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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上交所技术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网站或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

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行业

基础资源外包服务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未经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

务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上交所技术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

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上交所技术保留在没

有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上交所技术授权通道中

不时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行业基础资

源外包服务授权渠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行业基础资

源外包服务以产品及服务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行业基

础资源外包服务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上交

所技术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

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

错或经济损失的，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行业

基础资源外包服务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

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责任（即使行业基础资源

外包服务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

讯、资料、网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上交所技术拥有其知识产权，

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和/

或其关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

发行或公开发表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行业基础

资源外包服务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

公布或复制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的名称（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

上交所技术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

称、商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

第三方能够识别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上交所技术公司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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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 说明 样例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

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禁止: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

业务所需时间约 10 分钟。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

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 导出的数据中包含敏感信息，请

妥善保存。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

是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 Ctrl + A 选中

全部文件。 

> 多级菜单递进。 设置 > 网络 > 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 UI 元素。 单击 确定。 

courier

字体 

命令。 执行 cd /d C:/windows 命令，进入

Windows 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ID 

[] 或 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或 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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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户基本操作 

1  云控制台简介 

简单介绍云控制台的定义及使用流程。 

概述 

云控制台是一种将计算、网络和存储等资源作为基本组成元素，根据系统需求进行选择和预

定义的过程，基于现有的硬件模块，并结合虚拟化、软件定义、分布式架构，通过网络聚合

多套标准化通用硬件，实现模块化的无缝横向扩展（scale-out），构建出完全依靠软件驱动

的环境。 

云控制台致力于打造云计算的服务能力平台，可以为政府、企业、金融、教育、交通、能源

等客户提供大规模、成熟稳定的云计算及云业务服务，并提供新的应用开发和运营模式，帮

助用户从关注运维向关注开发转变，构建面向下一代互联网及物联网的信息基础设施，是构

建政企云的理想基础平台。 

总体使用流程 

云控制台的操作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部分： 

o 系统初始化：该部分主要是完成系统的基本配置，包括客户开通、创建用户、创建基

础资源 VPC 以及配置云监控联系人。 

o 云资源管理：该部分主要是对云资源从生产到释放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包含资源

的申请、分配、配置变更和释放。 

o 云资源使用：该部分主要包含了 ECS、RDS、SLB、OSS 等资源的具体操作和使用。 

图 1: 云控制台使用流程 



 

8 

 

 

2  配置要求 

访问云控制台前，需要确认您的浏览器和操作系统是否满足配置要求。 

当您访问云控制台时，建议使用推荐浏览器进行访问，以保证平台的完整体验。 

表 1: 配置要求表 

内容 内容要求 

浏览器 o 推荐使用 Chrome 64.0.3282.167 及以上版本 

操作系统 o Windows XP/7 及以上版本 

o MAC OS X 系统 

 

3  登录云控制台 

本节介绍云产品用户如何登录到云控制台。 

登录云控制台前，需要您确认以下信息： 

• 已从管理员处获取 CBIS 云控制台的服务域名地址。 

• 请确保您的 Chrome 浏览器已升级至 64.0.3282.167 及以上版本。 

1. 打开 Chrome 浏览器。 

2. 在地址栏中，输入云控制台的网络地址 http://云控制台的服务域名地址/，按回车键。 

显示登录界面如 figure 2 所示。 

图 2: 登录云控制台 

 

3.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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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登录，进入 CBIS 主页面。 

4  熟悉界面使用 

云控制台的 Web 界面主要分为菜单导航区、操作区及信息提示区三个区域。 

云控制台的 Web 界面主要分为三个区域，如 figure 3 所示。 

图 3: Web 页面 

 

说明: 不同角色显示的界面有所不同，请以实际界面为准。 

Web 功能区域说明如 table 2 所示。 

表 2: 区域说明 

区域 说明 

菜单导航区 云服务器 ECS、云数据库 RDS、负载均衡 SLB、专有网络 VPC、弹性公

网 IP、对象存储 OSS、云数据库 Redis 版、安骑士、基础防护、Access Key 

操作区 当选择菜单项后，该菜单项的功能配置界面就会显示在右侧的操作区

中。 

信息提示区 个人信息、审批、工单、消息提醒、帮助中心 

 

5  角色与权限关系 

角色是一组访问权限的集合，每个角色都有对应的权限范围。 

一个用户对应一个角色，即这个用户可以获得这个角色定义的所有权限。权限行为是指权限

能做的具体的操作，云控制台权限操作包括页面不可见、查看、基本操作和业务操作。 

目前云控制台中有客户、只读用户、自定义运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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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以客户使用为例，提供操作指导。 

角色与权限关系如 table 3 所示。 

表 3: 角色与权限关系图 

角色 权限 说明 

客户 o 全局范围的云基础服务管理 

o 全局范围的网络服务管理 

o 全局范围的安全服务管理 

o 全局范围的资源报表 

可使用云基础服务 

只读用户 o 全局范围的云基础服务查看

（不能操作） 

只能查看，没有操作权限 

自定义运维角色 o 无权限 全局范围的云基础服务管理 

 

 

6  购买流程 

首先登入云控制台，进入对应 web 界面。（注意：云服务器 ECS 以及云数据库 RDS 的购

买需要先完成专有网络 VPC 以及交互机的对应设置） 

图 4: 云控制台 

 

6.1  购买流程简介 

6.1.1  进入购买界面 

进入一般产品的配置购买界面的方式有两种，下面以云服务器 ECS 的购买为例，其他产品的

购买方式类似。 

方式一：在云控制台界面对应产品的下方点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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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申请键 

 

方式二： 

1. 选择资源中心 > 所需购置的资源（如云服务器 ECS）。 

2. 点击页面右上方的新建键。 

 

图 6: 新建键 

 

6.1.2  选择自己需要的配置参数 

 

以云服务器 ECS 为例，依次完成地域、实例、镜像、公网宽带、购买量等参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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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选择地域 

 

 

图 8: 选择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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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选择镜像 

 

图 10: 选择公网带宽 

 

图 11: 选择购买量 

 

6.1.3  提交订单 

有两种提交订单的方式。一种是点击页面下方的立即申请，订单随即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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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立即申请建立订单 

 

图 13: 订单提交成功 

 

另一个提交订单的方式类似于电商平台的购物车。点击加入订单，页面右侧随即会出现订单

详情，上下滚动订单详情列表，确认无误后，可点击下方提交按钮，完成订单。 

图 14: 选择加入订单 

 

 

6.1.4  附加说明 

个别云资源的配置选择方式除了简单的一键购买，平台还提供了自由度更为丰富的自定义购

买，如有兴趣，可以依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对应产品参数。 

图 15:自定义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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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虚拟区产品操作 
1  云服务器 ECS 

1.1  ECS 介绍 

本节对云服务器的基本概念进行简单的介绍。 

云服务器（Elastic Compute Service，简称 ECS）是处理能力可弹性伸缩的计算服务，它的管

理方式比物理服务器更简单高效。根据业务需要，您可以随时创建实例、扩容磁盘或释放任

意多台云服务器实例。 

云服务器 ECS 实例（以下简称 ECS 实例）是一个虚拟的计算环境，包含 CPU、内存等最基础

的计算组件，是云服务器呈献给每个用户的实际操作实体。ECS 实例是云服务器最为核心的

概念。其他的资源，比如磁盘、IP、镜像、快照等，只有与 ECS 实例结合后才能使用。 

云服务器 ECS 示意图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16: ECS 示意图 

 

 

9.1.1 实例的规格 

实例规格见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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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实例规格表 

规格类型代码 CPU （Core） 内存（GB） 

ecs.xn4.small 1 1 

ecs.n4.small 1 2 

ecs.mn4.small 1 4 

ecs.e4.small 1 8 

ecs.n4.large 2 4 

ecs.mn4.large 2 8 

ecs.e4.large 2 16 

ecs.n4.xlarge 4 8 

ecs.mn4.xlarge 4 16 

ecs.e4.xlarge 4 32 

ecs.n4.2xlarge 8 16 

ecs.mn4.2xlarge 8 32 

ecs.e4.2xlarge 8 64 

ecs.n4.4xlarge 16 32 

ecs.mn4.4xlarge 16 64 

ecs.e4.4xlarge 16 128 

ecs.n4.8xlarge 32 64 

ecs.mn4.8xlarge 32 128 

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使用相应规格的云服务器实例。 

 

9.1.2 实例的生命周期 

实例的生命周期是从创建开始到最后释放。在这个生命周期中，实例有其固有的几个状态，

如下表所示。 

表 5: 生命周期说明 

状态 状 态

属性 

解释 API 的对应

状态 

创 建

中 

中 间

状态 

实例被创建后，在进入运行中之前的状态。如果长时间处于

该状态，则说明出现异常。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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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状 态

属性 

解释 API 的对应

状态 

启 动

中 

中 间

状态 

实例在控制台或通过 API，被重启、启动等操作后，在进入

运行中之前的状态。如果长时间处于该状态，则说明出现异

常。 

Starting 

运 行

中 

稳 定

状态 

实例正常运行状态。在这个状态的实例可以运行您的业务。 Running 

停 止

中 

中 间

状态 

实例在控制台或通过 API，被停止操作后，在进入已停止之

前的状态。如果长时间处于该状态，则说明出现异常。 

Stopping 

已 停

止 

稳 定

状态 

实例被正常停止。在这个状态下的实例，不能对外提供业务。 Stopped 

重 置

中 

中 间

状态 

实例在控制台或通过 API，被重置系统盘或/和数据盘后，在

进入运行中之前的状态。如果长时间处于该状态，则说明出

现异常。 

Stopped 

更 换

系 统

中 

中 间

状态 

实例在控制台或通过 API，被更换操作系统等操作后，在进

入运行中之前的状态。如果长时间处于该状态，则说明出现

异常。 

Stopped 

图 17: API 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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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用前须知              

1.2.1  禁忌 

• 不要随意升级云服务器的内核和操作系统版本。 

• 不要开启 SELinux。 

• 不要卸载 PVDriver。 

• 不要随意修改网卡 MAC 地址。 

1.2.2  建议 

• 对于 4 GB 及以上内存的云服务器，请选择 64 位操作系统（ 32 位操作系统存在 4 

GB 的内存寻址限制）。 

• Windows 32 位操作系统支持最高 CPU 核数为 4 核。 

• 为保证服务的连续性，避免因宕机迁移而导致服务不可用，建议把相关软件设置成开

机启动。 

1.2.3  限制 

• 暂不支持虚拟化软件安装和再进行虚拟化（如安装使用 VMware）。 

• 暂不支持声卡应用、直接加载外接硬件设备（如硬件加密狗、U 盘、外接硬盘、银行 

U key 等）。 

• 暂不支持 SNAT 等 IP 包地址转换服务。您可以使用自己搭建的 VPN 或者代理方式

来实现。 

• 暂不支持多播协议。如果需要使用多播，建议改为使用单播点对点方式。 

1.2.4  Windows 操作系统须知 

• 不要关闭 Windows 系统自带的 shutdownmon.exe 进程。关闭这个进程可能会使服

务器重启时间变长。 

• 不要重命名、删除或禁用 Windows 下的 Administrator 账号，以免影响服务器使

用。 

• 不建议使用虚拟内存。 

• 控制台修改密码针对的是 Administrator 账号。如果 Administrator 账号被删除或者

重命名，单击修改密码按钮会自动创建 Administrator 账号。 

• 如果您修改了计算机名，一定要同步注册表中的下列相关键值，否则您无法成功修改

计算机名，从而导致无法安装某些第三方程序。注册表中需要修改的键值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ComputerName\ActiveCom

puterNam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mputerName\Comput

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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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Linux 操作系统须知 

• 不要修改 Linux 服务器下默认的 /etc/issue 文件内容。修改该文件会导致云控制台的

功能按钮无法正常使用。 

• 不要随意更改分区下目录的权限，尤其是 /etc/sbin/bin/boot/dev/usr/lib 等目录权

限。如果权限更改不当会导致系统出现异常。 

• 不要重命名、删除或禁用 Linux 下的 root 账号。 

• 不要编译 Linux 系统的内核，或对内核进行任何其他操作。 

• 不建议使用 Swap 分区。 

不要开启 NetWorkManager 服务。该服务会与系统内部网络服务发生冲突，导致网络异常。 

 

1.3  快速入门 

1.3.1  连接实例 

创建 ECS 实例后，您可以连接实例，在实例中安装应用软件。 

说明: Windows 实例的用户名是 Administrator，Linux 实例的用户名是 root。 

您有 2 种方式连接和管理您的实例： 

• 使用远程连接工具连接 ECS 实例。 

说明: 如果您使用远程连接工具，只有拥有外网 IP 的实例才能被远程连接。 

• 使用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的远程连接功能 VNC 连接 ECS 实例。 

 

1.3.1.1  Linux 或 Mac OS X 环境中使用 SSH 命令连接 Linux 实例 

1. 输入命令：ssh root@实例 IP。 

2. 输入该实例 root 用户的密码，即可完成登录。 

1.3.1.2  Windows 环境中通过远程连接工具连接 Linux 实例 

远程连接工具的用法大同小异。本文档以 Putty 为例，介绍如何远程连接实例。Putty 下载地

址：http://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 。 

1. 下载并安装 Windows SSH 和 Telnet 客户端 Putty。 

2. 打开 Putty 客户端，完成如下设置： 

o 在 Host Name (or IP address) 中输入您要连接的实例 IP。 

o Port 使用默认端口 22。 

o Connection Type 选择 SSH。 

o Saved Session 中输入实例名称，再单击 Save 按钮。保存成功后，Putty 软件

就能记住实例名称和匹配的 IP 地址，也不需要每次输入 IP 地址。 

3. 单击 Open 按钮开始连接实例。 

首次连接时，屏幕上会出现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的提示。单击 是 按钮。 

http://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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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PuTTY 安全警示 

 

4. 在屏幕上输入用户名 root，按回车键。 

5. 输入该实例用户的密码，再按回车键。如果屏幕上显示类似以下所示的语句，表示您

已经成功连接实例。 

Welcome to aliyun Elastic Compute Server! 

9.3.1.3  Windows 环境中通过远程桌面连接 Windows 实例 

本文介绍了如何通过 Windows 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功能连接 Windows 实例。 

1. 使用其中一种方法启动远程桌面连接： 

o m 单击 开始 按钮，在搜索框里输入 远程桌面连接，在提供的列表 2 里单击 远

程桌面连接。 

o 在搜索框里输入 mstsc，在提供的列表里单击 mstsc。 

o 使用快捷键 Windows 徽标+R，启动 运行 对话框；输入 mstsc 后按回车键，

启动远程桌面连接。 

2. 在 远程桌面连接 对话框中，输入实例的外网 IP 地址，并单击 显示选项(O)。 

3. 输入用户名，默认为 Administrator。如果您希望以后不再手动输入密码，可以勾选 允

许我保存凭据(R)。如果不需要再做其他设置，可以直接单击 连接 按钮连接实例。您

也可以按以下描述完成其他配置后再连接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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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配置图 

 

 

您也可以按以下描述完成其他配置后再连接实例： 

 

o 如果您要从本地复制文字信息到实例中，可以单击 本地资源 选项卡，并勾选 剪

贴板。 

o 如果您要从本地复制文件到实例中，可以单击 本地资源 选项卡；单击 详细信

息 按钮；并勾选需要的 驱动器，选择文件在本地存放的盘符。完成设置后，

单击 确定 按钮。 

o 您还可以单击 显示 选项卡，调整远程桌面的大小，一般考虑使用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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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配置图 2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 Windows 实例账号 Administrator 对应的密码后，单击 确

定 按钮，开始连接实例。 

如果 远程桌面连接 窗口显示一个 Windows 桌面，那么表示您已经成功地连接到实例，可

以开始操作实例了。 

1.4  管理实例 

实例是能够为您的业务提供计算服务的最小单位，它以一定的规格来为您提供相应的计算能

力。 

1.4.1  查看实例 

您可以通过 ECS 云控制台查看您所拥有的所有实例以及实例的详细信息。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实例，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说明: 在实例清单页面，可以根据实例 ID、镜像 ID、专有网络 ID 对实例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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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编辑实例 

针对已创建的实例，您可以在控制台修改实例 X 的 ID、名称和具体描述。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实例，进入实例列表页面，找到待

编辑的 ECS 实例，单击实例 ID，进入实例详情页面。 

2. 选择右上角更多 > 修改信息，在弹窗中，您可以编辑实例名称和描述。最后，单击

确定保存修改。 
图 161: 编辑 ECS 

 

 

 

1.4.3  停止、重启或启动实例 

在云控制台中，您可以像操作真实的服务器一样，停止、重新开机或启动实例。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2. 在相应实例的操作中，有重新开机、停止和启动选项。单击更多，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重新开机、停止或启动实例。 

o 停止和重新开机操作只能在实例处于 运行中 时进行，而启动操作只能在实例处

于 已停止 时进行。 

说明: 停止和重新开机会造成您的实例停止工作，从而中断您的业务，请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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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些操作。 

o 您也可以在相应实例后，点击管理，在实例详情页面中，单击右上方的重新开机

或停止按钮，完成重启或停止实例操作。 

1.4.4  修改实例密码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实例，找到需修改密码的实例。 

2. 在相应实例的操作列中，选择更多 > 重设密码。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新的登录密码和确认密码，单击确定，修改密码。如 figure 错

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22: 重置密码 

 

说明: 重置实例密码后，只有在控制台重启实例才能生效。 

1.4.5  登录 VNC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实例，找到待登录 VNC 的实例。 

2. 在相应实例的操作列中，选择更多 > 连接管理终端。 

3. 或者点击实例 ID，在实例详情页面中，选择更多 > 连接管理终端。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登录密码，单击确定，登录 VNC。 

1.4.6  修改 VNC 密码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实例，找到需修改 VNC 密码的实例。 

2. 在相应实例的操作列中，选择更多 > 连接管理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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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或者点击实例 ID，在实例详情页面中，选择更多 > 连接管理终端。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提示语中的设定终端密码，输入新的密码，单击确认，修改

密码。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23: 修改 VNC 登录密码 

 

说明: 重置实例密码后，只有在控制台重启实例才能生效。 

1.4.7  加入安全组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实例，找到待加入安全组的实例。 

2. 在相应实例的操作列中，选择管理，进入实例详情页面。 

3. 在顶部导航栏中选择本实例安全组，单击加入安全组。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待加入的安全组名称，单击确定，加入安全组。 

说明: 您还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将实例加入安全组： 

a. 在云控制台中，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安全组，进入安全组管理页

面。 

b. 在相应实例的安全组 ID/名称中，单击安全组 ID/名称。 

c. 在安全组内实例页面中，单击管理实例移入加入安全组。 

1.4.8  修改私网 IP 

每个实例会分配一块私网网卡，并绑定一个私网 IP。私网 IP 段根据虚拟交换机 IP 段。只有

处于停止状态的实例才可以修改私网 IP。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实例，找到待修改私网 IP 的实例。 

2. 在相应实例的操作列中，选择更多 > 修改私网 IP。 

说明: 只有处于“已停止”状态的实例才能修改私网 IP 

3. 在弹出的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对话框中，输入新的私网 IP 地址，单击确定完成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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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修改私网 IP 

 

1.5  管理磁盘 

挂载点是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服务器上磁盘在磁盘控制器总线上的位置。 

所选配的挂载点，在 Linux 环境下与磁盘设备号对应；在 Windows 环境下与磁盘管理器中

的磁盘顺序一致。 

1.5.1  云盘简介 

云服务器本身提供了云盘用于数据存储。您可以在操作系统中直接识别云盘，进行操作和读

写。 

ECS 云盘对于云服务器的 ECS 实例而言，您可以认为是一块物理的磁盘。您必须对这块磁

盘进行挂载、格式化等基本操作后才能使用。 

云盘有以下基本特性： 

1. 数据安全性高。 

2. 随机和顺序读写的 IOPS 高。 

3. 能够单独为实例增加一块或多块云磁盘，至多 5 块磁盘（包括系统盘和数据盘）。 

4. 当出现宕机迁移时，数据保持在宕机前最后一刻的数据状态。 

快照和镜像存放在同一地域中的 OSS 上。为保证服务的灵活性和资源使用效率，当通过快

照或者镜像创建磁盘时，分布式存储不会把所有的数据立刻复制到新的磁盘上，而是通过按

需的方式进行优化按块加载，即只有当使用到一块数据时，才把用到的整块数据复制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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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个数据块只有数 MB 大小，下次读写这一块数据时，就直接从磁盘上读取了。 

同时为了保证用户整体 I/O 的最优体验，分布式存储会在 I/O 较为空闲时，通过后台复制

的方式把快照和镜像的数据逐步逐块地复制到磁盘上。 

所以，当首次对云盘进行读写时，云盘的 I/O 性能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下降，一旦进行过一次

访问，I/O 性能会恢复正常。在进行高负荷的运行前，建议您进行全盘访问，比如读操作。 

1.5.2  查看磁盘 

您可以通过 ECS 云控制台查看所拥有的磁盘以及相应磁盘的具体信息。 

o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磁盘，进入磁盘页面。 

o 您可以输入磁盘 ID，单击查询，找到指定的磁盘。 

o 您可以点击磁盘 ID，进入磁盘详情页面，查看磁盘的具体信息。 

1.6  管理镜像 

ECS 镜像是一个包含软件配置（比如操作系统、应用服务器和应用程序）的云服务器的模板。

创建实例需要指定一个 ECS 的镜像，该镜像提供的操作系统和软件都会安装在您创建的实

例上。您还可以根据创建的实例来创建自定义镜像，您可以根据自定义镜像来创建更多的实

例。 

1.6.1  查看镜像 

您可以通过 ECS 云控制台直接查看镜像的运行情况。 

o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镜像，进入镜像页面。 

o 您可以输入镜像名称、快照 ID、镜像 ID，进行搜索，找到对应的镜像。 

您可以点击镜像 ID，进入镜像详情页面，查看镜像的具体信息。 

1.7  管理快照 

在使用磁盘的过程中，会遇到下面的场景： 

 

1. 当您在磁盘上进行数据的写入和存储时，可能希望使用一块磁盘上的数据作为其他磁

盘的基础数据。 

2. 云磁盘虽然提供了安全的存储方式确保您所存储的任何内容都不丢失，但是如果存储

在磁盘上的数据本身就是错误的数据，比如因为应用的错误，或黑客利用您的应用的

漏洞进行恶意读写，那么就需要其他的机制来保证在您的数据出问题时，能够恢复到

您期望的数据状态。 

 

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提供了快照机制，通过创建快照保留某一个时间点上一个磁盘的数据

拷贝，有计划地对磁盘创建快照，是一个保证您业务可持续运行的非常好的习惯。 

 

快照使用增量的方式，两个快照之间只有数据变化的部分才会被拷贝，如下图所示： 



 

28 

 

图 25: 快照工作原理示意图 

 

快照 1 、快照 2 和快照 3 分别是磁盘的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快照。文件系统对磁盘的

数据进行分块检查，当创建快照时，只有数据变化了的块，才会被复制到快照中。 

快照 1 由于是磁盘的第一个快照，会把这个磁盘上的所有数据都复制一份；而快照 2 只是

复制了有变化的数据块 B1 和 C1，数据块 A 和 D 引用了快照 1 中的 A 和 D；同理，快

照 3 则复制了有变化数据块 B2，数据块 A 和 D 继续引用快照 1 中的，而数据块 C1 则

引用快照 2 中的。 

当磁盘需要恢复到快照 3 的状态，快照回滚会把数据块 A、B2、C1 和 D 复制到磁盘上，

从而恢复成快照 3 的状态。 

如果快照 2 被删除，快照中的数据块 B1 将被删除，但是数据块 C1 不会被删除。这样，

在恢复到快照 3 时，仍可以恢复数据块 C1 的状态。 

快照是放在对象存储（OSS）上的，但是您不能在 OSS 上看到这些快照文件，也不能计算到 

OSS 的用户的 Bucket 的占用空间，只能通过云服务器 ECS 的控制台或者 API 进行快照操

作。 

1.7.1  查看快照 

您可以通过 ECS 云控制台查看您所拥有的所有快照。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快照 > 快照列表，进入快照列表

