） 除不得发布违法违规信息之外，⽤户在使⽤本服务时须遵守本协议以及滴滴
云的相关要求，不得利⽤本服务从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为，也不得为以下⾏为提

供便利：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任何内容（信息）； 

 

2）违反国家规定的政治宣传和/或新闻信息； 

 

3）涉及国家秘密和/或安全的信息； 

 

4）封建迷信和/或淫秽、⾊情、下流的信息或教唆犯罪的信息； 

 

5）博彩有奖、赌博游戏； 

 

6）违反国家⺠族和宗教政策的信息； 

 

7）发布危害互联⽹运⾏安全的⾏为； 

 

8）发布、传送、传播不受欢迎的或未经请求的电⼦邮件、电⼦⼴告、短信⼴告等信息，不得设置URL、BAN

 

9）发布其他侵害他⼈合法权益和/或其他有损于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公共道德的信息或内容。 

1）将本服务的云缓存⽤作虚拟服务进⾏出租，以及⽤作代理服务器（Proxy）或邮箱服务器； 

 

2）进⾏博彩、赌博游戏、“私服”、“外挂”等⾮法互联⽹活动； 

 

3）发布、传送、传播电⼦邮件⼴告、垃圾邮件（SPAM）； 

 

4）发布、传送、传播不受欢迎的或者未经请求的电⼦邮件、电⼦⼴告、短信⼴告或包含反动、⾊情等有害信

 

5）建⽴或利⽤有关设备、配置运⾏与所使⽤服务⽆关的程序或进程，导致⼤量占⽤本服务中的服务器内存、

 

6）实施任何破坏或试图破坏⽹络安全的⾏为，包括但不限于以病毒、⽊⻢、恶意代码、钓⻥等⽅式，采取对

 

7）⽤户不进⾏任何改变或试图改变滴滴云提供的系统配置或破坏系统安全的⾏为。 

 

8）以任何形式⼲扰或企图⼲扰滴滴云任何产品或任何部分、功能的正常运⾏，或者制作、发布、传播上述⼯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诚实信⽤、公序良俗、公众道德的⾏为； 

 

10）当⽤户在违反本等级服务协议的情况下，滴滴云有权拒绝继续为⽤户提供任何服务。⽤户承认滴滴云本

 

11）如果⽤户实施包括但不限于“DNS解析”、“安全服务”、“域名代理”、“反向代理”等任何业务，进⽽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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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同意并授权滴滴云⽹站，⽤户在使⽤滴滴云服务时如有欺诈、发布或销售伪劣

商品、侵犯他⼈合法权益或其他严重违反任意滴滴⽹站规则的⾏为，该⽹站在滴滴

云关联⽹站的范围内对此有权披露，⽤户的滴滴云账号可能注销，不能再登录任意

⼀家滴滴⽹站，所有滴滴相关⽹站的服务将同时终⽌。

14、滴滴云免责条款
（1）⽤户了解滴滴云按照“现状”和“可得到”的状态向⽤户提供本服务，并且滴滴对
本服务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服务的适⽤性、没有错误或疏

