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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定义  

   GPU云主机是基于 GPU的应用于视频解码、图形渲染、深度学习、科学计算等多种

场景的计算服务。天翼云 GPU云主机采用业界先进的 GPU硬件，让客户得到极致性能体

验的同时，获得最佳性价比。目前提供基于 NVIDIA M60、P100的直通实例和基于 M60

的虚拟化实例。 

1.2 产品类型 

GPU加速云主机能够提供优秀的浮点计算能力，从容应对高实时、高并发的海量计算场景。特

别适合于深度学习、科学计算、CAE、3D动画渲染、CAD、等应用。 

GPU加速型云主机分为图形加速基础型（G1、G2、G5）和计算加速型（P1、P2V），其中： 

 G1型云主机基于 NVIDIA GRID虚拟 GPU技术，提供较为经济的图形加速能力。同时，G1型

云主机使用 NVIDIA Tesla M60 GPU卡，能够支持 DirectX、OpenGL，可以提供最大显存 1GB、分辩

率为 4096×2160 的图形图像处理能力，适用于图形渲染要求较高的应用。可以提供如下规格： 

类型 vCPU 内存（GB） GPU GPU 卡的型号 显存（GB） 

图形加速基础

型 G1 

4 8 1 M60-1Q 1 

8 16 1 M60-2Q 2 

 G2型云主机基于 NVIDIA Tesla M60硬件直通技术，提供图形加速和单精度计算能力。能够

支持 DirectX、OpenGL、CUDA、OpenCL，可以提供最大显存 8GB、分辨率为 4096×2160 的图形图像

处理能力，提供 2048 个 CUDA核心，适用于媒体编辑、3D渲染、转码等。 

类型 vCPU 内存（GB） GPU GPU 卡的型号 显存（GB） 

图形加速基础

型 G2 
8 64 

1 M60 8 

 P1型云主机采用业界最先进的 NVIDIA Tesla P100 GPU，在提供云主机灵活性的同时，提供

极致性能体验和优良的性价比。P1型云主机支持 GPU Direct技术，实现 GPU之间的直接通信，搭

载 NvLink技术，提升 GPU之间的数据传输效率。能够提供超高的通用计算能力，在深度学习、图

形数据库、高性能数据库、计算流体动力学、计算金融、地震分析、分子建模、基因组学等领域都

能表现出巨大的计算优势，适用于科学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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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vCPU 内存（GB） GPU GPU 卡的型号 显存（GB） 本地盘 

计算加

速型

P1 

8 64 1 P100 1*16 1*800G 

16 128 2 P100 2*16 2*800G 

32 256 4 P100 4*16 4*800G 

 G5型云主机基于 NVIDIA GRID虚拟化 GPU技术，能够提供全面的专业级的图形加速能力。G5

型云主机使用 NVIDIA Tesla V100 GPU 显卡，能够支持 DirectX、OpenGL、Vulkan接口，提供

1/2/8 GB三种显存规格，支持最大 4096*2160分辨率，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图形处理需求。 

类型 vCPU 内存（GB） 显存（GB） GPU 卡的型号 

图形加速型

G5 

4 8 1 V100 

8 16 2 V100 

16 64 8 V100 

 P2V型云主机采用 NVIDIA Tesla V100 GPU，在提供云服务器灵活性的同时，提供高性能计

算能力和优秀的性价比。P2V型云主机支持 GPU NVLink 技术，实现 GPU之间的直接通信，提升 GPU

之间的数据传输效率。能够提供超高的通用计算能力，适用于 AI深度学习、科学计算，在深度学

习训练、科学计算、计算流体动力学、计算金融、地震分析、分子建模、基因组学等领域都能表现

出巨大的计算优势。 

类型 vCPU 内存（GB） 显存（GB） GPU 卡的型号 

计算加速型

P2V 

8 64 16 V100 
16 128 32 V100 
32 256 64 V100 
64 512 128 V100 

 

 

 

1.3 功能介绍  

 G1型云主机功能如下： 

− 支持 NVIDIA M60 GPU 卡 

− 支持图形加速应用 

− 提供 GPU 硬件虚拟化（vGPU）的能力 

− 提供和云主机相同的申请流程 

− 自动化的调度 M1 型云主机到装有 NVIDIA M60 GPU卡的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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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供最大显存 2GB，分辨率为 4096×2160 的图形图像处理能力 

 G2型云主机功能如下： 

− 支持 NVIDIA M60 GPU 卡 

− 支持图形加速应用 

− 提供 GPU 硬件直通能力 

− SR-IOV网络增强功能，提供高带宽能力 

− 提供和云主机相同的申请流程 

− 自动化的调度 M2 型云主机到装有 NVIDIA M60 GPU卡的可用区 

− 可以提供最大显存 8GB，分辩率为 4096×2160的图形图像处理能力 

− 支持 DirectX 、OpenGL、CUDA、 OpenCL 

− 提供 2048个 CUDA核心 

 P1型云主机功能如下： 

− 支持 NVIDIA Tesla P100 GPU 卡 

− 单精度能力 9.3 TFLOPS，双精度能力 4.7 TFLOPS 

− 使用 16GB HBM2显存，显存带宽 732Gb/s 

− 使用 800GB的 NVMe SSD卡作为本地临时存储 

− 完整的基础能力。网络自定义，自由划分子网、设置网络访问策略；海量存储，弹性

扩容，支持备份与恢复，让数据更加安全；弹性伸缩，快速增加或减少云主机数量。 

− 与普通云主机一样，P1型云主机可以做到分钟级快速发放。用户可以根据业务规模灵

活选择规格 

 G5型云主机功能如下： 

− 支持图形加速接口 

    DirectX 12, Direct2D, DirectX Video Acceleration (DXVA) 

    OpenGL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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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lkan 1.0 

− 支持 CUDA*和 OpenCL 

− 支持 Quadro vDWS 特性，为专业级图形应用提供加速 

− 支持 NVIDIA V100 GPU 卡 

− 支持图形加速应用 

− 提供 GPU 硬件虚拟化（vGPU） 

− 提供和弹性云服务器相同的申请流程 

− 自动化的调度 G5型弹性云服务器到装有 NVIDIA V100 GPU卡的可用区 

− 可以提供最大显存 8GB，分辨率为 4096×2160 的图形图像处理能力  

 P2V型云主机功能如下： 

− 支持 NVIDIA Tesla V100 GPU 卡，单虚拟机支持最大 8张 Tesla V100显卡。 

− 支持 NVIDIA CUDA 并行计算，支持常见的深度学习框架 Tensorflow、Caffe、

PyTorch、MXNet等。 

− 单精度能力 15.7 TFLOPS，双精度能力 7.8 TFLOPS。 

− 支持 NVIDIA Tensor Core能力，深度学习混合精度运算能力达到 125 TFLOPS。 

− 单实例最大网络带宽 30Gb/s。 

− 使用 16GB HBM2显存，显存带宽 900Gb/s。 

− 网络自定义，自由划分子网、设置网络访问策略；海量存储，弹性扩容，支持备份与

恢复，让数据更加安全；弹性伸缩，快速增加或减少云服务器数量。 

− 与普通云服务器一样，P2v型云服务器可以做到分钟级快速发放。 

− 拥有完善的超算生态环境，用户可以构建灵活弹性、高性能、高性价比的计算平台。

大量的 HPC应用程序和深度学习框架已经可以运行在 P2v实例上。 

1.4 使用须知 

 G1型云主机使用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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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型云主机不支持规格变更； 

− G1型云主机当前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Server 2008 R2 Enterprise SP1 64

位、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64 位、Windows Server 2016 DataCenter 

64位； 

− 使用私有镜像创建的 M1型云主机，需在云主机创建完成后安装 GPU驱动。其中，驱

动下载地址：http://www.nvidia.com/grid-eval，NVIDIA GRID 版本选择“4.1”，

软件包选择“GRID for UVP”，具体方法如下： 

a、判断是否为首次注册使用 nvidia：是，执行 b，否执行 d； 

b、在注册 nvidia用户成功的邮件中，查询 PAK； 

 

c、将 b 中查找的 PAK填写在“Redeem Product Activation Keys”页面 ，并单击

“Redeem”； 

http://www.nvidia.com/grid-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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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选择“Archived Versions”页签； 

e、单击“4.1”版本的“NVIDIA GRID”； 

f、在“Product Download”页面，单击“GRID for UVP”； 

− 使用 MSTSC（远程桌面）方式访问 M1型云主机时，使用 WDDM驱动程序模型的 GPU将

被替换为一个非加速的远程桌面显示驱动程序，造成 GPU加速能力无法实现。因此，

如果需要使用 GPU加速能力，您必须使用不同的远程访问工具，如 VNC工具（天翼云

控制中心的远程登录）。如仍无法满足您的要求，请自行在云主机上安装符合要求的

远程访问工具 

 G2型云主机使用说明如下： 

− G2型云主机不支持规格变更 

− G2型云主机当前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Server 2008 R2 Enterprise SP1 64

位、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64 位 

− 使用私有镜像创建的 M2 型云主机，需在制作私有镜像时安装 GPU 驱动，如果未安装，

请在云主机创建完成后安装 GPU驱动。驱动下载地址：

http://www.nvidia.com/Download/index.aspx?lang=en-us，其中，CUDA Toolkit建

议选择最新版本 

− 使用私有镜像创建的 M2型云主机，需在制作私有镜像时安装 SR-IOV网卡驱动，如果

未安装，请在云主机创建完成后进行安装。SR-IOV驱动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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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search?keyword=Intel++Ethernet+Connection

s+CD，建议选择“20.4.1”及之后的版本。 

− 使用 MSTSC方式访问 M2型云主机时，使用 WDDM驱动程序模型的 GPU将被替换为一个

非加速的远程桌面显示驱动程序，造成 GPU加速能力无法实现。因此，如果需要使用

GPU 加速能力，您必须使用不同的远程访问工具，如 VNC工具。 

− G2型云主机不支持控制中心提供的远程登录功能，如果需要 VNC 登录，请先在云主机

上安装 VNC Server，然后再使用 VNC登录方式 

 P1型云主机使用说明如下： 

− 使用私有镜像创建的 P1型云主机，需在制作私有镜像时安装 GPU 驱动。其中，驱动

下载地址：http://www.nvidia.cn/Download/index.aspx?lang=cn，版本选择如图所

示： 

 

− P1型云主机不支持规格变更 

− P1 型云主机当前支持的操作系统：Debian 8.0 64bit、Ubuntu Server 16.04 64bit、

CentOS 7.3 64bit 

− 删除 P1 型云主机后，本地 NVMe SSD 磁盘的数据会被自动清除。因此，建议只在本地

NVMe SSD磁盘中存放临时数据，如需放置重要数据，请提前做好数据备份 

− 对于 Linux操作系统的 P1型云主机，登录时有如下限制： 

a、创建云主机时设置的密码、密钥，在登录时不生效； 

b、首次登录时，仅支持 VNC方式远程登录，系统会提示您使用默认用户名（root）、

密码（cloud.1234）登录云主机。具体操作，请参见 4.2.1 登录云主机（VNC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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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果需要使用 SSH密码方式登录云主机，操作步骤如下： 

a）使用 VNC方式登录云主机。登录用户名 root，密码 cloud.1234 

b）根据界面提示，修改 root用户密码 

c）打开 SSH密码方式登录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 3.3.4密码方式登录 Linux

云主机（SSH方式） 

d）使用 SSH密码方式登录云主机 

e）暂不支持 SSH密钥方式登录云主机 

1.5 使用场景 

应用：深度学习、科学计算、CAE、3D动画渲染、CAD等 

场景特点：适合高实时、高并发的海量计算场景。 

适用场景： 

a、P1人工智能：GPU包含上千个计算单元，在并行计算方面展示出强大的优势，P1实例

针对深度学习特殊优化，可在短时间内完成海量计算； 

b、P1科学计算：在科学计算领域，要求极强的双精度计算能力，在模拟仿真过程中，消

耗大量计算资源的同时会产生大量临时数据，对存储带宽与时延也有极高的要求； 

c、M1图形工作站: 提供专业级 CAD、视频渲染、图形处理所需的强大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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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入门 

2.1 注册账号  

在创建和使用天翼云云主机之前，您需要先注册天翼云门户的账号。本节将介绍如何进行账号

注册，如果您拥有天翼云的账号，请跳转到“2.2登录控制中心”。  

1. 登录天翼云门户 http://ctyun.cn，点击【注册】；  

 

2. 在注册页面，请填写“邮箱地址”、“登录密码”、“手机号码”，并点击“免费获取短信校

验码”按钮，如 1 分钟内手机未收到验证码，请再次点击“免费获取短信验证码”按钮；  

 

3. 在注册页面，输入发送到手机的验证码，并点击“同意协议并注册”；  

4. 注册成功后，进行实名认证后即可使用天翼云；  

  

http://ctyun.cn/
http://cty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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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建 GPU 云主机 

1. 点击天翼云门户首页的“控制中心”，输入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控制中心页面； 

 

2. 单击“服务列表>云主机”； 

 

3. 单击“创建云主机”，系统进入创建页； 

 

4. 选择计费模式，“包年包月”或“按需付费”； 

a 包年包月：用户选购完云主机配置后，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购买时长，系统会一次性按照

购买价格对账户余额进行扣费。包年包月云主机创建后不能删除，如需停止使用，请到

用户中心执行退订操作。 

b 按需付费：用户选购完云主机配置后，无需设置购买时长，系统会根据消费时长对账户

余额进行扣费。 

5. 确认“当前区域”。如果所在区域不正确，请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进行切换； 

6. 选择“可用分区”，目前仅支持一个“可用分区 1”； 

说明：可用分区指在同一地域下，电力、网络隔离的物理区域，可用分区之间内网互通，不同

可用分区之间物理隔离。如果您需要提高应用的高可用性，建议您将云主机创建在不同的可用

分区。 

7. 选择“云主机类型”为“GPU优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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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云主机规格”，云主机规格包括“vCPU”、“内存”； 

 

9. 选择“镜像”； 

 

a 公共镜像：常见的标准操作系统镜像，所有用户可见，包括操作系统以及预装的公共应

用。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自助配置应用环境或相关软件。 

b 私有镜像：用户基于云主机创建的个人镜像，仅用户自己可见。包含操作系统、预装的

公共应用以及用户的私有应用。选择私有镜像创建云主机，可以节省您重复配置云主机

的时间。 

c 共享镜像：您将接受其他用户共享的私有镜像，作为自己的镜像进行使用。 

10. 设置“磁盘”。 磁盘包括系统盘和数据盘。您可以为云主机添加多块数据盘，系统盘大小目

前默认为 40GB。系统盘和数据盘均可提供 3种存储类型，“普通 IO”、“高 IO”、“超高

IO”； 

11. 设置网络，包括“虚拟私有云”、“安全组”、“网卡”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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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虚拟私有云 

云主机网络使用虚拟私有云（VPC）提供的网络，包括子网、安全组

等。您可以选择使用已有的虚拟私有云网络，或者单击“查看虚拟

私有云”创建新的虚拟私有云。更多关于虚拟私有云的信息，请参

见《天翼云 3.0虚拟私有云用户使用手册》。 

说明：云主机使用的 VPC网络 DHCP不能禁用。 

安全组 

安全组用来实现安全组内和安全组间云主机的访问控制，加强云主

机的安全保护。用户可以在安全组中定义各种访问规则，当云主机

加入该安全组后，即受到这些访问规则的保护。创建云主机时，可

支持选择多个安全组（建议不超过 5个）。此时，云主机的访问规

则遵循几个安全组规则的并集。 

注意：如需通过远程桌面连接到 Windows云主机，请在安全组中增

加如下规格 

 方向：入方向 

 协议：RDP 

 端口范围：3389 

如需通过远程桌面连接到 Linux云主机，请在安全组中增加如下规

格 

 方向：入方向 

 协议：SSH 

 端口范围：22 

如需 Ping云主机地址，请在安全组中增加如下规格 

 方向：入方向 

 协议：ICMP 

 类型：Any 

网卡 包括主网卡和扩展网卡。您可以添加多张扩展网卡。 

弹性 IP 

弹性 IP是指将公网 IP地址和路由网络中关联的云主机绑定，以实

现虚拟私有云内的云主机通过固定的公网 IP地址对外提供访问服

务。 

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三种方式： 

 不使用：云主机不能与互联网互通，仅可作为私有网络中部署业

务或者集群所需云主机进行使用。 

 自动分配：自动为每台云主机分配独享带宽的弹性 IP，带宽值

可以由您设定。 

 使用已有：为云主机分配已有弹性 IP。使用已有弹性 IP时，不

能批量创建云主机。 

12. 设置“登录方式”； 

a 密钥对：指使用密钥对作为云主机的鉴权方式。您可以选择使用已有的密钥，或者单击

“查看密钥对”创建新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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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选择使用已有的密钥，请确保您已在本地获取该文件，否则，将影响您正常登

录云主机。 

b 密码：指使用设置初始密码方式作为云主机的鉴权方式，此时，您可以通过用户名密码

方式登录云主机，Linux操作系统时为 root用户的初始密码，Windows操作系统时为

Administrator用户的初始密码。密码复杂度需满足： 

参数 规则 

密码 

 密码长度范围为 8到 26位。 

 密码至少包含以下 4种字符中的 3种： 

− 大写字母 

− 小写字母 

− 数字 

− 特殊字符，包括“$”、“!”、“@”、“%”、“-”、“_”、“=”、“+”、

“[”、“]”、“:”、“.”、“/”、“^”、“,”、“{”、“}”和“?” 