页面。 

2. 您可以输入快照名称、快照 ID、实例 ID、磁盘 ID，进行搜索，找到对应的快照。 

3. 您可以点击快照 ID，进入快照详情页面，查看快照的具体信息。 

1.8  管理自动快照策略 

1.8.1  查看自动快照策略 

您可以通过 ECS 云控制台查看您所拥有的所有自动快照策略。 

o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快照 > 自动快照策略，进入

自动快照策略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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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您可以在列表中找到您需要的策略，查看策略详情。 

1.8.2  为磁盘设置自动快照策略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磁盘，进入磁盘列表页面。 

2. 选择您想应用自动快照策略的磁盘，点击操作列中的设置自动快照策略。 

3. 选择想要设置的策略，单击确定即可。 

1.9  管理安全组 

安全组主要涉及以下操作：创建安全组、删除安全组、加入安全组、移出安全组、添加安全

组规则（IP 授权、端口授权、协议授权、安全组授权）等。 

1.9.1  安全组限制 

1. 单个安全组内的实例个数不能超过 1000。 

2. 每个实例最多可以加入 5 个安全组。 

3. 每个安全组规则条目最多 100 条。 

4. 每个用户的安全组最多 100 个。 

5. 对安全组的调整操作，对用户的服务连续性没有影响。 

6. 安全组是有状态的，如果数据包在 outbound 方向是被允许的，那么对应的此连接

在 inbound 方向也是允许的。 

1.9.2  查看安全组 

您可以通过 ECS 云控制台查看所有安全组的相关信息。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服务器 ECS > 安全组，进入安全组列表页面。 

2. 输入安全组 ID 或者专有网络 ID，单击搜索，找到指定的安全组。 

3. 在对应安全组的操作列中，选择管理实例，查看该安全组内实例和安全组规则的详

细信息。 

2  对象存储 OSS 

2.1  OSS 介绍 

对象存储服务（Object Storage Service，简称 OSS）提供海量、安全、低成本、高可靠的云

存储服务。它可以理解为一个即开即用，无限大空间的存储集群。相比传统自建服务器存储，

OSS 在可靠性、安全性、成本和数据处理能力方面都有着突出的优势。使用 OSS，您可以通

过网络随时存储和调用包括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在内的各种非结构化数据文件。 

OSS 将数据文件以对象/文件（object）的形式上传到存储空间（bucket）中。 您可以进行

以下操作： 

o 创建一个或者多个存储空间。 

o 每个存储空间中添加一个或多个文件。 

o 通过获取已上传文件的地址进行文件的分享和下载。 

o 通过修改存储空间或文件的属性或元信息来设置相应的访问权限。 

o 通过云控制台执行基本和高级 OSS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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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概念 

存储空间 

OSS 中的所有文件都存储在存储空间（Bucket）中。存储空间是您用来管理所存储文件的单

元。所有对象都必须隶属于某个存储空间。您可以设置存储空间属性来控制地域、文件的访

问控制、文件的生命周期等，这些属性都是作用在该存储空间下所有的文件上的，因此您可

以灵活创建不同的存储空间来完成不同的管理功能。 

同一个存储空间内部的空间是扁平的，即没有文件系统的目录等概念，所有的文件都是直接

隶属于其对应的存储空间。但您可以使用文件夹对相关文件进行分组归类管理。 

对象（文件） 

在 OSS 服务中，用户操作的基本数据单元是对象（Object），单个对象的大小限制为 48.8 TB，

一个存储空间中可以有无限量的对象。 

您必须先拥有存储空间写入权限，才能将对象文件上传到 OSS 中。上传的对象在控制台上

的展现形式为文件或文件夹。 

2.3  管理存储空间 

本章节主要介绍 OSS 上文件管理。 

2.3.1  新建 Bucket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对象存储 OOS，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选择实例创建地点。 

3. 点击右上角新建，填写名称，选择读写权限，点击下一步，创建 Bucket。 

说明：读写权限包括私有、公开读，公开读写，最少购买 0.1T，步长为 0.1T，不支持

小数点后 2 位。  

 
图 26: 创建 Bucket 基础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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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立即申请 
图 27: 确认页面 

2.3.2  管理 Bucket 

在实例列表页面点击管理，进入文件管理界面。 

图 28: 创建 Bucket 页面 

 
图 29: 文件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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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变配 Bucket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对象存储 OOS，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选择相应 Bucket，右方单击变配。 

 

 
图 30  实例图 

 
 

 

3. 选择存储大小，填写备注单击确定。 

 
图 31  确定图 

 
 

4. 确认变配，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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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提交申请图 

 
 

 

2.3.4  释放 Bucket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对象存储 OOS，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提交申请后在确认弹框中确认提交申请（在释放 Bucket 前须把 Bucket 下所有文件删

除）。 
图 33 释放图 

 
2.4  文件管理 

本节主要介绍 OSS 上文件的增删改查的操作。所有操作都在文件管理界面操作。 

 

1. 上传文件 

 

a. 点击上传，弹出上传文件弹框，选择需要上传的文件进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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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上传文件 

 
 

2. 新建目录 

a. 点击新建目录，显示新建目录弹框，依据提示的限制输入目录名，点击确定。 
图 35: 下载文件/文件夹 

 
 

3. 获取 文件/文件夹 的下载地址 

选择您要下载的文件或者文件夹（可点击文件名左侧的方框实现全选，但是下拉菜单

中未显示在当前页面中的内容并不会被真的选中），选择获取地址，生成对应的资源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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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获取文件/文件夹的下载地址 

 
 

4. 删除文件/文件夹 

选择您要删除的文件或者文件夹（勾选注意点同 3），选择删除，实现文件/文件夹在

bucket 中的移除。 
图 37: 删除文件/文件夹 

 
 

5. 设置 HTTP 头 

 

a. 选择一个文件，点击设置 HTTP 头。 

 

b. 在设置文件 http 头属性弹框中，您可按照标准格式填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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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标准属性 

 
3  云数据库 RDS 版 

3.1  RDS 介绍 

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简称 RDS）是一种稳定

可靠、可弹性伸缩的在线数据库服务。基于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分布式文件系统和高性能

存储，云数据库提供了容灾、备份、恢复、监控、迁移等方面的全套解决方案，彻底解决数

据库运维的烦恼。 

云数据库 MySQL 版 

云数据库 MySQL 版基于 Alibaba 的 MySQL 源码分支，经过双 11 高并发、大数据量的考验，

拥有优良的性能和吞吐量。除此之外，云数据库 MySQL 版还拥有经过优化的读写分离、数据

压缩、智能调优等高级功能。 

MySQL 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开源数据库，作为开源软件组合 LAMP（Linux + Apache + MySQL + 

Perl/PHP/Python）中的重要一环，广泛应用于各类应用。 

Web2.0 时代，风靡全网的社区论坛软件系统 Discuz 和博客平台 Wordpress 均基于 MySQL

实现底层架构。Web3.0 时代，阿里巴巴、Facebook、Google 等大型互联网公司都采用更为

灵活的 MySQL 构建了成熟的大规模数据库集群。 

3.2  使用限制 

为保障实例的稳定及安全，云数据库 MySQL 版有部分使用上的约束，详情如 table 6 所示。 

表 6: 使用限制 

操作 使用限制 

修改数据库

参数设置 

大部分数据库参数须使用 RDS 控制台或 API 进行修改，同时出于安全和稳定

性考虑，部分参数不支持修改。 

数 据 库 的 

root 权限 

不提供 root 或者 sa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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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使用限制 

数据库备份 可使用命令行或图形界面进行逻辑备份。仅限通过 RDS 控制台或 API 进行物

理备份。 

数据库还原 可使用命令行或图形界面进行逻辑数据还原。仅限通过 RDS 控制台或 API 进

行物理还原。 

数据迁入 可以使用命令行或图形界面进行逻辑导入。可以使用 MySQL 命令行工具、

数据传输服务等方式迁入数据。 

MySQL 存

储引擎 

目前支持 InnoDB、TokuDB 两种引擎（MyISAM 引擎由于自身缺陷，存在数

据丢失的风险，因此仅部分存量实例暂时支持，新创建实例的 MyISAM 引擎

表会自动转换为 InnoDB 引擎表）。出于性能和安全性考虑建议尽量采用

InnoDB 存储引擎。不支持 Memory 引擎。如果您创建 Memory 引擎的表，

我们将自动为您转换成 InnoDB 引擎的表。 

搭建数据库

复制 

云数据库 MySQL 版本身提供主备复制架构的双节点集群，无需用户手动搭

建。其中主备复制架构集群的备（slave）实例不对用户开放，用户应用不可

直接访问。 

重 启  RDS 

实例 

必须通过 RDS 控制台或 API 操作重启实例。 

用户、密码

管理和数据

库管理 

云数据库 MySQL 版默认需要通过 RDS 控制台进行用户、密码和数据库管理

（包括创建、删除、修改权限、修改密码）。 

3.3  使用流程 

通常，从创建实例到可以开始使用示例，您需要完成如下操作： 

图 39  快速入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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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初始化配置 

3.3.1  设置白名单 

为了数据库的安全稳定，在开始使用 RDS 实例前，您需要将访问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者 IP 段

加到目标实例的白名单中。正确使用白名单可以让 RDS 得到高级别的访问安全保护，建议您

定期维护白名单。本文将主要介绍设置白名单的操作步骤。 

说明:  

o 系统会给每个实例创建一个默认的 default 白名单分组，该白名单分组只能被修

改或清空，但不能被删除。 

o 对于新建的 RDS 实例，系统默认会将 0.0.0.0/0 添加到 default 白名单分组中，IP

地址 0.0.0.0/0 代表允许任何 IP 访问该 RDS 实例。该设置将极大降低数据库的安

全性，如非必要请勿使用。所以，在您设置白名单时，需要先将 0.0.0.0/0 删除，

然后再添加您允许访问该 RDS 实例的 IP 地址或 IP 段。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版。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实例详情>设置白名单，进入白名单列表页面。 

4. 单击新增白名单分组。 

5. 在修改白名单分组页面的组内白名单栏中填写需要访问该实例的 IP 地址或 IP 段，然

后单击确定。 

 

 

参数说明： 

o 分组名称：长度为 2~32 个字符，由小写字母、数字或下划线组成，开头需为小

写字母，结尾需为字母或数字。在白名单分组创建成功后，该名称将不能被修

改。 

o 组内白名单：填写允许访问 RDS 实例的 IP 地址或者 IP 段。 

▪ 若填写 IP 段，如 10.10.10.0/24，则表示 10.10.10.X 的 IP 地址都可以访问

该 RDS 实例。 

▪ 若您需要添加多个 IP，请用英文逗号隔开（逗号前后都不能加空格），

例如 192.168.0.1,172.16.213.9。 

3.4.2  创建数据库和账号 

若要使用云数据库，您需要在实例中创建数据库和账号。本文将介绍在 RDS 控制台上创建数

据库和账号的操作步骤。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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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同一实例下的数据库共享该实例下的所有资源，每个 MySQL 5.6 版本的实例最多

可以创建 500 个数据库和 500 个账号。 

o 如果您要迁移本地数据库到 RDS，请在 RDS 实例中创建与本地数据库一致的迁移

账号和数据库。 

o 分配数据库账号权限时，请按最小权限原则和业务角色创建账号，并合理分配只

读和读写权限。必要时可以把数据库账号和数据库拆分成更小粒度，使每个数

据库账号只能访问其业务之内的数据。如果不需要数据库写入操作，请分配只

读权限。 

o 为保障数据库的安全，请将数据库账号的密码设置为强密码，并定期更换。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账户管理 ，进入账号列表页面。 

4. 单击建立账户。 

5. 输入要创建的账号信息，如图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40: 创建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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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创建高权限账号各参数说明 

参数说明： 

参 数 名

称 

说明 

数 据 库

帐号 

由 2~16 个字符的小写字母、数字或下划线组成、开头需为字母，结尾需为字

母或数字，如 user4example。 

授 权 数

据库 

授权或者移除已授权的数据库，未授权的数据库 

密码 该账号对应的密码，由 6~32 个字符的字母、数字、中划线或下划线组成，如 

password4example 

重 复 密

码 

输入与密码一致的字段，如 password4example，以确保密码正确输入。 

备 注 说

明 

可以备注该账号的相关信息，便于后续账号管理，最多支持 256 个英文字符。 

6. 单击确定。 

7.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库管理 ，进入数据库列表页面。 

8. 单击创建数据库。 

9. 输入要创建的数据库信息。 
图 41: 创建数据库 

 
表 8: 创建数据库各参数说明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说明 

数 据 库 (DB)

名称 

由 2~64 个字符的小写字母、数字、下划线或中划线组成，开头需为字母，

结尾需为字母或数字。 

字元集 设置数据库的字符集。 

授权账户 选择该数据库授权的账号。如果尚未创建账号，该值可以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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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说明 

备注说明 可以备注该数据库的相关信息，便于后续数据库管理，最多支持 256 个英

文字符。 

10. 单击确定。 

3.4  连接实例 

 

3.4.1  通过 DMS 登录实例 

 

您可以通过 RDS 控制台先登录 DMS，然后再连接需要访问的 RDS 实例。数据管理（Data 

Management，简称 DMS）是一种集数据管理、结构管理、访问安全、BI 图表、数据趋势、

数据轨迹、性能与优化和服务器管理于一体的数据管理服务。支持 MySQL、SQL Server、

PostgreSQL、MongoDB、Redis 等关系型数据库和 NoSQL 的数据库管理，同时还支持 Linux

服务器管理。 

详细操作请参见“15.2.1  使用命令窗口”。 

 

3.4.2  通过客户端连接 MySQL 实例 

 

 

本章介绍如何通过 MySQL-Front 客户端连接 RDS 实例。 

已安装 MySQL-Front 客户端。 

由于 RDS 提供的关系型数据库服务与原生的数据库服务完全兼容，所以对用户而言，连接数

据库的方式也基本类似。本文以 MySQL-Front 客户端为例介绍 RDS 实例的连接方法，其它客

户端可参见此方法。用客户端连接 RDS 实例时，请注意选择内外网地址： 

o 若您的客户端部署在与要访问的 RDS 实例在同一地域的 ECS 上且 RDS 实例与 ECS

的网络类型相同时，请使用内网地址。 

o 其它情况请使用外网地址。 

1. 将要访问 RDS 实例的 IP 地址加入 RDS 白名单中。关于如何设置白名单，请参见设置

白名单为了数据库的安全稳定，在启用目标实例前，需先修改白名单。您应该将需要

访问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者 IP 段加入到 RDS 实例的白名单中。本章将介绍如何在设置

RDS 实例的白名单。 

2. 启动 MySQL-Front 客户端。 

3. 在打开登录信息窗口，单击新建，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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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新建连接 

 

4. 输入要连接的 RDS 实例信息。 

 

参数说明： 

o 名称：MySQL-Front 连接数据库的任务名称。若不填，系统会将默认与 Host 一

致。 

o Host：若使用内网连接，需输入 RDS 实例的内网地址。若使用外网连接，需输入

RDS 实例的外网地址。查看 RDS 实例的内外网地址及端口信息的步骤如下： 

i.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ii.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iii. 在私网连接信息栏或公网连接信息栏中，即可查询相应的网络连接地址

及端口号。 

o 端口：若使用内网连接，需输入 RDS 实例的内网端口。若使用外网连接，需输入

RDS 实例的外网端口。 

o 用户：要访问 RDS 实例的账号名称。 

o 密码：要访问 RDS 实例的账号所对应的密码。 

5. 单击确定。 

6. 在打开登录信息窗口，选中刚才创建的连接，然后单击打开，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所示。若连接信息无误，即会成功连接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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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连接实例 

 

3.5  只读实例 

3.5.1  只读实例介绍 

产品简介 

目前，只有云数据库 MySQL 5.6 版的实例支持只读实例。 

在对数据库有少量写请求，但有大量读请求的应用场景下，单个实例可能无法抵抗读取压力，

甚至对主业务产生影响。为了实现读取能力的弹性扩展，分担数据库压力，您可以在某个地

域中创建一个或多个只读实例，利用只读实例满足大量的数据库读取需求，以此增加应用的

吞吐量。 

只读实例为单个物理节点的架构（没有备节点），采用 MySQL 的原生复制功能将主实例的更

改同步到所有只读实例。只读实例跟主实例在同一地域，但可以在不同的可用区。只读实例

拓扑图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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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只读实例拓扑图 

 

功能特点 

只读实例有如下功能特点： 

• 规格可以与主实例不一致，并可以随时更改规格（没有时间限制），便于弹性升降级。 

• 不需要维护账号与数据库，全部通过主实例同步。 

• 独立的白名单配置。 

• 提供系统性能监控： 

RDS 提供近 20 个系统性能的监控视图，如磁盘容量、IOPS、连接数、CPU 利用率、

网络流量等，用户可以轻松查看实例的负载。 

• 提供优化建议：RDS 提供多种优化建议，如存储引擎检查、主键检查、大表检查、索

引偏多、缺失索引等，用户可以根据优化建议并结合自身的应用来对数据库进行优化。 

功能限制 

只读实例有如下功能限制： 

• 1 个主实例最多可以创建 5 个只读实例。 

• 备份设置：不支持备份设置以及临时备份。 

• 实例恢复： 

o 不支持通过备份文件或任意时间点创建临时实例，不支持通过备份集覆盖实例。 

o 创建只读实例后，主实例将不支持通过备份集直接覆盖实例来恢复数据。 

• 数据迁移：不支持将数据迁移至只读实例。 

• 数据库管理：不支持创建和删除数据库。 

• 账号管理：不支持创建和删除账号，不支持为账号授权以及修改账号密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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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实例管理 

3.6.1  查看详情 

您可以查看实例的基本信息、运行状态、配置信息、使用量统计等详情。本章将介绍如何查

询实例详情。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您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进入实例详情页面： 

o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o 在目标实例所对应的操作栏中，单击管理可查看实例详情。 

3.6.2  重启实例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单击实例管理界面右上角的重启实例。  

4. 在弹出的确认窗口单击确定。 

3.6.3  设置参数 

RDS 支持自定义部分实例参数，具体可修改的参数项请参见 RDS 管理控制台中的 参数设置。 

说明:  

• 请按参数列表页面规定的参数范围设置参数。 

• 部分参数修改后需要重启实例，请查看参数列表页面中的是否需要重启了解，重启前

请做好业务安排。 

由于 RDS 提供的云数据库服务与原生的数据库服务完全兼容，所以对用户来说，设置云数据

库参数方法和本地数据库参数设置方法基本类似。您可以参照本例，通过 RDS 管理控制台修

改参数，也可以通过 API 方式，执行相关命令修改参数设置。 

关于 MySQL 5.6 版本数据库的参数说明，请参见官方文档。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参数设置，进入参数列表页面。 

4. 在目标参数对应的操作栏中，单击单击  修改。 

5.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目标值，然后单击确定。 

3.6.4  修改实例名称 

为便于管理，您可以修改实例名称。本章将介绍如何修改实例名称。 

在实例列表中，实例 ID/实例名称栏中，上面是实例的 ID，下面是实例名称，如 figure 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所示。实例 ID 不能修改，实例名称可以看做是实例的备注名。 

http://dev.mysql.com/doc/refman/5.6/en/server-system-variab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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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实例 ID/实例名称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单击  编辑实例名称。 

3. 在编辑实例名称栏中输入所需的备注名。 

4. 单击确定。 

 

3.6.5  典型参数设置 

3.6.5.1  MySQL 实例可修改参数说明 

MySQL 目前支持修改的参数如 table 9 所示，更多内容还请参考 MySQL 官方文档：

https://dev.mysql.com/doc/。 

表 9: MySQL 实例可修改参数列表 

数名 参数

默认

值 

运行

参数

值 

是

否

重

启 

可修改参

数值 

参数描述 

auto_increme

nt_increment 

1 1 否 [1-65535] auto_increment_increment and 

auto_increment_offset are intended for use with 

master-to-master replication, and can be used to 

control the operation of AUTO_INCREMENT 

columns. Both variables have global and session 

values, and each can assume an integer value 

between 1 and 65,535 inclusive. Setting the value 

of either of these two variables to 0 causes its 

value to be set to 1 instead. Attempting to set the 

value of either of these two variables to an 

integer greater than 65,535 or less than 0 causes 

its value to be set to 65,535 instead. Attempting 

to set the value of auto_increment_increment or 

auto_increment_offset to a noninteger value 

produces an error, and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variable remains unchanged. 

https://dev.mysql.com/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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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_increme

nt_offset 

1 1 否 [1-65535] determine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AUTO_INCREMENT column value.  

back_log 3000 3000 是 [0-65535] The number of outstanding connection requests 

that MySQL can have. 

binlog_cache

_size 

2097

152 

128K

B 

否 [4096-16

777216] 

The size of the cache to hold changes to the 

binary log during a transaction. 

binlog_check

sum 

CRC

32 

CRC

32 

是 [CRC32|N

ONE] 

The master to write a checksum for each event in 

the binary log. 

binlog_row_i

mage 

full full 否 [full|mini

mal] 

Binlog save every column or actually required 

column in binlog images. 

binlog_stmt_c

ache_size 

3276

8 

3276

8 

否 [4096-16

777216] 

The size of the statement cache for updates to 

non-transactional engines for the binary log. 

character_set

_server 

utf8 utf8 是 [utf8|latin

1|gbk|utf

8mb4] 

The server's default character set.  

concurrent_in

sert 

1 1 否 [0|1|2] NEVER-Disables concurrent inserts; 

AUTO-(Default) Enables concurrent insert for 

MyISAM tables that do not have holes; 

ALWAYS-Enables concurrent inserts for all 

MyISAM tables, even those that have holes. For a 

table with a hole, new rows are inserted at the 

end of the table if it is in use by another thread. 

Otherwise, MySQL acquires a normal write lock 

and inserts the row into the hole. 

connect_time

out 

10 10 否 [1-3600] The number of seconds that the mysqld server 

waits for a connect packet before responding 

with Bad handshake. The default value is 10 

seconds as of MySQL 5.1.23 and 5 seconds 

before that.Increasing the connect_timeout value 

might help if clients frequently encounter errors 

of the form Lost connection to MySQL server at 

'XXX', system error: errno. 

default_stora

ge_engine 

Inno

DB 

Inno

DB 

是 [InnoDB|T

okuDB|in

nodb|tok

udb] 

The default storage engine for new tables.  

default_time_

zone 

SYST

EM 

SYST

EM 

是 [SYSTEM|

-12:00|-1

1:00|-10:

The default time zone for th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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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0|

-8:00|-7:

00|-6:00|

-5:00|-4:

00|-3:00|

-2:00|-1:

00|+0:00|

+1:00|+2:

00|+3:00|

+4:00|+5:

00|+5:30|

+6:00|+6:

30|+7:00|

+8:00|+9:

00|+10:00

|+11:00|+

12:00|+13

:00] 

default_week

_format 

0 0 否 [0-7] The default mode value to use for the WEEK() 

function. 

delayed_inser

t_limit 

100 100 否 [1-42949

67295] 

After inserting delayed_insert_limit delayed rows, 

the INSERT DELAYED handler thread checks 

whether there are any SELECT statements 

pending. If so, it permits them to execute before 

continuing to insert delayed rows. 

delayed_inser

t_timeout 

300 300 否 [1-3600] How many seconds an INSERT DELAYED handler 

thread should wait for INSERT statements before 

terminating. 

delayed_que

ue_size 

1000 1000 否 [1-42949

67295] 

This is a per-table limit on the number of rows to 

queue when handling INSERT DELAYED 

statements. If the queue becomes full, any client 

that issues an INSERT DELAYED statement waits 

until there is room in the queue again. 

delay_key_wri

te 

ON ON 否 [ON|OFF|

ALL] 

This option applies only to MyISAM tables. It can 

hav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to affect 

handling of the DELAY_KEY_WRITE table option 

that can be used in CREATE TABLE statements. 

div_precision_

increment 

4 4 否 [0-30] This variable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digits by 

which to increase the scale of the result of 

division operations performed with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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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or. The default value is 4.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values are 0 and 30, respectively. 