漏、持续性、准确性、可靠性、适⽤于某⼀特定⽤途。同时，滴滴云不对本服务所

涉及的技术及信息的有效性、准确性、正确性、可靠性、质量、稳定、完整和及时

性做出任何承诺和保证。滴滴云不能保证其所提供的服务毫⽆瑕疵，也⽆法随时预

⻅和防范法律、技术以及其他⻛险，包括但不限于不可抗⼒、病毒、⽊⻢、⿊客攻

击、系统不稳定、第三⽅服务瑕疵、政府⾏为等原因可能导致的服务中断、数据丢

失、数据泄露或被窃取以及其他的损失和⻛险。因此，⽤户知晓并认可，即使滴滴

云提供的服务存在瑕疵，但上述瑕疵是当时⾏业技术⽔平所⽆法避免的，其将不被

视为滴滴云违约，同时，由此给⽤户造成的数据或信息丢失等损失滴滴云将予以免

责。但滴滴应尽职尽责、诚实信⽤完成本服务。

（2）如由于战争、骚乱、恐怖主义、⾃然灾害、国家法律法规或规章变动、⽹络
安全⽹络⽆法覆盖、电⼒故障、通信线路被⼈为破坏、⿊客攻击、计算机病毒侵⼊

或发作，导致协议双⽅或⼀⽅⽆法继续履⾏协议时，受影响的⼀⽅不承担违约责

任，但应尽快书⾯通知对⽅，并协商适当延⻓协议的履⾏期限。影响消除后，受影

响⽅应及时通知对⽅，本协议继续执⾏。

（3）如政府管理部⻔提出要求的，滴滴云将暂停或终⽌提供相应服务，且不承担
任何责任。⽤户使⽤本服务的相关规则将以本协议内容、滴滴云⽹站⻚⾯上出现的

关于交易操作的提示或滴滴云发送到⽤户⼿机的信息（短信或电话等）形式呈现，

⽤户⼀旦使⽤本服务即表示⽤户同意接受本服务的相关规则。

（4）在⽤户使⽤本服务的过程中，滴滴云将会以电⼦邮件（或发送到⽤户⼿机的
短信或电话等）⽅式通知⽤户服务进展情况并提示⽤户进⾏下⼀步的操作，⽤户应

当及时登录到本⽹站查看和进⾏交易操作。如⽤户未能及时查看和对服务状态进⾏

修改或确认或未能提交相关申请⽽导致的任何纠纷或损失，⽤户将⾃⾏承担与之相

应的⼀切后果与责任。。

（5）如果⽤户向滴滴云提供的联络⽅式有误以及⽤户⽤于接收滴滴云邮件的电⼦
邮箱安全性、稳定性不佳⽽导致的⼀切后果，⽤户应⾃⾏承担⼀切责任。

（6）系统中断或故障

如滴滴云系统因下列状况等发⽣⽆法正常运作的情形，致使⽤户⽆法使⽤各项联⽹

服务时，滴滴云不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1）系统停机维护期间； 

 

2）电信设备出现故障⽆法进⾏数据传输； 

 

3）因台⻛、地震、海啸、洪⽔、停电、战争、恐怖袭击等不可抗⼒之因素，造成滴滴云系统障碍不能正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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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滴滴云与第三⽅存在合作，则该合作第三⽅所提供之服务品质及内容由该
合作第三⽅⾃⾏负责。

（8）在适⽤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即使滴滴云事先已被告知此等损失的可能性，滴
滴云对于与本协议条款或其他有关协议和规则有关的或由本服务引起的任何间接

的、惩罚性的、特殊的、派⽣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损失、收益损失、利润损

失、使⽤数据、商誉或其他经济利益的损失），不论是如何产⽣的，也不论是由对

本协议条款或其他有关协议和规则的违约（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保证）还是由侵权造

成的，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另外即使本协议条款或其他有关协议和规则规定的排他

性救济没有达到其基本⽬的，滴滴云对上述损失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9）鉴于⽹络服务的特殊性，⽤户知晓并认可滴滴云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以
随时变更、中断或终⽌部分或全部的服务，⽽⽆需向⽤户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滴

滴云会尽可能事前通知⽤户，以便⽤户做好相关数据的转移备份以及业务调整等。

（10）为了提升⽤户的服务体验，滴滴云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提供本服务的平台或
相关设备进⾏检修、维护、升级等，如因此类情况造成相关服务在合理时间内中断

或暂停的，滴滴云⽆需为此向⽤户承担任何责任。但如果⽤户在滴滴云云缓存服务

使⽤过程中,⽤户擅⾃安装盗版软件、系统、数据资源，并由此造成⾃身损失的，滴
滴云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户的⾃身⾏为导致滴滴云遭受损失的，滴滴有权要求⽤

户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即其他法律责任。

15、其他
滴滴云有权根据变化适时对本服务等级协议部分服务指标作出调整，并及时在 滴滴
云官⽹发布公告或发送邮件、站内信或其他形式书⾯通知向⽤户提示修改内容。

⽤户再次确认并声明：已经仔细阅读、理解并完全同意本服务等级协议，对于存有

疑问的条款已经要求并得到滴滴云的充分说明，并⾃愿履⾏本服务等级协议所约定

的条款。

https://www.did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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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云弹性缓存资源

1、选择付费⽅式和可⽤区

云缓存⽀持包⽉和按时⻓两种付费⽅式，暂时只有⼴州⼀区⽀持云缓存。

2、选择弹性缓存引擎

⽬前⽀持的弹性缓存引擎为Redis 3.2.8.

3、选择架构类型和节点类型

⽬前滴滴云仅提供单机版的弹性缓存资源，⽤户可以根据业务需要，选择单副本或

双副本不同的节点类型。

4、选择内存规格

⽬前滴滴云⽀持1GB～32GB的正式内存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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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符合条件的⽤户可免费领取⼀个500MB的弹性缓存实例，到期后会⾃动回收；
如果⽤户想继续使⽤该实例，可以在到期前通过购买升级到正式配置，继续使⽤。

5、选择⽹络与⼦⽹

6、选择包⽉时⻓（如果选择包⽉的付费⽅式的话）

7、选择数量和名称，点击【⽴即创建】即可完成。

管理云弹性缓存资源

1.1 访问Redis资源

云弹性缓存仅内⽹访问，可通过命令⾏及接⼝调⽤等形式，以命令⾏为例：

1. 测试redis资源是否可以访问

 # redis-cli -h host−phost−pport ping 

2. 读写key操作示例：

 # set foo ''helloworld"  ex 180 

 # get foo 

注: 请⾃⾏安装⼀个redis-cli命令⾏⼯具， # yum install redis 。

1.2 可⽤操作

可在我的云弹性缓存列表的更多菜单和详情中进⾏数据库的操作：

清空：清空内存中已有的缓存数据，⽤于重建缓存，清空后数据不可恢复。

删除：删除云弹性缓存资源，按量计费的云缓存资源⽀持⼿动删除，删除后数

据不可恢复。

1.3 参数设置

进⼊云弹性缓存详情，点击【参数设置】，即可查看和修改云弹性缓存资源的相关

运⾏参数。修改完成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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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取值范围
系统默