 密码不能包含用户名或用户名的逆序。 

 Windows系统的云主机，不能包含用户名中超过两个连续字符的部

分。 

13. 设置“自动恢复”。开启自动恢复功能后，当云主机所在的硬件出现故障时，系统会自动将云

主机迁移至正常的物理机，保障您受到的影响最小，该过程会导致云主机重启。如果未开启自

动恢复功能，当云主机所在的硬件出现故障时，需等待系统管理员进行问题修复。 

14. 配置“高级配置”。如需使用“高级配置”中的功能，请单击“现在配置”。否则，请单击

“暂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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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文件注入：可选配置，主要用于创建云主机时向云主机注入脚本文件或其他文件。配置

文件注入后，系统在创建云主机时自动将文件注入到指定目录下。例如：您可以通过注

入一段脚本，激活待创建云主机的 root用户权限，注入成功后，您可以使用 root用户

登录弹云主机。 

b 用户数据注入：可选配置，主要用于创建云主机时向云主机注入用户数据。配置用户数

据注入后，云主机首次启动时会自行注入数据信息。例如：您可以通过注入一段脚本，

激活待创建云主机的 root 用户权限，注入成功后，您可以使用 root 用户登录弹云主机。 

c 云主机组：可选配置，云主机组内的云主机将遵循反亲和策略，尽量分散地创建在不同

主机上。创建云主机组的详细操作，请参见 3.11 创建云主机组。 

d 标签：可选配置。从以往的最佳实践总结，我们建议您在 TMS创建全局的预定义标签，

再进行标签与资源的关联操作。 

15. 设置“云主机名称”。名称可自定义，如果同时创建多台云主机，系统会自动按序增加后缀； 

16. 设置您购买云主机的数量； 

a 购买时长：选择“包年/包月”方式的用户需要设置购买时长，最短为 1个月，最长为 3

年。 

b 购买数量：设置您购买的云主机数量。 

c 系统会显示您当前还可以购买的云主机数量。为了保证所有资源的合理分配，如果您需

要的云主机数量超过当前您可以购买的最大数值，您需要单击右侧“申请扩大配额”。

申请通过后，您可以购买到满足您需要的云主机数量。 

d 配置费用：用户购买当前配置云主机的价格。 

17. 单击“立即购买”； 

 

18. 在确认规格页面，您可以查看规格详情并提交申请。如果您确认规格无误，勾选协议，单击

“提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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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点击“立即支付”进行付款，付款成功即可创建云主机。云主机创建成功后，您可以在云主机

信息页面看到您新创建的云主机； 

 

2.3 登录 Windows GPU 云主机 

有 2种方法可以登录 Windows GPU云主机，公有云在控制中心提供的“VNC远程登录方式”和“MSTSC

方式”。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云主机”； 

3. 选择待登录的云主机； 

4. （可选）获取密码。对于密钥方式鉴权的云主机，需先通过控制中心提供的获取密码功能，将

创建云主机时使用的密钥文件解析为密码。具 

5. 根据需要选择登录方式，登录云主机。 

a VNC方式：具体操作，请参见 3.2.1 VNC方式登录。 

b MSTSC方式：具体操作，请参见 3.2.2 MSTSC密码方式登录。 

6. 创建云主机时如果添加了数据盘，待登录成功后，需要初始化数据盘。操作方法请参见 2.5初

始化数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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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登录 Linux 云主机 

创建 GPU云主机时设置的登录鉴权方式不同，登录云主机的方法也存在差异。 

1. 首次登录密钥方式鉴权的云主机时，需使用 PuTTY、XShell等工具，采用“SSH 密钥方式”进

行登录，登录用户名为“root”。此时，云主机必须绑定弹性 IP。SSH密钥方式登录 Linux云

主机的方法，请参见 3.1.1 SSH密钥方式登录； 

注：如需使用控制台提供的“VNC 远程登录方式”进行登录，需先使用 SSH密钥方式登录云主

机并设置密码，然后使用该密码进行登录。 

2. 首次登录密码方式鉴权的云主机时，有 2 种方法可以登录：通过在控制中心提供的“远程登录”

（VNC 方式）和“SSH 密码方式”，请根据需要选择登录方式，登录用户名为“root”。其中，

选择 SSH密码方式进行登录时，云主机必须绑定弹性 IP。VNC方式，具体操作请参见 3.1.3 

VNC 方式登录。SSH密码方式，具体操作请参见 3.1.2 SSH密码方式登录； 

3. 创建云主机时如果添加了数据盘，待登录成功后，需要初始化数据盘。操作方法请参见 2.5初

始化数据盘； 

2.5 初始化数据盘 

如果您在创建云主机时添加了数据盘，待登录成功后，需要执行初始化数据盘操作，即格式化云硬盘，

之后云硬盘才可以正常使用。 

2.5.1 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 

本文以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Server 2008 R2 Enterprise 64bit ”为例，初始化数据盘。 

不同云主机的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具体操作步骤和差异请参考对应的云

主机操作系统的产品文档。 

1. 在云主机桌面，选择“开始”，右键单击后在菜单列表中选择“计算机”，选择“管理”。弹

出“服务器管理”窗口； 

2.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进入“磁盘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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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右侧窗格中出现磁盘列表，在磁盘 1区域，右键单击后在菜单列表中选择“联机”，进行联

机； 

 

4. 联机后，磁盘 1由“脱机”状态变为“没有初始化”，右键单击在菜单列表中选择“初始化磁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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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初始化磁盘”对话框中显示需要初始化的磁盘，选中“MBR（主启动记录）”，单击“确

定”； 

注：当磁盘已经投入使用后，此时切换磁盘分区方式时，磁盘上的原有数据将会清除，因此请

在磁盘初始化时谨慎选择磁盘分区方式。 

 

6.  右键单击磁盘上未分配的区域，选择“新建简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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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弹出“新建简单卷向导”对话框，根据界面提示，单击“下一步”； 

 

8. 根据需要指定卷大小，默认为最大值，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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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配驱动器号，单击“下一步”； 

 

10. 勾选“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参数，格式化新分区，单击“下一步”

完成分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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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完成”完成向导。需要等待片刻让系统完成初始化操作，当卷状态为“状态良好”时，

表示初始化磁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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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fdisk） 

本文以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CentOS 7.0 64位”为例，采用 fdisk分区工具为数据盘设置分区。 

不同云主机的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具体操作步骤和差异请参考对应的云

主机操作系统的产品文档。 

2.5.2.1 划分分区并挂载磁盘 

本操作以该场景为例，当云主机挂载了一块新的数据盘时，使用 fdisk分区工具将该数据盘设为主分

区，分区方式默认设置为 MBR，文件系统设为 ext4格式，挂载在“/mnt/sdc”下，并设置开机启动自动挂

载。 

1.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新增数据盘； 

fdisk -l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b656 test]# fdisk -l  

  

Disk /dev/xvda: 42.9 GB, 42949672960 bytes, 83886080 sectors  

Units =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Disk label type: dos  

Disk identifier: 0x000cc4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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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xvda1   *        2048     2050047     1024000   83  Linux  

/dev/xvda2         2050048    22530047    10240000   83  Linux  

/dev/xvda3        22530048    24578047     1024000   83  Linux  

/dev/xvda4        24578048    83886079    29654016    5  Extended  

/dev/xvda5        24580096    26628095     1024000   82  Linux swap / Solaris  

  

Disk /dev/xvdb: 10.7 GB, 10737418240 bytes, 20971520 sectors  

Units =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表示当前的云主机有两块磁盘，“/dev/xvda”是系统盘，“/dev/xvdb”是新增数据盘。 

2.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fdisk 分区工具，开始对新增数据盘执行分区操作； 

fdisk 新增数据盘 

以新挂载的数据盘“/dev/xvdb”为例： 

fdisk /dev/xvdb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b656 test]# fdisk /dev/xvdb  

Welcome to fdisk (util-linux 2.23.2).  

Changes will remain in memory only, until you decide to write them.  

Be careful before using the write command.  

Device does not contain a recognized partition table  

Building a new DOS disklabel with disk identifier 0xb00005bd.  

Command (m for help):  

3. 输入“n”，按“Enter”，开始新建分区；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Command (m for help): n  

Partition type:  

   p   primary (0 primary, 0 extended, 4 free)  

   e   extended 

表示磁盘有两种分区类型：“p”表示主要分区，“e”表示延伸分区。 

4. 以创建一个主要分区为例，输入“p”，按“Enter”，开始创建一个主分区。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Select (default p): p  

Partition number (1-4, default 1): 

“Partition number”表示主分区编号，可以选择 1-4。 

5. 以分区编号选择“1”为例，输入主分区编号“1”，按“Enter”。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Partition number (1-4, default 1): 1  

First sector (2048-20971519, default 2048): 

“First sector”表示初始磁柱区域，可以选择 2048-20971519，默认为 2048。 

6. 以选择默认初始磁柱编号 2048为例，按“Enter”；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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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ector (2048-20971519, default 2048):  

Using default value 2048  

Last sector, +sectors or +size{K,M,G} (2048-20971519, default 20971519): 

“Last sector”表示截止磁柱区域，可以选择 2048-20971519，默认为 20971519。 

7. 以选择默认截止磁柱编号 20971519为例，按“Enter”；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Last sector, +sectors or +size{K,M,G} (2048-20971519, default 20971519):  

Using default value 20971519  

Partition 1 of type Linux and of size 10 GiB is set  

Command (m for help): 

表示分区完成，即为 10GB的数据盘新建了 1个分区。 

8. 输入“p”，按“Enter”，查看新建分区的详细信息；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Command (m for help): p  

  

Disk /dev/xvdb: 10.7 GB, 10737418240 bytes, 20971520 sectors  

Units =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Disk label type: dos  

Disk identifier: 0xb00005bd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xvdb1            2048    20971519    10484736   83  Linux  

  

Command (m for help):  

表示新建分区“/dev/xvdb1”的详细信息。 

9. 输入“w”，按“Enter”，将分区结果写入分区表中；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Command (m for help): w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Calling ioctl() to re-read partition table.  

Syncing disks. 

表示分区创建完成。如果之前分区操作有误，请输入“q”，则会退出 fdisk分区工具，之前的分

区结果将不会被保留。 

10.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的分区表变更同步至操作系统； 

partprobe 

11.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建分区文件系统设为系统所需格式； 

mkfs -t 文件系统格式 /dev/xvdb1 

以设置文件系统为“ext4”为例： 

mkfs -t ext4 /dev/xvdb1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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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ecs-b656 test]# mkfs -t ext4 /dev/xvdb1  

mke2fs 1.42.9 (28-Dec-2013)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4096 (log=2)  

Fragment size=4096 (log=2)  

Stride=0 blocks, Stripe width=0 blocks  

655360 inodes, 2621184 blocks  

131059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0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2151677952  

80 block groups  

32768 blocks per group, 32768 fragments per group  

8192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32768, 98304, 163840, 229376, 294912, 819200, 884736, 1605632  

  

Allocating group tables: done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32768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格式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请观察系统运行状态，不要退出。 

12. 执行以下命令，新建挂载点。 

mkdir 挂载点 

以新建挂载点“/mnt/sdc”为例： 

mkdir /mnt/sdc 

13.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建分区挂载到步骤 12中新建的挂载点下。 

mount /dev/xvdb1 挂载点 

以挂载新建分区至“/mnt/sdc”为例： 

mount /dev/xvdb1 /mnt/sdc 

14.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挂载结果。 

df -TH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b656 test]# df -TH  

Filesystem     Type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xvda2     xfs        11G  7.4G  3.2G  71% /  

devtmpfs       devtmpfs  4.1G     0  4.1G   0% /dev  

tmpfs          tmpfs     4.1G   82k  4.1G   1% /dev/shm  

tmpfs          tmpfs     4.1G  9.2M  4.1G   1% /run  

tmpfs          tmpfs     4.1G     0  4.1G   0% /sys/fs/cgroup  

/dev/xvda3     xfs       1.1G   39M  1.1G   4% /home  

/dev/xvda1     xfs       1.1G  131M  915M  13% /boot  

/dev/xvdb1     ext4       11G   38M  9.9G   1% /mnt/sdc 

表示新建分区“/dev/xvdb1”已挂载至“/mnt/s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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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如果您需要在云主机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磁盘，不能采用在 /etc/fstab 直接指定 /dev/xvdb1的方法，

因为云中设备的顺序编码在关闭或者开启云主机过程中可能发生改变，例如/dev/xvdb1可能会变成

/dev/xvdb2。推荐使用 UUID 来配置自动挂载数据盘。磁盘的 UUID（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是

Linux系统为磁盘分区提供的唯一的标识字符串。 

1. 执行如下命令，查询磁盘分区的 UUID； 

blkid 磁盘分区 

以查询磁盘分区“/dev/xvdb1”的 UUID为例： 

blkid /dev/xvdb1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b656 test]# blkid /dev/xvdb1  

/dev/xvdb1: UUID="1851e23f-1c57-40ab-86bb-5fc5fc606ffa" TYPE="ext4" 

表示“/dev/xvdb1”的 UUID。 

2.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 VI编辑器打开“fstab”文件； 

vi /etc/fstab 

3. 按“i”，进入编辑模式； 

4. 将光标移至文件末尾，按“Enter”，添加如下内容； 

UUID=1851e23f-1c57-40ab-86bb-5fc5fc606ffa /mnt/sdc      ext4 defaults     0   2 

5. 按“ESC”后，输入“:wq”，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2.5.3 初始化 Linux 数据盘（parted） 

本文以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CentOS 7.0 64位”为例，采用 Parted分区工具为数据盘设置分区。 

不同云主机的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具体操作步骤和差异请参考对应的云

主机操作系统的产品文档。 

2.5.3.1 划分分区并挂载磁盘 

本操作以该场景为例，当云主机挂载了一块新的数据盘时，采用 parted分区工具为数据盘设置分区，

分区方式设置为 GPT，文件系统设为 ext4格式，挂载在“/mnt/sdc”下，并设置开机启动自动挂载。 

1.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新增数据盘； 

lsblk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centos-70 linux]# lsblk  

NAME    MAJ:MIN RM  SIZE RO TYPE MOUNTPOINT  

xvda    202:0    0   40G  0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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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da1 202:1    0    4G  0 part [SWAP]  

└─xvda2 202:2    0   36G  0 part /  

xvdb    202:16   0  10G  0 disk 

表示当前的云主机有两块磁盘，“/dev/xvda”是系统盘，“/dev/xvdb”是新增数据盘。 

2.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parted分区工具，开始对新增数据盘执行分区操作； 

parted 新增数据盘 

以新挂载的数据盘“/dev/xvdb”为例： 

parted /dev/xvdb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centos-70 linux]# parted /dev/xvdb  

GNU Parted 3.1  

Using /dev/xvdb  

Welcome to GNU Parted! Type 'help' to view a list of commands. 