The following example illustrates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default value. 

eq_range_ind

ex_dive_limit 

10 10 否 [1-200] This variable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equality 

ranges in an equality comparison condition when 

the optimizer should switch from using index 

dives to index statistics in estimating the number 

of qualifying rows. 

explicit_defau

lts_for_timest

amp 

false false 是 true|false Explicit_defaults_for_timestamp.  

ft_min_word_l

en 

4 4 是 [1-3600] The minimum length of the word to be included 

in a FULLTEXT index. 

ft_query_expa

nsion_limit 

20 20 是 [0-1000] The number of top matches to use for full-text 

searches performed using WITH QUERY 

EXPANSION. 

group_concat

_max_len 

1024 1024 否 [4-18446

74407370

954752] 

The maximum permitted result length in bytes for 

the GROUP_CONCAT() function. The default is 

1024, Unit:Byte. 

innodb_autoi

nc_lock_mod

e 

1 1 是 [0|1|2] The number of threads that can enter InnoDB 

concurrently is determined by the 

innodb_thread_concurrency variable. 

innodb_conc

urrency_ticket

s 

5000 5000 否 [1-42949

67295] 

The number of threads that can enter InnoDB 

concurrently is determined by the 

innodb_thread_concurrency variable. 

innodb_ft_ma

x_token_size 

84 84 是 [10-84] Maximum length of words that are stored in an 

InnoDB FULLTEXT index. 

innodb_ft_mi

n_token_size 

3 3 是 [0-16] Minimum length of words that are stored in an 

InnoDB FULLTEXT index. 

innodb_large

_prefix 

OFF OFF 否 [ON|OFF] Enable this option to allow index key prefixes 

longer than 767 bytes (up to 3072 bytes), for 

InnoDB tables that use the DYNAMIC and 

COMPRESSED row formats. 

innodb_lock_

wait_timeout 

50 50 否 [1-10737

41824] 

The timeout in seconds an InnoDB transaction 

may wait for a row lock before giving up. The 

default value is 50 seconds. Unit: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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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_max_

dirty_pages_p

ct 

75 75 否 [50-90] This is an integer in the range from 0 to 100. The 

default value is 90 for the built-in InnoDB, 75 for 

InnoDB Plugin. The main thread in InnoDB tries to 

write pages from the buffer pool so that the 

percentage of dirty (not yet written) pages will 

not exceed this value. 

innodb_old_b

locks_pct 

37 37 否 [5-95] (InnoDB Plugin only) Specifies the approximate 

percentage of the InnoDB buffer pool used for 

the old block sublist. The range of values is 5 to 

95. The default value is 37 (that is, 3/8 of the 

pool). 

innodb_old_b

locks_time 

1000 1000 否 [0-1024] (InnoDB Plugin only) Specifies how long in 

milliseconds (ms) a block inserted into the old 

sublist must stay there after its first access before 

it can be moved to the new sublist. The default 

value is 0: A block inserted into the old sublist 

moves immediately to the new sublist the first 

time it is accessed, no matter how soon after 

insertion the access occurs. If the value is greater 

than 0, blocks remain in the old sublist until an 

access occurs at least that many ms after the first 

access. Unit: ms. 

innodb_open

_files 

300 300 是 [1-8192] This variable is relevant only if you use multiple 

InnoDB tablespaces. It specifi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ibd files that MySQL can keep open at 

one time. The minimum value is 10. The default 

value is 300. 

innodb_purg

e_batch_size 

300 300 是 [1-5000] The granularity of changes, expressed in units of 

redo log records, that trigger a purge operation, 

flushing the changed buffer pool blocks to disk. 

innodb_purg

e_threads 

1 1 是 [1-32] The number of background threads devoted to 

the InnoDB purge operation. 

innodb_read_

ahead_thresh

old 

56 56 否 [0-64] (InnoDB Plugin only) Controls the sensitivity of 

linear read-ahead that InnoDB uses to prefetch 

pages into the buffer pool. If InnoDB reads at 

least innodb_read_ahead_threshold pages 

sequentially from an extent (64 pages), it initiates 

an asynchronous read for the entire following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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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_read_

io_threads 

4 4 是 [1-64] (InnoDB Plugin only) The number of I/O threads 

for read operations in InnoDB. The default value 

is 4. 

innodb_rollba

ck_on_timeou

t 

OFF OFF 是 [OFF|ON] InnoDB rolls back only the last statement on a 

transaction timeout by default. If 

--innodb_rollback_on_timeout is specified, a 

transaction timeout causes InnoDB to abort and 

roll back the entire transaction (the same 

behavior as in MySQL 4.1). This variable was 

added in MySQL 5.1.15 

innodb_stats_

method 

nulls

_equ

al 

nulls

_equ

al 

否 [nulls_eq

ual|nulls_

unequal|n

ulls_ignor

ed] 

How the server treats NULL values when 

collecting statistics about the distribution of index 

values for InnoDB tables. This variable has three 

possible values, nulls_equal, nulls_unequal, and 

nulls_ignored. For nulls_equal, all NULL index 

values are considered equal and form a single 

value group that has a size equal to the number 

of NULL values. For nulls_unequal, NULL values 

are considered unequal, and each NULL forms a 

distinct value group of size 1. For nulls_ignored, 

NULL values are ignored. 

innodb_stats_

on_metadata 

OFF OFF 否 [ON|OFF] When this variable is enabled (which is the 

default, as before the variable was created), 

InnoDB updates statistics during metadata 

statements such as SHOW TABLE STATUS or 

SHOW INDEX, or when accessing the 

INFORMATION_SCHEMA tables TABLES or 

STATISTICS. (These updates are similar to what 

happens for ANALYZE TABLE.) When disabled, 

InnoDB does not update statistics during these 

operations. Disabling this variable can improve 

access speed for schemas that have a large 

number of tables or indexes. It can als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execution plans for queries that 

involve InnoDB tables. 

innodb_stats_

sample_page

s 

8 8 否 [1-42949

67296] 

 (InnoDB Plugin only) The number of index pages 

to sample for index distribution statistics such as 

are calculated by ANALYZE TABLE. The default 

value is 8. 

innodb_strict_ OFF OFF 否 [ON|OFF] (InnoDB Plugin only) Whether InnoDB returns 

errors rather than warnings for certai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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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This is analogous to strict SQL mode. The default 

value is OFF. See InnoDB Strict Mode for a list of 

the conditions that are affected. 

innodb_table

_locks 

ON ON 否 [ON|OFF] If autocommit = 0, InnoDB honors LOCK TABLES; 

MySQL does not return from LOCK TABLES ... 

WRITE until all other threads have released all 

their locks to the table. The default value of 

innodb_table_locks is 1, which means that LOCK 

TABLES causes InnoDB to lock a table internally if 

autocommit = 0. 

innodb_threa

d_concurrenc

y 

0 0 否 [0-128] InnoDB tries to keep the number of operating 

system threads concurrently inside InnoDB less 

than or equal to the limit given by this variable. 

Once the number of threads reaches this limit, 

additional threads are placed into a wait state 

within a FIFO queue for execution. 

innodb_threa

d_sleep_delay 

1000

0 

1000

0 

否 [1-36000

00] 

How long InnoDB threads sleep before joining 

the InnoDB queue, in microseconds. The default 

value is 10,000. A value of 0 disables 

sleep.Unit:ms 

innodb_write

_io_threads 

4 4 是 [1-64] (InnoDB Plugin only) The number of I/O threads 

for write operations in InnoDB. The default value 

is 4. 

interactive_ti

meout 

7200 7200 否 [10-8640

0] 

The number of seconds the server waits for 

activity on an interactive connection before 

closing it. An interactive client is defined as a 

client that uses the CLIENT_INTERACTIVE option 

to mysql_real_connect(). Unit:second. 

key_cache_ag

e_threshold 

300 300 否 [100-429

4967295] 

This value controls the demotion of buffers from 

the hot sublist of a key cache to the warm sublist. 

Lower values cause demotion to happen more 

quickly. The minimum value is 100. The default 

value is 300.Unit:Second. 

key_cache_bl

ock_size 

1024 1024 否 [512-163

84] 

The size in bytes of blocks in the key cache. The 

default value is 1024.Unit:Byte. 

key_cache_di

vision_limit 

100 100 否 [1-100] The division point between the hot and warm 

sublists of the key cache buffer list. The value is 

the percentage of the buffer list to use for the 

warm sublist. Permissible values range from 1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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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The default value is 100. 

log_queries_n

ot_using_inde

xes 

OFF OFF 否 [ON|OFF] If a query takes longer than this many seconds, 

the server increments the Slow_queries status 

variable. If the slow query log is enabled, the 

query is logged to the slow query log file; Unit: 

Second. 

long_query_ti

me 

1 1 否 [0.03-10] If a query takes longer than this many seconds, 

the server increments the Slow_queries status 

variable. If the slow query log is enabled, the 

query is logged to the slow query log 

file;Unit:Second. 

loose_max_st

atement_time 

0 0 否 [0-42949

67295] 

statement be interrupted if the executing time 

exceeds this value. 

loose_rds_ind

exstat 

OFF OFF 否 [ON|OFF] If ON, start to collect index information. 

loose_rds_ma

x_tmp_disk_s

pace 

1073

7418

240 

1073

7418

240 

否 [1073741

8240-107

37418240

] 

RDS maximum temp disk space. 

loose_rds_tab

lestat 

OFF OFF 否 [ON|OFF] RDS table statistics. 

loose_rds_thr

eads_running

_high_waterm

ark 

5000

0 

5000

0 

否 [0-50000] Max concurrency allowed for SELECT. 

loose_tokudb

_buffer_pool_

ratio 

0 0 是 [0-100] TokuDB buffer pool size ratio. 

low_priority_u

pdates 

0 0 否 [0|1] If set to 1, all INSERT, UPDATE, DELETE, and LOCK 

TABLE WRITE statements wait until there is no 

pending SELECT or LOCK TABLE READ on the 

affected table. This affects only storage engines 

that use only table-level locking (such as 

MyISAM, MEMORY, and MERGE). This variable 

previously was named sql_low_priority_updates. 

max_allowed_

packet 

1073

7418

24 

1024

M 

否 [16384-1

07374182

4] 

The maximum size of one packet or any 

generated/intermediate string. Unit: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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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connect

_errors 

100 100 否 [1-42949

67295] 

If more than this many successive connection 

requests from a host are interrupted without a 

successful connection, the server blocks that host 

from further connections. You can unblock 

blocked hosts by flushing the host cache. 

myisam_sort_

buffer_size 

2621

44 

2621

44 

否 [262144-

16777216

] 

The size of the buffer that is allocated when 

sorting MyISAM indexes during a REPAIR TABLE 

or when creating indexes with CREATE INDEX or 

ALTER TABLE. 

net_read_tim

eout 

30 30 否 [1-42949

67295] 

The number of seconds to wait for more data 

from a connection before aborting the read. 

net_retry_cou

nt 

10 10 否 [1-42949

67295] 

If a read or write on a communication port is 

interrupted, retry this many times before giving 

up. 

net_write_tim

eout 

60 60 否 [1-31536

000] 

The number of seconds to wait for a block to be 

written to a connection before aborting the write. 

open_files_li

mit 

6553

5 

6553

5 

是 [4000-65

535] 

The number of files that the operating system 

permits mysqld to open. The value of this variable 

at runtime is the real value permitted by the 

system and might be different from the value you 

specify at server startup. The value is 0 on 

systems where MySQL cannot change the 

number of open files. 

performance_

schema 

OFF OFF 是 [ON|OFF] Enable performance_schema or not. 

query_alloc_b

lock_size 

8192 8192 否 [1024-16

384] 

The allocation size of memory blocks that are 

allocated for objects created during statement 

parsing and execution. Unit: Byte. 

query_cache_

limit 

1048

576 

1048

576 

否 [1-10485

76] 

Do not cache results that are larger than this 

number of bytes. The default value is 1MB. 

query_cache_

size 

0 0 否 [0-10485

7600] 

The amount of memory allocated for caching 

query results. The default value is 0, which 

disables the query cache. The permissible values 

are multiples of 1024; other values are rounded 

down to the nearest multiple. Unit: Byte. 

query_cache_

type 

0 0 是 [0|1|2] Set the query cache type. Setting the GLOBAL 

value sets the type for all clients that connect 

thereafter. Individual clients can set the SESSION 

value to affect their own use of the query 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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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value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 0: Do not cache results in or retrieve 

results from the query cache. Note that 

this does not deallocate the query cache 

buffer. To do that, you should set 

query_cache_size to 0. 

• 1: Cache all cacheable query results except 

for those that begin with SELECT 

SQL_NO_CACHE. 

• 2: Cache results. 

query_cache_

wlock_invalid

ate 

OFF OFF 否 [ON|OFF] Normally, when one client acquires a WRITE lock 

on a MyISAM table, other clients are not blocked 

from issuing statements that read from the table 

if the query results are present in the query 

cache. Setting this variable to 1 causes acquisition 

of a WRITE lock for a table to invalidate any 

queries in the query cache that refer to the table. 

This forces other clients that attempt to access 

the table to wait while the lock is in effect. 

query_preallo

c_size 

8192 8192 否 [8192-10

48576] 

The size of the persistent buffer used for 

statement parsing and execution. This buffer is 

not freed between statements. If you are running 

complex queries, a larger query_prealloc_size 

value might be helpful in improving performance, 

because it can reduce the need for the server to 

perform memory allocation during query 

execution operations. Unit: Byte. 

slow_launch_t

ime 

2 2 否 [1-1024] If creating a thread takes longer than this many 

seconds, the server increments the 

Slow_launch_threads status variable. 

sql_mode \s \s 否 (支持空格

及

|REAL_AS

_FLOAT|P

IPES_AS_

CONCAT|

ANSI_QU

OTES|IGN

ORE_SPA

CE|ONLY_

FULL_GR

Modes define what SQL syntax MySQL should 

support and what kind of data validation checks it 

should per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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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P_BY|

NO_UNSI

GNED_SU

BTRACTI

ON|NO_

DIR_IN_C

REATE|PO

STGRESQ

L|ORACLE

|MSSQL|D

B2|MAXD

B|NO_KEY

_OPTION

S|NO_TA

BLE_OPTI

ONS|NO_

FIELD_OP

TIONS|M

YSQL323|

MYSQL40

|ANSI|NO

_AUTO_V

ALUE_ON

_ZERO|N

O_BACKS

LASH_ES

CAPES|ST

RICT_TRA

NS_TABL

ES|STRICT

_ALL_TAB

LES|NO_Z

ERO_IN_

DATE|NO

_ZERO_D

ATE|ALLO

W_INVALI

D_DATES|

ERROR_F

OR_DIVIS

ION_BY_Z

ERO|TRA

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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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_N

OT_PREC

EDENCE|

NO_ENGI

NE_SUBS

TITUTION

|PAD_CH

AR_TO_F

ULL_LEN

GTH)(,RE

AL_AS_FL

OAT|,PIPE

S_AS_CO

NCAT|,A

NSI_QUO

TES|,IGN

ORE_SPA

CE|,ONLY

_FULL_GR

OUP_BY|,

NO_UNSI

GNED_SU

BTRACTI

ON|,NO_

DIR_IN_C

REATE|,P

OSTGRES

QL|,ORAC

LE|,MSSQ

L|,DB2|,M

AXDB|,N

O_KEY_O

PTIONS|,

NO_TABL

E_OPTIO

NS|,NO_F

IELD_OPT

IONS|,MY

SQL323|,

MYSQL40

|,ANSI|,N

O_AUTO_

VALUE_O



 

58 

 

N_ZERO|,

NO_BACK

SLASH_ES

CAPES|,S

TRICT_TR

ANS_TAB

LES|,STRI

CT_ALL_T

ABLES|,N

O_ZERO_I

N_DATE|,

NO_ZER

O_DATE|,

ALLOW_I

NVALID_

DATES|,E

RROR_FO

R_DIVISI

ON_BY_Z

ERO|,TRA

DITIONAL

|,HIGH_N

OT_PREC

EDENCE|,

NO_ENGI

NE_SUBS

TITUTION

|,PAD_CH

AR_TO_F

ULL_LEN

GTH)* 

table_definiti

on_cache 

512 512 否 [400-204

8] 

The number of table definitions (from .frm files) 

that can be stored in the definition cache. If you 

use a large number of tables, you can create a 

large table definition cache to speed up opening 

of tables. The table definition cache takes less 

space and does not use file descriptors, unlike the 

normal table cache. The minimum and default 

values are both 400. 

table_open_c

ache 

2000 2000 否 [1-52428

8] 

The stack size of each th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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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2  MySQL 实例参数调优最佳实践 

3.6.6.2.1  前言 

RDS 用户经常会问如何调优 MySQL 的参数，本章节将通过最佳实践来介绍 MySQL 实例支持

修改的参数和不支持修改的参数，以及如何将可修改的参数设置到最佳值以提升实例性能。 

3.6.6.2.2  MySQL 实例不支持修改的参数 

不同规格的 RDS 实例所提供的最 大连接数以及内存是不同的，所以与产品规格相关的限制

参数，即连接数和内存，不支持修改。若内存或者连接数出现了瓶颈，需通过如下方法解决： 

• 内存瓶颈：实例会出现 OOM（Out of Memory），然后导致主备发生切换。 

• 连接数瓶颈：应用不能新建立连接到数据库，则需要进行应用优化、慢 SQL 优化或者

通过弹性升级实例规格来解决。 

另外，为保障主备实例的数据安全，一些涉及数据安全的参数暂不支持修改，例如

innodb_flush_log_at_trx_commit、sync_binlog、gtid_mode、semi_sync、binlog_format。 

3.6.6.2.3  MySQL 实例支持修改的参数 

除 3.6.6.2.2 MySQL 实例不支持修改的参数中介绍的不支持修改的参数外，RDS 绝大部分参数

都已经由 DBA 团队和源码团队优化过，您不需要过多调整线上的参数就可以把数据库比较好

的运行起来。但这些参数只适合大多数的应用场景，个别特殊的场景仍需要个别对待。例如： 

• 若您使用了 tokudb 引擎，就需要调整 tokudb 引擎能使用的内存比例

（tokudb_buffer_pool_ratio）。 

• 若您的应用本身需要很大的一个锁超时时间，则需要调整 innodb_lock_wait_timeout

参数的大小以适应应用。 

3.6.6.2.4  如何设置参数 

本节将介绍可以通过 RDS 控制台修改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参数。这些参数如果设置不当，则可

能会出现实例性能问题或应用报错。 

open_files_limit 

作用：该参数用于控制 MySQL 实例能够同时打开使用的文件句柄数目。 

原因：当数据库中的表打开越来越多后，会消耗分配给每个实例的文件句柄数目。RDS 在起

初初始化实例的时候将 open_files_limit 的值设置为 8192，当打开的表数目超过该参数则会导

thread_stack 2621

44 

2621

44 

是 [131072-

10737418

24] 

The stack size of each thread. 

tmp_table_siz

e 

2621

44 

2621

44 

否 [262144-

16777216

] 

The maximum size of internal in-memory 

temporary tables. 

czwait_timeo

ut 

8640

0 

8640

0 

否 [60-2592

00] 

The number of seconds the server waits for 

activity on a noninteractive connection before 

clos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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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有的数据库请求报错误。  

说明: MyISAM 引擎表在被访问的时候需要消耗文件描述符，InnoDB 引擎会自己管理已经打

开的表，相关参数为 table_open_cache。 

现象：如果该参数值设置过小可导致应用报错，如下所示。 

[ERROR] /mysqld: Can't open file: './mysql/user.frm' (errno: 24 -Too many open files); 

建议：提高 open_files_limit 的值，RDS 目前可以支持的最大值为 65535，同时建议替换 MyISAM

存储引擎为 InnoDB 引擎。 

back_log 

作用：MySQL 每处理一个连接请求的时候都会创建一个新线程与之对应。在主线程创建新线

程期间，如果前端应用有大量的短连接请求到达数据库，MySQL 会限制新连接在此时进入请

求队列，由参数 back_log 控制。如果等待的连接数量超过 back_log，则将不会接受新的连接

请求，所以如果需要 MySQL 能够处理大量的短连接，需要提高此参数的大小。 

现象：如果参数过小，则可能会导致应用报错，如下所示。 

SQLSTATE[HY000] [2002] Connection timed out; 

建议：提高 back_log 的值。较早时期，RDS 在初始化时，该参数的默认值是 50，现在初始化

值已经调至 3000。 

说明: 调整该参数值后，需要重启实例。 

innodb_autoinc_lock_mode 

作用： 在 MySQL 5.1.22 后 ， InnoDB 为 了 解 决 自 增 主 键 锁 表 的 问 题 ， 引 入 了 参 数

innodb_autoinc_lock_mode，用于控制自增主键的锁机制。该参数可以设置的值为 0/1/2，RDS 

默认的参数值为 1，表示 InnoDB 使用轻量级别的 mutex 锁来获取自增锁，替代最原始的表级

锁。但是在 load data（包括：INSERT … SELECT、REPLACE … SELECT）场景下会使用自增表

锁，这样可能会导致应用在并发导入数据时出现死锁。 

现象：如果应用并发使用 load data（包括：INSERT … SELECT、REPLACE … SELECT）导入数

据的时候出现死锁，如下所示。 

RECORD LOCKS space id xx page no xx n bits xx index PRIMARY of table xx.xx trx id xxx lock_

mode X insert intention waiting. TABLE LOCK table xxx.xxx trx id xxxx lock mode AUTO-INC w

aiting； 

建议：建议将 innodb_autoinc_lock_mode 的值改为 2，表示所有情况插入都使用轻量级别的

mutex 锁（只针对 row 模式），这样就可以避免 auto_inc 的死锁，同时在 INSERT … SELECT

的场景下会提升很大的性能。 

说明: 若将该参数值设为 2，binlog 的格式需要设置为 row。 

query_cache_size 

作用：该参数用于控制 MySQL query cache 的内存大小。如果 MySQL 开启 query cache，在

执行每一个 query 时会先锁住 query cache，然后判断是否存在于 query cache 中，如果存在

直接返回结果，如果不存在，则再进行引擎查询等操作。同时，insert、update 和 delete 这

样的操作都会将 query cahce 失效掉，这种失效还包括结构或者索引的任何变化。但 cache

失效的维护代价较高，会给 MySQL 带来较大的压力。所以，当数据库不需要频繁更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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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 cache 有助于提升实例性能。但是如果反过来，写入非常频繁，并集中在某几张表上时，

query cache lock 的锁机制会造成很频繁的锁冲突，对于这一张表的写和读会互相等待 query 

cache lock 解锁，导致 select 的查询效率下降。 

现象：数据库中有大量的连接状态为 checking query cache for query、Waiting for query cache 

lock、storing result in query cache。 

建议：RDS 默认关闭 query cache 功能，如果您的实例打开了 query cache，当出现上述情况

后可以关闭 query cache。当然，有些情况也可以打开 query cache，例如巧用 query cache

解决数据库性能问题。 

net_write_timeout 

作用：等待将一个 block 发送给客户端的超时时间。 

现象：若该参数设置过小，可能导致客户端报错，如下所示。 

the last packet successfully received from the server was milliseconds ago ，

the last packet sent successfully to the server was milliseconds ago. 