认值

maxmemory-
policy

当系统达到设定的最

⼤内存值后，弹性缓

存将如何选择要删除

的内容，有6个取值供
选择

volatile-lru：
根据LRU算
法删除设置

了过期时间

的键值。

allkeys-lru：
根据LRU算
法删除任⼀

键值。

volatile-
random：删
除设置了过

期时间的随

机键值。

allkeys-
random：删
除⼀个随机

键值。

volatile-ttl：
删除即将过

期的键值，

即TTL值最⼩
的键值。

noeviction：
不删除任何

键值，只是

返回⼀个写

错误。

volatile-
lru

set-max-
intset-entries

当集合中的元素全部

是64位有符号⼗进制
整数，且未超过设定

阈值，则编码为整数

集和存储。

1-10000 512

hash-max-
ziplist-entries

若哈希元素数量没有

超过指定数⽬，则编

码为内存利⽤率更⾼

的数据结构存储。

1-10000 512

hash-max-
ziplist-value

若哈希中最⼤项没有

超过指定阈值，则编

码为内存利⽤率更⾼

的数据结构存储。

1-10000 512



云弹性缓存产品⽂档

15

参数 说明 取值范围
系统默

认值

zset-max-
ziplist-entries

当有序集合元素数量

没有超过指定数⽬，

则编码为内存利⽤率

更⾼的数据结构存

储。

1-10000 512

zset-max-
ziplist-value

当有序集合中最⼤项

没有超过指定阈值，

则编码为内存利⽤率

更⾼的数据结构存

储。

1-10000 512

1.4 ⽤量监控

进⼊云弹性缓存详情，默认⻚即为“⽤量”，系统默认监控的指标，可点击缩略图查
看⼤图。

⽬前滴滴云云弹性缓存⽀持以下⼏种数据的⽤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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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类型 ⽤量数据 描述

访问⽤量数据 内⽹流⼊流量
单位：bps/秒，含
时间内⽹络流⼊流

内⽹流出流量
单位：bps/秒，含义：单位时间内⽹
络流出流量总和

\

连接数 单位：个，含义：⽹络连接数总和 \

缓存命中率

(hits/missed）

单位：%，含义：通过采集每秒命中
缓存的次数，以及没有命中缓存的次

数，然后使⽤计算公式：命中次

数/(命中次数+没命中次数）

\

命令调⽤次数

get/set/expirest/del/hgetall/lpop/lpush
等⽤户所有曾经使⽤过的命令都会被

统计

\

expirekeys过
期删除的key
数量

单位：个/秒，含义：因过期⽽被删除
的key的数量

\

evcitkeys内存
满了被驱逐的

key数量

单位：个/秒，含义：因内存满了⽽被
驱逐的key的数量

\

Keys 单位：个，含义：总的Key数量 \

运⾏运量数据 内存使⽤量
单位：Bytes，含义
实例占⽤内存⼤⼩

- 内存使⽤率

单位：%，含义：
占⽤的内存百分⽐

(usedmemory/ma

- CPU使⽤率
单位：%，含义：
率平均值

- QPS
单位：个/s，含义
请求量

1.5 命令调试

进⼊云弹性缓存详情，选择“命令调试”，可通过控制台对云弹性缓存进⾏操作，⽤
于检测缓存是否⽣效或⼿动更新缓存内容，只⽀持value为字符串类型的缓存内
容。

Get操作

输⼊⼀个Key，系统将返回在Key在缓存中的值，如果Key不存在会有错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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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操作

Key，需要设置的Key名称。
Value，Key对应需要保存的的值。

限制

接⼝和在线调试⽀持单条缓存数据的Key最⼤不超过250B，Value最⼤不超过
1MB；

云弹性缓存⽀持的命令

滴滴云云弹性缓存是在Redis社区版V3.2.8的基础上⾃主研发的弹性缓存服务，⽀
持的命令可参考 http://redisdoc.com/。

http://redisd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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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DC2 连接不上 Redis?
两者通过内⽹连接必须满⾜的条件如下：

1. DC2 和 Redis 在相同的地域

2. DC2和 Redis 在相同的⽹络环境，即：必须都属于经典⽹络或者同⼀个 VPC
下

3. DC2 内⽹ IP 在 Redis ⽩名单中

以下情况中，DC2⽆法直接通过内⽹连接 Redis 数据库：

如果您的 DC2 和 redis 在不同地域的 VPC 中，内⽹是不通的。

是否可以公⽹访问？

不可以，由于云弹性缓存的特殊性，需要与源数据库保持⾼效的⽹络交互，要求与

滴滴云内的⽹络访问。

为什么不⽤设置云弹性缓存的密码？

由于在滴滴云内部，可通过VPC进⾏⽹络隔离，暂不⽀持设置密码。

是否⽀持事务？

⽀持。

⽀持哪些Redis命令呢？
滴滴云云弹性缓存使⽤开源社区版Redis 3.2.8，该版本⽀持的命令均⽀持，详细内
容可参考 http://redisdoc.com/ 。

http://redisd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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