3. 输入“p”，按“Enter”，查看当前磁盘分区方式；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parted) p  

Error: /dev/xvdb: unrecognised disk label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Disk /dev/xvdb: 10.7GB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unknown  

Disk Flags:    

“Partition Table”为“unknown”表示磁盘分区方式未知。 

4. 输入以下命令，设置磁盘分区方式； 

mklabel 磁盘分区方式 

磁盘分区方式有 MBR和 GPT两种，以 GPT为例： 

mklabel gpt 

注：当磁盘已经投入使用后，此时切换磁盘分区方式时，磁盘上的原有数据将会清除，因此请在磁

盘初始化时谨慎选择磁盘分区方式。 

5. 输入“p”，按“Enter”，设置分区方式后查看磁盘分区方式；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parted) mklabel gpt                                                

(parted) p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Disk /dev/xvdb: 20971520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gpt  

Disk Flags:   

  

Number  Start  End  Size  File system  Name  Flags 

6. 输入“unit s”，按“Enter”，设置磁盘的计量单位为磁柱； 

7. 以为整个磁盘创建一个分区为例，输入“mkpart opt 2048s 100%”，按“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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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s”表示磁盘起始容量，“100%”表示磁盘截止容量，此处仅供参考，您可以根据业务需要

自行规划磁盘分区数量及容量。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parted) mkpart opt 2048s 100%  

Warning: The resulting partition is not properly aligned for best performance.  

Ignore/Cancel? Cancel  

若出现以上性能优化提示，请先输入“Cancel”，停止分区。然后找出对应磁盘最优性能的初始磁

柱值，再使用该值进行分区即可。本示例中性能最优的初始磁柱值即为 2048s，因此系统没有该提

示。 

8. 输入“p”，按“Enter”，查看新建分区的详细信息；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parted) p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Disk /dev/xvdb: 20971520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gpt  

Disk Flags:   

  

Number  Start   End        Size       File system  Name  Flags  

 1      2048s   20969471s  20967424s               opt 

表示新建分区“/dev/xvdb1”的详细信息。 

9. 输入“q”，按“Enter”，退出 parted分区工具； 

10.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磁盘分区信息； 

lsblk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centos-70 linux]# lsblk                                   

NAME    MAJ:MIN RM  SIZE RO TYPE MOUNTPOINT  

xvda    202:0    0   40G  0 disk   

├─xvda1 202:1    0    4G  0 part [SWAP]  

└─xvda2 202:2    0   36G  0 part /  

xvdb    202:16   0  100G  0 disk   

└─xvdb1 202:17   0  100G  0 part  

此时可以查看到新建分区“/dev/xvdb1” 

11.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建分区文件系统设为系统所需格式； 

mkfs -t 文件系统格式 /dev/xvdb1 

以设置文件系统为“ext4”为例： 

mkfs -t ext4 /dev/xvdb1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centos-70 linux]# mkfs -t ext4 /dev/xvdb1  

mke2fs 1.42.9 (28-Dec-2013)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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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size=4096 (log=2)  

Fragment size=4096 (log=2)  

Stride=0 blocks, Stripe width=0 blocks  

655360 inodes, 2620928 blocks  

131046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0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2151677925  

80 block groups  

32768 blocks per group, 32768 fragments per group  

8192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32768, 98304, 163840, 229376, 294912, 819200, 884736, 1605632  

  

Allocating group tables: done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32768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格式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请观察系统运行状态，不要退出。 

12. 执行以下命令，新建挂载点。 

mkdir 挂载点 

以新建挂载点“/mnt/sdc”为例： 

mkdir /mnt/sdc 

13.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建分区挂载到步骤 12中新建的挂载点下。 

mount /dev/xvdb1 挂载点 

以挂载新建分区至“/mnt/sdc”为例： 

mount /dev/xvdb1 /mnt/sdc 

14.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挂载结果。 

df -TH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centos-70 linux]# df -TH  

Filesystem     Type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xvda2     xfs        39G  4.0G   35G  11% /  

devtmpfs       devtmpfs  946M     0  946M   0% /dev  

tmpfs          tmpfs     954M     0  954M   0% /dev/shm  

tmpfs          tmpfs     954M  9.1M  945M   1% /run  

tmpfs          tmpfs     954M     0  954M   0% /sys/fs/cgroup  

/dev/xvdb1     ext4      11G   38M  101G   1% /mnt/sdc 

表示新建分区“/dev/xvdb1”已挂载至“/mnt/sdc”。 

2.5.3.2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如果您需要在云主机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磁盘，不能采用在 /etc/fstab 直接指定 /dev/xvdb1的方法，

因为云中设备的顺序编码在关闭或者开启云主机过程中可能发生改变，例如/dev/xvdb1可能会变成

/dev/xvdb2。推荐使用 UUID 来配置自动挂载数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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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如下命令，查询磁盘分区的 UUID； 

blkid 磁盘分区 

以查询磁盘分区“/dev/xvdb1”的 UUID为例： 

blkid /dev/xvdb1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root@ecs-b656 test]# blkid /dev/xvdb1  

/dev/xvdb1: UUID="1851e23f-1c57-40ab-86bb-5fc5fc606ffa" TYPE="ext4" 

表示“/dev/xvdb1”的 UUID。 

2.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 VI编辑器打开“fstab”文件； 

vi /etc/fstab 

3. 按“i”，进入编辑模式； 

4. 将光标移至文件末尾，按“Enter”，添加如下内容； 

UUID=1851e23f-1c57-40ab-86bb-5fc5fc606ffa /mnt/sdc      ext4 defaults     0   2 

5. 按“ESC”后，输入“:wq”，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2.6 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可选） 

系统提供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云主机的密码丢失或过期时，如果您的云主机提前安装了一键式重置

密码插件，则可以应用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给云主机设置新密码。 

该方法方便、有效，建议您成功创建、登录云主机后，安装密码重置插件，具体操作请参见本节内容。 

安装须知： 

1. 该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仅适用于云主机； 

2. 用户自行决定是否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使云主机具备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 

3. 安装完成后，请勿自行卸载插件，否则可能导致控制中心判断失误，从而无法完成密码重置； 

4. 重装/切换云主机操作系统后，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失效。如需继续使用该功能，请重新安装一

键式重置密码插件； 

5. 更换云主机系统盘后，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失效。如需继续使用该功能，请重新安装一键式重置

密码插件； 

6. CoreOS操作系统的云主机，不支持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 

7. 如果没有提前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密码丢失或过期后，不能使用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 

8. 云主机需绑定弹性 IP，才能自动更新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 

9. 一键重置密码插件 CloudResetPwdAgent已按照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2.0协议开源至

Github开源平台，开放、透明、安全，请您放心使用； 

前提条件： 

1. 对于 Windows云主机，需保证 C盘可写入，且剩余空间大于 300MB； 

https://github.com/Huawei/CloudResetPwd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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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 Linux云主机，需保证根目录可写入，且剩余空间大于 300MB； 

3. 使用 SUSE 11 SP4镜像创建的云主机，内存需要大于等于 4GB时才能支持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 

4. 云主机使用的 VPC网络 DHCP不能禁用； 

5. 云主机网络正常通行； 

2.6.1 Linux 云主机安装方法 

1. 检查云主机是否已安装密码重置插件； 

a 登录云主机； 

b 检查是否已安装 CloudResetPwdAgent。检查方法如下： 

i 确认云主机的根目录下，存在 CloudrResetPwdAgent目录； 

ii 执行以下命令，确认 CloudResetPwdAgent 的状态不是“unrecognized service”； 

service cloudResetPwdAgent status 

检查结果同时满足以上两个要求，表示云主机已安装插件 CloudResetPwdAgent。 

− 是，执行下一步 

− 否，执行步骤 2 

c 检查是否已安装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检查方法如下： 

i 确认云主机的根目录下，存在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目录。 

ii 执行以下命令，确认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的状态不是“unrecognized 

service”。 

service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 status 

检查结果同时满足以上两个要求，表示云主机已安装插件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 

− 是，结束 

− 否，执行步骤 2 

2. 根据您的操作系统是 32位还是 64位，执行以下命令，下载对应的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

CloudResetPwdAgent.zip。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对插件的具体放置目录无特殊要求，请您自定义； 

a 32位操作系统 

wget http://oos.ctyunapi.cn/downfile/helpcenter/CloudResetPwdAgent.zip 

其中，下载地址为：http://oos.ctyunapi.cn/downfile/helpcenter/CloudResetPwdAgent.zip 

b 64位操作系统 

wget http://oos.ctyunapi.cn/downfile/helpcenter/CloudResetPwdAgent%20%281%29.zip 

其中，下载地址：

http://oos.ctyunapi.cn/downfile/helpcenter/CloudResetPwdAgent%20%281%29.zip 

http://oos.ctyunapi.cn/downfile/helpcenter/CloudResetPwdAgent.zip
http://oos.ctyunapi.cn/downfile/helpcenter/CloudResetPwdAgent%20%281%29.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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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以下命令，解压软件包 CloudResetPwdAgent.zip。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对插件的解压目

录无特殊要求，请您自定义； 

unzip -o -d 插件解压目录 CloudResetPwdAgent.zip 

示例：假设插件解压的目录为/home/linux/test，则命令行如下： 

unzip -o -d /home/linux/test CloudResetPwdAgent.zip 

4. 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 

a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文件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Linux； 

cd CloudResetPwdAgent/CloudResetPwdUpdateAgent.Linux 

b 执行以下命令，添加文件 setup.sh的运行权限； 

chmod +x setup.sh 

c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插件； 

sudo sh setup.sh 

d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密码重置插件是否安装成功； 

service cloudResetPwdAgent status 

service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 status 

如果服务 CloudResetPwdAgent和 CoudResetPwdUpdateAgent的状态均不是“unrecognized 

service”，表示插件安装成功，否则安装失败。 

5. 如果密码重置插件安装失败，请检查安装环境是否符合要求，并重试安装操作。 

2.6.2 Windows 云主机安装方法 

1. 登录云主机； 

2. 检查云主机是否已安装密码重置插件 CloudResetPwdAgent 和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检查

方法如下： 

3. 查看任务管理器，如果找到 cloudResetPwdAgent服务和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 服务，表示

云主机已安装密码重置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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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结束； 

b 否，执行步骤 3； 

4. 下载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 CloudResetPwdAgent.zip。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对插件的具体放置

目录无特殊要求，请您自定义。下载地址：

http://oos.ctyunapi.cn/downfile/helpcenter/CloudResetPwdAgent%20%282%29.zip  

5. 解压软件包 CloudResetPwdAgent.zip。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对插件的解压目录无特殊要求，

请您自定义； 

6. 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 

a 依次双击“CloudResetPwdAgent.Windows”和“CloudResetPwdUpdateAgent.Windows”文件

夹下的“setup.bat”文件。安装密码重置插件； 

b 查看任务管理器，检查密码重置插件是否安装成功。如果在任务管理器中查找到了

cloudResetPwdAgent 服务和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 服务，表示安装成功，否则安装失败； 

7. 如果密码重置插件安装失败，请检查安装环境是否符合要求，并重试安装操作； 

8. 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后，如果无法通过云主机开机自动启动该插件，可以将其添加至开机启

动项； 

9. 关于插件更新：您无需特别关注插件的更新操作，系统会自动更新，获取最新的一键式重置密码

插件供您的云主机使用； 

http://oos.ctyunapi.cn/downfile/helpcenter/CloudResetPwdAgent%20%282%29.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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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卸载 Windows 插件 

如果不再继续使用一键重置密码功能，您可以根据如下指导进行操作： 

1. 进入 C:\CloudResetPwdUpdateAgent\bin目录； 

2. 双击“UninstallApp-NT.bat”； 

3. 删除 C:\CloudResetPwdUpdateAgent的文件； 

4. 进入 C:\CloudResetPwdAgent\bin目录； 

5. 双击“UninstallApp-NT.bat”； 

6. 删除 C:\CloudResetPwdAgent 的文件； 

2.6.4 卸载 Linux 插件 

如果不再继续使用一键重置密码功能，您可以根据如下指导进行操作： 

1. 登录云主机； 

2.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bin文件，删除服务 cloudResetPwdAgent； 

cd /CloudrResetPwdAgent/bin 

sudo ./cloudResetPwdAgent.script remove 

3.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bin文件，删除服务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 

cd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bin 

sudo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script remove 

4. 执行以下命令，删除插件； 

sudo rm -rf /CloudrResetPwdAgent 

sudo rm -rf /CloudResetPwdUpdateAgent 

2.7 配置主机名与 IP 地址的映射关系（可选） 

Linux云主机创建完成后，您可以配置云主机主机名与 IP地址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而通过云主机的主

机名即可进行访问。 

1. 获取云主机的私有 IP 地址； 

a 登录控制中心； 

b 选择“计算 > 云主机”； 

c 在云主机列表页，通过“私有 IP地址”栏，查看云主机的私有 IP地址； 

2. 获取云主机的主机名； 

a 登录云主机； 

b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云主机的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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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hostname 

3. 建立主机名与 IP地址之间的映射关系； 

a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至 root权限； 

sudo su - 

b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 hosts文件； 

vi /etc/hosts 

c 按“i”，进入编辑模式； 

d 按照如下格式添加语句，建立映射关系； 

私有 IP地址 主机名 

示例：假设云主机的主机名为“hostname”，私有 IP地址为“192.168.0.1”，则需添加

的语句为： 

192.168.0.1 hostname 

e 按“Esc”退出编辑模式； 

f 执行以下命令，保存并退出； 

: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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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PU 云主机管理 

3.1 登录 Linux 云主机 

只有运行中的云主机才允许用户登录。登录 Linux云主机的方式有：VNC登录、SSH方式登录。 

 VNC方式登录：未绑定弹性 IP的云主机可通过控制中心提供的远程登录方式直接登录。 

 SSH方式登录：仅适用于 Linux云主机。包括密码方式和密钥方式两种，您可以使用远程

登录工具（例如 PuTTY），登录云主机。此时，需要该云主机绑定弹性 IP。 

3.1.1 SSH 密码方式登录 

1. 客户端使用 Windows系统 

如果客户端使用的计算机系统为 Windows操作系统，可以按照下面方式登录云主机。下面步骤

以 PuTTY为例： 

a 运行 PuTTY； 

b 单击“Session”，在“Host Name (or IP address)”下的输入框中输入云主机的弹性 IP； 

c 单击“Window”，在“Translation”下的“Received data assumed to be in which 

character set:”选择“UTF-8”； 

d 单击“Open”； 

e 输入用户名和创建云主机时设置的密码登录云主机； 

2. 客户端使用 Linux系统 

如果客户端使用的计算机系统为 Linux操作系统，您可以在计算机的命令行中运行如下命令登

录云主机器。 

ssh 云主机绑定的弹性 IP 

3.1.2 VNC 方式登录 

约束与限制： 

 当前提供的远程登录功能是通过系统配置的自定义端口进行访问的，所以在使用远程登录功能

时，请确保需要使用的端口未被防火墙屏蔽。例如：远程登录的链接为“xxx:8002”，则需要

确保端口 8002没有被防火墙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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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客户端操作系统使用了本地代理，且用户无法配置该本地代理的防火墙端口，请关闭代理

模式后再使用远程登录功能。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云主机”； 

3. 在云主机列表中的右上角，输入云主机名、IP地址或 ID，并单击 进行搜索； 

4. 在搜索到的云主机的“操作”列下，单击“远程登录”； 

5. （可选）如果界面提示“Press CTRL+ALT+DELETE to log on”，请单击远程登录操作面板右上

方的“Send CtrlAltDel”按钮进行登录； 

 

6. 单击远程登录操作面板右上方的“Local Crusor”按钮，鼠标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7. 根据界面提示，输入云主机的密码； 

3.2 登录 Windows云主机 

只有运行中的弹性云服务器才允许用户登录。登录弹性云服务器的方式有：VNC登录、MSTSC方

式登录。 

 VNC 方式登录：未绑定弹性 IP的弹性云服务器可通过管理控制台提供的远程登录方式直

接登录； 

说明：M2型弹性云服务器不支持平台提供的远程登录功能，如果需要 VNC登录，则用户

需要在镜像制作时安装 VNC Server（VNC Server由用户自己提供），否则会导致弹性云

服务器无法 VNC登录。 

− MSTSC方式登录 M2型弹性云服务器。登录方法请参见 3.2.2 MSTSC密码方式登录。 

− 安装 VNC Server。 

− 通过 VNC 工具登录 M2 型弹性云服务器。 

 MSTSC方式登录：仅适用于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您可以通过在本机运行 MSTSC方式登