建议：该参数在 RDS 中的默认值为 60S。一般在网络条件比较差或者客户端处理每个 block

耗时比较长时，由于 net_write_timeout 设置过小导致的连接中断很容易发生，建议增加该参

数的大小。 

tmp_table_size 

作用：该参数用于决定内部内存临时表的最大值，每个线程都要分配（实际起限制作用的是

tmp_table_size 和 max_heap_table_size 的最小值）。如果内存临时表超出了限制，MySQL 就

会自动把它转化为基于磁盘的 MyISAM 表。优化查询语句时，要避免使用临时表，如果实在

避免不了的话，要保证这些临时表是存在内存中的。 

现象：如果复杂的 SQL 语句中包含了 group by/distinct 等不能通过索引进行优化而使用了临

时表，则会导致 SQL 执行时间加长。 

建议：如果应用中有很多 group by/distinct 等语句，同时数据库有足够的内存，可以增大

tmp_table_size 和 max_heap_table_size 的值，以此来提升查询性能。 

3.6.6.2.5  MySQL 新增参数 

oose_rds_max_tmp_disk_space 

作用：用于控制 MySQL 能够使用的临时文件的大小，RDS 初始默认值是 10G。 

现象：如果临时文件超出此大小，则会导致应用报错，如下所示。 

The table ‘/home/mysql/dataxxx/tmp/#sql_2db3_1’ is full. 

建议：需要先分析一下导致临时文件增加的 SQL 语句是否能够通过索引或者其他方式进行优

化。其次，如果确定实例的空间足够大，则可以提升此参数的值，以保证 SQL 能够正常执行。 

说明: 调整该参数值后，需要重启实例。 

loose_tokudb_buffer_pool_ratio 

作用：用于控制 TokuDB 引擎能够使用的 buffer 内存大小。例如，将 innodb_buffer_pool_size

设置为 1000M，将 tokudb_buffer_pool_ratio 设置为 50（代表 50%），则 TokuDB 引擎的表能

够使用的 buffer 内存大小为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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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该参数在 RDS 中默认值为 0。如果 RDS 中使用 TokuDB 引擎，则建议调大该参数，以

此来提升 TokuDB 引擎表的访问性能。 

说明: 调整该参数值后，需要重启实例。 

loose_max_statement_time 

作用：用于控制查询在 MySQL 的最长执行时间。 

现象：如果超过该参数设置的时间，查询将会自动失败，默认是不限制，如下所示。 

ERROR 3006 (HY000): Query execution was interrupted, max_statement_time exceeded 

建议：如果用户希望控制数据库中 SQL 的执行时间，则可以开启该参数，单位是毫秒。 

loose_rds_threads_running_high_watermark 

作用：用于控制 MySQL 并发的查询数目。例如，将 rds_threads_running_high_watermark 的

值设置为 100，则允许 MySQL 同时进行的并发查询为 100 个，超过参数值的查询将会被拒绝

掉。该参数与 rds_threads_running_ctl_mode 配合使用（默认值为 select）。 

建议：该参数常常在秒杀或者大并发的场景下使用，对数据库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3.7  账号管理 

3.7.1  创建账号 

在使用数据库之前，需要在 RDS 实例中创建账号。在数据库迁移之前，需要在 RDS 实例和本

地数据库中创建一致的账号。本章将介绍如何在 RDS 实例中创建账号。 

说明:  

• 同一实例下的数据库共享该实例下的所有资源，每个 MySQL 5.6 版本的实例最多可以

创建 500 个账号。 

• 如果您要迁移本地数据库到 RDS，请在 RDS 实例中创建与本地数据库一致的迁移账号。 

• 分配数据库账号权限时，请按最小权限原则和业务角色创建账号，并合理分配只读和

读写权限。必要时可以把数据库账号和数据库拆分成更小粒度，使每个数据库账号只

能访问其业务之内的数据。如果不需要数据库写入操作，请分配只读权限。 

• 为保障数据库的安全，请将数据库账号的密码设置为强密码，并定期更换。 

• 同一实例下的数据库共享该实例下的所有资源，每个 MySQL 5.6 版本的实例最多可以

创建 500 个账号。 

• 如果您要迁移本地数据库到 RDS，请在 RDS 实例中创建与本地数据库一致的迁移账号。 

• 分配数据库账号权限时，请按最小权限原则和业务角色创建账号，并合理分配只读和

读写权限。必要时可以把数据库账号和数据库拆分成更小粒度，使每个数据库账号只

能访问其业务之内的数据。如果不需要数据库写入操作，请分配只读权限。 

• 为保障数据库的安全，请将数据库账号的密码设置为强密码，并定期更换。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进入账号管理页面。 

4. 单击创建账户。 

5. 输入要创建的账号信息，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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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创建账号 

 

参数说明： 

o 数据库账号：由 2~16 个字符的小写字母、数字或下划线组成、开头需为字母，

结尾需为字母或数字，如 user4example。 

o 授权数据库：指定现存未授权数据库到已授权数据库。 

o 密码：该账号对应的密码，由 6~32 个字符的字母、数字、中划线或下划线组成，

如 password4example。 

o 重复密码：输入与密码一致的字段，如 password4example，以确保密码正确输

入。 

o 备注说明：可以备注该账号的相关信息，便于后续账号管理，最多支持 256 个

英文字符。 

6. 单击确定。 

3.7.2  重置密码 

在使用 RDS 过程中，如果忘记数据库账号密码，可以通过 RDS 控制台重新设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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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了数据安全，建议您定期更换密码。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进入账号管理页面。 

4. 在目标账号所对应的操作栏中，单击重置密码。 

5. 在 重置密码页面输入新密码并确认密码后，单击确定。 

说明: 密码由 6 个~32 个字符的字母、数字、中划线或下划线组成，建议不要使用曾

经用过的密码。 

3.7.3  修改账号权限 

在使用 RDS 过程中，您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实例中账号的权限。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进入账号管理页面。 

4. 在目标账号所对应的操作栏中，单击修改权限。 

5. 在弹出的 修改权限弹窗中，调整账号权限，然后单击确定。 

3.7.4  删除账号 

您可以删除不需要的账号。本章将介绍删除账号的操作步骤。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进入账号管理页面。 

4. 在目标账号所对应的操作栏中，单击删除。 

5.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定。 

3.7.5  修改描述 

为便于账号管理，在创建账号时您可以添加备注描述，也可以在账号创建成功后修改备注描

述。本章将介绍如何修改账号描述。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账号管理，进入账号管理页面。 

4. 在目标账号所对应的操作栏中，单击 。 

5. 在弹窗中，编辑账号描述。 

6. 单击确定。 

3.8  管理数据库 

3.8.1  创建数据库 

您可以通过 RDS 控制台创建数据库。数据库名称实例内唯一，实例间互不影响。在数据库迁



 

65 

 

移之前，需要在 RDS 实例中创建和本地数据库一致的数据库。 

说明:  

• 同一实例下的数据库共享该实例下的所有资源，每个 MySQL 5.6 版本的实例最多可以

创建 500 个数据库。 

• 如果您要迁移本地数据库到 RDS，请在 RDS 实例中创建与本地数据库一致的数据库。 

• 分配数据库账号权限时，请按最小权限原则和业务角色创建账号，并合理分配只读和

读写权限。必要时可以把数据库账号和数据库拆分成更小粒度，使每个数据库账号只

能访问其业务之内的数据。如果不需要数据库写入操作，请分配只读权限。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库管理 > 数据库列表，进入数据库列表页面。 

4. 单击创建数据库。 

5. 输入要创建的数据库信息，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6. 单击确定。 

 

参数说明： 

o 数据库名称：由 2~64 个字符的小写字母、数字、下划线或中划线组成，开头需

为字母，结尾需为字母或数字。 

o 字符集：设置数据库的字符集，选项有 utf8、gbk、latin1 和 utf8mb4。 

o 授权账号：选择该数据库授权的账号。如果尚未创建账号，该值可以为空。 

备注说明：可以备注该数据库的相关信息，便于后续数据库管理，最多支持 256 个英

文字符。 

 

 

 

图 47  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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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删除数据库 

本章介绍如何在 RDS 控制台上删除实例中的数据库。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库管理，进入数据库管理页面。 

4. 在目标数据库所对应的操作栏中，单击删除。 

5.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3.9  安全管理 

3.9.1  设置白名单 

为了数据库的安全稳定，在启用目标实例前，需先修改白名单。您应该将需要访问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者 IP 段加入到 RDS 实例的白名单中。本章将介绍如何在设置 RDS 实例的白名单。 

 

说明:  

• 系统会给每个实例创建一个默认的 default 白名单分组，该白名单分组只能被修改或清

空，但不能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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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名单功能支持设置 IP 地址（如 10.10.10.1）或者 IP 段（如 10.10.10.0/24，表示 

10.10.10.X 的 IP 地址都可以访问数据库）。 

• 在每个白名单分组中，MySQL 5.6 版本的实例可以添加 1000 个 IP。 

• 若将白名单设置为%或者 0.0.0.0/0，代表允许任何 IP 访问 RDS 实例。该设置将极大降

低数据库的安全性，如非必要请勿使用。 

• 系统会给每个实例创建一个默认的 default 白名单分组，该白名单分组只能被修改或清

空，但不能被删除。 

• 白名单功能支持设置 IP 地址（如 10.10.10.1）或者 IP 段（如 10.10.10.0/24，表示 

10.10.10.X 的 IP 地址都可以访问数据库）。 

• 在每个白名单分组中，MySQL 5.6 版本的实例可以添加 1000 个 IP。 

• 若将白名单设置为%或者 0.0.0.0/0，代表允许任何 IP 访问 RDS 实例。该设置将极大降

低数据库的安全性，如非必要请勿使用。 

 

操作步骤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数据安全性，进入数据安全性页面。 

4. 单击添加白名单分组。 

5. 在添加白名单分组页面填写分组名称，并在组内白名单栏中填写需要访问该实例的 IP

地址或 IP 段，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然后单击确定。 

 

参数说明： 

 

o 分组名称：长度为 2~32 个字符，由小写字母、数字或下划线组成，开头需为小

写字母，结尾需为字母或数字。在白名单分组创建成功后，该名称将不能被修

改。 

o 组内白名单：填写允许访问 RDS 实例的 IP 地址或者 IP 段。 

 

▪ 若填写 IP 段，如 10.10.10.0/24，则表示 10.10.10.X 的 IP 地址都可以访问

该 RDS 实例。 

▪ 若您需要添加多个 IP，请用英文逗号隔开（逗号前后都不能加空格），

例如 192.168.0.1,172.16.213.9。 

 

 

正确使用白名单可以让 RDS 得到高级别的访问安全保护，建议您定期维护白名单。后续操作

中，您可以单击修改来修改白名单，单击清空来清空 default 白名单，单击删除来删除自定义

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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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添加白名单分组 

 

3.10  日志管理 

您可以通过 RDS 控制台查询实例的错误日志和慢日志，来帮助您做故障定位分析。本章将介

绍如何查看错误日志、慢日志明细和慢日志统计。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日志管理，进入日志管理页面。 

4. 选择错误日志、慢日志明细或慢日志统计页签查看相关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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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相应页签中，可选择时间范围进行日志查询。 

3.11  性能优化 

3.11.1  SQL 日志运行报告 

您可以通过 RDS 控制台查询 SQL 日志运行报告，来帮助您做故障定位分析。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性能优化 >SQL 日志运行报告，进入 SQL 日志运行报告页面。 

4. 选择时间范围进行日志查询。 

说明: 该列表中不提供最近两个小时的慢日志，如需查询请通过 MySQL 库中的

slow_log 表查询。 

3.11.2  缺失索引建议 

根据 RDS 的 SQL 语句运行情况及性能，系统将提示缺失索引的数据库表，并提示添加索引的

SQL 语句。本章将介绍如何查询缺失索引。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性能优化 > 缺失索引建议，进入缺失索引建议列表页面，即

可查询缺失的索引。 

3.12  备份与恢复 

3.12.1  备份 RDS 数据 

3.12.1.1  备份策略 

备份策略支持全量物理备份。云数据库会执行您设定的备份策略，自动备份数据库。本章将

介绍如何设置自动备份的备份策略。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备份恢复> 备份策略，进入备份策略页面 

4. 单击编辑 

5. 在修改备份策略页面设置备份策略，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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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设置备份策略 

 

参数说明： 

o 保留天数：数据备份文件保留的天数，默认为 7 天，可以设置 7~730 天。 

o 备份周期：可以设置为一星期中的某一天或者某几天。 

o 备份时间：可以设置为任意时段，以小时为单位。 

o 日志备份：可以设置为开启或关闭 

6. 单击确定。 

3.12.1.2  查看数据备份 

手动备份支持全量物理备份和全量逻辑备份。本章将介绍如何手动备份 RDS 数据。 

 

操作步骤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备份恢复>进入备份恢复页面 

4. 在备份恢复页面选择数据备份页签，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71 

 

图 50: 手动备份设置 

 

3.12.2  恢复 RDS 数据 

3.12.2.1  覆盖性恢复 

您可以直接将指定备份数据覆盖到主实例，但指定的备份数据创建之后产生的数据将会全部

丢失。建议您通过创建临时实例来进行更加安全的数据恢复和回迁。本章将介绍如何直接将

制定备份数据覆盖到主实例上。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备份恢复>进入备份恢复页面。 

4. 选择数据备份标签页。 

5. 找到要恢复的备份集，然后在其对应的操作栏中，单击覆盖性恢复。 

3.12.3  下载备份数据 

本章将介绍如何查询并下载 RDS 实例的备份数据。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备份恢复，进入备份恢复页面。 

4. 选择时间范围，然后单击查询，即可查询所需要的备份数据。 

5. 若需要下载备份数据，在其所对应的操作栏中，单击下载。 

3.13  监控信息 

为方便您查看和掌握实例的运行状态，RDS 控制台提供了丰富的性能监控项。 

1. 登录云控制平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DS。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3. 在上侧导航栏中，选择监控信息。 

4. 按需求选择查看数据库的资源、引擎的监控数据等，每个页面具体的监控项如 table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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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监控项列表 

页面名称 监控项 说明 监 控

频率 

监

控

周

期 

系统资源 磁盘空间 实例的磁盘空间使用量，包括磁盘空间总体使

用量、数据空间使用量、日志空间使用量、临

时文件空间使用量和系统文件空间使用。 

量单位：MByte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IOPS 实例的每秒 I/O 请求次数。 

单位：次/秒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CPU 和内存利用

率 

实例的 CPU 利用率（不含操作系统占用）。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当前总连接数 实例的当前活跃连接数及当前总连接数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网络流量 实例每秒钟的输入、输出流量。 

单位：KByte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数据库性

能 

QPS/TPS 每秒钟 SQL 语句执行次数和事务处理数。 

TPS(平均每秒事务数）/QPS(平均每秒 SQL 语

句执行次数)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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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名称 监控项 说明 监 控

频率 

监

控

周

期 

临时表 MySQL 执行语句时在硬盘上自动创建的临时表的数

量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MySQL_COMDML 
 

数据库每秒 SQL 语句执行次数，包括 Insert、

Delete 、 Insert_Select 、 Replace 、

Replace_Select、Select、Update。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MySQL_RowDML 
 

InnoDB 每秒钟操作执行次数，包括每秒向日

志文件的物理写次数、每秒从 InnoDB 表读

取、更新、删除、插入的行数。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InnoDB

引擎 

InnoDB 缓冲池 InnoDB 缓冲池的读命中率、利用率以及缓冲

池脏块的百分率。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InnoDB 读写量 InnoDB 每秒读取和写入的数据量。 

单位：KByte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InnoDB 缓存请求

次数 

InnoDB 每秒钟的读取和写入的次数。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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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名称 监控项 说明 监 控

频率 

监

控

周

期 

InnoDB 日志 

读/写/fsync 

InnoDB 每秒向日志文件的物理写入次数、日

志写请求、向日志文件完成的 fsync 写数量。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MyISAM

引擎 

MyISAM Key 

Buffer 

MyISAM 每秒的 Key Buffer 读命中率、写命中

率、利用率。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MyISAM 读写次数 MyISAM 每秒从缓冲池中的读、写次数和每秒

钟从硬盘上的读、写次数。 

60 秒

/次 

300

秒 /

次 

30

天 

 

3.14  典型应用 

3.14.1  多数据结构存储 

OSS 是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对外提供的海量、安全、低成本、高可靠的云存储服务。RDS

可以和 OSS 搭配使用，组成多类型数据存储解决方案。 

 例如，当业务应用为论坛时，RDS 搭配 OSS 使用，注册用户的图像、帖子内容的图像等资

源可以存储在 OSS 中，以减少 RDS 的存储压力。 

如下代码为 OSS 与 RDS 搭配使用的示例。 

1. 执行如下命令，初始化 OssApi。from oss.oss_api import * endpoint=" 

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your id","your secret" 

oss = OssAPI(endpoint, 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 

2. 执行如下命令，新建 Bucket。#设置 bucket 权限为私有 res = 

oss.create_bucket(bucket,"private") print "%s\n%s" % (res.status, res.read()) 

3. 执行如下命令，上传 Object。res = oss.put_object_from_file(bucket, object, "test.txt") 

print "%s\n%s" % (res.status, res.getheaders()) 

4. 执行如下命令，获取对应的 Object。res = oss.get_object_to_file(bucket, object, 

"/filepath/test.txt") print "%s\n%s" % (res.status, res.getheaders())在 ECS 应用代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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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S 中存储了每个用户的 id，而用户对应的头像资源存储于 OSS 中，以简单的 Python

代码为例： 

#!/usr/bin/env python from oss.oss_api import * 

endpoint" 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your id", "your 

secret" oss = OssAPI(endpoint, 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 

user_id = mysql_client.fetch_one(sql)#从 RDS 中查找用户的 user_id 

#获取用户头像并下载到对应路径 

oss.get_object_to_file(bucket, object, your_path/user_id+’.png’) 

#处理用户上传头像 

oss.put_object_from_file(bucket, object, your_path/user_id+’.png’) 

4  云数据库 Redis 版 

4.1  云数据库 Redis 版介绍 

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数据库 Redis 版（ApsaraDB for Redis）是兼容开源 Redis 协议的 

Key-Value 类型在线存储服务。它支持字符串（String）、链表（List）、集合（Set）、有序

集合（SortedSet）、哈希表（Hash）等多种数据类型，及事务（Transactions）、消息订阅

与发布（Pub/Sub）等高级功能。通过“内存+硬盘”的存储方式，云数据库 Redis 版在提供高

速数据读写能力的同时满足数据持久化需求。 

除此之外，云数据库 Redis 版作为云计算服务，其硬件和数据部署在云端，有完善的基础设

施规划、网络安全保障、系统维护服务。所有这些都无需用户考虑，确保用户专心致力于自

身业务创新。 

4.2  管理实例 

4.2.1  新建实例 

云数据库 Redis 版包含多种架构类型，实例规格，网络类型可供选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选购合适的配置。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 ，进入实例列表界面。 

2. 单击右上角的新建。 

3. 完成区域、架构类型、节点类型、计划类型、实例规格、网络类型等实例配置（单击

下一步依次完成各项配置，下同）。 

4. 按照要求填写实例名称、密码、数量等信息。 

5. 填写完备注信息后可以选择单击立即申请或者加入订单（此时，您选择的配置信息将

会出现在界面右侧，可单击提交完成申请）。提交申请后请耐心等待系统为您开通实

例，待实例状态显示为使用中时，实例新建完成。 

4.2.2  修改实例密码  

如果您忘记密码、需要修改旧密码，或者在创建实例时候没有设置密码，您可以重新设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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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密码。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 ，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到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者管理 > 详情进入实例信息页面。 

3. 单击右上方修改密码。 

4. 在修改密码窗口，输入登录密码并确认密码，单击确定。 

4.2.3  查看实例详情 

创建实例后，您可以在云控制台上查看实例详细信息。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 ，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者管理，在实例信息页面查看实例详细信息。 

实例信息页包含基本信息、配置信息以及连接信息区域，各个区域包含的信息项如下

表所示。 

表 11: 实例信息页 

区域 信息项 

基本信息 实例 ID 

名称 

状态 

区域 

部门 

所属项目 

创建时间 

所在可用区 

网络类型 

配置信息 实例规格 

最大连接数 

最大内网带宽 

可维护时间段 

白名单 

连接信息 连接地址 

端口号 

4.2.4  修改实例名称 

创建实例后，您可以在云控制台修改实例名称。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 ，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目标实例，单击管理 。 

3. 在实例信息界面单击实例名称旁的 按钮，填写新的实例名称，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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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变更配置 

云数据库 Redis 版可执行变更配置操作。 

说明: 变配过程中，实例会发生秒级闪断。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管理>变更配置或更多>变更配置。 

3. 在变更实例窗口，选择需要的实例规格，单击确认。 

4.2.6  设置 IP 白名单 

为了数据库的安全稳定，在开始使用 Redis 实例前，您需要将访问数据库的 IP 地址或者 IP 

段加到目标实例的白名单中。 

正确使用白名单可以让 Redis 得到高级别的访问安全保护，建议您定期维护白名单。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者管理。 

3. 在数据安全性标签页，单击修改按钮。 

4. 在修改白名单窗口，填写白名单 IP 列表，单击确认。 

说明：IP 白名单设置为 0.0.0.0/0 代表允许所有地址访问，设置为 127.0.0.1 代表禁

止所有地址访问。 

4.2.7  设置可运维时间 

为保障云数据库 Redis 版实例的稳定性，后端系统会不定期对实例、机器进行维护操作。 

实例维护当天，为保障整个维护过程的稳定性，实例会在所设置的可运维时间前一段时间，

进入实例维护中的状态，当实例处于该状态时，数据库本身正常的数据访问不会受到任何影

响，但控制台上涉及该实例的变更类的功能均暂无法使用（如变更配置），查询类如性能监

控等可以正常查阅。 

说明: 在进入实例所设置的可运维时间后，实例在维护期间可能会发生闪断，建议您尽量选

择业务低峰期为运维时间段。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到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者管理，进入实例信息页面。 

3. 单击设定修改可运维时间。 

4. 在编辑实例信息窗口，选择可运维时间，并单击保存。 

4.3  导入数据 

redis-cli 是 Redis 原生的命令行工具。云数据库 Redis 版支持通过 redis-cli 来导入数据，

方便您将已有的 Redis 数据导入到云数据库 Redis 版里，实现数据的无缝迁移。 

注意事项： 

由于云数据库 Redis 版仅支持从专有云内网访问，此操作方案仅在专有云 ECS 上执行才

生效。若您的 Redis 不在专有云 ECS 服务器上，您需要将原有的 AOF 文件复制到 

ECS 上再执行以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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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cli 是 Redis 原生的命令行工具。若您在 ECS 上无法使用 redis-cli，可以先下载安

装 Redis 后再使用 redis-cli。 

对于在专有云 ECS 上自建的 Redis 实例，执行如下操作。 

开启现有 Redis 实例的 AOF 功能（如果实例已经启用 AOF 功能则忽略此步骤）。 

# redis-cli -h old_instance_ip -p old_instance_port config set appendonly yes 

通过 AOF 文件将数据导入到新的 ApsaraDB for Redis 实例（假定生成的 AOF 文件名为 

append.aof）。 

# redis-cli -h aliyun_redis_instance_ip -p 6379 -a password --pipe < appendonly.aof 

说明: 如果原有旧的 Redis 实例不需要一直开启 AOF，可在导入完成后通过以下命令

关闭： 

# redis-cli -h old_instance_ip -p old_instance_port config set appendonly no 

4.4  备份与恢复 

随着越来越多的业务开始使用 Redis 作为最终的持久化存储引擎，用户对于数据可靠性就提

出了更高的需求。Redis 的备份恢复解决方案全面升级了云数据库 Redis 的数据可靠性。 

4.4.1  设置自动备份策略 

由于越来越多的应用将 Redis 作为持久化存储，所以需要常规的备份机制保证数据误操作之

后，具备数据快速恢复的能力。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采用在备节点上执行 RDB 快照备份，