录弹性云服务器。此时，需要该弹性云服务器绑定弹性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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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使用 MSTSC 方式访问 GPU优化型弹性云服务器时，使用 WDDM 驱动程序模型的 GPU

将被替换为一个非加速的远程桌面显示驱动程序，造成 GPU加速能力无法实现。因此，

如果需要使用 GPU加速能力，您必须使用不同的远程访问工具，如 VNC工具。如果使用

管理控制台提供的“远程登录”功能无法满足您的访问需求，请自行在弹性云服务器上

安装符合要求的远程访问工具（如 Tight VNC）。Tight VNC下载地址：

http://www.tightvnc.com/download.php 

3.2.1 VNC 方式登录 

G2型弹性云服务器不支持平台提供的远程登录功能，如果需要 VNC登录，则用户需要在镜像制

作时安装 VNC Server（VNC Server由用户自己提供），否则会导致弹性云服务器无法 VNC登录。 

− MSTSC方式登录 G2型弹性云服务器。登录方法请参见 3.2.2 MSTSC密码方式登录。 

− 安装 VNC Server。 

− 通过 VNC 工具登录 G2型弹性云服务器。 

约束与限制： 

 当前提供的远程登录功能是通过系统配置的自定义端口进行访问的，所以在使用远程登录功能

时，请确保需要使用的端口未被防火墙屏蔽。例如：远程登录的链接为“xxx:8002”，则需要

确保端口 8002没有被防火墙屏蔽。 

 如果客户端操作系统使用了本地代理，且用户无法配置该本地代理的防火墙端口，请关闭代理

模式后再使用远程登录功能。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VNC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时，需已知其密码，然后再采用 VNC方式登录： 

a 当您的弹性云服务器是采用密码方式鉴权时，请直接使用创建云服务器时设置的密码

进行登录。 

b 当您的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是采用密钥方式鉴权时，密码获取方式请参见 6.2 获取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 

4.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的右上角，输入弹性云服务器名、IP地址或 ID，并单击 进行搜

索； 

5. 在搜索到的弹性云服务器的“操作”列下，单击“远程登录”。 

6. （可选）如果界面提示“Press CTRL+ALT+DELETE to log on”，请单击远程登录操作面板

右上方的“Send CtrlAltDel”按钮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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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登录 M1 型弹性云服务器时，远程登录界面上无法显示鼠标。此时，需单击远程登

录操作面板右上方的“Local Crusor”按钮，如 7所示，鼠标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8. 根据界面提示，输入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 

3.2.2 MSTSC 密码方式登录 

前提条件： 

 如果弹性云服务器采用密钥方式鉴权，已获取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 

 弹性云服务器已经绑定弹性 IP，绑定方式请参见 3.3.2 查看详细信息。 

 已配置安全组入方向的访问规则。 

 使用的登录工具与待登录的弹性云服务器之间网络连通。例如，默认的 3389端口没有被防火墙

屏蔽。 

操作步骤：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默认关闭远程桌面协议 RDP（Remote Desktop Protocol），首次登录弹

性云服务器时，请先使用 VNC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打开 RDP，然后再使用 mstsc 方式连接。 

1. 检查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的 RDP是否开启； 

a VNC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b 单击“开始”菜单，选择“控制面板 > 系统和安全 > 系统 > 远程设置”，系统进入

“系统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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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选择“远程”页签，在“远程桌面”栏，选择“允许远程连接到此计算机”； 

d 单击“确定”； 

2. 在用户本地计算机（即客户机），使用远程登录工具 mstsc登录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 

a 单击“开始”菜单； 

b 在“搜索程序和文件”中，输入“mstsc”； 

c 根据提示登录弹性云服务器。为安全起见，首次登录弹性云服务器，需更改密码； 

3. （可选）通过远程桌面连接（Remote Desktop Protocol, RDP）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后，

如果需要使用 RDP提供的“剪切板”功能，将本地的大文件（文件大小超过 2GB）复制粘贴至远端的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中，由于 Windows系统的限制，会导致操作失败。具体的解决方法，请参见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2258090/copying-files-larger-than-2-gb-over-a-

remote-desktop-services-or-termi 。 

3.3 生命周期管理 

3.3.1 查看创建状态 

用户申请创建弹性云服务器后，可以通过“申请状态”栏查看任务的创建状态。创建弹性云服

务器的任务可以包括创建弹性云服务器资源、绑定弹性 IP、挂载云硬盘等子任务。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2258090/copying-files-larger-than-2-gb-over-a-remote-desktop-services-or-termi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2258090/copying-files-larger-than-2-gb-over-a-remote-desktop-services-or-ter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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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状态栏的任务状态包括如下两类： 

 处理中：指系统正在处理的请求。 

 失败：指未能成功处理的请求。对于处理失败的任务，系统会自动回退，同时在界面上直

观的展示错误码，例如“（Ecs.0013）EIP 配额不足”。失败处理方法请参见 8.1 针对管

理控制台的异常提示信息，应该如何处理？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常用操作“开机/关机/重启/删除”的右侧即为“申请状态”，用户执行创建弹性云服务器

操作后，申请状态栏将显示该任务的创建状态； 

4. 单击“申请状态”栏对应的数字，即可查看“处理中”的任务和“处理失败”任务的详情，

查看弹性云服务器的创建状态； 

5. 如果用户发现申请状态栏显示创建弹性云服务器的任务失败，而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显示

该弹性云服务器已创建成功，关于此问题请参见 9.1.7 为什么创建弹性云服务器的任务失败，但是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显示创建成功？ 

3.3.2 查看详细信息 

在您申请了弹性云服务器后，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查看和管理您的弹性云服务器。本节介绍如

何查看弹性云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包括弹性云服务器名称、系统盘、数据盘、虚拟私有云、网卡、

安全组等信息。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的右上角，输入弹性云服务器名、IP地址或 ID，并单击 进行搜

索； 

4. 单击待查询弹性云服务器的名称； 

5. 系统跳转至该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6. 查看弹性云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7. 您可以选择“云硬盘/网卡/安全组/弹性 IP/监控”页签，更改弹性云服务器安全组、为弹

性云服务器添加网卡、绑定弹性 I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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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管理生命周期 

弹性云服务器的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启动、关闭、重启、删除弹性云服务器。 

 大量弹性云服务器同时启动或关闭时，会加重主机的负载。如果需同时大量弹性云服务器

执行启动或关闭操作，建议分批进行，避免对其他弹性云服务器的业务造成影响。 

 重启/关闭弹性云服务器时，如果弹性云服务器长时间处于“正在重启”/“正在关机”状

态，此时可以执行强制重启/强制关机操作。强制重启/强制关机操作会导致弹性云服务器

中未保存的数据丢失，请谨慎操作。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的右上角，输入弹性云服务器名、IP地址或 ID，并单击 进行搜

索； 

4. 选择弹性云服务器，单击弹性云服务器列表左上角的“开机/关机/重启/删除”； 

5. 确认提示信息。弹性云服务器状态说明如下。如果弹性云服务器超过 30 分钟处于中间状态，

则说明出现异常，需要联系管理员处理 

状态 状态属性 说明 API 对应的状态 

创建中 中间状态 创建弹性云服务器实例后，在弹性云服务

器状态进入运行中之前的状态。 

BUILD/BUILDIN

G 

正在开

机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从关机到运行中的中间

状态。 

SHUTOFF 

运行中 稳定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正常运行状态。 

在这个状态的实例可以运行您的业务。 

ACTIVE 

正在关

机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从运行中到关机的中间

状态。 

ACTIVE 

关机 稳定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被正常停止。 

在这个状态下的实例，不能对外提供业

务。 

SHUTOFF 

重启中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正在进行重启操作。 REBOOT 

更新规

格中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接收变更请求，开始进

行变更操作。 

RESIZE 

更新规

格校验

中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正在校验变更完成后的

配置。 

VERIFY_RESIZE 

删除中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处于正在被删除的状

态。 

ACTIVE/SHUTOF

F/REBOOT/R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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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状态属性 说明 API 对应的状态 

如果长时间处于该状态，则说明出现异

常，需要联系管理员处理。 

ZE/VERIFR_RES

IZE/ 

/HARD_REBOOT/ 

REVERT_RESIZE

/ERROR 

已删除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已被正常删除。在该状

态下的实例，不能对外提供业务，并在短

时间内从系统中彻底清除。 

DELETED 

故障 稳定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处于异常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的实例，不能对外提供业

务，需要联系管理员进行处理。 

ERROR 

重装操

作系统

中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接收到重装操作系统请

求，处于重装操作系统的过程中。 

SHUTOFF 

重装操

作系统

失败 

稳定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接收到重装操作系统请

求，进行重装的过程中发生异常，导致重

装失败。 

在这个状态下的实例，不能对外提供业

务，需要联系管理员进行处理。 

SHUTOFF 

切换操

作系统

中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接收到切换操作系统请

求，处于切换操作系统的过程中。 

SHUTOFF 

切换操

作系统

失败 

稳定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接收到切换操作系统请

求，进行切换的过程中发生异常，导致切

换失败。 

在这个状态下的实例，不能对外提供业

务，需要联系管理员进行处理 

SHUTOFF 

强制重

启中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正在进行强制重启操

作。 

HARD_REBOOT 

更新规

格回退

中 

中间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实例正在回退变更规格的配

置。 

REVERT_RESIZE 

 

3.4 变更规格 

当前 GPU云主机不支持规格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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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置密码 

弹性云服务器系统密码涉及到客户重要的私人信息，提醒您妥善保管密码。在如下场景中，您

可以重置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 

 首次连接弹性云服务器后，建议您修改初始密码。 

 密码丢失或过期，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重置密码功能找回。 

 如果弹性云服务器提前安装了密码重置插件，请参见 3.5.1 一键式重置密码。 

 如果弹性云服务器未安装密码重置插件，请参见 3.5.2 重置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Windows）

和 3.5.3 重置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Linux）。 

3.5.1 一键式重置密码 

天翼云提供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当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丢失或过期时，如果您的弹性云服务

器提前安装了密码重置插件，可以参见本节内容获取新密码。 

前提条件： 

 密码丢失或过期前，已安装密码重置插件。安装操作请参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安装一键

式重置密码插件（可选）。 

 使用 SUSE 11 SP4 镜像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内存需要大于等于 4GB时才能支持一键式重

置密码功能。 

 弹性云服务器使用的 VPC网络 DHCP不能禁用。 

 弹性云服务器网络正常通行。 

 弹性云服务器已绑定弹性 IP。 

 弹性云服务器的状态为“运行中”。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选中待重置密码的弹性云服务器，并选择“操作”列下的“更多 > 重置密码”； 

4. 根据界面提示，设置弹性云服务器的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5. 单击“确认”； 

6. 系统执行重置密码操作，该操作预计需要 10分钟，请勿频繁执行。重置过程中，系统会自

动重启弹性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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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管理操作系统 

3.6.1 重装操作系统 

云主机操作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时，或云主机系统运行正常，但需要对系统进行优化，使其在最

优状态下工作时，用户可以使用重装云主机的操作系统功能。 

前提条件： 

 云硬盘的配额需大于 0。 

 如果是通过私有镜像创建的云主机，请确保原有镜像仍存在。 

 待重装操作系统的云主机处于“关机”状态或“重装失败”状态。 

 待重装操作系统的云主机挂载有系统盘。 

 重装操作系统会清除系统盘数据，包括系统盘上的系统分区和所有其它分区，请做好数据

备份。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云主机”； 

3. 在待重装操作系统的云主机的“操作”列下，单击“更多 > 重装系统”； 

4. 只有关机状态的云主机才能重装系统。如果云主机不是关机状态，请先关机； 

5. 设置登录方式； 

6. 如果待重装操作系统的云主机是使用密钥登录方式创建的，此时可以更换使用新密钥； 

7. 单击“确定”； 

8. 在“云主机重装系统”页面，确认重装的操作系统规格无误后，勾选服务协议，单击“提

交申请”； 

9. 提交重装系统的申请后，云主机的状态变为“重装中”，当该状态消失后，表示重装结束； 

注：重装系统过程中，会创建一台临时云主机，重装系统结束后会自动删除。在重装操作系统

过程中请不要对该云主机进行任何操作。 

3.6.2 切换操作系统 

如果云主机当前使用的操作系统不能满足业务需求（如软件要求的操作系统版本较高），可以

使用切换云主机的操作系统功能。天翼云支持不同镜像类型（包括公共镜像、私有镜像、共享镜像）

与不同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和 Windows、Linux和 Linux以及 Windows和 Linux）之间的互相切

换。 

 切换操作系统后，云主机将不再保留原操作系统，并删除原有系统盘。 



GPU云主机管理 

 

 切换云主机的操作系统后，由于所选镜像不同，系统盘的容量可能会增大。 

前提条件： 

 云硬盘的配额需大于 0。 

 待切换操作系统的云主机处于“关机”状态或“切换失败”状态。 

 待切换操作系统的云主机挂载有系统盘。 

 切换操作系统会清除系统盘数据，包括系统盘上的系统分区和所有其它分区，请做好数据

备份。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云主机”； 

3. 在待重装操作系统的云主机的“操作”列下，单击“更多 > 切换操作系统”； 

4. 根据需求选择需要更换的云主机规格，包括“镜像类型”和“镜像”； 

5. 设置登录方式。如果待切换操作系统的云主机是使用密钥登录方式创建的，此时可以更换

使用新密钥； 

6. 单击“确定”； 

7. 在“切换云主机操作系统”页面，确认切换的操作系统规格无误后，单击“提交申请”； 

8. 提交切换操作系统的申请后，云主机的状态变为“切换中”，当该状态消失后，表示切换

结束； 

3.7 更改时区 

云主机默认设置的时区，是您制作镜像时选择的时区。如需修改，请参见本节内容，将其更改

为所需的本地时间或网络中的其他时区。 

3.7.1 更改 Linux云主机的时区 

针对不同的 Linux操作系统，更改时区的操作略有不同。本节以 CentOS 6.x 64bit 为例，介绍

更改 Linux云主机时区的操作方法。 

1. 登录云主机；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至 root帐号； 

su - root 

3.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支持使用的时区； 

ls /usr/share/zoneinfo/ 

其中，“/user/share/zoneinfo”目录显示了时区数据文件的目录结构。您可以通过该目

录结构，查找您所需时区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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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显示的信息，部分为时区，部分为目录。其中，目录包含了针对特定城市的时区文件，

您可以在此目录查找要用于云主机的所在城市时区。 

示例如下：假设您需要使用香港所在的时区，则其时区文件目录为

/usr/share/zoneinfo/Hongkong。 

假设您需要使用法国巴黎所在的时区，则需先执行命令 ls /usr/share/zoneinfo/Europe

打开目录，其时区文件目录为“/usr/share/zoneinfo/Europe/Paris”。 

4. 设置新时区； 

a 执行以命令，打开“/etc/sysconfig/clock”文件。 

vim /etc/sysconfig/clock 

b 查找 ZONE条目，将其更改为所需的时区文件名称。 

示例如下： 

i 假设更改为香港所在时区，需将 ZONE条目更改为： 

ZONE="Hongkong" 

ii 假设更改为巴黎所在时区，需将 ZONE条目更改为： 

ZONE="Europe/Paris" 

5. 按“ESC”，执行以下命令，保存并退出文件； 

:wq 

6.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云主机中是否已经存在“/etc/localtime”文件； 

ls /etc/localtime 

是，执行 7；否，跳转 8。 

7. 执行以下命令，删除已有的“/etc/localtime”文件； 

rm /etc/localtime 

8. 执行以下命令，在“/etc/localtime”与时区文件之间创建一个符号链接，使得云主机在

引用本地时间信息时找到此时区文件； 

ln -sf /usr/share/zoneinfo/Hongkong /etc/localtime 

9.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系统，使得所有服务和应用程序接受新时区信息； 

reboot 

10. 重新登录云主机，使用 root帐号执行以下命令，查询云主机的时区，确认是否更改成功； 

ls -lh /etc/loc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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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更改 Windows云主机的时区 

1. 登录云主机； 

2. 左键单击任务栏右下方的时间，选择“更改日期和时间设置”。系统进入“日期和时间”

页面； 

 

3. 单击“更改时区”，系统进入“时区设置”页面； 

4. 在“设置时区”栏的下拉框中选择待更换的时区； 

5. 单击“确定”，完成 Windows云主机的时区更换； 

3.8 自动恢复 

云主机运行在物理机上，虽然平台提供了多种机制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容错能力和高可用性，

但是，服务器的硬件、电源等部件仍有较小概率的损坏。如果物理设备的损坏导致物理机电源无法

正常工作或重启，会导致 CPU和内存数据丢失，无法进行热迁移来恢复云主机。 

天翼云平台提供了自动恢复功能，以冷迁移的方式重启云主机，使云主机具备高可靠性和强大

的动态迁移能力。您可以在创建云主机时，或者云主机创建完成后，开启自动恢复功能。开启自动

恢复功能后，当云主机所在的硬件出现故障时，系统会自动将云主机迁移至正常的物理机，保障您

受到的影响最小，该过程会导致云主机重启。 

使用须知： 

 仅支持物理主机故障产生的云主机自动恢复，云主机本身故障当前不支持自动恢复。 



GPU云主机管理 

 

 对于同一云主机，如果发生物理主机故障，12小时内仅允许 1次自动恢复操作。 

 如下场景时，可能会引起自动恢复云主机失败： 

 系统发生大规模故障，导致迁移云主机前，找不到可用的物理主机。 

 迁移云主机时，用于迁移的物理主机临时容量不足。 

 当前支持使用自动恢复功能的 GPU云主机有：G1、G2。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云主机”； 

3. 单击云主机的名称； 

4. 系统跳转至云主机详情页面； 

5. 单击“自动恢复”栏的“开启”或“关闭”，设置该云主机的自动恢复属性； 

a 开启自动恢复功能后，当云主机所在的硬件出现故障时，系统会自动将云主机迁移至

正常的物理机，保障您受到的影响最小，该过程会导致云主机重启。 

b 关闭自动恢复功能后，当云主机所在的硬件出现故障时，需等待系统管理员进行问题

修复。 

3.9 创建云主机组 

通过云主机组功能，云主机在创建时，将尽量分散地创建在不同的主机上，提高业务的可靠性。

对于现有的云主机，不支持添加云主机组操作。 

使用须知： 

 云主机组与云主机组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云主机组不支持添加已有的云主机。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 > 云主机”； 

3.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云主机组”； 

4. 在“云主机组”页面，单击“创建云主机组”； 

5. 输入云主机组的名称； 

6. 系统默认选择“反亲和性”策略； 

7. 单击“确定”； 

8.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云主机创建成功； 

9. 在创建云主机时，展开“高级配置”，并选择该云主机待加入的云主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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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用户数据注入 

当您有如下需求时，可以考虑使用用户数据注入功能来配置云主机： 

 需要通过脚本简化云主机配置 

 通过脚本初始化系统 

 已有脚本，在创建云主机的时候一并上传到服务器 

 其他可以使用脚本完成的功能 

文件注入方式同样可以实现上述功能，推荐您优先使用用户数据注入功能。 

使用限制： 

 Linux： 

 用于创建云主机的镜像安装了 Cloud-init 组件。 

 用户数据大小限制：小于等于 32KB。 

 如果通过文本方式上传用户数据，数据只能包含 ASCII码字符；如果通过文件方式上

传用户数据，可以包含任意字符。 

 必须是公共镜像，或继承于公共镜像的私有镜像，或自行安装了 Cloud-init组件的私

有镜像。 

 必须满足相应 Linux云主机自定义脚本类型的格式要求。 

 使用的 VPC网络必须开启 DHCP，安全组出方向规则保证 80端口开放。 

 Windows 

 用于创建云主机的镜像安装了 Cloudbase-init组件。 

 用户数据大小限制：小于等于 32KB。 

 如果通过文本方式上传用户数据，数据只能包含 ASCII码字符；如果通过文件方式上

传用户数据，可以包含任意字符。 

 必须是公共镜像，或继承于公共镜像的私有镜像，或自行安装了 Cloudbase-init组件

的私有镜像。 

 使用 VPC网络必须开启 DHCP，安全组出方向规则保证 80端口开放。 

使用方法： 

 根据实际需要写用户数据脚本，脚本格式必须符合用户数据脚本规范，详细规范请参见相

关链接 https://cloudinit.readthedocs.io/en/latest/和 https://cloudbase-

init.readthedocs.io/en/latest/。 

 创建云主机时，需将用户数据脚本内容粘贴到“高级配置 > 现在配置 > 用户数据注入”

的文本框，或选择用户数据文件上传。 

https://cloudinit.readthedocs.io/en/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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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创建云主机，云主机启动后自动执行 Cloud-init或 Cloudbase-init 组件，读取用户

数据脚本。 

使用场景 1： 

该样例介绍如何通过用户数据注入，为 Linux云主机简化云主机配置。当您需要设置 vim的

“语法高亮显示”、“制表符占用 4个空格”和“显示行数”属性时，就可以写一个脚本.vimrc，

并将其注入到“/root/.vimrc”。在您创建完云主机时，您的 vim配置便完成了。这样做可以大幅

提高系统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在您一次性创建多台云主机时。 

用户数据注入示例： 

#cloud-config  

write_files:  

  - path: /root/.vimrc  

    content: |  

      syntax on  

      set tabstop=4  

      set number       

使用场景 2： 

该样例介绍如何通过用户数据注入，重置 Linux 云主机密码。假设您需要将 root用户密码重置

为“******”。 

用户数据注入示例（请严格遵守下面示例中的缩进标准）: 

#cloud-config  

chpasswd:  

  list: |  

    root:******  

  expire: False 

云主机创建成功后，您可以使用重置的密码登录云主机。为了保证密码安全，建议您在第一次

登录云主机后，修改 root用户密码。 

使用场景 3： 

该样例介绍如何通过用户数据注入，为 Windows 云主机新增用户并设置密码。假设您要创建的

用户名为 abc、密码为“******”的普通用户，并将其添加至 administrators用户组。 

用户数据注入示例： 

rem cmd  

net user abc ****** /add  

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bc /add 

云主机创建成功后，您可以使用新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云主机。 

使用场景 4： 

该样例介绍如何通过用户数据注入，为 Linux云主机更新系统软件包，并且开启 httpd相关服

务。注入成功后，您的云主机就可以使用 httpd服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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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据注入示例： 

#!/bin/bash  

yum update -y  

service httpd start  

chkconfig httpd on 

使用场景 5： 

该样例介绍如何通过用户数据注入，激活 Linux 云主机的 root 用户远程登录权限。注入成功后，

您可以使用 SSH密钥方式，以 root帐户登录云主机。 

用户数据注入示例： 

#cloud-config  

disable_root: false  

runcmd:  

- sed -i 's/^PermitRootLogin.*$/PermitRootLogin without-password/' /etc/ssh/sshd_config  

- sed -i '/^KexAlgorithms.*$/d' /etc/ssh/sshd_config  

- service sshd restart 

3.11文件注入 

当您有如下需求时，可以考虑使用文件注入功能将文件注入到云主机： 

 需要通过脚本简化云主机配置 

 通过脚本初始化系统 

 已有脚本，在创建云主机的时候一并上传到服务器 

 其他可以使用脚本完成的事情 

使用限制： 

 Linux： 

 具有注入文件运行权限的用户：root。 

 注入文件路径：Linux 系统分区下的任意目录，路径只能包含字母、数字、下划线和点。

例如/etc/foo.txt。 

 Linux系统盘的文件类型支持：ext3和 ext4。 

 注入脚本的默认权限是：读写。 

修改默认权限的方式：以 root 用户登录云主机后，进入注入文件目录后执行如下命令：

chmod 755 注入文件名。 

 注入文件执行方式：手工执行+自动执行 

 自动执行条件：注入文件的存放目录为/etc/init.d且已修改了注入文件权限。 

 文件大小限制：小于等于 1KB。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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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注入文件运行权限的用户：administrator。 

 注入文件路径：默认是 C盘根目录，不能在注入文件时修改文件注入路径。 

 Windows系统盘的文件类型支持：NTFS。 

 注入文件执行方式：手工执行。 

 文件大小限制：小于等于 1KB。 

使用方法： 

 根据实际需要写脚本，脚本符合操作系统要求即可。 

 创建云主机时，选择脚本并填写脚本保存路径。 

 系统创建云主机，自动注入脚本。 

 （Linux必选）修改脚本权限。 

 执行脚本。 

使用场景 1： 

该样例介绍如何通过注入文件，简化云主机配置。 

当您需要设置 vim的“语法高亮显示”、“制表符占用 4个空格”和“显示行数”属性时，就

可以写一个脚本.vimrc，并将其注入到“/root/.vimrc”。在您创建完云主机时，您的 vim配置便

完成了。这样做可以大幅提高系统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在您一次性创建多台云主机时。 

注入文件示例： 

syntax on  

set tabstop=4  

set number 

使用场景 2： 

该样例介绍如何通过注入文件方式，在系统开机时自动启动脚本，完成初始化云主机的操作。

当您希望每次开机时自动初始化防火墙配置，便可以将防火墙配置文件写成脚本（假设脚本名

initial.sh），并将其注入到“/etc/init.d”目录。 

脚本示例： 

#! /bin/sh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21 -j ACCEPT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49152:65534 -j ACCEPT  

iptables -A INPUT -i lo -j ACCEPT  

iptables -A INPUT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 -j ACCEPT 

注入脚本后的操作： 

以下内容以 CentOS6.5 系统、文件名为 initial.sh、runlevel为 3为例。 

由于默认情况下注入脚本是读写权限，因此在您第一次使用云主机时，需要以 root用户登录云

主机，执行如下命令修改文件权限并创建文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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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etc/init.d 

chmod 775 initial.sh 

ln -s /etc/init.d/initial.sh /etc/rc.d/rc3.d/S98initial 

说明： 

 上述命令中的/etc/rc.d/rc3.d是 runlevel 为 3时的脚本存放目录。当 runlevel取值为其

他时，相应的目录也需要修改，例如/etc/rc.d/rc2.d。 

 S98initial中 S表示“系统启动时运行”，98为脚本的启动顺序，也就是该脚本第 98个

启动,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系统会按照启动顺序从小到大的依次执行脚本。 

执行上述命令后，云主机每次开机时，会自动会启动 initial.sh，完成防火墙配置文件初始化。 

使用场景 3： 

该样例介绍如何通过文件注入，激活云主机的 root用户权限。注入成功后，您可以使用 SSH密

钥方式，以 root帐户登录云主机。 

注入文件示例： 

#cloud-config  

disable_root: false  

runcmd:  

- sed -i 's/^PermitRootLogin.*$/PermitRootLogin without-password/' /etc/ssh/sshd_config  

- sed -i '/^KexAlgorithms.*$/d' /etc/ssh/sshd_config  

- service sshd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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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 

4.1 配置安全组规则 

操作场景 

首次创建弹性云服务器时，如果用户未配置过 VPC，系统将会创建默认 VPC。由于默认 VPC的安

全组策略为组内互通、禁止外部访问，即外部网络无法访问弹性云服务器，因此如果需要使用远程

方式访问安全组内的弹性云服务器，就需要配置安全组入方向的访问规则。本节介绍了配置安全组

规则的方法。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单击待变更安全组规则的弹性云服务器名称。 

系统跳转至该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4. 选择“安全组”页签，并单击，查看安全组规则。 

5. 单击安全组 ID。 

系统自动跳转至安全组页面。 

6. 打开待修改安全组规则的安全组，单击“操作”列下的“删除”，删除“入方向”

规则。 

7. 单击“添加规则”，配置安全组入方向的访问规则。 

− Windows 系统的弹性云服务器，“协议”项的参数值为“TCP”，需要开放 3389

端口。 

− Linux系统的弹性云服务器，“协议”项的参数值为“TCP”，需要开放 22 端

口。 

− 根据业务需要，将源地址设置为允许已知 IP地址所在的网段访问该安全组。 

 
如果将源地址设置为默认的 0.0.0.0/0，指允许所有 IP地址访问安全组内的弹性云服务器。 

8. 单击“确定”，完成安全组规则配置。 

4.2 变更安全组 

当弹性云服务器的网卡需要变更所属安全组时，可以参考下面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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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单击待变更安全组的弹性云服务器名称。 

系统跳转至该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4. 选择“网卡”页签，并单击“更改安全组”。 

5. 在弹出的“更改安全组”对话框中，选择指定的安全组。 

您可以同时勾选多个安全组，此时，弹性云服务器的访问规则遵循几个安全组规

则的并集。 

 
使用多个安全组可能会影响弹性云服务器的网络性能，建议您选择安全组的数量不多于 5个。 

6. 单击“确定”。 

4.3 添加网卡 

当您的弹性云服务器需要多个网卡时，可以参考下面步骤为弹性云服务器添加网卡。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的右上角，输入弹性云服务器名、IP地址或 ID，并单击

进行搜索。 

4. 单击待添加网卡的弹性云服务器名称。 

系统跳转至该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5. 选择“网卡”页签，并单击“添加网卡”。 

6. 选择待增加的子网和安全组。 

 
 如果需要给弹性云服务器添加一张指定 IP地址的网卡，用户需填写“私有 IP地址”。 

 您可以同时勾选多个安全组，此时，弹性云服务器的访问规则遵循几个安全组规则的并集。 

7. 单击“确定”。 

后续任务 

部分操作系统无法识别新添加的网卡，需手动激活网卡。下面以 Ubuntu系统为例介绍具体激活

网卡的操作步骤，其他操作系统请自行完成相关操作，如有问题，请参见对应操作系统的官网指导

或手册来完成操作。 

1. 在弹性云服务器所在行的“操作”列下，单击“远程登录”。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2.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网卡名称。 

ifconfig -a 

例如，查询到的网卡名为：eth2。 

3.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相应目录。 

cd /etc/network 

4. 执行如下命令，打开 interface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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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interfaces 

5. 在 interfaces文件中，增加类似如下信息。 

auto eth2 

iface eth2 inet dhcp 

6. 执行如下命令，保存并退出 interfaces文件。 

:wq 

7. 执行命令 ifup ethX或/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使新增网卡生效。 

上述命令中的 X为具体的网卡名称序号，例如，ifup eth2。 

8.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回显信息中是否包括 2查询到的网卡。 

ifconfig 

例如，回显信息中包含网卡 eth2。 

− 是，表示新增网卡生效，结束。 

− 否，表示新增网卡未生效，执行 9。 

9. 登录管理控制台，在弹性云服务器所在行的“操作”列下，选择“更多”，并单

击“重启”。 

10. 再次执行命令 ifconfig，查看回显信息中是否包括 2查询到的网卡。 

− 是，结束。 

− 否，请联系技术支持人员。 

4.4 删除网卡 

弹性云服务器最多可以有 12个网卡，其中包括一个主网卡，且主网卡不可删除。当您的弹性云

服务器需要删除主网卡以外的其他网卡时，可以参考下面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单击待删除网卡的弹性云服务器名称。 

系统跳转至该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4. 选择“网卡”页签，并单击“删除”。 

 
对于该弹性云服务器的主网卡（默认为网卡列表中显示的第一个网卡），用户不能执行删除操作。 

5.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删除网卡。 

 
对于部分弹性云服务器，不支持在线在线删除网卡功能，具体以界面显示为准。您需要先关机弹

性云服务器，然后再执行删除网卡操作。 

4.5 管理虚拟 IP 地址 

虚拟 IP地址用于为网卡提供第二个 IP地址，同时支持与多个弹性云服务器的网卡绑定，从而

实现多个弹性云服务器之间的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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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网卡最多可以绑定 10个虚拟 IP地址，一个虚拟 IP地址最多可以给 10张网卡使用。多个

主备部署的弹性云服务器可以在绑定虚拟 IP地址时选择同一个虚拟 IP地址，增强容灾性能。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单击待绑定虚拟 IP地址的弹性云服务器名称。 

系统跳转至该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4. 选择“网卡”页签，单击“管理虚拟 IP地址”。 