备份期间对您的实例访问不会产生性能影响，并且提供了控制台的快捷操作可以让您进行个

性化的备份设置。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者管理进入实例信息页面。 

3. 选择备份设置页签。 

4. 单击备份设置。 

5. 单击编辑，在备份设置窗口，自定义自动备份的周期和时间。 

说明: 默认备份数据的保留时间是 7 天，不可修改。 

6. 单击确定，完成自动备份设置。 

4.4.2  手动备份 

除了备份常规设置外，您还可以在控制台上任意时刻发起一次手工备份。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者管理进入实例信息页面。 

3. 选择备份设置页签。 

4. 单击备份数据。 

5. 单击右上角的建立备份。 

6. 在备份实例窗口，单击确认，对实例进行立即备份。 

说明: 您可以在备份数据页，选择时间范围，查询历史备份数据。默认备份数据的保

留时间是 7 天，您可以查询 7 天以内的历史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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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备份存档 

由于行业监管需要或者公司制度，需要将 Redis 中的数据定期备份存档，云数据库 Redis 版

提供了备份存档功能，云数据库 Redis 服务自动将自动备份或者手动备份文件保存至 OSS 

上。目前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将为您在 OSS 保存 7 天内的备份文件，7 天外的备份文件将

会自动删除。 

如果您需要更长时间的数据存档，可以直接在控制台上复制链接将数据库备份文件自行下载

到本地进行长时间存储。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者管理进入实例信息页面。 

3. 选择备份设置页签。 

4. 在备份数据页，选择要归档的备份数据集，单击下载。 

4.4.4  数据恢复 

您对数据库误操作引起的损失可以通过数据恢复功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目前 Redis 提供按照

备份数据的恢复方式。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者管理进入实例信息页面。 

3. 选择备份设置页签。 

4. 选择备份数据页签。 

5. 选择要恢复的时间范围，单击确定，然后选择目标备份文件，单击数据恢复。 

6. 在数据恢复的窗口，选择确定直接对原实例进行数据恢复。 

说明: 由于数据恢复操作有较高的风险，如果时间可控还是建议先采用克隆实例的方

式，基于一个需要恢复的备份集创建一个实例，验证数据正确性之后，再进行数据恢

复操作。 

4.5  设置云数据库参数 

云数据库 Redis 版允许用户您修改部分实例参数，具体可修改的参数项请参见 Redis 云管控

平台中的参数设置。 

由于云数据库服务与原生的数据库服务完全兼容，故设置云数据库参数方法和本地数据库参

数设置方法基本类似。您可以参照本例，通过 Redis 管理控制台修改参数，也可以通过 Redis 

CLI 命令行的方式，执行相关命令修改参数设置。 

数据库参数说明请参见各版本数据库的官方文档。 

redis.conf for Redis 3.0 

redis.conf for Redis 2.8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云数据库 Redis 版，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定位目标实例，单击实例 ID 或者管理进入实例信息页面。 

3. 选择参数设置页签。 

4. 选择需要修改的参数，单击修改。 

5. 修改参数值，单击确定。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antirez/redis/3.0/redis.conf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antirez/redis/2.8/redis.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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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Redis 支持的命令 

云数据库 Redis 版兼容 Redis 的 3.0 版本，支持 Redis 3.0 的 Geo 命令。Redis 命令请参

见：http://redis.io/commands。 

支持的命令操作 

Key（键） String（字符

串） 

Hash （ 哈 希

表） 

List（列表） Set（集合） SortedSet（有序集

合） 

DEL APPEND HDEL BLPOP SADD ZADD 

DUMP BITCOUNT HEXISTS BRPOP SCARD ZCARD 

EXISTS BITOP HGET BRPOPLPU

SH 

SDIFF ZCOUNT 

EXPIRE BITPOS HGETALL LINDEX SDIFFSTORE ZINCRBY 

EXPIREAT DECR HINCRBY LINSERT SINTER ZRANGE 

MOVE DECRBY HINCRBYFLO

AT 

LLEN SINTERSTOR

E 

ZRANGEBYSCORE 

PERSIST GET HKEYS LPOP SISMEMBER ZRANK 

PEXPIRE GETBIT HLEN LPUSH SMEMBERS ZREM 

PEXPTREA

T 

GETRANGE HMGET LPUSHX SMOVE ZREMRANGEBYRA

NK 

PTTL GETSET HMSET LRANGE SPOP ZREMRANGEBYSC

ORE 

RANDOMK

EY 

INCR HSET LREM SRANDMEM

BER 

ZREVRANGE 

RENAME INCRBY HSETNX LSET SREM ZREVRANGEBYSC

ORE 

RENAMEN

X 

INCRBYFLO

AT 

HVALS LTRIM SUNION ZREVRANK 

RESTORE MGET HSCAN RPOP SUNIONSTO

RE 

ZSCORE 

SORT MSET  RPOPLPUS

H 

SSCAN ZUNIONSTORE 

TTL MSETNX  RPUSH  ZINTERSTORE 

TYPE PSETEX  RPUSHX  ZSCAN 

SCAN SET    ZRANGEBYLEX 

OBJECT SETBIT    ZLEXCOUNT 

http://redis.io/commands


 

81 

 

Key（键） String（字符

串） 

Hash （ 哈 希

表） 

List（列表） Set（集合） SortedSet（有序集

合） 

 SETEX    ZREMRANGEBYLE

X 

 SETNX     

 SETRANGE     

 STRLEN     

以及 

HyperLogL

og 

Pub/Sub（发

布/订阅） 

Transacti

on （ 事

务） 

Connecti

on （ 连

接） 

Server

（ 服 务

器） 

Scriptin

g （ 脚

本） 

Geo（地理位置） 

PFADD PSUBSCRIBE DISCARD AUTH FLUSHA

LL 

EVAL GEOADD 

PFCOUNT PUBLISH EXEC ECHO FLUSHD

B 

EVALS

HA 

GEOHASH 

PFMERGE PUBSUB MULTI PING DBSIZE SCRIPT 

EXISTS 

GEOPOS 

 PUNSUBSCR

IBE 

UNWAT

CH 

QUIT TIME SCRIPT 

FLUSH 

GEODIST 

 SUBSCRIBE WATCH SELECT INFO SCRIPT 

KILL 

GEORADIUS 

 UNSUBSCRI

BE 

  KEYS SCRIPT 

LOAD 

GEORADIUSBYME

MBER 

    CLIENT 

KILL 

  

    CLIENT 

LIST 

  

    CLIENT 

GETNA

ME 

  

    CLIENT 

SETNA

ME 

  

    CONFIG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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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LogL

og 

Pub/Sub（发

布/订阅） 

Transacti

on （ 事

务） 

Connecti

on （ 连

接） 

Server

（ 服 务

器） 

Scriptin

g （ 脚

本） 

Geo（地理位置） 

    MONIT

OR 

  

    SLOWL

OG 

  

暂未开放的命令 

Keys（键） Server（服务器） 

MIGRATE BGREWRITEAOF 

 BGSAVE 

 CONFIG REWRITE 

 CONFIG SET 

 CONFIG RESETSTAT 

 COMMAND 

 COMMAND COUNT 

 COMMAND GETKEYS 

 COMMAND INFO 

 DEBUG OBJECT 

 DEBUG SEGFAULT 

 LASTSAVE 

 ROLE 

 SAVE 

 SHUTDOWN 

 SLAVEOF 

 SYNC 

集群实例不支持的命令 

Transaction Scripting Connection Keys List 

DISCARD EVAL SELECT MOVE BLPOP 

EXEC EVALSHA  SCAN BRPOP 

MULTI SCRIPT EXISTS   BRPOPLPUSH 

UNWATCH SCRIPT FLUSH    



 

83 

 

Transaction Scripting Connection Keys List 

WATCH SCRIPT KILL    

 SCRIPT LOAD    

集群实例受限的命令 

Keys Strings Lists Sets Sorted Sets HyperLogLog 

RENAME MSETNX RPOPLPUSH SINTERSTORE ZUNIONSTORE PFMERGE 

RENAMENX   SINTER ZINTERSTORE  

   SUNIONSTORE   

   SUNION   

   SDIFFSTORE   

   SDIFF   

   SMOVE   

说明: 受限命令只支持所操作 key 均分布在单个 hash slot 中的场景，没有实现多个 hash slot

数据的合并功能，因此需要用 hash tag 的方式确保要操作的 key 均分布在一个 hash slot 中。

比如有 key1，aakey，abkey3，那么我们在存储的时候需要用{key}1, aa{key},ab{key}3 的方式

存储，这样调用受限命令时才能生效。具体关于 hash tag 的用法请参见 Redis 官方文档。 

 

5  负载均衡 SLB 

5.1  负载均衡介绍 

负载均衡（Server Load Balancer）是将访问流量根据调度算法和转发策略分发到后端多台云

服务器（Elastic Compute Service，简称 ECS）的流量分发控制服务。 

负载均衡服务是 ECS 面向多机方案的一个配套服务，需要同 ECS 结合使用。负载均衡可以通

过流量分发扩展应用系统对外的服务能力，并通过检查云服务器池中 ECS 实例的健康状态，

自动隔离异常状态的 ECS 实例，解决了单台 ECS 实例的单点问题，提高了应用的整体服务能

力。 

负载均衡提供如下功能： 

o 协议支持：提供四层（TCP 协议和 UDP 协议）和七层（HTTP 和 HTTPS 协议）的负载均

衡服务。 

o 健康检查：提供后端 ECS 实例的健康检查。负载均衡服务会自动屏蔽异常状态的 ECS 实

例，待该 ECS 实例恢复正常后自动解除屏蔽。 

o 会话保持：提供会话保持功能。在会话的生命周期内，可以将同一客户端的会话请求转

发到同一台后端 ECS 实例上。 

o 调度算法：支持轮询和最小连接数两种调度算法。 

▪ 轮询：按照访问次数依次将外部请求依序分发到后端 ECS 实例上。 

▪ 最小连接数：当前连接数越小的后端 ECS 实例被轮询到的次数（概率）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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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域名 URL 转发：针对七层协议（HTTP 协议和 HTTPS 协议），支持按设定的访问域名和

URL 将请求转发到不同的虚拟服务器组。 

o 证书管理：针对 HTTPS 协议，提供统一的证书管理服务。证书无需上传到后端 ECS 实例，

解密处理在负载均衡上进行，降低后端 ECS 实例的 CPU 开销。 

5.2  快速入门 

本教程将指引您快速创建一个外网负载均衡实例，将来自客户端的请求转发到两台后端 ECS

实例上。 

在本教程中，两个搭建了 Apache Web 应用的 ECS 实例将被添加到后端服务器中，接收负载

均衡监听转发的请求。 

说明: 如果您需要创建多个监听，将不同的请求转发给不同的 ECS 实例，需要在添加监听前，

创建好服务器组。详情参考 13.5.4 添加服务器组。 

5.2.1  规划和准备 

创建负载均衡实例前，您需要规划后端服务器 ECS 实例的部署、负载均衡实例的网络类型（内

网/外网）及需要配置的监听协议等。 

在搭建负载均衡服务之前，您需要做如下准备： 

• 创建 ECS 实例 

ECS 实例将用来接收、处理负载均衡监听转发的请求。在使用负载均衡服务前，您需

要创建好 ECS 实例，并搭建应用服务。确保 ECS 实例的部门和负载均衡实例的部门相

同，并且 ECS 实例的安全组允许端口 80/443 上的 HTTP/HTTPS 访问。 

• 规划负载均衡实例的网络类型 

o 外网：如果您的负载均衡实例需要对外提供服务，选择外网。 

o 内网：如果您的负载均衡实例只需要对内提供服务，选择内网。此时您还需要进

一步选择实例的网络类型，经典网络还是专有网络。如果选择专有网络，确保

您已经创建了专有网络和交换机。 

• 规划负载均衡的监听服务 

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提供四层（TCP/UDP 协议）和七层（HTTP/HTTPS）负载均衡

服务。您可以根据不同的业务场景，选择配置不同的监听。 

由于七层监听比四层监听在底层实现上多了一个 Tengine 处理环节，因此，七层性能

没有四层性能好。此外，客户端端口不足，后端服务器连接过多等场景，也可能导致

七层服务性能不高，如果您对性能有很高的要求，建议您使用四层监听。 

5.2.2  创建负载均衡实例 

负载均衡实例是运行的负载均衡服务实体。一个负载均衡实例可以添加多个监听和后端服务

器。 

在使用负载均衡服务前，您需要创建好 ECS 实例，并搭建应用服务。确保 ECS 实例的部门和

负载均衡实例的部门相同，并且 ECS 实例的安全组允许端口 80/443 上的 HTTP/HTTPS 访问。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2. 单击右上角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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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区域列表中，选择负载均衡实例的所属区域。 

4. 在负载均衡名称区域中，输入实例名称。 

5. 在实例类型区域，进行网络配置。 

在本教程中，选择公网。 

6. 在基本资讯中，添加备注。 

7. 单击立即申请/加入订单。 
图 51: 创建实例  

 
图 52：创建实例 2 

 
图 53：创建实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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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添加监听 

 

您需要在负载均衡实例中至少添加一个监听，将前端请求转发给后端服务器。监听配置中除

了基本的转发规则设置，还包括健康检查设置。 

 

1.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2. 在负载均衡详情页面，单击监听。 

3. 在监听页面，单击新增监听。 

4. 在添加监听对话框中，配置监听。 

 

 

在本教程中，监听配置如下： 

o SLB 协议[端口]：HTTP 80 

o 后端协议[端口]：HTTP 80 

o 转发规则：轮询模式 

o 会话保持：关闭 

o 其他配置，使用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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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添加监听 

 

5.2.4  添加后端服务器 

配置监听后，您还需要在负载均衡实例中添加后端服务器用来接收和处理监听转发的请求。 

1.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页面，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2. 在负载均衡详情页面，单击后端服务器。 

3. 可以通过实例 ID 来搜索需要添加的后端服务器，也可直接在列表中查找。 

4. 找到要新增的后端服务器，在操作中选择新增。 

5. 在弹出的新增后端服务器对话框内，填入权重，权重范围为 0-100，点击确定。 

权重越高的 ECS 实例将被分配到更多的访问请求。您可以根据后端 ECS 实例的对外服

务能力和情况来区别设定。本教程中使用默认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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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添加后端服务器 

 

5.3  管理负载均衡实例 

通过负载均衡云控制台，您可以启动、停止、释放、转移负载均衡实例。 

负载均衡实例是一个运行的负载均衡服务实体。要使用负载均衡服务，您必须创建一个负载

均衡实例，然后在实例中添加监听和后端服务器。 

5.3.1  启动或停止实例 

您可以随时启动或停止您的负载均衡服务。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2.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操作列下的启动或停止来启动或停止实例。 

5.3.2  查看实例详情 

登录负载均衡云控制台后，即可查看已创建的负载均衡实例。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2. 在实例列表页，单击实例的 ID 链接查看实例详情，或单击目标实例的操作列下的管理

来查看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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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修改实例属性 

您可编辑负载均衡实例的名称。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2.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负载均衡 ID/名称列下的编辑图标。 

3. 在弹出的对话框内，编辑负载均衡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5.4  配置监听 

负载均衡监听负责监听负载均衡实例接收的请求，并根据转发规则将请求流量分发给后端

ECS 实例。 

负载均衡提供四层（TCP 协议和 UDP 协议）和七层（HTTP 协议 和 HTTPS 协议）监听。

每个协议的特点和使用场景如下表所示。 

表 12: 负载均衡监听协议 

协议 特点 使用场景 

TCP • 面向连接的协议。在正式收发数

据前，必须和对方建立可靠的连

接 

• 基于源地址进行会话保持 

• 在网络层可直接看到来源地址 

• 数据传输快 

适用于注重可靠性，对数据准确性要求

高，速度相对较慢的场景，如文件传输、

发送或接收邮件、远程登录等和无特殊要

求的 Web 应用 

UDP • 面向非连接的协议。在数据发送

前不与对方进行三次握手，直接

进行数据包发送，不提供差错恢

复和数据重传 

• 可靠性相对低 

• 数据传输快 

适用于关注实时性而相对不注重可靠性

的场景，如视频聊天、金融实时行情推送  

HTTP • 应用层协议，主要解决如何包装

数据 

• 基于 Cookie 进行会话保持 

• 使用 X-Forward-For 获取源地址 

适用于需要对数据内容进行识别的应用，

如 Web 应用、小的手机游戏等 

HTTPS • 加密传输数据，可以阻止未经授

权的访问 

• 统一的证书管理服务，您可以将

证书上传到负载均衡，解密操作

直接在负载均衡上完成 

适用于需要加密传输的应用  

5.4.1  健康检查原理 

负载均衡通过健康检查来判断后端服务器（ECS 实例）的业务可用性。健康检查机制提高了

前端业务整体可用性，避免了后端 ECS 实例异常对总体服务的影响。 

开启健康检查功能后，当后端某台 ECS 实例健康检查出现异常时，负载均衡会自动将新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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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发到其它健康检查正常的 ECS 实例上；而当该 ECS 实例恢复正常运行时，负载均衡会将

其自动恢复到负载均衡服务中。 

如果您的业务对负载敏感性高，高频率的健康检查探测可能会对正常业务访问造成影响。您

可以结合业务情况，通过降低健康检查频率、增大健康检查间隔、七层检查修改为四层检查

等方式，来降低对业务的影响。但为了保障业务的持续可用，不建议关闭健康检查。 

说明: 健康检查的配置包含在监听配置中，详情参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和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 

健康检查过程 

负载均衡采用集群部署。LVS 集群或 Tengine 集群内的相关节点服务器同时承载了数据转发

和健康检查职责。 

LVS 集群内不同服务器分别独立、并行地根据负载均衡策略进行数据转发和健康检查操作。

如果某一台 LVS 节点服务器对后端某一台 ECS 实例健康检查失败，则该 LVS 节点服务器将不

会再将新的客户端请求分发给相应的异常 ECS 实例。LVS 集群内所有服务器同步进行该操作，

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及影响。 

当前进行健康检查的 IP 地址段为负载均衡系统地址段，包括 100.64.0.0/10、10.158.0.0/16、

10.159.0.0/16 和 10.49.0.0/16。如果后端 ECS 实例启用了 iptables 等访问控制，需要在内网网

卡上针对上述地址设置放行。 

图 17: 健康检查过程 

 

健康检查机制 

负载均衡各协议监听的健康检查机制如下： 

• HTTP/HTTPS 监听 

针对七层（HTTP 或 HTTPS 协议）监听，健康检查通过 HTTP HEAD 探测来获取状态信

息。 

说明: 对于 HTTPS 监听，证书在负载均衡系统中进行管理。负载均衡与后端 ECS 实例

之间的数据交互（包括健康检查数据和业务交互数据），不再通过 HTTPS 进行传输，

以提高系统性能。 

七层监听的检查机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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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gine 节点服务器根据监听的健康检查配置，向后端 ECS 实例的内网 IP+【健

康检查端口】+【检查路径】发送 HTTP HEAD 请求（包含设置的【域名】）。 

b. 后端 ECS 实例收到请求后，根据相应服务的运行情况，返回 HTTP 状态码。 

c. 如果在【响应超时时间】内，Tengine 节点服务器没有收到后端 ECS 实例返回的

信息，则认为服务无响应，判定健康检查失败。 

d. 如果在【响应超时时间】内，Tengine 节点服务器成功接收到后端 ECS 实例返

回的信息，则将该返回信息与配置的状态码进行比对。如果匹配则判定健康检

查成功，反之则判定健康检查失败。 
图 18: HTTP/HTTPS 监听健康检查机制 

 

• TCP 监听 

针对四层 TCP 监听，为了提高健康检查效率，健康检查通过定制的 TCP 探测来获取状

态信息。 

TCP 监听的检查机制如下： 

a. LVS 节点服务器根据监听的健康检查配置，向后端 ECS 实例的内网 IP+【健康检

查端口】发送 TCP SYN 数据包。 

b. 后端 ECS 实例收到请求后，如果相应端口正在正常监听，则会返回 SYN+ACK

数据包。 

c. 如果在【响应超时时间】内，LVS 节点服务器没有收到后端 ECS 实例返回的数据

包，则认为服务无响应，判定健康检查失败；并向后端 ECS 实例发送 RST 数据

包中断 TCP 连接。 

d. 如果在【响应超时时间】内，LVS 节点服务器成功收到后端 ECS 实例返回的数

据包，则认为服务正常运行，判定健康检查成功，而后向后端 ECS 实例发送 RST

数据包中断 TCP 连接。 

说明: 正常的 TCP 三次握手，LVS 节点服务器在收到后端 ECS 实例返回的 SYN+ACK

数据包后，会进一步发送 ACK 数据包，随后立即发送 RST 数据包中断 TCP 连接。 

该实现机制可能会导致后端 ECS 实例认为相关 TCP 连接出现异常（非正常退出），并

在业务软件如 Java 连接池等日志中抛出相应的错误信息（如“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解决方案：在后端 ECS 实例配置了获取客户端真实 IP 后，忽略来自前述负载均衡服务

地址段相关访问导致的连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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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TCP 监听健康检查机制 

 

• UDP 监听 

针对四层 UDP 监听，健康检查通过 UDP 报文探测来获取状态信息。 

UDP 监听的检查机制如下： 

a. LVS 节点服务器根据监听的健康检查配置，向后端 ECS 实例的内网 IP+【健康检

查端口】发送 UDP 报文。 

b. 如果后端 ECS 实例相应端口未正常监听，则系统会返回类似返回 “port XX 

unreachable”的 ICMP 报错信息；反之不做任何处理。 

c. 如果在【响应超时时间】内，LVS 节点服务器收到了后端 ECS 实例返回的上述错

误信息，则认为服务异常，判定健康检查失败。 

d. 如果在【响应超时时间】内，LVS 节点服务器没有收到后端 ECS 实例返回的任

何信息，则认为服务正常，判定健康检查成功。 

说明: 当前 UDP 协议服务健康检查可能存在服务真实状态与健康检查不一致的问题： 

如果后端 ECS 实例是 Linux 服务器，在大并发场景下，由于 Linux 的防 ICMP 攻击保护

机制，会限制服务器发送 ICMP 的速度。此时，即便服务已经出现异常，但由于无法

向前端返回“port XX unreachable”报错信息，会导致负载均衡由于没收到 ICMP 应答进

而判定健康检查成功，最终导致服务真实状态与健康检查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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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UDP 监听健康检查机制 

 

健康检查时间窗 

健康检查机制的引入，有效提高了业务服务的可用性。但是，为了避免频繁的健康检查失败

引起的切换对系统可用性的冲击，健康检查只有在健康检查时间窗内连续多次检查成功或失

败后，才会进行状态切换（判定为健康检查成功或失败）。健康检查时间窗由以下三个因素

决定： 

• 健康检查间隔 (每隔多久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 响应超时时间 (等待服务器返回健康检查响应的时间) 

• 检查阈值 (健康检查连续成功或失败的次数) 

健康检查时间窗的计算方法如下： 

• 健康检查失败时间窗=(检查间隔+响应超时时间)×检查阈值 

• 健康检查成功时间窗=检查间隔×检查阈值 

对于 TCP、HTTP、HTTPS 监听，默认的健康检查失败时间窗为 21 秒，成功时间窗为 6 秒；

UDP 监听的默认健康检查失败时间窗为 45 秒，成功时间窗为 15 秒。 

健康检查状态对请求转发的影响如下： 

• 如果目标 ECS 实例的健康检查失败，新的请求不会再分发到相应 ECS 实例上，所以对

前端访问没有影响。 

• 如果目标 ECS 实例的健康检查成功，新的请求会分发到该 ECS 实例上，前端访问正常。 

• 如果目标 ECS 实例存在异常，正处于健康检查失败时间窗，而健康检查还未达到检查

失败判定次数（默认为三次），则相应请求还是会被分发到该 ECS 实例，会导致前端

访问请求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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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请求转发 

 

5.4.2  配置四层监听 

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提供四层（TCP 协议和 UDP 协议）的负载均衡服务。负载均衡四层监