系统跳转至 VPC服务页面。 

5. 在“虚拟 IP”页签，您可以在列表中选择合适的虚拟 IP，或者单击“申请虚拟 IP

地址”创建新的虚拟 IP地址。 

6. 单击“操作”列下的“绑定服务器”，选择目标弹性云服务器名称与对应的网卡，

绑定虚拟 IP地址。 

更多关于虚拟 IP地址的信息，请参见《虚拟私有云用户指南》。 

4.6 调整带宽 

当弹性云服务器绑定了弹性 IP时，通过带宽提供公网和弹性云服务器间的访问流量。当弹性云

服务器的带宽需要调整时，可以参考下面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单击待调整带宽的弹性云服务器名称。 

系统跳转至该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4. 选择“弹性 IP”页签，展开待修改的弹性 IP，并单击“ID”参数项的超链接。 

系统进入弹性 IP页面。 

5. 展开弹性 IP详情，并单击“Bandwidth Size”参数项后的“Modify”。 

6. 根据页面提示，修改“带宽名称”、“带宽大小”。 

4.7 无公网 IP 的弹性云服务器访问 Internet 

操作场景 

为保证安全和节省公网 IP资源，通常只为特定的弹性云服务器配置公网 IP，可直接访问

Internet，其他弹性云服务器只配置私网 IP，无法直接访问 Internet。因此，当只配置了私网 IP

的弹性云服务器需要访问 Internet，执行软件升级、给系统打补丁或者其它需求时，可选择一台绑

定了公网 IP的弹性云服务器作为代理弹性云服务器，为其他无公网 IP的云服务器提供访问通道，

正常访问 Internet。 



网络 

 

前提条件 

 已拥有一台绑定了公网 IP的弹性云服务器作为代理弹性云服务器。 

本节操作中，以代理弹性云服务器的操作系统是 CentOS 6.5为例。 

 代理弹性云服务器和其他需要访问 Internet的弹性云服务器均处于同一网段，并

且在同一安全组内。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的右上角，输入代理云服务器名称，并单击 。 

4. 单击代理弹性云服务器的名称，查看详情。 

5. 在代理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选择“网卡”页签，并展开 ，将“源/目的检

查”选项设置为“OFF”。 

6. 登录代理弹性云服务器。 

详细操作方法请参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登录 Linux云主机。 

7. 执行以下命令，检测代理弹性云服务器是否可以正常连接 Internet。 

ping www.baidu.com 

回显包含类似如下信息时，表示代理弹性云服务器可正常连接 Internet。 

 

8.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代理弹性云服务器的 IP转发功能是否开启。 

cat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 回显为“0”表示关闭，请执行 9。 

− 回显为“1”表示开启，请执行 15。 

9. 执行以下命令，打开 IP转发功能配置文件。 

vi /etc/sysctl.conf 

10. 按“i”，进入编辑模式。 

11. 修改如下参数的值。 

将参数“net.ipv4.ip_forward ”的值修改为“1”。 

12. 按“Esc”，输入:wq，按“Enter”。 

保存设置并退出 vi编辑器。 

13. 执行以下命令，使配置文件修改生效。 

sysctl -p /etc/sysctl.conf 

14. 执行以下命令，清除原有 iptables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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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tables -F 

15.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 SNAT，使代理弹性云服务器所在的网段内其他弹性云服务器

可通过代理弹性云服务器访问 Internet。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th0 -s subnet/netmask-bits -j SNAT 
--to nat-instance-ip 

假设代理弹性云服务器所在的网段为 192.168.125.0，子网掩码为 24位，私网 IP

地址为 192.168.125.4，则执行如下命令。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th0 -s 192.168.125.0/24 -j SNAT --
to 192.168.125.4 

16.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 SNAT配置是否成功。 

iptables -t nat --list 

回显类似如图 1-1所示时，表示 SNAT 配置成功。 

图1-1 SNAT配置成功 

 

 

17. 添加自定义路由。 

a. 登录管理控制台。 

b. 选择“网络 > 虚拟私有云”。 

c. 选择需要添加路由表的虚拟私有云，在“路由表”页面，单击“添加路由信

息”。 

d. 根据界面提示，填写路由信息。 

 目的地址：是目的网段，默认是 0.0.0.0/0。 

 下一跳地址：是 SNAT弹性云服务器的私有 IP地址。 

您可以在弹性云服务器页面，查看该弹性云服务器的私有 IP地址。 

后续处理 

如需删除添加的 iptables规则，需执行以下命令： 

iptables -t nat -D POSTROUTING -o eth0 -s subnet/netmask-bits -j SNAT --to nat-
instance-ip 

假设代理弹性云服务器所在的网段为 192.168.125.0，子网掩码为 24位，私网 IP地址为

192.168.125.4，则执行如下命令。 

iptables -t nat -D POSTROUTING -o eth0 -s 192.168.125.0/24 -j SNAT --to 

192.168.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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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储 

5.1 扩容云硬盘 

当您的云硬盘容量不足时，你可以对其进行扩容。 

扩容云硬盘的整体流程为： 

卸载云硬盘->扩容云硬盘->挂载云硬盘->初始化云硬盘。 

详情请参考《云硬盘用户指南》中的“扩容云硬盘”。 

5.2 在线卸载磁盘 

操作场景 

将挂载在弹性云服务器中的磁盘卸载。 

 对于挂载在系统盘盘位（也就是“/dev/sda”或“/dev/vda”挂载点）上的磁盘，

当前仅支持离线卸载。即卸载磁盘时，弹性云服务器需处于“关机”状态。 

 对于挂载在数据盘盘位（非/dev/sda 挂载点）上的磁盘，不仅支持离线卸载，在

使用部分操作系统时，还支持在线卸载磁盘功能。此时，弹性云服务器处于“运

行中”状态。 

本节旨在介绍在线卸载弹性云服务器磁盘的使用场景。 

约束与限制 

 磁盘需挂载在数据盘盘位，即挂载点为非“/dev/sda”或“/dev/vda”挂载点。 

如果磁盘挂载在“/dev/sda”或“/dev/vda”挂载点上，则表示该磁盘作为弹性

云服务器的系统盘使用，此时不允许在线卸载。 

 在线卸载云硬盘时，对于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请确认该弹性云服务器已安装

vmtools 并且正常启用；对于 Linux弹性云服务器，可以不安装 vmtools。 

 对于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在线卸载云硬盘前，请确保没有程序正在对该云硬

盘进行读写操作。否则，将造成数据丢失。 

 对于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不支持在线卸载 SCSI类型的云硬盘。 

 对于 Linux弹性云服务器，在线卸载云硬盘前，客户需要先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执行 umount 命令，取消待卸载云硬盘与文件系统之间的关联，并确保没有程序正

在对该云硬盘进行读写操作。否则，卸载云硬盘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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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须知 

 对于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在线卸载云硬盘时，如果云硬盘处于非“脱机”状

态，系统会强制卸载云硬盘。此时，弹性云服务器后台可能会出现 xenvbd告警提

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查看云硬盘状态的方法如下： 

1. 选择“开始”，右键单击“计算机”，选择“管理”。 

弹出“计算机管理”窗口。 

2.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 

在右侧窗格中出现磁盘列表。 

3. 查看磁盘列表中对应磁盘的“状态”栏。 

 弹性云服务器启动、关机、重启等操作过程中，不建议进行在线卸载云硬盘的操

作。 

 对于支持在线卸载云硬盘的操作系统以外其他操作系统的弹性云服务器，不建议

进行在线卸载云硬盘操作。 

 对于 Linux弹性云服务器，在线卸载云硬盘后重新挂载云硬盘，可能会存在挂载

前后盘符发生变化的情况。这是由于 Linux系统的盘符分配机制造成的，属于正

常情况。 

 对于 Linux弹性云服务器，在线卸载云硬盘后重启弹性云服务器，可能会存在重

启前后盘符发生变化的情况。这是由于 Linux系统的盘符分配机制造成的，属于

正常情况。 

支持在线卸载云硬盘的操作系统 

支持在线卸载云硬盘的操作系统包括如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请参见《镜像服务用户指南》的“简介 > 概念 > 官方公共镜像支持的

操作系统类型”章节。 

 第二部分如表 1-1所示。 

表1-1 支持在线卸载云硬盘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版本 

CentOS 7.3 64bit 

7.2 64bit 

6.8 64bit 

6.7 64bit 

Debian 8.6.0 64bit 

8.5.0 64bit 

Fedora 25 64bit 

24 64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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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版本 

SUSE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SP2 64bit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SP1 64bit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SP4 64bit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64bit 

OpenSUSE 42.2 64bit 

42.1 64bit 

Oracle Linux Server 

release 

7.3 64bit 

7.2 64bit 

6.8 64bit 

6.7 64bit 

Ubuntu Server 16.04 64bit 

14.04 64bit 

14.04.4 64bit 

Windows（不支持在线卸载

SCSI类型的云硬盘） 

Windows Server 2008 R2 Enterprise 64bi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64bit 

Windows Server 2016 R2 Standard 64bit 

Redhat Linux Enterprise 7.3 64bit 

6.8 64bit 

 

 
对于其他操作系统的弹性云服务器，请先关机然后再进行卸载磁盘操作，避免由于云硬盘设备与

弹性云服务器在线卸载不兼容而产生未知问题。 

操作步骤 

1. 在弹性云服务器页面，单击待卸载磁盘的弹性云服务器名称，跳转至弹性云服务

器详情页。 

2. 选择“云硬盘”页签，单击待卸载磁盘所在行的“卸载”，卸载云硬盘。 

5.3 添加“包年/包月”磁盘 

对于“包年/包月”方式购买的弹性云服务器，支持添加“包年/包月”方式的云硬盘，新添加

的云硬盘与弹性云服务器的到期时间相同。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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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的右上角，输入弹性云服务器名、IP地址或 ID，并单击

进行搜索。 

4. 单击待添加云硬盘的“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的名称。 

系统跳转至该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5. 选择“云硬盘”页签，并单击“新增磁盘”。 

系统跳转至云硬盘购买页面。 

6. 根据界面提示，设置新添加云硬盘的参数信息。 

7. 单击“立即购买”。 

8. 确认云硬盘的配置正确无误后，勾选协议，并单击“提交订单”。 

云硬盘购买成功后，会自动添加至指定的“包年/包月”弹性云服务器。 

 
对于 8中新增的磁盘，如果卸载后重新挂载，该磁盘只能挂载给原云服务器。 

5.4 挂载磁盘 

弹性云服务器创建成功后，如果发现磁盘不够用或当前磁盘不满足要求，可以将已有云硬盘挂

载给弹性云服务器，或在“存储 > 云硬盘”页面创建新的磁盘，然后再挂载至弹性云服务器。 

前提条件 

已创建可用的云硬盘。 

创建云硬盘的操作，请参见《云硬盘用户指南》的“创建云硬盘”章节。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的右上角，输入弹性云服务器名、IP地址或 ID，并单击

进行搜索。 

4. 单击待挂载云硬盘的弹性云服务器的名称。 

系统跳转至该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 

5. 选择“云硬盘”页签，并单击“挂载磁盘”。 

系统跳转至“挂载磁盘”页面。 

6. 根据界面提示，勾选目标磁盘，并设置挂载点。 

 
 如果无可用的云硬盘，请单击列表下方的“创建云硬盘”进行创建。 

 挂载磁盘时的约束限制，请参见 9.6.3 弹性云服务器挂载磁盘时有什么限制？。 

7.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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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成功后，在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的“云硬盘”页签，即可看到新挂载的磁盘

信息。 

后续处理 

如果挂载的磁盘是新创建的，则云硬盘挂载至云服务器后，需要登录云服务器初始化云硬盘，

即格式化云硬盘，之后云硬盘才可以正常使用。初始化数据盘的具体操作，请参见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初始化数据盘。 

5.5 备份弹性云服务器 

操作场景 

目前弹性云服务器备份可以通过“云硬盘备份”和“云服务器备份”功能实现： 

 云服务器备份（推荐）：如果是对弹性云服务器中的所有云硬盘（系统盘和数据盘）

进行备份，推荐使用云服务器备份功能，同时对所有云硬盘进行备份，避免因备

份创建时间差带来的数据不一致问题。 

 云硬盘备份：如果对指定的单个或多个云硬盘（系统盘或数据盘）进行备份，推

荐使用云硬盘备份功能，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同时降低备份成本。 

特别的，对于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可以安装 Windows操作系统提供的 Windows Server 

Backup工具，对整个弹性云服务器进行备份。推荐您使用公有云提供的“云硬盘备份”和“云服务

器备份”功能。 

云服务器备份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进入弹性云服务器列表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云服务器备份”。 

4. 单击“创建云服务器备份”。 

5. 根据界面提示完成弹性云服务器的备份。 

更多信息，请参见《云服务器备份用户指南》。 

云硬盘备份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进入弹性云服务器列表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云硬盘备份”。 

4. 单击“创建云硬盘备份”。 

5. 根据界面提示完成云硬盘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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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参见《云硬盘备份用户指南》。 



安全 

 

6. 安全 

6.1 创建密钥对 

操作场景 

为安全起见，弹性云服务器登录时建议使用密钥方式进行身份验证。因此，您需要使用已有密

钥对或新建一个密钥对，用于远程登录身份验证。 

 新建密钥对 

如果没有可用的密钥对，需新建一个密钥对，生成公钥和私钥，并在登录弹性云

服务器时进行鉴权。创建密钥对的方法如下： 

− 通过管理控制台创建密钥对，公钥自动保存在系统中，私钥由用户保存在本

地，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管理控制台创建密钥对。 

− 通过 puttygen.exe工具创建密钥对，公钥和私钥均保存在用户本地，具体操

作请参见通过 puttygen.exe 工具创建密钥对。 

 使用已有密钥对 

如果本地已有密钥对，可以直接选择管理控制台的“导入密钥对 > 选择文件”导

入密钥，具体操作请参见导入密钥对。 

 
如果已有密钥对的公钥文件是通过 puttygen.exe 工具的“Save public key”按钮保存的，该公

钥文件不能直接导入管理控制台。如需继续使用该密钥对作远程身份验证，请参见 8.6通过

puttygen.exe 工具创建的密钥对，导入管理控制台失败怎么办？予以解决。 

约束与限制 

 当前支持的加解密算法为： 

− SSH-2 (RSA，1024) 

− SSH-2 (RSA，2048) 

− SSH-2 (RSA，4096) 

 私钥是保证您的弹性云服务器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用于远程登录身份认证，为

保证弹性云服务器安全，只能下载一次，请妥善保管。 

通过管理控制台创建密钥对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密钥对”。 

4. 在“密钥对”页面，单击“创建密钥对”。 

5. 输入密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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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 

7. 在系统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请根据提示信息，查看并保存私钥。为保证安全，私钥只能下载一次，请妥善保

管。 

通过 puttygen.exe 工具创建密钥对 

步骤 1 生成公钥和私钥文件。 

1. 双击“PUTTYGEN.EXE”，打开“PuTTY Key Generator”。 

图1-2 PuTTY Key Generator 

 

 

2. 单击“Generate”。 

密钥生成器将自动生成一对公钥和私钥，其中，图 1-3的红框内容为生成的公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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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生成公钥和私钥文件 

 

 

步骤 2 复制红框中的公钥内容，并将其粘贴在文本文档中，以.txt格式保存在本地，保存公

钥文件。 

 
请勿直接单击“Save public key”保存公钥文件。因为通过 puttygen.exe 工具的“Save 

public key”按钮保存在本地的公钥文件，公钥内容的格式会发生变化，不能直接导入管理控制

台使用。 

步骤 3 保存私钥文件。 

根据不同用途，需将私钥文件保存为不同格式。为保证安全，私钥只能下载一次，请妥善保管。 

 保存私钥文件为“.ppk”格式。 

当用户使用 PuTTY工具登录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时，需使用“.ppk”格式的私钥

文件。保存方法如下： 

a. 在“PuTTY Key Generator”界面，选择“File > Save private key”。 

b. 保存转化后的私钥到本地。例如：kp-123.ppk 

 保存私钥文件为“.pem”格式。 

当用户使用 Xshell工具登录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或者获取 Windows弹性云服务

器的密码时，需使用“.pem”格式的私钥文件。保存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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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Conversions > Export OpenSSH key”。 

 

 

如果该私钥文件用于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的获取密码操作，在选择“Export 

OpenSSH key”时，请勿填写“Key passphrase”信息，否则会导致获取密码失败。 

b. 保存私钥到本地。例如：kp-123.pem 

步骤 4 公钥和私钥文件按照需要正确保存后，请参见导入密钥对的“复制公钥文件内容方

式”，将公钥导入系统中。 

----结束 

导入密钥对 

通过 puttygen.exe工具的“Save public key”按钮保存在本地的公钥文件，公钥内容的格式

会发生变化，不能直接导入管理控制台。请先参见 8.6 通过 puttygen.exe工具创建的密钥对，导入

管理控制台失败怎么办？，获取正确格式的公钥文件内容，然后再导入管理控制台。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密钥对”。 

4. 在“密钥对”页面，单击“导入密钥对”。 

5. 导入密钥对的方式有如下两种： 

− 选择文件方式：将本地已有的可用密钥，导入到系统中。 

i. 在管理控制台“导入密钥对”页面，单击“选择文件”，选择本地保存

的公钥文件。 

 
执行“导入密钥对”操作时，请确认导入的是公钥文件，否则会导入失败。 

ii. 单击“确定”，导入公钥。 

公钥导入成功后，您可以修改公钥名称。 

− 复制公钥文件内容方式：将“.txt”格式文本文档中的公钥内容粘贴至对话

框，导入到系统中。 

i. 复制文本文档中保存的公钥文件内容，并将其粘贴在“公钥内容”的空

白区域。 

ii. 单击“确定”，导入公钥。 

相关链接 

 8.5 无法导入密钥对，怎么办？ 

 8.6 通过 puttygen.exe工具创建的密钥对，导入管理控制台失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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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获取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 

操作场景 

登录 Windows操作系统的弹性云服务器时，需使用密码方式登录。因此，用户需先根据创建弹

性云服务器时使用的密钥文件，获取该弹性云服务器初始安装时系统生成的管理员密码

（Administrator帐户或 Cloudbase-init设置的帐户）。该密码为随机密码，安全性高，请放心使

用。 

请根据您的个人需求，通过管理控制台或 API方式获取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的初始密码，获

取方法请参见本节内容。 

通过管理控制台获取密码 

1. 获取创建弹性云服务器时使用的私钥文件（.pem文件）。 

2. 登录管理控制台。 

3.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4.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选择待获取密码的弹性云服务器。 

5. 选择“操作 > 更多”，单击“获取密码”。 

6. 通过密钥文件获取密码，获取方法有如下两种： 

− 单击“选择文件”，从本地上传密钥文件。 

− 将密钥文件内容复制粘贴在空白框中。 

7. 单击“获取密码”，获取随机密码。 

通过 API 方式获取密码 

1. 获取创建弹性云服务器时使用的私钥文件（.pem文件）。 

2. 设置调用接口的环境。 

3. 具体方法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接口参考》的“接口调用方法”。 

4. 获取密文密码。 

调用获取密码的接口，获取密钥的公钥加密后的密文密码。该密文密码是通过 RSA

算法加密的。其中，URI格式为“GET 

/v2/{tenant_id}/servers/{server_id}/os-server-password”。 

 
调用接口的具体方法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接口参考》的“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获取密码

（OpenStack）”章节。 

5. 解密密文密码。 

通过创建云服务器时使用的密钥的私钥文件对 4中获取的密文密码进行解密。 

a. 使用 OpenSSL工具，执行以下命令，将密文密码转换为.key -nocrypt格式。 

openssl pkcs8 -topk8 -inform PEM -outform DER -in rsa_pem.key -out 

pkcs8_der.key -nocr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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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调用 Java类库 org.bouncycastle.jce.provider.BouncyCastleProvider，使

用密钥文件，编写代码解密密文。 

6.3 清除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 

操作场景 

为安全起见，建议用户获取初始密码后，执行清除密码操作，清除系统中记录的初始密码信息。 

该操作不会影响弹性云服务器的正常登录与运行。清除密码后，系统不能恢复获取密码功能，

因此，请在执行清除密码操作前，记录弹性云服务器密码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选择待获取密码的弹性云服务器。 

4. 选择“操作 > 更多”，单击“清除密码”。 

系统弹窗提示用户是否确认清除密码。 

5. 单击“删除”，执行清除密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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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控 

监控是保持弹性云服务器可靠性、可用性和性能的重要部分，通过监控，用户可以观察弹性云

服务器资源。为使用户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弹性云服务器运行状态，公有云平台提供了云监控。您可

以使用该服务监控您的弹性云服务器，执行自动实时监控、告警和通知操作，帮助您更好地了解弹

性云服务器的各项性能指标。 

通过本节，您可以了解如下内容： 

 弹性云服务器当前支持的监控指标 

 如何自定义弹性云服务器告警规则 

 如何查看弹性云服务器运行状态进行日常监控 

7.1 支持的监控指标 

对于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的弹性云服务器类型，支持的监控指标有所差异，具体如表 1-2所

示。其中，√表示支持，×表示不支持。 

表1-2 弹性云服务器监控指标支持列表 

监控指标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 Linux弹性云服务器 

CPU使用率 √ √ 

内存使用率 √ × 

磁盘使用率 √ × 

磁盘读速率 √ √ 

磁盘写速率 √ √ 

磁盘读操作速率 √ √ 

磁盘写操作速率 √ √ 

带内网络流入速率 √ × 

带内网络流出速率 √ × 

带外网络流入速率 √ √ 

带外网络流出速率 √ √ 

系统状态检查失败 × × 

 
各项监控指标的具体含义与使用说明如表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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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弹性云服务器支持的监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计算公式 相关说明 

CPU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弹性云服

务器的 CPU使用率，以百

分比为单位。 

单个弹性云服务器

CPU使用率 / 单个

弹性云服务器的 CPU

总核数。 

无。 

内存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弹性云服

务器的内存使用率，以百

分比为单位。 

该弹性云服务器内存

使用量 / 该弹性云

服务器内存总量。 

如果用户使用

的镜像未安装

vmtools，则

无法获取该监

控指标。 

磁盘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弹性云服

务器的磁盘使用情况，以

百分比为单位。 

弹性云服务器磁盘使

用容量 /弹性云服务

器磁盘总容量。 

如果用户使用

的镜像未安装

vmtools，则

无法获取该监

控指标。 

磁盘读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弹

性云服务器读出数据量，

以字节/秒为单位。 

弹性云服务器的磁盘

读出的字节数之和 / 

测量周期。 

byte_out = 

(rd_bytes - 

last_rd_byte

s) /时间差。 

磁盘写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到

弹性云服务器的数据量，

以字节/秒为单位。 

弹性云服务器的磁盘

写入的字节数之和 / 

测量周期。 

无。 

磁盘读操作速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弹

性云服务器读取数据的请

求次数，以请求/秒为单

位。 

请求读取弹性云服务

器磁盘的次数之和 / 

测量周期。 

req_out = 

(rd_req - 

last_rd_req) 

/时间差。 

磁盘写操作速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弹

性云服务器写数据的请求

次数，以请求/秒为单

位。 

请求写入弹性云服务

器磁盘的次数之和 / 

测量周期。 

req_in = 

(wr_req - 

last_wr_req) 

/时间差。 

带内网络流入

速率 

该指标用于在弹性云服务

器内统计每秒流入弹性云

服务器的网络流量，以字

节/秒为单位。 

弹性云服务器的带内

网络流入字节数之和

/测量周期。 

无。 

带内网络流出

速率 

该指标用于在弹性云服务

器内统计每秒流出弹性云

服务器的网络流量，以字

节/秒为单位。 

弹性云服务器的带内

网络流出字节数之和 

/ 测量周期。 

无。 

带外网络流入

速率 

该指标用于在虚拟化层统

计每秒流入弹性云服务器

的网络流量，以字节/秒

弹性云服务器的带外

网络流入字节数之和 

当使用 SRIOV

时，无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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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计算公式 相关说明 

为单位。 / 测量周期。 该监控指标。 

带外网络流出

速率 

该指标用于在虚拟化层统

计每秒流出弹性云服务器

的网络流量，以字节/秒

为单位。 

弹性云服务器的带外

网络流出字节数之和 

/ 测量周期。 

当使用 SRIOV

时，无法获取

该监控指标。 

系统状态检查

失败 

该指标用于监控运行弹性

云服务器所需的云平台系

统，以确保这些系统正常

工作。 

定期进行一次系统状

态检查，检查结果以

0或 1的形式返回。

其中， 

 0表示系统状态正

常。即所有的检

查都通过。 

 1表示系统状态受

损。即有 1个或

多个检查存在故

障。 

当物理主机电

源无法正常供

电、或软件、

硬件有问题

时，系统状态

检查结果为

1。 

 

7.2 设置告警规则 

操作场景 

通过设置弹性云服务器告警规则，用户可自定义监控目标与通知策略，及时了解弹性云服务器

运行状况，从而起到预警作用。 

设置弹性云服务器的告警规则包括设置告警规则名称、监控对象、监控指标、告警阈值、监控

周期和是否发送通知等参数。本节介绍了设置弹性云服务器告警规则的具体方法。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在左侧导航树栏，选择“告警 > 告警规则”。 

4. 在“告警规则”界面，单击“添加告警规则”进行添加，或者选择已有的告警规

则进行修改，设置弹性云服务器的告警规则。 

以修改弹性云服务器的告警规则为例，介绍如何设置告警规则： 

a. 单击待修改的告警规则名称，进入详情页。 

b. 单击右上角的“修改”。 

c. 在“修改告警规则”界面，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参数。 

d.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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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云服务器告警规则设置完成后，当符合规则的告警产生时，系统会自动

进行通知。 

 
更多关于弹性云服务器监控规则的信息，请参见《云监控用户指南》。 

7.3 查看监控指标 

操作场景 

公有云平台提供的云监控，可以对弹性云服务器的运行状态进行日常监控。您可以通过管理控

制台，直观地查看弹性云服务器的各项监控指标。 

由于监控数据的获取与传输会花费一定时间，因此，云监控显示的是当前时间 5～10分钟前的

弹性云服务器状态。如果您的弹性云服务器刚刚创建完成，请等待 5～10分钟后查看监控数据。 

前提条件 

 弹性云服务器正常运行。 

关机、故障、删除状态的弹性云服务器，无法在云监控中查看其监控指标。当弹

性云服务器再次启动或恢复后，即可正常查看。 

 
关机、故障 24小时的弹性云服务器，云监控将默认该弹性云服务器不存在，并在监控列表中删

除，不再对其进行监控，但告警规则需要用户手动清理。 

 弹性云服务器已对接云监控，即已在云监控页面设置告警规则。 

对接云监控之前，用户无法查看到未对接资源的监控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 7.2

设置告警规则。 

 弹性云服务器已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约 10分钟）。 

对于新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查看上报的监控数据和监

控视图。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的右上角，输入弹性云服务器名称、IP 地址或 ID，并单击

进行搜索。 

4. 单击弹性云服务器的名称，查看详情。 

5. 在弹性云服务器详情页面，选择“监控”页签，查看监控数据。 

6. 在弹性云服务器监控区域，单击时长按钮或“自定义时间段”按钮，设置弹性云

服务器的监控周期。 

系统提供了监控固定时长和自定义时长两种方式。 

a. 固定时长包括最近 1小时、3 小时、12小时、24小时、1周、1个月一共 6个

时间段，作为用户监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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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定义时长支持用户在最近一个星期内选择检测时间起点和终点，作为用户

监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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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排除 

8.1 针对管理控制台的异常提示信息，应该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 

您可以通过本节内容解决如下问题： 

 用户在管理控制台执行弹性云服务器相关操作后出现异常，针对管理控制台提示

的异常信息，应该如何处理？ 

 用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接口参考》调用云服务器相关的 API接口时，如果返回

错误码，应该如何处理？ 

背景信息 

用户通过管理控制台执行弹性云服务器的相关操作后，弹性云服务器列表页面将显示相应操作

的申请状态。通过申请状态中显示的信息，用户可以获悉当前操作请求的执行状态。 

 如果操作请求正常执行完毕，则任务提示栏中的记录将自动清除。 

 如果操作请求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异常，则任务提示栏将返回错误码及其说明。 

处理方法 

您可以通过表 1-4中的处理建议进行下一步操作，处理相应的异常。 

表1-4 错误码处理建议 

错误码 管理控制台提示信息 处理建议 

Ecs.0000 请求错误，请稍后重

试或联系客服。 

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接口参考》，按照要

求调整请求结构体。 

Ecs.0001 租户云服务器或云硬

盘配额不足，请联系

客服申请扩大云服务

器配额。 

请联系客服申请扩大云服务器配额。 

说明 

您在申请云服务器配额时，需评估待申请的云服务

器需要占用的弹性云服务器个数、CPU核数

（vCPU）以及内存（RAM）容量，统一调整配额。 

Ecs.0003 没有操作权限或费用

不足，请联系客服检

查帐户情况。 

请联系客服检查帐户情况。 

Ecs.0005 参数非法，请参考

FAQ或联系客服。 

请参见《弹性云服务器接口参考》，按照要

求调整请求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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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码 管理控制台提示信息 处理建议 

Ecs.0010 私有 IP地址已经被

使用，请重新选择未

使用的 IP地址，进

行云服务器的创建。 

重新选择未使用的 IP地址，进行云服务器的

创建。 

Ecs.0011 密码不符合规则，请

调整对应的密码，使

其满足密码复杂度要

求，并重新执行操作

请求。 

调整对应设置的密码，使其满足密码复杂度

要求，并重新执行操作请求。 

Ecs.0012 子网 IP地址不足，

请清理所选子网内的

空闲 IP地址，或者

选择新的子网进行云

服务器的创建。 

清理所选子网内的空闲 IP地址，或者选择新

的子网进行云服务器的创建。 

Ecs.0013 弹性 IP配额不足，

请联系客服申请扩大

弹性 IP配额。 

联系客服申请扩大 EIP配额。 

Ecs.0015 该类型磁盘不适用于

该类型云服务器。 

重新选择合适类型的磁盘来执行挂载云服务

器操作。 

Ecs.0100 云服务器状态不符合

要求,请将云服务器

变更至指定的状态后

重试操作。 

将云服务器变更至指定的状态后重试操作。 

Ecs.0103 云磁盘状态不可用 将云服务器变更至指定的状态后重试操作。

如果云磁盘状态故障，需要联系客服进行排

障处理。 

Ecs.0104 云服务器可挂载云硬

盘槽位不足 

您需要调整该云服务器挂载的云硬盘，以保

证新云硬盘可以挂载到指定云服务器上 

Ecs.0105 云服务器无系统盘 您需要将系统盘挂载回云服务器后，再次执

行相应操作。 

Ecs.0107 云服务器可挂载共享

云硬盘数量超过了可

挂载的规格数量 

您需要调整该云服务器挂载的云硬盘，以保

证新云硬盘可以挂载到指定云服务器上。 

其他异常编

码 

其他异常提示 您可以选择重新执行操作请求，或者记录当

前异常返回的错误码信息，联系客服进行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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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重启/关机弹性云服务器时，长时间处于“正在

重启”/“正在关机”状态，怎么办？ 

如果对弹性云服务器执行重启/关机操作，弹性云服务器长时间（大于 30分钟）处于“正在重

启”/“正在关机”状态时，建议执行强制重启/强制关机操作。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勾选待强制重启/强制关机的弹性云服务器，并单击“重启”/“关机”。 

系统弹窗提示用户是否要对弹性云服务器进行重启/关机操作。 

4. 勾选“强制重启”/“强制关机”，确定强制重启/强制关机弹性云服务器。 

5. 单击“确定”。 

8.3 MSTSC 方式登录 Windows 2012 的弹性云服务器，

登录失败怎么办？ 

问题描述 

对于密码鉴权方式创建的 Windows 2012弹性云服务器，使用初始密码以 MSTSC 方式登录时，登

录失败，系统显示“第一次登录之前，你必须更改密码。请更新密码，或者与系统管理员或技术支

持联系”。 

可能原因 

用户本地使用的计算机（即客户机）操作系统为 Windows 10。 

由于 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自身限制，不能以初始密码直接远程连接操作系统为 Windows 2012

的弹性云服务器。 

处理方法 

 方法一 

更换使用 Windows 7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作为客户机，远程连接操作系统为 Windows 