听将请求直接转发到后端 ECS 实例，且不修改报文头部。 

关于 UDP 和 TCP 的特点和使用场景，参考 5.4。 

1.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2. 在负载均衡详情页面，单击监听页签。 

3. 在监听页面，单击新增监听。 

4. 在添加监听对话框，指定以下监听配置，然后单击确认完成。 
表 13: 四层监听配置 

配置 说明 

基本设置 

SLB 协

议 [ 端

口]  

选择用来接收请求并向后端服务器进行请求转发的负载均衡系统前端协议和端

口。 

四层监听选择 TCP 或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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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后 端 协

议 [ 端

口] 

输入后端 ECS 实例部署的应用的端口。 

转 发 规

则  

选择转发规则： 

• 轮询模式：按照访问次数依次将请求分发到后端 ECS 实例上。 

• 最小连接数：将请求转发至当前连接数最小的后端 ECS 实例上。 

会 话 保

持  

选择是否开启会话保持。 

针对四层（TCP 协议和 UDP 协议）监听，负载均衡系统提供基于 IP 地址的会话

保持。负载均衡会将来自同一 IP 地址的访问请求转发到同一台后端 ECS 实例进

行处理。 

如果开启会话保持，需要在超时时间中指定会话的超时时间。 

使 用 服

务器组 

选择是否使用服务器组。 

如果选择使用服务器组，选择该监听要绑定的服务器组。服务器组由一组提供相

同服务的 ECS 实例组成。负载均衡会将客户端请求按照配置的监听规则转发给指

定的服务器组内的 ECS 实例。 

如果不使用服务器组，负载均衡会将客户端请求按照配置的监听规则转发给后端

服务器池中的 ECS 实例。 

说明: 服务器组绑定后无法修改。 

健康检查配置 

检 查 端

口 

健康检查服务访问后端 ECS 实例时的端口。默认值为配置监听时指定的后端端

口。 

响 应 超

时时间 

每次健康检查响应的最大超时时间。 

后端 ECS 实例在相应时间内没有正确响应，则判定为健康检查失败。 

健 康 检

查间隔 

进行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 

LVS 集群内所有节点，都会独立、并行地遵循该属性对后端 ECS 进行定期健康检

查。 

不 健 康

阈值 

同一 LVS 节点服务器针对后端同一 ECS 实例，从成功到失败的连续健康检查失败

次数。 

健 康 阈

值 

同一 LVS 节点服务器针对后端同一 ECS 实例，从失败到成功的连续健康检查成功

次数。 

5.4.3  配置七层监听 

负载均衡七层（HTTP/HTTPS）监听原理上是反向代理的一种实现。客户端 HTTP 请求到达负

载均衡监听后，负载均衡服务器会通过与后端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即再次通过新 TCP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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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协议访问后端服务器，而不是直接转发报文到后端服务器。 

关于 HTTP 和 HTTPS 的特点和使用场景，参考 5.4。 

1.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2. 在负载均衡详情页面，单击监听页签。 

3. 在监听页面，单击添加。 

4. 在添加监听对话框，指定以下监听配置，然后单击确认完成。 
表 14: 七层监听配置 

配置 说明 

基本设置 

SLB 协议

[端口]  

选择用来接收请求并向后端服务器进行请求转发的负载均衡系统前端协议和端

口。 

对于七层监听，请选择 HTTP 或 HTTPS。 

后端协议

[端口] 

输入后端 ECS 实例部署的应用的端口。 

转发规则  选择转发规则： 

• 轮询模式：按照访问次数依次将请求分发到后端 ECS 实例上。 

• 最小连接数：将请求转发至当前连接数最小的后端 ECS 实例上。 

双向认证  选择是否开启双向认证。开启双向认证后，除了服务器证书，您还需要上传 CA

证书。 

默认不开启，进行单向认证。 

单击上传证书上传服务器证书和 CA 证书。详情查看上传证书为了支持 HTTPS

数据传输加密认证，负载均衡提供证书管理功能。您可以将证书存储到负载均

衡证书管理系统，而不需要将证书直接部署到后端 ECS 服上，上传到证书管理

系统的私钥都会加密存储。一个证书可以应用于一个或多个监听。。 

说明: 该选项只适用于 HTTPS 协议监听。 

选 择

Server 证

书 

选择服务器证书。 

服务器证书用于用户浏览器检查服务器发送的证书是否是由自己信赖的中心签

发的。 

说明: 该选项只适用于 HTTPS 协议监听。 

选 择 CA

证书 

选择 CA 证书。 

服务器收到用户浏览器发送的客户端证书后，用 CA 证书验证客户端证书。如果

没有通过验证，拒绝连接。 

说明: 该选项只适用于 HTTPS 协议监听，并开启了双向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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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会话保持  选择是否开启会话保持。如果开启会话保持，指定会话的超时时间。 

针对七层（HTTP 协议和 HTTPS 协议）监听，负载均衡系统提供基于 Cookie 的

会话保持。 

Cookie

处理方式  

选择 Cookie 的处理方式： 

• SLB 植入 Cookie：客户端第一次访问时，负载均衡服务在返回请求中植

入 Cookie（即在 HTTP/HTTPS 响应报文中插入 SERVERID 字串）。下次

客户端携带此 Cookie 访问时，负载均衡服务会将请求定向转发给之前记

录到的 ECS 实例上。 

使用此种方式，您需要在超时时间中指定 cookie 的过期时间。 

• SLB 重写 Cookie：负载均衡服务发现自定义的 Cookie，会对原来的 Cookie

进行重写。下次客户端携带新的 Cookie 访问时，负载均衡服务会将请求

定向转发给之前记录到的 ECS 实例上。 

使用此种方式，您需要在 Cookie 名称中指定 HTTPS/HTTP 响应中插入的

Cookie，并在后端 ECS 实例上维护 cookie 的过期时间。 

说明: 只有开启会话保持功能才需要设置 Cookie 处理方式。 

健康检查配置 

是否开启

健康检查 

选择是否开启健康检查，默认开启。 

为了确保您服务的持续可用，建议您开启健康检查。 

域名和检

查路径  

HTTP 健康检查默认由负载均衡系统通过后端 ECS 实例内网 IP 地址向应用服务

器的缺省首页发起 http head 请求。 

• 如果您用来进行健康检查的页面并不是应用服务器的缺省首页，需要指

定域名和具体的检查路径。 

• 如果您对 http head 请求限定了 host 字段的参数，您只需要指定检查路

径，即用于健康检查页面文件的 URI。 

检查端口 健康检查服务访问后端 ECS 实例时的端口。默认值为配置监听时指定的后端端

口。 

响应超时

时间 

每次健康检查响应的最大超时时间。 

如果后端 ECS 实例在相应时间内没有正确响应，则判定为健康检查失败。 

健康检查

间隔 

进行健康检查的时间间隔。 

LVS 集群内所有节点，都会独立、并行地遵循该属性对后端 ECS 实例进行定期

健康检查。 

不健康阈

值 

 同一 LVS 节点服务器针对后端同一 ECS 实例，从成功到失败的连续健康检查失

败次数。 

健康阈值 同一 LVS 节点服务器针对后端同一 ECS 实例，从失败到成功的连续健康检查成

功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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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配置转发策略 

七层负载均衡服务支持配置域名或者 URL 转发策略，将来自不同域名或者 URL 的请求转发给

不同的 ECS 处理。 

您可以在一个监听下添加多条转发策略，每条转发策略关联不同的服务器组（一个服务器组

由一组 ECS 实例组成）。比如您可以将所有读请求转发到一组后端服务器上而将写请求转发

到另一组后端服务器上，这样可以更灵活地适配业务需求，合理分配资源。 

负载均衡的请求转发判断规则如下： 

• 如果能匹配到相应监听关联的域名/URL 转发规则，则按转发规则，将请求转发到对应

的服务器组； 

• 如果未匹配到域名/URL 转发规则，而且对应监听启用配置了服务器组，则将请求转发

到对应的服务器组； 

• 如果均未匹配，则按照监听配置将请求转发到负载均衡实例后端服务器池中的 ECS 实

例 。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2. 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3. 在负载均衡详情页面，单击监听页签。 

4. 在监听页面，找到目标监听。 

只有 HTTP 和 HTTPS 监听支持配置域名/URL 转发规则。 

5. 在目标监听的操作列下，单击新增转发策略。 

6. 单击新增转发策略。 

7. 在新增转发策略界面，根据以下信息配置转发规则，然后单击 保存。 

o 域名转发规则配置 

▪ 单独配置域名转发规则时，URL 配置项留空（不用输入/）。域名只能使

用字母、数字、连字符（-）、点（.）。 

▪ 支持精确匹配和通配符匹配两种模式。比如，精确域名为：

www.aliyun.com，通配符域名（泛域名）: *.aliyun.com, 

*.market.aliyun.com。当前端请求同时匹配多条域名规则时，规则的匹配

优先级为：精确匹配 > 小范围通配符匹配 > 大范围通配符匹配，如下

表所示。 
表 15: 域名匹配规则 

模式 请求 URL 域名规则（√代表对应请求与该域名规则匹配，

x 代表不匹配） 

www.aliyun.com *.aliyun.com *.market.aliyun.com  

精确匹配 www.aliyun.com √ x x 

泛域名匹配 market.aliyun.com x x x 

info.market.aliyun.com x x √ 

o URL 转发规则配置 

▪ 单独配置 URL 转发规则时，域名配置项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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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和以下特殊字符：-./%?#& 

▪ URL 必须以“/”开始。 

说明: 如果您在 URL 中只输入了一个“/”，则 URL 转发规则失效。 

▪ URL 转发支持字符串匹配，遵循顺序匹配原则。比如 /admin、/bbs_、

/ino_test。 

o 域名+URL 转发规则配置 

当需要根据相同域名下不同的 URL 路径进行流量转发时，您可以对域名和 URL

转发规则进行组合。建议您配置一个默认转发策略（URL 留空），以免未匹配

到的其它 URL 访问出错。 

比如一个网站的域名为 www.aaa.com，要求将来自 www.aaa.com/index.html

的请求转发给服务组 1 处理，其他请求都转发给服务器组 2 处理。要满足该需

求，您需要配置如下图所示的两条转发规则。否则匹配到 www.aaa.com 的域名

但没有相关策略匹配会返回 404 的响应码。 
图 59: 域名 URL 转发规则配置 

 

5.4.5  停止监听 

将一个监听停止后，该监听不再进行流量转发。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2.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3. 单击监听页签。 

4. 单击目标监听的操作列下的停止。 

www.aaa.com
www.aaa.com/index.html
www.aaa.com/index.html
www.aa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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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启动监听 

您可以重新启动一个已停止流量转发的监听。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2.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3. 单击监听页签。 

4. 单击监听的操作列下的启动。 

5.4.7  编辑监听 

您可以编辑一个监听的配置。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2.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3. 单击监听页签。 

4. 单击目标监听的操作列下的配置。 

5.4.8  删除监听 

您可以删除一个监听。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2.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3. 单击监听页签。 

4. 单击目标监听的操作列下的删除。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5.5  配置后端服务器 

在使用负载均衡服务前，您需要添加 ECS 实例作为负载均衡实例的后端服务器，用来接收和

处理负载均衡监听转发的请求。当您需要将不同的请求转发到不同的后端服务器上时，或需

要通过域名和 URL 进行请求转发时，可以选择使用服务器组。 

负载均衡服务通过设置虚拟服务地址，将添加的同一区域的多台 ECS 实例虚拟成一个高性能、

高可用的应用服务池。负载均衡会对应用服务器池中的 ECS 实例进行健康检查，自动屏蔽异

常状态的 ECS 实例，待该 ECS 实例恢复正常后自动解除屏 。健康检查机制提高了前端业务

整体可用性，避免了后端 ECS 实例异常对总体服务的影响。 

您可以在任意时刻增加或减少后端 ECS 实例的数量，还以在不同 ECS 实例之间进行切换。但

是为了保证您对外服务的稳定性，确保在执行上述操作时，开启了负载均衡的健康检查功能

并保证负载均衡实例中至少有一台正常运行的 ECS 实例。 

5.5.1  添加后端服务器 

创建负载均衡实例后，您需要为其添加 ECS 实例用来处理前端转发的连接请求。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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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后端服务器页签。 

可以通过实例 ID 来搜索需要添加的后端服务器，也可直接在列表中查找。 

找到要新增的后端服务器，在操作中选择新增。 

在弹出的对话框内，修改服务器的权重。 

权重越高的 ECS 实例将被分配到更多的访问请求。您可以根据后端 ECS 实例的对外服

务能力和情况来区别设定。 

说明: 如果权重设置为 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请求。 

单击确定。 
图 60: 添加后端服务器 

 
如果您需要修改或删除已添加的后端服务器，在后端服务器列表页面，进行如下操作： 

修改后端服务器权重 

找到目标 ECS 实例，在目标 ECS 实例的权重列下，选择修改图标。 

移出后端服务器 

找到目标 ECS 实例，在目标 ECS 实例的操作列下，选择移出。 

建议您在移除 ECS 实例前，先将其权重修改为零。待无请求转发给该 ECS 实例时，再

将其移除，避免影响业务。 

5.5.2  修改 ECS 实例的权重 

您可以修改添加的 ECS 实例的权重。权重越高的 ECS 实例将被分配到更多的访问请求。您可

以根据后端 ECS 实例的对外服务能力和情况来区别设定。 

说明: 如果后端 ECS 实例添加到了服务器组中，您需要在编辑服务器组时，修改 ECS 实例的

权重。详情参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单击后端服务器页签。 

单击目标 ECS 实例的权重列下的修改图标。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 ECS 实例的权重，然后单击确定。 

说明: 如果权重设置为 0，该 ECS 实例不会再接受新请求。 

5.5.3  移除 ECS 实例 

直接将 ECS 实例从负载均衡实例中移除，可能会造成业务闪断。建议您在移除前，先将 ECS

实例的权重修改为零，当负载均衡服务不再转发流量给该 ECS 实例后再移除 ECS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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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后端 ECS 实例添加到了服务器组中，您需要在编辑服务器组时，移除 ECS 实例。

详情参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单击后端服务器页签。 

单击目标 ECS 实例的操作列下的移出。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5.5.4  添加服务器组 

 

服务器组是一组 ECS 实例。通过使用服务器组（不同的监听关联不同的服务器组），负载均

衡可以将不同的请求转发到不同的 ECS 实例上。 

 

服务器组的使用限制如下： 

 

一台 ECS 实例可以添加到多个服务器组中。 

一个服务器组可以关联多个监听。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单击 虚拟服务器组 ，单击 建立虚拟服务器组，弹出 建立虚拟服务器组 对话框。 

在建立虚拟服务器组页面，完成以下操作： 

 

分组名称：输入服务器组的名称。 

服务器网络类型：选择服务器的网络类型，有专有网络和经典网络两种。 

单击服务器名称下拉列表，选择查询条件，然后输入对应的值，单击查询查找需要添

加的 ECS 实例。 

在可选服务器列表中，单击要添加的 ECS 实例。 

在已选服务器列表中，设置 ECS 实例的连接埠和权重。 

 

 

权重越高的 ECS 实例将被分配到更多的访问请求。您可以根据后端 ECS 实例的对外服

务能力和情况来区别设定。 

 

说明: 如果权重设置为 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请求。 

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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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添加后端服务组 

 

5.5.5  查看服务器组 

您可以查看服务组中添加的 ECS 实例状态、配置的端口等信息。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单击虚拟服务器组页签。 

单击目标服务器组操作列下的检视。 

5.5.6  编辑服务器组 

您可以修改服务组的名称、修改服务器组中 ECS 实例的权重，添加新的 ECS 实例或从服务器

组中移除 ECS 实例。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单击虚拟服务器组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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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目标服务器组，然后单击操作列下的编辑。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添加、移除 ECS 实例，或修改 ECS 实例的权重。 

5.5.7  删除服务器组 

您可以删除不需要的服务器组。 

如果要删除的服务器组已经和某个监听关联，在删除服务器组前，您需要先删除监听。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负载均衡 SLB。 

在负载均衡实例列表中，单击目标实例的 ID 链接。 

单击虚拟服务器组页签。 

找到目标服务器组，然后单击操作列下的删除。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5.6  管理证书 

为了满足数据传输的安全需求，负载均衡支持 HTTPS 监听。为了配置 HTTPS 监听，您需要上

传所需的证书。 

如果是 HTTPS 双向认证，需要上传 CA 证书和服务器证书；如果是 HTTPS 单向认证，仅需要

上传服务器证书。证书上传到负载均衡系统后，无需再在后端 ECS 上部署证书。上传到证书

管理系统的私钥都会加密存储。 

服务器证书：用于用户浏览器检查服务器发送的证书是否是由自己信赖的中心签发的，服

务器证书可以到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云盾证书服务购买，也可以到其它服务商处购

买。 

客户端证书：用于证明客户端用户的身份，使得客户端用户在与服务器端通信时可以证明

其真实身份。您可以用自签名的 CA 证书为客户端证书签名。 

CA 证书：服务器收到用户浏览器发送的客户端证书后，用 CA 证书验证客户端证书。如

果没有通过验证，拒绝连接。 

在证书管理页面，您可以： 

单击上传安全证书，上传证书。详情查看上传证书为了支持 HTTPS 数据传输加密认证，

负载均衡提供证书管理功能。您可以将证书存储到负载均衡证书管理系统，而不需要

将证书直接部署到后端 ECS 服上，上传到证书管理系统的私钥都会加密存储。一个证

书可以应用于一个或多个监听。。 

单击批量删除，删除所有选中的证书。 

在目标证书的操作列中，单击管理 > 编辑证书修改证书的名称。 

在目标证书的操作列中，单击管理 > 删除证书删除证书。 

5.6.1  证书格式 

上传到负载均衡的证书必须是 Linux 环境下 PEM 格式的证书。 

证书格式要求 

确保您上传的证书满足如下证书要求： 

根证书机构颁发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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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通过根证书（root CA）机构颁发的证书，您拿到的证书是唯一的一份，不需要

额外的证书。配置的站点即可被浏览器等访问设备认为可信。证书规则如下： 

以 -----BEGIN CERTIFICATE-----, -----END CERTIFICATE----- 开头和结尾；请

将这些内容一并上传。 

每行 64 个字符，最后一行长度可以不足 64 个字符。 

证书内容不要包含空格。 

中级机构颁发的证书 

如果是通过中级 CA 机构颁发的证书，您拿到的证书文件包含多份证书，需要将服务

器证书与中间证书合并在一起上传。拼接规则如下： 

服务器证书放第一位，中间证书放第二位，中间不要有空行。 

证书内容不要包含空格。 

证书之间不能有空行，并且每行 64 字节，详情参考

https://www.ietf.org/rfc/rfc1424.txt。 

符合证书的格式要求。一般情况下，机构在颁发证书的时候会有对应说明，注意规

则说明。 

RSA 私钥格式要求 

在上传服务器证书时，您也需要上传证书的私钥，RSA 私钥规则如下： 

 以-----BEGIN RSA PRIVATE KEY-----, -----END RSA PRIVATE KEY----- 开头和结尾，

请将这些内容一并上传。 

字串之间不能有空行，每行 64 字符，最后一行长度可以不足 64 字符。 

说明 : 如果您的私钥是加密的，比如私钥的开头和结尾是  -----BEGIN PRIVATE 

KEY-----, -----END PRIVATE KEY----- 或  -----BEGIN ENCRYPTED PRIVATE 

KEY-----, -----END ENCRYPTED PRIVATE KEY----- ，或者私钥中包含 Proc-Type: 

4,ENCRYPTED ，需要先运行以下命令进行转换，然后将 new_server_key.pem 的内容

与服务器证书一起上传。 

 openssl rsa -in old_server_key.pem -out new_server_key.pem  

5.6.2  生成客户端证书 

客户端证书用于证明客户端用户的身份，使得客户端用户在与服务器端通信时可以证明其真

实身份。 

本操作使用 CA 证书为客户端证书签名，确保您已经生成 CA 证书如果您要配置 HTTPS 双向

认证，购买完服务器证书后，您还需要生成并上传 CA 证书。 

运行以下命令在 ca 目录创建存放 key 的目录 users。 

$ sudo mkdir users 

运行以下命令为客户端创建一个 key。 

$ sudo openssl genrsa -des3 -out /root/ca/users/client.key 1024 

创建 key 时需要输入 pass phrase，这个是当前 key 的口令，以防止本密钥泄漏后被人

盗用。两次输入同一个密码。 

运行以下命令为 key 创建一个证书签名请求 csr 文件。 

https://www.ietf.org/rfc/rfc142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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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do openssl req -new -key /root/ca/users/client.key -out /root/ca/users/client.csr 

根据提示输入上一步保存的 pass phrase 后并按回车键，然后根据提示输入要求提供的

信息。 

说明: A challenge password 是客户端证书口令（请注意将它和 client.key 的口令区分

开），可以与服务器端证书或者根证书口令一致。 

运行以下命令使用您的 CA Key 为刚才的客户端 key 签名。 

$ sudo openssl ca -in /root/ca/users/client.csr -cert /root/ca/private/ca.crt -keyfile 

/root/ca/private/ca.key -out /root/ca/users/client.crt -config 

"/root/ca/conf/openssl.conf"  

当出现确认是否签名的提示时，两次都输入 y。 

运行以下命令将证书转换为大多数浏览器都能识别的 PKCS12 文件。 

$ sudo openssl pkcs12 -export -clcerts -in /root/ca/users/client.crt -inkey 

/root/ca/users/client.key -out /root/ca/users/client.p12  

按照提示输入客户端 client.key 的 pass phrase 后按回车键，然后根据提示输入用于导

出证书的密码。这个是客户端证书的保护密码，在安装客户端证书时需要输入这个密

码。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生成的客户端证书。 

cd users 

 ls 

 

6  专有网络 VPC 和弹性公网 IP 

6.1  专有网络概述 

专有网络（Virtual Private Cloud，简称 VPC）是基于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构建的一个隔离

的网络环境。 

您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虚拟网络，包括选择自有 IP 地址范围、配置路由表和网关等。此外您

也可以通过路由器接口、弹性外网 IP、NAT 网关等功能实现 VPC 互通及外网通信。 

同一 VPC 且属于同一安全组内的云资源可以互相通信；不同 VPC 之间无法通信，您可以使用

路由器接口功能实现 VPC 互通。另外，VPC 内的云资源不能访问外网也不能被外网访问，你

需要使用弹性外网 IP、NAT 网关等功能实现 VPC 内的云资源与外网的通信。 

专有网包括以下功能组件： 

• 专有网络 

专有网络是您基于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创建的自定义私有网络，不同的专有网络之

间彻底逻辑隔离。您可以在自己创建的专有网络内创建和管理云产品实例，例如 ECS、

负载均衡、RDS 等。 

• 交换机 

交换机是组成专有网络的基础网络设备，它可以连接不同的云产品实例。在专有网络

内创建云产品实例的时候，必须指定云产品实例所在的交换机。 

• 路由器和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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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是一个专有网络的枢纽。作为专有网络中重要的功能组件，它可以连接 VPC 内

的各个交换机，同时也是连接 VPC 与其它网络的网关设备。每个路由器中维护一张路

由表，它会根据具体的路由条目的设置来转发网络流量。路由表是指路由器上管理路

由条目的列表。 

路由表中的每一项是一条路由条目，路由条目定义了通向指定目标网段的网络流量的

下一跳地址，路由条目包括系统路由和自定义路由两种类型。 

路由表采用最长前缀匹配作为选路规则。最长前缀匹配是指当路由表中有多条条目可

以匹配目的 IP 时，采用掩码最长（最精确）的一条路由作为匹配项并确定下一跳。 

下表是某专有网络的路由表。 
表 16: 路由表 

类型 目标网段 下一跳实例 ID 

系统路由 100.64.0.0/10 — 

系统路由 192.168.0.0/24 — 

自定义路由 0.0.0.0/0 i-12345678 

自定义路由 10.0.0.0/24 i-87654321 

目标网段为 100.64.0.0/10 和 192.168.0.0/24 的两条路由均为系统路由，前者为系统保

留的地址段，后者为专有网络为交换机配置的系统路由。 

目标网段为 0.0.0.0/0 和 10.0.0.0/24 的两条路由为自定义路由，表示将访问 0.0.0.0/0

地址段的流量转发至 ID 为 i-12345678 的 ECS 实例，将访问 10.0.0.0/24 地址段的流量

转发至 ID 为 i-87654321 的 ECS 实例。根据最长前缀匹配规则，在该专有网络中，访

问 10.0.0.1 的流量会转发至 i-87654321，而访问 10.0.1.1 的流量会转发至 i-12345678。 

6.2  网段规划 

在创建 VPC 和交换机时，您必须以无类域间路由块（CIDR block）的形式为您的专有网络划

分私 IP 地址范围。 

CIDR 是一个按位、基于前缀的用于解释 IP 地址的标准。它通过把多个地址块组合到一个路

由表表项而使得路由更加方便。这些地址块叫做 CIDR 地址块（CIDR block）。 

VPC 网段 

在规划 VPC 网段时，注意： 

• 您可以使用下表中标准的私网网段及其子网作为 VPC 的网段。每个专有网络只能指定

一个网段，可选网段是您在专有云部署时，在交付规划阶段的全局配置中通过

vpc_customer_private_cidr 参数指定的。 
表 17: 私网网段 

网段 可用 IP 地址数量 备注 

192.168.0.0/16 65532 去除系统占用地址 

172.16.0.0/12 1048572 去除系统占用地址 

10.0.0.0/8 16777212 去除系统占用地址 

• 使用 API 创建 VPC 时，VPC 网络掩码在 8 位到 24 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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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C 创建成功后，无法修改网段。 

交换机网段 

在规划交换机网段时，注意： 

• 交换机的网段的大小在 16 位网络掩码与 29 位网络掩码之间，可提供 8-65536 个地址。 

• 交换机的网段，必须从属于所在 VPC 的网段。 

说明: 如果您的交换机的网段和所属的 VPC 网段相同，您就只能创建这一个交换机。 

• 每个交换机的第一个和最后三个 IP 地址为系统保留。比如交换机网段为

192.168.1.0/24 ，那么 192.168.1.0 和 192.168.1.253、192.168.1.254、192.168.1.255 是

系统保留地址。 

• 交换机的网段不能与所属 VPC 的路由条目的目标网段相同，但可以是其路由条目的目

标网段的子集。 

• 交换机创建成功后，网段无法再修改。 

6.3  快速开始 

本操作指引您快速上手搭建一个自定义的专有网络，并在该专有网络中创建一个 ECS 实例。 

6.3.1  创建 VPC 

在创建 VPC 时，您需要以 CIDR block 的形式指定私网的网段。 

创建 VPC 时，注意： 

• 每个 VPC 只能指定一个网段。 

• 创建 VPC 后，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路由器和路由表。每个 VPC 只允许有一个路由器和

路由表。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页签。 

3. 选择要操作的部门，单击管理，进入专有网络清单页面。 

4. 单击右上角的建立专有网络。 

5. 提供以下信息，然后单击确定。 
表 18: VPC 配置 

配

置 

说明 

名

称 

输入专有网络的名称。 

名称长度在 2-128 个字符之间，必须以英文字母和中文字符开头，不能包含@、

/、：、<>、{}、[]和空格等特殊字符。 

描

述 

添加专有网络描述信息。 

网

段 

选择专有网络的网段。 

VPC 创建后无法修改网段。 

成功创建 VPC 后，您可以在专有网络列表查看该 VPC。当 VPC 的状态显示为可用时，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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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专有网络。 

6.3.2  创建交换机 

交换机是组成专有网络的基础网络设备，它可以连接不同的云产品实例。创建专有网络之后，

您可以通过添加交换机为专有网络划分子网。 

在创建交换机时，注意： 

• 每个 VPC 最多可创建 24 个交换机。 

• 交换机创建后，系统会自动添加一条和该交换机网段相同的系统路由条目。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页签，选择部门之后进入专有网络清单页面，然后单击目标专有网络的

ID 链接。 

3. 在专有网络详情页面，单击交换机页签。 

4. 单击右上角的建立交换器。 

5. 在创建虚拟交换机对话框，提供以下信息，然后单击确定完成虚拟交换机的创建。 
表 19: 交换机配置 

选

项 

说明 

可

用

区 

选择交换机的所属可用区。 

在一个专有网络中，每个交换机只能位于一个可用区内，不能跨多个可用区。您可以

通过将云产品实例部署在不同可用区的交换机内，实现跨可用区容灾。 

说明: 一个云产品实例只能添加到一个交换机中。 

名

称 

输入交换机的名称。 

网

段 

输入交换机的网段： 

•  您需要以 CIDR block 的形式指定交换机的网段，每个交换机的网络掩码为

16-29 位，可以提供 8-65536 个 IP 地址。 

• 交换机的网段必须是其所属 VPC 网段的子集。 

说明: 如果交换机网段和所属的 VPC 网段相同，您就只能创建这一个交换机。 

• 每个交换机的第一个和最后三个 IP 地址为系统保留。如果交换机网段为

192.168.1.0/24 ，那么 192.168.1.0 和 192.168.1.253、192.168.1.254、

192.168.1.255 是系统保留地址。 

• 交换机的网段不能与所属 VPC 的路由条目的目标网段相同，但可以是路由条

目的目标网段的子集。 

• 交换机创建成功后，网段无法修改。 

描

述 

添加交换机描述信息。 



 

110 

 

6.3.3  创建安全组 

在 VPC 中创建 ECS 实例前，您必须要先创建一个安全组。安全组可用于设置单台或多台 ECS

实例的网络访问控制，是重要的网络安全隔离手段。 

1. 登录云控制台。 

2. 选择云服务器 ECS 页签。 

3. 单击安全组页签，然后单击创建安全组。 

4. 在安全组创建页面，提供以下信息，然后单击确定。 
表 20: 安全组配置 

配置 说明 

安全组名称 输入安全组名称。 

描述 添加安全组描述信息。 

网络类型 选择专有网络类型。 

专有网络 选择安全组所属的专有网络。 

6.3.4  创建 ECS 实例 

云服务器 ECS 实例是一个虚拟的计算环境，包含了 CPU、内存、操作系统、磁盘、带宽等最

基础的服务器组件。 

1. 登录云控制台。 

2. 选择云服务器 ECS 页签。 

3. 单击实例页签，然后单击创建实例。 

4. 在 ECS 实例创建页面，输入以下信息，单击创建。 

o 可用区：选择专有网络所属的可用区。 

o 网络类型：选择专有网络，然后选择您已经创建的专有网络和交换机。 

o 安全组：选择创建的安全组。 

o 镜像：选择 Ubuntu 14.04 32 位。 

o 登录密码：输入登录密码。 

o 实例名称：输入 VPC_Ubuntu。 

6.4  管理专有网络  

在专有网络中您可以指定专有网络的网段，自定义私网的网络拓扑。 

6.4.1  查看 VPC 

您可以在专有网络列表，通过特定的查询条件搜索要查看的 VPC。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页签。 

3. 选择部门，单击管理。 

4. 找到目标实例，然后单击管理，查看该 VPC 下的交换机和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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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修改 VPC  

创建完专有网络后，您可以修改 VPC 的名称和描述。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页签。 

3. 选择部门，单击管理。 

4. 找到目标实例，然后单击管理 > 编辑。 

5. 在修改 VPC 对话框，输入新的名称和描述，然后单击确定。 

6.4.3  删除 VPC 

当您不再需要一个专有网络时，您可以删除该专有网络。 

删除专有网络之前，需要先释放或转移专有网络内的所有资源，包括交换机。 

专有网络删除后： 

• 该专有网络下的安全组也会随之删除。 

•  相关数据不可恢复。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页签。 

3. 选择部门，单击管理。 

4. 找到目标专有网络，然后单击右侧的管理 > 删除。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6.5  交换机 

交换机是组成专有网络的基础网络设备，它可以连接不同的云产品实例。创建专有网络之后，

您可以通过添加交换机为专有网络划分子网，每个专有网络的交换机数量不能超过 24 个。 

在一个专有网络中，每个交换机只能位于一个可用区之内，不能跨越多个可用区。您可以通

过将云产品实例部署在不同的交换机内，实现跨可用区容灾。 

说明: 交换机不支持组播和广播。 

6.5.1  查看交换机 

您可以查看已经创建的交换机的信息。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页签，然后单击目标专有网络的 ID 链接。 

3. 在专有网络详情页面，单击虚拟交换机页签，查看交换机。 

6.5.2 修改交换机名称 

创建交换机后，您可以修改交换机的名称和描述。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页签，然后单击目标专有网络的 ID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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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专有网络详情页面，单击虚拟交换机页签。 

4. 找到目标交换机，单击右侧的编辑 。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交换机的名称和描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 

6.5.3  删除交换机 

您可以删除已经创建的交换机。 

在删除交换机前，您需要释放或转移该交换机下的云产品。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页签，然后单击目标专有网络的 ID 链接。 

3. 在专有网络详情页面，单击虚拟交换机页签。 

4. 找到目标交换机，单击右侧的删除。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删除交换机。 

6.6  路由器和路由表 

路由器是一个专有网络的枢纽。作为专有网络中重要的功能组件，它可以连接 VPC 内的各个

交换机，同时也是连接 VPC 与其他网络的网关设备。 

创建 VPC 后，系统会自动为 VPC 创建一个路由器。删除 VPC 时，系统也会自动删除对应的

路由器。不支持直接创建和删除路由器。每个路由器中维护一张路由表。路由器根据路由表

中具体的路由条目的设置来转发网络流量。 

路由表，是指路由器上管理路由条目的列表。创建 VPC 后，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路由表。删

除 VPC 时，系统也会自动删除对应的路由表。不支持直接创建和删除路由表。 

路由表中的每一项是一条路由条目，路由条目定义了通向指定目标网段的网络流量的下一跳

地址，路由条目包括系统路由和自定义路由两种类型。 

• 系统路由 

专有网络创建后，系统会自动创建一条系统路由条目，用于专有网络内的云产品实例

通信。交换机创建后，系统也会创建一条对应的系统路由条目，目标网段为所创建交

换机的网段。详情参考 6.6.1。 

• 自定义路由 

您可以通过添加自定义路由将目标流量转发至指定的下一跳，详情参考 6.6.2。 

6.6.1  查看路由器和路由表 

您可以查看已经创建的路由器。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页签，然后单击目标专有网络的 ID 链接。 

3. 在专有网络详情页面，单击虚拟路由器页签，查看专有网络的路由器和路由表。 

4. 单击修改修改路由器的名称和描述。 

6.6.2  添加路由条目 

路由表中的每一项是一条路由条目，路由条目定义了通向指定目标网段的网络流量的下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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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同一个路由表中自定义路由条目不能超过 48 条。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页签，然后单击目标专有网络的 ID 链接。 

3. 在专有网络详情页面，单击虚拟路由器页签。 

4. 单击路由表区域内的创建。 

5. 在弹出的创建路由表项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然后单击确定。 
表 21: 路由条目配置 

选项 说明 

目 标 网

段地址 

输入该路由条目的目标网段： 

• 路由条目的目标网段不能和 VPC 内交换机的网段相同，或是交换机网段

的子集。 

• 路由条目的目标网段不能是 100.64.0.0/10 或 100.64.0.0/10 的子集。 

• 同一路由表下路由条目的目标网段不能相同。 

• 如果指定的目标网段是一个 IP 地址，会使用默认子网掩码 32。 

下 一 跳

类型 

选择该路由条目的下一跳类型： 

• ECS 实例：将来自目标网段的请求转发到 ECS 实例。 

• 路由器接口：将来自目标网段的请求转发到指定的路由器接口。请求会

经过该路由器接口路由到对应的对端路由器接口。 

下 一 跳

实例 ID 

如果选择的下一跳类型为 ECS 实例，选择接收转发流量的 ECS 实例。 

• 路由条目指定的下一跳的 ECS 实例必须同属于该路由表所在的 VPC 。 

• 多条路由条目允许指向同一个 ECS 实例。 

路 由 器

接口 

如果选择的下一跳类型为路由器接口，选择接收转发流量的路由器接口。 

6.7  弹性外网 IP 

弹性外网 IP（Elastic IP Address，简称 EIP），是可以独立持有的外网 IP 地址资源，能动态绑

定到不同的专有网络的 ECS 实例上，绑定和解绑时无需停机。 

弹性外网 IP 是一种 NAT IP，通过 NAT 方式映射到了被绑定 ECS 实例的私网网卡上。因此，

绑定了弹性外网 IP 的 ECS 实例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IP 进行外网通信，并且在网卡上并不能看

到这个 IP。 

说明: 在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各项资源中，目前只有 ECS 实例支持绑定弹性外网 IP。 

6.7.1  申请 EIP 

您可以通过弹性外网 IP 云控制台申请 EIP。 

每次申请会在指定的区域内随机分配一个 EIP。 EIP 目前只支持 ICMP，TCP，UDP 三种协议，

不支持 IGMP，SCTP 等传输层协议。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弹性公网 IP 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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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申请弹性公网 IP。 

4. 在弹出的页面，选择 EIP 的所属区域和部门，设置带宽峰值和申请个数，然后单击创

建。 

6.7.2  绑定 EIP 

您可以将 EIP 与 VPC 内的 ECS 实例进行绑定，使该 ECS 实例可以与外网通信。 

在进行绑定之前，确保您已了解以下信息： 

• 只有可用状态的 EIP 才能够进行绑定操作。 

• EIP 目前只能被绑定到相同区域相同部门下的专有网络类型的 ECS 实例上。 

• 每台 ECS 实例只能绑定一个 EIP ，同时一个 EIP 也只能绑定到一台 ECS 实例上。 

• 只有处于运行中和已停止状态的 ECS 实例才可以绑定 EIP。 

•  因为安全原因被锁定的 EIP 无法进行绑定和解绑操作。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弹性公网 IP 页签 

3. 单击目标 EIP 操作列下的管理 > 绑定。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绑定的 ECS 实例，然后单击确定。 

EIP 绑定成功后立刻生效，不需要重启 ECS 实例。 

6.7.3  修改 EIP 带宽 

您可以修改 EIP 的带宽。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弹性公网 IP 页签。 

3. 单击目标 EIP 操作列下的管理 > 修改。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调整 EIP 的带宽，然后单击确定。 

6.7.4  解绑 EIP 

当您不需要外网访问时，可以随时将 EIP 与 ECS 实例进行解绑。 

只有状态为运行中或已停止的 ECS 实例，才能够执行解绑操作。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弹性公网 IP 页签。 

3. 单击目标 EIP 操作列下的管理 > 解绑。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当 EIP 实例的状态变更为可使用时，表示 EIP 的解绑操作成功。 

6.7.5  释放 EIP 

您可以释放不再使用的 EIP 资源。 

1. 确保要释放的 EIP 没有绑定任何 ECS 实例，否则无法释放该 EIP（解绑 EIP 可参照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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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绑 EIP） 。 

2. 登录云控制台。 

3. 单击弹性公网 IP 页签。 

4. 单击目标 EIP 操作列下的管理 > 释放。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完成释放。 

6.8  路由器接口 

路由器接口是一种虚拟设备，具备搭建通信通道并控制其工作状态的功能。您可以通过路由

器接口连接 VPC，使其可以进行私网通信。 

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将不同网络间搭建私网通信通道的过程抽象为：在 VPC 两侧的路由器

上分别创建路由器接口，并进行互连，从而使两个路由器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向对方转发消息。

此时，两个 VPC 中的资源（比如 ECS 实例）就可以互相进行私网通信了。 

当两个路由器接口进行互连时，一个扮演连接发起端角色，另一个则扮演连接接受端角色。

发起端和接受端的概念仅用于控制连接建立的过程；在实际进行网络通信时，通信链路是双

向的，发起端和接受端没有任何差别。 

表 22: 发起端和接受端对比 

对比项 发起端 接受端 

进行连接动作前是否需要配置连接对端信息 需要 需要 

连接过程中是否可以发起连接动作 可以 不可以 

已连接后是否可以主动向对端发消息 可以 可以 

创建后是否可以修改角色 不可以 不可以 

路由器接口创建后，有以下几个状态（不包括中间状态如连接中、激活中等）： 

• 未连接：本端和对端路由器接口尚未建立连接。需要由角色为发起端的路由器接口发

起连接。 

• 已激活：路由器接口已连接。在正确配置了路由的情况下，路由器接口可以正常发送

数据。 

• 已冻结：激活的路由器接口被冻结。冻结后，路由器接口将不会再有数据通过。 

6.8.1  创建路由器接口 

您可以通过在 VPC 的路由器上创建路由器接口，使两个 VPC 内的云资源可以互相通信。创建

路由器接口时需要指定路由器接口角色（发起端或接受端），只有发起端的路由器接口才可

以发起连接。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路由器接口页签，然后单击创建。 

4. 在路由器接口创建页面，提供以下信息，然后单击创建。 



 

116 

 

表 23: 路由器接口配置 

配置 说明 

连接场景 

连接场景 选择路由器接口的使用场景： 

• VPC 互连：用来连接两个 VPC。 

角色 选择路由器接口的连接角色。 

只有发起端路由器接口可以主动发起连接。 

说明: 创建后，无法修改路由器接口角色。 

基本配置 

区域类型 选择区域类型。 

• 专有云：和专有云中的 VPC 互连。 

• 公共云：和公共云中的 VPC 互连。 

本端配置 

路由器类型 显示路由器的类型。 

本端区域 本端 VPC 的所属区域。 

部门 选择本端 VPC 的所属部门。 

专有网络 选择在 VPC 互连中作为本端的专有网络。 

路由器 显示所选 VPC 的路由器 ID。 

对端配置 

路由器类型 显示路由器的类型。 

对端区域 对端要连接的 VPC 的所属区域。 

设置对端路由

器 

您可以选择在创建路由器接口时就创建好对端路由器，也可以选择稍后添

加。 

部门 选择对端 VPC 的所属部门。 

对端专有网络 选择对端要连接的专有网络。 

路由器 显示所选 VPC 的路由器 ID。 

角色规格 

规格 选择路由器接口的规格。 

6.8.2  编辑本端接口信息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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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路由器接口页签，进入路由器接口页面。 

4. 单击目标路由器接口操作列下的管理 > 编辑本端接口信息。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修改路由器接口的名称和描述，然后单击修改完成操作。 

6.8.3  编辑对端接口信息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路由器接口页签，进入路由器接口页面。 

4. 单击目标路由器接口操作列下的管理 > 编辑对端接口信息。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对端路由器接口的所属部门和专有网络并输入路由器接口 ID，

然后单击修改完成操作。 

6.8.4  配置路由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路由器接口页签，进入路由器接口页面。 

4. 单击目标路由器接口操作列下的管理 > 路由配置。 

5. 在专有网络页面，单击虚拟路由器页签，然后单击创建。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然后单击确定。 
表 24: 路由配置 

配置 说明 

目标网段地址 填写对端 VPC 的网段。 

下一跳类型 选择路由器接口。 

路由器接口 选择本 VPC 的路由器接口。 

6.8.5  发起连接 

连接角色为发起端的路由器接口可以发起连接。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路由器接口页签，进入路由器接口页面。 

4. 单击目标路由器接口操作列下的管理 > 发起连接。 

6.8.6  激活路由器接口 

您可以将处于已冻结状态的路由器接口激活。激活后，路由器接口可以正常发送数据。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路由器接口页签，进入路由器接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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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目标路由器接口操作列下的管理 > 激活。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完成此操作。 

6.8.7  冻结路由器接口 

您可以将处于已激活状态的路由器接口冻结。冻结后，路由器接口将不会再有数据通过。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路由器接口页签，进入路由器接口页面。 

4. 单击目标路由器接口操作列下的管理 > 冻结。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完成此操作。 

6.8.8  删除路由器接口 

您可以将处于未连接或已冻结状态的路由器接口删除。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路由器接口页签，进入路由器接口页面。 

4. 单击目标路由器接口操作列下的管理 > 删除。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完成此操作。 

6.9  外网访问 

专有网络 VPC 是隔离的网络环境。默认 VPC 内的云资源不能访问外网，也不能被外网访问。

VPC 提供了 NAT 网关和弹性外网 IP 功能，使 VPC 内的云资源可以和外网通信。 

• 弹性外网 IP（EIP）：您可以将 EIP 与 VPC 内的 ECS 实例进行绑定，使该 ECS 实例可

以与外网通信。详情参考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NAT 网关： 

o 配置端口转发表：您可以通过为端口转发表添加端口转发条目，将公网 IP 映射给

专有网络的 ECS，使 ECS 可以对外网提供服务。 

o 配置 SNAT 表：您可以通过在 SNAT 表中添加 SNAT 条目，使专有网络的 ECS 可

以访问外网。 

6.10  NAT 网关 

NAT 网关是一款企业级的 VPC 公网网关，提供 NAT 代理、高达 10Gbps 级别转发能力以及跨

可用区的容灾能力。 

NAT 网关作为一个网关设备，需要绑定公网 IP 才能正常工作。创建 NAT 网关后，您可以为

NAT 网关绑定弹性公网 IP（EIP）。 

6.10.1 创建 NAT 网关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 NAT 页签，然后单击创建 NAT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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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NAT 网关新购页面，选择需要创建的地域，虚拟专用网络和规格后，单击下一步，

创建 NAT 网关。 
图 62 申请开通图 1 

 

6.10.2 管理 NAT 网关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 NAT 页签。 

4. 选择目标 NAT 网关，然后单击管理。 
图 62 管理 NAT 网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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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绑定 EIP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 NAT 页签。 

4. 选择目标 NAT 网关，然后单击绑定。 
图 62 绑定 EIP 

 
 

6.10.4 解绑 EIP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 NAT 页签。 

4. 选择目标 NAT 网关，然后单击解绑。 
图 62 解绑 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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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6 编辑 NAT 网关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 NAT 页签。 

4. 选择目标 NAT 网关，然后单击编辑。 
图 62 编辑 NAT 网关 

 

6.10.6 编辑 NAT 网关  

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 NAT 页签。 

4. 选择目标 NAT 网关，然后单击删除。 

6.11  专有网络互通 

您可以通过路由器接口功能连接 VPC。 

本操作以如下两个 VPC 为例。 

表 25: VPC 信息 

VPC 名称 网段（CIDR block） 部门 

VPC_1 192.168.0.0/16 一级部门 

VPC_2 172.16.0.0/12 二级部门 

首先，您需要分别为这两个 VPC 创建一个路由器接口，并且将一个设为连接发起端，另一个

设为连接接受端。然后由连接角色为发起端的路由器接口发起连接，连通两个路由器接口。

最后，为两个路由器接口配置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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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控制台。 

2. 单击专有网络 VPC。 

3. 单击路由器接口页签，然后单击创建。 

4. 在路由器接口创建页面，完成以下操作为其中一个 VPC 创建路由器接口： 

a. 连接场景：选择 VPC 互连。 

b. 路由器角色：选择连接发起端。 

c. 区域类型：选择专有云。 

d. 本端路由配置：选择一个 VPC 作为本端。本教程中选择 VPC_1（192.168.0.0/16）。 

e. 对端配置：选择立即设置并选择 VPC_2 作为对端路由。 

f. 单击创建。 

5. 在路由器接口页面，单击创建为另外一个 VPC 创建路由器接口。 

6. 在路由器接口创建页面，完成以下操作为另外一个 VPC 创建路由器接口： 

a. 连接场景：选择 VPC 互连。 

b. 路由器角色：选择连接接受端。 

c. 区域类型：选择专有云。 

d. 本端路由配置：选择另外一个 VPC。本教程中选择 VPC_2 （172.16.0.0/12）。 

e. 对端配置：选择立即设置并选择 VPC_1 作为对端路由。 

f. 单击创建。 

7. 配置路由。 

a. 单击 VPC_1 发起端路由器接口的操作图标，选择路由配置。 

b. 在专有网络页面，单击虚拟路由器，然后单击路由表区域的创建。根据以下信

息配置路由： 
表 26: 发起端路由器接口的路由配置 

配置 说明 

目标网段地址 填写对端 VPC 的网段。本教程中填写 172.16.0.0/12。 

下一跳类型 选择路由器接口。 

路由器接口 选择本 VPC 的路由器接口。 

c. 重复上述步骤，为接受端路由器接口配置路由。 
表 27: 接受端路由器接口的路由配置 

配置 说明 

目标网段地址 填写对端 VPC 的网段。本教程中填写 192.168.0.0/16。 

下一跳类型 选择路由器接口。 

路由器接口 选择本 VPC 的路由器接口。 

8. 在路由器接口页面，找到 VPC_1 的路由器接口，然后单击操作列下的管理 > 发起连

接。 

只有角色为发起端的路由器接口才可发起连接。当连接成功后，路由器接口的状态为

已激活。 

配置完成后，VPC_1 和 VPC_2 的云资源就可以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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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服务 

7.1  开通其他服务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其他服务，进入其他服务列表页面。 

2. 单击申请开通。 

图 62 申请开通图 1 

 

3. 再确认界面单击提交申请。 

图 63 确认界面 

 

 

 

7.2  释放其他服务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资源中心 > 其他服务，进入其他服务列表页面。 

2. 单击终止。 

3. 填写备注，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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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释放界面 

 

 

 

图 65 提交申请界面 

 

8  云监控 

8.1 云监控介绍 

云监控服务是一个开放性的监控平台，提供了资源的实时监控、告警、通知等服务，为用户

的产品、业务保驾护航。 

目前可以监控云服务器、负载均衡、云数据库和云存储服务的相关指标。用户可以通过这些

指标设置告警规则和通知策略，以便及时了解各产品服务的实例资源运行状况和性能，在收

到资源不足类型的告警时及时考虑扩容。 

云监控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自动监控：监控会根据用户创建的云服务器资源或者弹性伸缩组而自动启动，用户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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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干预，也无需安装任何插件。用户申请资源后就可以在云监控的实例监控中查看到

具体实例的监控数据。 

 灵活告警：通过对监控指标设置告警、阈值，暂停、启用告警，实现告警的灵活配置。 

 实时通知：设置告警通知，可以实现用户实时接收短信或邮件通知。当告警规则下产生

告警、数据不足或告警恢复正常等状态变化时，系统会向用户的电话发送信息或向邮箱

发送邮件通知。 

云监控指标说明 

云监控服务通过云资源的监控指标，检测服务的可用性。您可以通过对这些监控指标设置告

警规则和通知策略，以便及时了解各产品服务的实例资源运行状况和性能。 

云监控可以监控其他服务的资源，目前支持 ECS、负载均衡、RDS 和 OSS。各服务对应的

监控指标如 ECS 监控指标表、负载均衡监控指标表、RDS 监控指标表和 OSS 监控指标表

所示。 

表 36：监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测量对象 计算公式 相关说明 

CPU 使用率 用 于 统 计 测

量 对 象 的 

CPU 使用率，

以 百 分 比 为

单位。 

云服务器 单 个 云 服 务

器 CPU 使用

率/单个云服

务 器 的  CPU 

总核数 

无 

内存使用率 用 于 统 计 测

量 对 象 的 内

存使用率，以

百 分 比 为 单

位 

云服务器 该 云 服 务 器

内存使用量 / 

该 云 服 务 器

内存总量 

如果您使用 free 或 top 命令查询

linux 服务器的内存使用情况发现

和控制台实际看到的内存使用情况

不一致，是因为云监控在计算内存

使用情况时去除了作为缓存的内

存。 

磁盘 IO 读 用 于 统 计 每

秒 从 测 量 对

象 读 出 的 数

据量，以千字

节/秒为单位 

云服务器 云 服 务 器 的

磁 盘 读 出 的

字节数之和 /

测量周期 

对于系统为 linux 的主机，磁盘 IO

的监控数据获取是通过  iostat 进

行的；若您发现 Linux 主机无磁盘 

IO 数据，请确认您的机器是否安装

了 iostat 指令。Redhat 与 CentOS 

用户可以使用  yum 进行安装；

Ubuntu 与 Debian 用户可以使用 

apt-get 进行安装。 

磁盘 IO 写 用 于 统 计 每

秒 写 到 测 量

对 象 的 数 据

量，以千字节

/秒为单位 

云服务器 云 服 务 器 的

磁 盘 写 入 的

字节数之和 /

测量周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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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测量对象 计算公式 相关说明 

磁盘使用率 用 于 统 计 测

量 对 象 的 磁

盘使用情况，

以 百 分 比 为

单位。 

云服务器 云 服 务 器 磁

盘使用容量 / 

云 服 务 器 磁

盘总容量 

无 

入流量 用 于 统 计 每

秒 流 入 测 量

对 象 的 网 络

流量，以千比

特/秒为单位。 

云服务器 无 无 

出流量 用 于 统 计 每

秒 流 出 测 量

对 象 的 网 络

流量，以千比

特/秒为单位 

云服务器 无 超出购买的带宽时，会出现访问不

可达或请求缓慢的情况。监控图上

的 eth0 是服务器内网网卡，eth1 

是服务器外网网卡。 

TCP 连接数 服 务 器 建 立

的 TCP 连接

总数。 

云服务器 无 无 

进程数 添 加 进 程 监

控后，会对指

定 关 注 的 进

程进行计数，

显 示 正 在 运

行 的 被 关 注

进程总数 

云服务器 无 如果您想监控服务器上进程运行的

情况，在进程挂掉时进行报警，可

添加进程数监控，设置当进程数不

等于实际数量时进行报警。 

平均负载 针 对  Linux 

的概念，服务

器 的 load 

average 的数

值。 

云服务器  系统平均负载的数值不大于 1 就可

以，如果您服务器是多核的，平均

负载的值需要除以 cpu 核数，得到

的值小于 1 就可以，通常平均负载

数值超过 1 ，说明目前进程存在队

列，服务器运行会慢。 

说明： 

专有云区域的 ECS 实例需要安装监控插件，才能采集操作系统级别指标数据。 

安装方法：在 ECS 实例所在行单击点击安装。 

安装监控插件成功，5-10 分钟后，监控图表才会显示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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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RDS 服务支持的监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测量对象 计算公式 

CPU 使用率 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 

CPU 使用率，以百分

比为单位 

云数据库 单 个 云 数 据 库  CPU 

使用率  / 单个云数

据库的 CPU 总核数 

内存使用率 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

内存使用 

率，以百分比为单位。 

云数据库 该云数据库内存使用

量 / 该云数 

据库内存总量 

磁盘使用率 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磁

盘空间的使用率，以

百分比为单位。 

云数据库 无 

IOPS 使用率 用于统计测量对象每

秒 IO 请求次数，以

次/秒为单位 

云数据库 该云数据库的 IO 请

求次数/测量周期 

连接数使用率 用于统计每秒应用程

序可以连接到测量对

象的数量，以个/秒为

单位。 

云数据库 每秒应用程序可以连

接到该云数据库的数

量/测量周期 

表 38：SLB 服务支持的监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测量对象 相关说明 

端口每秒流出数据包

数 

负载均衡每秒发出的

数据包数量 

负载均衡 无 

端口每秒流入数据包

数 

负载均衡每秒接到的

请求数据包数量 

负载均衡 无 

端口每秒流入流量 从外部访问负载均衡

所需要消耗的流量 

负载均衡 无 

端口每秒流出流量 负载均衡访问外部所

需要消耗的流量 

负载均衡 无 

端口当前活跃连接数 当 时 所 有 

ESTABLISHED 状态的

连接 

负载均衡 可以理解为并发量，

但是不能等同。因为

如果您采用的是长连

接的情况，一个连接

会同时传输多个文件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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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当前非活跃连接

数 

指 除  established 状

态 的 其 他 所 有 状 态 

TCP 连接数 

负载均衡 无 

端口当前新建连接数 统计周期内  TCP 三

次 握 手 的 第 一 次 

SYN_SENT 状态的数

量 

负载均衡 统计的是客户端连接

到 SLB 的连接请求，

活跃连接数、非活跃

连接数统计的也是客

户端到 SLB 的连接请

求。 

 

表 19：OSS 服务支持的监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测量对象 

读取次数 用于统计测量对象读取的次

数，以次为单位。 

云存储 

内部错误数 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出现异常

的数量，以个位单位。 

云存储 

互联网入流量 用于统计每秒流入测量对象

的外网网络流量，以字节为单

位。 

云存储 

互联网出流量 用于统计每秒流出测量对象

的外网网络流量，以字节为单

位。 

云存储 

内网入流量 用于统计每秒流入测量对象

的内网网络流量，以字节为单

位。 

云存储 

内网出流量 用于统计每秒流出测量对象

的内网网络流量，以字节为单

位。 

云存储 

写入次数 用于统计测量对象写入的次

数，以次为单位。 

云存储 

存储已用空间 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存储空

间使用量，以字节为单位。 

云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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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报警联系组 

8.2.1 新建报警联系组 

报警联系组是一组报警联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 

在报警设置中，均通过报警组发送报警通知。对每一个监控点，根据预先设定的报警方式在

到达报警阈值时向报警组成员发送报警消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云控制台 

2. 选择资源中心 > 云监控，进入云监控概览页面 

3. 选择左侧报警任务 > 报警组 

4. 单击右上角新建联系组 

5. 弹出新建联系组对话框 

6. 添加报警组参数，如表 40 所示 

表 40：报警参数表 

参数 说明 

组名 警组组名。组名必须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

成，长度为 2~20 个字符。 

备注 报警组的描述信息。描述信息由字母、数字、

下划线或 - 组成，长度为 2~256 个字符。 

选择联系人 将联系人加入报警组，操作方法如下： 

在左侧的已有联系人中选择联系人，通过单击 

-> 添加到右侧已选联系人中。 

选择后，如果需要移除某个已选联系人，可以

通过单击 <- 来操作。 

7. 单击确定 

8.3 报警规则 

8.3.1 新建报警规则 

您可以为某个实例创建报警规则，对其进行监控。 

在设置报警规则前，建议先完成报警联系组的创建操作，您也可以在设置报警规则过程中创

建。设置报警联系组的具体操作请参见新建报警联系组。云监控报警规则用于对服务器性能

进行监控，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服务器存在的问题，保障服务器安全、稳定、有效运行。 

操作步骤 

1. 登录云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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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资源中心 > 云监控，进入云监控概览页面 

3. 选择左侧云监控 > 报警规则，进入报警规则列表页面 

4. 单机右上角创建报警规则，进入设置报警规则页面 

5. 配置报警规则参数，如表 41 所示 

表 41：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监控项 从下拉框中选择监控项。 

监控项说明请参见云监控指标说明。 

统计周期 从下拉框中选择统计周期。 

统计周期是进行一次数据统计的间隔。 

统计方法 从下拉框中选择统计方法，统计方法有以下几

种： 

平均值：在统计周期内采集的所有监控数据的

平均值大于阈值时，才为超过阈值。 

最大值：统计周期内采集的监控数据中，当最

大值超过阈值时，才为超过阈值。 

最小值：统计周期内采集的监控数据中，当最

小值超过阈值时，才为超过阈值。 

原始值：统计周期内采集的监控数据中，当原

始值超过阈值时，才为超过阈值。 

6. 设置通知对象参数，通知对象即报警人 

 

8.4 报警历史 

报警发生后，您可以在报警项中查看历史报警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云控制台 

2. 选择资源中心 > 云监控，进入云监控概览页面 

3. 选择左侧报警服务 > 报警历史，查看历史报警信息 

8.5 查看监控图表 

通过查看监控图表，了解各实例的运行情况 

操作步骤 

1. 登录云控制平台 

2. 进入资源中心 > 云监控 > 监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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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对应的云产品 

4. 在需要查看的实例后，单击监控图表 

在显示的页面中可以看到各监控项的监控数据 

 

三  组播区产品操作 
 

1  云主机 

1.1  云主机介绍 

 

本节对云服务器的基本概念进行简单的介绍。 

 

云主机是运行在物理机上的虚拟机实例，具有独立的 IP 地址，可以访问公共网络，运行应用

服务，是 ZStack 的核心组成部分。 

 

1.2  新建实例 

 

ZStack 云主机包含多种架构类型，实例规格，网络类型可供选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

购合适的配置。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 云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单击右上角的新建。 

3. 选择群集、实例规格。 

4. 选择镜像与存储磁盘 

5. 添加与选择网络，输入实例名称，选择数量。 

6. 添加备注。 

图 66 新建实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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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新建实例 2 

 

 

 

 
 

图 68 新建实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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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新建实例 4 

 
 

1.3  管理实例 

实例是能够为您的业务提供计算服务的最小单位，它以一定的规格来为您提供相应的计算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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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查看实例 

您可以通过 ZStack 云控制台查看您所拥有的所有实例以及实例的详细信息。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 云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说明: 在实例清单页面，可以根据实例 ID 和客户名称对实例进行搜索。 

1.3.2  编辑实例 

针对已创建的实例，您可以在控制台修改实例 X 的 ID、名称和具体描述。 

操作步骤：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 云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列表页面，找到待编辑的云

主机实例，单击实例 ID，进入实例详情页面。 

2. 选择右上角更多 > 修改信息，在弹窗中，您可以编辑实例名称和描述。最后，单击

确定保存修改。 
图 69: 编辑云主机实例 

 

 

1.3.3  停止、重启或启动实例 

在云控制台中，您可以像操作真实的服务器一样，启动、重启、停止、暂停或恢复实例。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云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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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更多，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启动、重启、停止、暂停或恢复实例。 

o 停止、重启和暂停操作只能在实例处于 运行中 时进行，启动操作只能在实例处

于 已停止 时进行，恢复操作只能在 已暂停 时进行。 

说明: 停止、暂停和重启会造成您的实例停止工作，从而中断您的业务，请谨

慎执行这些操作。 

o 您也可以在相应实例后，点击管理，在实例详情页面中，单击右上方的重启或停

止按钮，完成重启或停止实例操作，单击更多，在下拉菜单中可以暂停实例操

作。 

 

1.3.4  修改实例密码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云主机 > 实例，找到需修改密码的实例。 

2. 在相应实例的操作列中，选择更多 > 设置控制台密码。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新的登录密码和确认密码，单击确定，修改密码。如 figure 错

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70: 设置控制台密码 

 
说明: 重置实例密码后，只有在控制台重启实例才能生效。 

1.3.5  链接管理终端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云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2. 在相关实例的操作中，选择更多>链接终端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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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链接管理终端 

 
 

1.4  升降配 

在云控制台中，您可以进行升降配操作。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云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2. 在相关实例的操作中，单击升降配。 

o 加载网络只能在实例处于 已停止 时进行。发起实例规格变配申请期间，请不要

启动实例，否则可能会导致业务中断。 

 

图 72: 升降配页面

 

 

3. 选择实例规格，填写备注，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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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选择界面 

 
 

4. 点击提交申请。 

 
图 74: 提交申请页面 

 
 

1.5  释放实例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云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2. 在相关实例的操作中，选择更多>释放。 

3. 填写备注，单击提交申请确认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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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设置控制台密码 

 

 

 

2  弹性 IP 
 

2.1  弹性 IP 介绍 

 

本节对弹性 IP 的概念进行简单的介绍 

 

弹性 IP（EIP）：定义了通过公有网络访问内部私有网络的方法。 

• 内部私有网络是隔离的网络空间，不能直接被外部网络访问。 

• 弹性 IP 基于网络地址转换（NAT）, 将一个网络（通常是公有网络）的 IP 地址转换成

另一个网络（通常是私有网络）的 IP 地址；通过弹性 IP，可对公网的访问直接关联到

内部私网的云主机 IP。 

• 弹性 IP 可动态绑定到一个云主机，或从一个云主机解绑。 

• 云主机使用的扁平网络、云路由网络、VPC 均可使用弹性 IP 服务： 

o 扁平网络：分布式 EIP 实现的弹性 IP 地址，可通过公有网络访问内部私有网络。 

o 云路由网络/VPC：使用云路由器/VPC 路由器可通过公有网络访问云主机的私有

网络。 

2.2  申请弹性公网 IP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弹性 IP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2. 点击右上角申请弹性 IP，填写群集、弹性 IP 名称、选择三层网络、选择宽带和选择数

量，点击下一步，申请弹性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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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申请弹性 IP 基础页面 

 
3. 点击立即申请。 

图 77：申请弹性 IP 确认界面 

 
2.3  管理弹性 IP 

本节主要介绍弹性 IP 的管理与操作。 

2.3.1  查看弹性 IP 

您可以通过 ZStack 云控制台查看您所拥有的所有弹性 IP。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 云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说明: 在实例清单页面，可以根据实例 ID 和客户名称对实例进行搜索。 

2.3.2  绑定弹性公网 IP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弹性 IP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2. 在相关实例操作中单击绑定 

3. 选择绑定的云主机，单击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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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绑定弹性公网 

    
图 79 选择云主机 

 

2.3.3  修改宽带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弹性 IP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2. 单击更多，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修改宽带。 

3. 选择宽带，添加备注后单击确定。 
图 80 修改宽带 

 
4. 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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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提交申请界面 

 
2.4  释放弹性 IP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 ZStack> 弹性 IP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2. 单击更多，在下拉的菜单中选择释放。 

3. 填写备注，单击提交申请。 
图 82 释放弹性 IP 界面 

 

四  物理区产品操作 
 

1  物理主机 

1.1  物理主机介绍 

 

物理机是相对于虚拟机而言的对实体计算机的称呼。物理机提供给虚拟机以硬件环境，通过

物理机和虚拟机的配合，一台计算机上可以安装上多个操作系统（一个外界操作系统和虚拟

机中的数个操作系统），并且几个操作系统间还可以实现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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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理物理机 

本节介绍物理机的操作与管理。 

1.2.1  新建实例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物理机> 物理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清单页面。 

2. 单击右上角的新建。 

3. 选择内存、磁盘大小和数量，单击下一步。 

4. 选择数量，单击下一步。 

5. 填写备注，单击立即申请。 

图 83 物理机选择界面 

 
图 84 物理机选择界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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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物理机选择界面 3 

 

1.2.2  查看物理机实例 

您可以通过云控制台查看您所拥有的所有弹性 IP。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物理机 > 物理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说明: 在实例清单页面，可以根据实例 ID 对实例进精确搜索。 

1.2.3  释放物理机实例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物理机 > 物理主机 > 实例，进入实例列表页面。 

2. 选择相应的物理主机实例，单击释放。 

3. 填写备注，单击提交申请。 

4. 单击提交，保存修改。 

图 86 物理机释放界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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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业应用操作 
1  堡垒机 licence 
登录云控制台后，您可以选择进去堡垒机的页面进行查看和操作。 

1.1  堡垒机管理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行业应用 > 堡垒机 licence 收费> 堡垒机 licence 收费，进入列

表页面。 

2. 选择相应的资源组，单击终止。 
图 86：堡垒机页面 

 

2  证通云盘 
登录云控制台后，您可以选择进去证通云盘的页面进行查看和操作。 

2.1  证通云盘管理 

1.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行业应用> 证通云盘> 证通云盘，进入列表页面。 

2. 选择相应的资源组，单击申请开通。 
图 87：证通云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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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真接口测试 
登录云控制台后，您可以选择进去仿真接口的页面进行查看和操作。 

3.1  证通云盘管理 

3. 登录云控制台，选择行业应用> 仿真接口测试> 仿真接口测试，进入列表页面。 

4. 选择相应的资源组，单击申请开通。 
图 87：证通云盘页面 

  

六  个人中心操作 
1  个人信息设置 
登录云控制台后，您可以修改登录密码和姓名、邮箱、手机号等个人信息。 

1.1  修改登录密码 

为提高安全性，请及时修改系统登录密码。 

1. 在系统界面右上角，单击用户名。 

2. 选择修改密码，输入原始密码和新密码，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146 

 

图 19: 修改密码 

 

3. 单击修改，保存新密码。 

 

 

1.2  修改信息 

 

您可以修改您的姓名、邮箱、手机。 

 

1. 选择个人中心 > 我的信息，进入我的信息页面。 

2. 输入修改的信息，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3. 单击提交，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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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修改信息 

 

 

 

2  管理工单 

2.1  工单申报流程 

当资源出现异常或者有其他问题时，资源使用人可以提交工单申报，以便让系统管理员处理。

工单申报流程图如 figur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图 21: 工单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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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由于管理员无法时时处理问题，如果有紧急问题请直接联系行业基础资源外包服务技

术服务支持。 

1. 资源使用人提交申报。 

2. 系统管理员根据问题描述，通知运维人员处理问题，问题解决后，系统管理员处理申

报。 

3. 用户确认申报是否已经解决。如果仍未解决则返回给系统管理员继续处理，如果已解

决则关闭该申报。 

 

2.2  提交申报 

您在使用云控制台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提交申报将问题反馈给系统管理员解决。 

1. 选择个人中心 > 我的工单 > 提交工单，进入提交申报页面。 
图 89: 提交申报 

 

2. 配置提交申报参数，相关参数如 table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表 28: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工单

类型 

表示提交工单的类型，有产品查询、技术支持、问题、变更、其他类型。 

涉及

产品 

表示云资源类型。例如，在使用过程中 ECS 出现了问题，则此处应选择 ECS 。 

涉及

产品

ID 

涉及的产品的详细 ID，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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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工单

标题 

需要概括说明工单的内容。 

工单

内容 

详细清晰的问题描述可以帮助管理员快速定位并解决问题。在填写问题描述时，建

议涵盖以下几个内容：谁发现（Who）、什么时候发现（When）、 在哪里出现（Where）、

什么产品出现了什么问题（What）、问题的影响程度（HowMuch）、问题截图

（Evidence）。 

敏感

资讯 

在此输入敏感资讯，如账户、密码等资讯。 

3. 单击选择附件，选择待上传的问题附件。 

缺省情况下，不支持上传附件。如需上传附件，请联系管理员先完成附件存储位置的

配置，再执行上传附件操作。附件存储路径配置请参见管理员指南中的配置存储服务。 

说明: 可上传 3 个附件，每个附件大小不得超过 2M。附件支持的格式有:'jpg', 'jpeg', 

'bmp', 'png', 'gif', 'txt', 'rar', 'zip', 'doc', 'docx', 'ini', 'conf', 'eml'。 

4. 单击保存，提交工单。 

完成问题申报后，您可以通过个人中心 > 我的工单，查看已提交申报的处理情况。 

2.3  确认问题是否解决 

提交申报后，您可以随时查看申报的处理进度。 

1. 选择个人中心 > 我的工单，进入已提交的工单的页面。 

显示您所提交的所有工单。 

工单主要有以下几种状态： 

o 待受理：指工单还未受理。 

o 处理中：指工单已受理。 

o 已完成：指工单已处理完毕。 

o 工单已关闭 

2. 可以输入标题对工单进行搜索。 

3. 选择状态为待您确认的工单，单击查看。 

4. 在工单详情页面，查看留言中的问题处理描述和附件，确认问题是否已经排除。 

o 如果问题确认已解决，单击标记为完成。 

o 如果问题并未解决，输入讯息，点击发送，将问题现状反馈给系统管理员。 

3  订单管理 
 

登录云控制台后，您可以查看你的订单。 

 

3.1  查看所有订单 

 

1. 选择个人中心 > 我的订单 ，进入订单查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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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ECS 示意图 

 

3.2  查看单个订单 

1. 选择个人中心 > 我的工单 > 提交工单，进入提交申报页面。 

2. 选择相应的订单，点击查看，可以查看订单的具体状态。 

图 91 工单页 

  

4  查看消息 
操作步骤 

1. 选择个人中心 > 我的消息 ，进入消息页面。 

图 92 消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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