2012的弹性云服务器。 

 方法二 

继续使用 Windows 10 客户机远程登录，但是，需先修改弹性云服务器的初始密码。 

a. 首次登录，以 VNC方式登录操作系统为 Windows 2012的弹性云服务器。 

b. 登录成功后，按照界面提示修改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 

c. 使用修改后的密码，以 MSTSC 方式远程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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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三 

继续使用 Windows 10 客户机，并以初始密码远程登录。 

a. 单击“开始”菜单，在“搜索程序和文件”中，输入“mstsc”。 

系统进入“远程桌面连接”界面。 

b. 依次输入弹性 IP、用户名“administrator”以及创建弹性云服务器时设置的

登录密码进行连接。 

连接失败，系统提示“第一次登录之前，你必须更改密码。请更新密码，或

者与系统管理员或技术支持联系”。 

c. 单击“远程桌面连接”页面左下角的“选项”。 

d. 在“常规”页签，单击“连接设置”栏的“另存为”，保存“.rdp”格式的

远程桌面文件。 

e. 使用 Notepad++打开 d中保存的远程桌面文件。 

f. 编辑远程桌面文件，在文件的最后一行，添加如下语句并保存。 

enablecredsspsupport:i:0 

g. 双击更新后的“.rdp”文件，打开远程桌面连接。 

h. 单击“连接”，重新连接操作系统为 Windows 2012的弹性云服务器。 

8.4 挂载 SCSI 盘的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重启失败

怎么办？ 

问题描述 

对于挂载了 SCSI类型云硬盘的 Linux弹性云服务器，如果在/etc/fstab中配置了 SCSI磁盘开

机自动挂载，且使用的是磁盘的盘符（如/dev/sdb）进行配置，弹性云服务器可能重启失败。 

可能原因 

SCSI磁盘的分配与磁盘的槽位号、弹性云服务器中可用的盘符有关。弹性云服务器内部，每加

载一个磁盘都按顺序分配空闲的盘符。弹性云服务器启动时，按照槽位号顺序加载磁盘，所以槽位

号和盘符的顺序是一一对应的。 

在线卸载弹性云服务器的 SCSI磁盘后，磁盘的槽位号顺序有可能发生改变，导致重启后磁盘的

盘符也发生改变，槽位号和盘符无法对应，重启失败。 

处理方法 

1. 登录 Linux弹性云服务器。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至 root用户。 

sudo su - 

3. 执行以下命令，根据 SCSI盘的盘符，查询对应的 SCSI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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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dev/disk/by-id/|grep 磁盘盘符 

假设 SCSI磁盘的盘符为/dev/sdb，则命令行如下： 

ll /dev/disk/by-id/|grep sdb 

CNA64_22:/opt/galax/eucalyptus/ecs_scripts # ll /dev/disk/by-id/|grep sdb  

lrwxrwxrwx 1 root root  9 Dec  6 11:26 scsi-3688860300001436b005014f890338280 -> ../../sdb  

lrwxrwxrwx 1 root root  9 Dec  6 11:26 wwn-0x688860300001436b005014f890338280 -> ../../sdb 

4. 修改/etc/fstab 文件，将 SCSI盘的盘符（如/dev/sdb）修改为对应的 SCSI ID。 

/dev/disk/by-id/SCSI ID 

假设 3中查询到的 SCSI ID为 scsi-3688860300001436b005014f890338280，则用

以下内容替换/dev/sdb： 

/dev/disk/by-id/scsi-3688860300001436b005014f890338280 

8.5 无法导入密钥对，怎么办？ 

当您的浏览器是 IE9时，可能无法导入密钥对或无法使用文件注入功能，请参考如下步骤修改

浏览器默认属性后重试。 

1. 在浏览器主界面，单击 。 

2. 选择“Internet选项”。 

3. 单击选择“安全”页签。 

4. 单击“Internet”。 

5. 如果安全级别显示为“自定义”，单击“默认级别”按钮，把设置还原为默认级

别。 

6. 滑动安全级别滑块，把安全级别调到“中”级别，单击“应用”按钮。 

7. 选择“自定义级别”。 

8. 将“对未标记为可安全执行脚本的 ActiveX控件初始化并执行脚本”设置为“提

示”。 

9. 单击“确定”。 

8.6 通过 puttygen.exe 工具创建的密钥对，导入管

理控制台失败怎么办？ 

问题描述 

通过 puttygen.exe 工具创建的密钥对，在导入管理控制台使用时，系统提示导入公钥文件失败。 

可能原因 

公钥内容的格式不符合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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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使用 puttygen.exe工具创建密钥对时，如果使用 puttygen.exe工具的“Save public 

key”按钮保存公钥，公钥内容的格式会发生变化，不能直接导入管理控制台使用。 

处理方法 

使用本地保存的私钥文件，在“PuTTY Key Generator”中恢复内容格式正确的公钥文件，然后

再将该公钥文件导入管理控制台。 

1. 双击“PUTTYGEN.EXE”，打开“PuTTY Key Generator”。 

图1-4 PuTTY Key Generator 

 

 

2. 单击“Load”，并在本地选择该密钥对的私钥文件。 

系统将自动加载该私钥文件，并在“PuTTY Key Generator”中恢复格式正确的公

钥文件内容，如图 1-5所示，红框中的内容即为符合系统要求的公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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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恢复公钥文件内容 

 

 

3. 复制红框中的公钥内容，并将其粘贴在文本文档中，以.txt格式保存在本地，保

存公钥文件。 

4. 将公钥文件导入管理控制台。 

a. 登录管理控制台。 

b.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c.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密钥对”。 

d. 在“密钥对”页面，单击“导入密钥对”。 

e. 将“.txt”格式文本文档中的公钥内容粘贴至“Public Key Content”的空

白区域，并单击“OK”，导入公钥文件。 

8.7 为什么使用密钥文件无法正常登录 Linux弹性云

服务器？ 

问题描述 

用户使用创建弹性云服务器时使用的密钥文件登录 Linux弹性云服务器时，登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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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根据 Linux弹性云服务器使用的镜像不同，可能会存在如下原因： 

 原因一：Linux弹性云服务器的镜像为用户自己制作的私有镜像，且在创建该私有

镜像时用户未安装 Cloud-init工具。 

 原因二：Linux弹性云服务器的镜像安装了 Cloud-init工具，但是在创建弹性云

服务器时，获取密钥失败。 

处理方法 

 针对原因一： 

创建私有镜像时不安装 Cloud-init 工具，将无法对弹性云服务器进行自定义配置，

此时，用户只能使用镜像原有密码或密钥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其中，镜像原有密码或密钥指创建私有镜像时，用户自己设置的操作系统密码或

密钥。如果忘记镜像原有密码，或镜像原有密钥丢失，可以通过弹性云服务器页

面提供的“重置密码”功能，自助完成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重置。 

 针对原因二： 

a. 勾选待获取密码的弹性云服务器，单击“重启”，重新启动弹性云服务器。 

b. 重启成功后，再次使用密钥文件登录弹性云服务器，确认是否能够正常登录。 

 是，结束。 

 否，请联系客服。 

8.8 如何解决 SR-IOV 场景下 win7弹性云服务器安装

82599 网卡驱动报错？ 

问题描述 

从 Intel官网下载最新的 20.4.1 版本驱动包（下载地址：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search?keyword=Intel++Ethernet+Connections+CD），该版本驱

动包在 Windows7 64位 SR-IOV直通弹性云服务器上安装时会提示“找不到英特尔适配器”错误。 

原因分析 

Intel 82599直通网卡在未安装驱动时被操作系统识别为以太网控制器设备，20.4.1版本驱动

包在安装时未能正确识别出 Intel网卡设备，导致程序报错。 

处理方法 

在 20.4.1驱动包文件夹下运行 Autorun.exe。安装驱动包前先给网卡安装驱动，使网卡被系统

识别为 Intel 82599 VF设备，安装驱动有两种方法。 

 方法 1：通过版本更新方法安装驱动 

a. 从 Intel官网下载 18.6版本驱动包。 

https://downloadcenter.intel.com/search?keyword=Intel++Ethernet+Connection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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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到 18.6驱动包安装文件夹下运行 Autorun.exe进行安装。 

c. 成功后到 20.4.1版本驱动包文件夹下运行 Autorun.exe 更新驱动。 

 方法 2：设备管理器手动安装驱动 

a. 打开 Windows资源管理器，右键单击“计算机”，选择“管理”，打开“设

备管理器”，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网卡，未安装驱动时，网卡位于“其他设

备”一栏，名字为“以太网控制器”。 

b. 右键单击“以太网控制器”，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c. 单击“浏览”，选择驱动包所在路径，单击“下一步”。 

d. 驱动安装成功后，可以在设备管理器的“网络适配器”一栏看到网卡。 

e. 单击“Autorun.exe”安装 20.4.1版本一键安装驱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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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见问题 

9.1 通用型问题 

9.1.1 弹性云服务器使用时有什么限制？ 

 建议不要自行升级弹性云服务器的内核版本和操作系统版本，如需升级操作系统

的主版本，例如从 CentOS 7.2升级到 Cent OS 7.3，请使用公有云平台提供的切

换操作系统功能。 

 建议不要卸载弹性云服务器上预装的性能辅助优化软件。 

 建议不要修改弹性云服务器网卡的 MAC地址。 

9.1.2 弹性云服务器可以做什么？ 

弹性云服务器与传统硬件服务器一样，可以部署任意业务应用，例如：邮件系统、WEB系统、

ERP系统等。弹性云服务器创建成功后，您就可以像使用自己的本地 PC或物理服务器一样，在云上

使用弹性云服务器。 

9.1.3 申请开通弹性云服务器需要多久？ 

通常几分钟之内即可开通成功。 

具体的，与该弹性云服务器的规格、配置资源（如云硬盘、弹性 IP），以及当前的系统负载有

关。 

9.1.4 “删除”按钮是什么意思？ 

删除是指删除弹性云服务器，删除时可以选择同时删除弹性 IP和数据盘。如果不选择，则会保

留，需要您单独删除。 

9.1.5 已删除的弹性云服务器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弹性云服务器的中间状态。说明弹性云服务器已被正常删除，在该状态下的弹性云服

务器，不能对外提供业务，将会在短时间内从系统中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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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已删除的弹性云服务器可以再开通吗？ 

已删除的弹性云服务器在管理控制台的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只会停留较短时间，系统稍后便会

将其彻底清除，因此不可以用来恢复系统和数据。您可以再次创建同样规格的弹性云服务器。 

9.1.7 为什么创建弹性云服务器的任务失败，但是在弹性云服务

器列表中显示创建成功？ 

问题描述 

在弹性 IP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用户通过管理控制台创建一台绑定弹性 IP的弹性云服务器，此

时弹性云服务器创建成功，但是绑定弹性 IP失败。这种情况下，弹性云服务器申请状态栏显示任务

失败，但弹性云服务器列表页面显示弹性云服务器创建成功。 

根因分析 

 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呈现的是创建成功的弹性云服务器列表和详情。 

 申请状态栏显示的是创建弹性云服务器任务的执行状态，包括创建弹性云服务器

任务的各个子状态，例如创建弹性云服务器资源、绑定弹性 IP 等子任务，只有所

有子任务全部成功时，任务才会成功，否则都是失败任务。 

对于弹性云服务器资源创建成功，但是绑定弹性 IP失败的情况而言，该任务处理失败。对于成

功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资源，会短时间内出现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待系统完成回退操作后，将

会在列表自动消失。 

9.2 管理类 

9.2.1 是否能将一个帐户下的弹性云服务器转移到另一个帐户下？ 

暂时无法提供帐户资源转移的服务。 

9.2.2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中的 cloudbase-init 帐户是什么？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中的 cloudbase-init帐户为 Cloudbase-Init代理程序的内置帐户，用于

弹性云服务器启动的时候获取元数据并执行相关配置。如果删除此帐户，会影响云管理平台的相关

功能，建议您不要修改、删除此帐户。 

如果自行修改、删除此帐户或者卸载 Cloudbase-Init代理程序，会导致由此弹性云服务器创建

的 Windows私有镜像所生成的新云服务器初始化的自定义信息注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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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弹性云服务器中不存在该帐户。 

9.2.3 怎样修改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的静态主机名？ 

问题描述 

Linux弹性云服务器的静态主机名来源于创建弹性云服务器时，通过 Cloud-init注入的用户自

定义名称。虽然可以使用 hostname命令更改 Linux弹性云服务器的主机名，但如果重新启动弹性云

服务器，它将自动还原为使用 Cloud-init注入的用户自定义名称。 

处理方法 

虽然 hostname命令可以修改 Linux弹性云服务器的主机名，但是，如果您希望修改后的主机名

在弹性云服务器关机、重启后仍然生效，需要将其写入相应的配置文件中，使之永久生效。 

假设修改后的主机名为“new_hostname”。 

步骤 1 修改配置文件“/etc/hostname”。 

1.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配置文件“/etc/hostname”。 

sudo vim /etc/hostname 

2. 修改配置文件，将文件中的主机名替换为修改后的主机名（new_hostname）。 

3. 执行以下命令，保存并退出文件。 

:wq 

步骤 2 修改配置文件“/etc/sysconfig/network”。 

1.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配置文件“/etc/sysconfig/network”。 

sudo vim /etc/sysconfig/network 

2. 修改涉及“HOSTNAME”的参数值，将其设置为修改后的主机名（new_hostname）。 

HOSTNAME=修改后的主机名 

示例： 

HOSTNAME=new_hostname 

3. 执行以下命令，保存并退出文件。 

:wq 

步骤 3 修改配置文件“/etc/cloud/cloud.cfg”。 

1.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配置文件“/etc/cloud/cloud.cfg”。 

sudo vim /etc/cloud/cloud.cfg 

2. 按需选择如下两种方法，修改配置文件。 

− 方法一：修改或添加“preserve_hostname”参数项。 

如果文件“/etc/cloud/cloud.cfg”中已有参数项“preserve_hostname: 

false”，将其修改为“preserve_hostname: true”即可。如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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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cloud/cloud.cfg”中没有该参数项，需在“cloud_init_modules”

模块前，添加语句 preserve_hostname: true。 

选择方法一，弹性云服务器关机、重启后，修改后的主机名（new_hostname）

仍然生效。但是，如果使用该弹性云服务器制作私有镜像，并使用生成的镜

像重新创建弹性云服务器，则新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的主机名即为私有镜像

使用的主机名（new_hostname），不能通过 Cloud-init重新注入用户自定义

名称。 

− 方法二（推荐）：删除或者注释语句- update_hostname。 

选择方法二，弹性云服务器关机、重启后，修改后的主机名（new_hostname）

仍然生效。但是，如果使用该弹性云服务器制作私有镜像，并使用生成的镜

像重新创建弹性云服务器，用户可以通过 Cloud-init注入用户自定义名称

（如 new_new_hostname），并通过本节内容长久有效地修改静态主机名。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弹性云服务器。 

sudo reboot 

步骤 5 执行以下命令，验证主机名的修改是否永久生效。 

sudo hostname 
如果回显的内容是修改后的主机名（new_hostname），则表示主机名修改成功，永久生效。 

----结束 

9.2.4 弹性云服务器的主机名带后缀 novalocal，这正常吗？ 

问题描述 

用户使用 hostname命令查看不同镜像的弹性云服务器主机名，发现部分镜像的弹性云服务器主

机名带后缀“.novalocal”，如示例所示： 

假设创建弹性云服务器时，用户自定义的主机名是“abc”，使用 hostname命令查看不同镜像

下，弹性云服务器的主机名以及重启弹性云服务器后的主机名，显示结果如表 1-5所示。 

表1-5 不同镜像查询的主机名 

镜像 重启前查询的主机名 重启后再次查询的主机名 

CentOS 6.8 abc abc.novalocal 

CentOS 7.3 abc.novalocal abc.novalocal 

Ubuntu 16 abc abc 

 
不同镜像的弹性云服务器，查询的主机名有的带后缀“.novalocal”，有的不带后缀

“.novalocal”，这正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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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处理 

正常现象。 

Linux弹性云服务器的静态主机名来源于创建弹性云服务器时，通过 Cloud-init注入的用户自

定义名称。经测试验证发现，Cloud-init和不同发行版本的操作系统在配合实现上，存在差异，具

体表现为：查询的主机名有的带后缀“.novalocal”，有的不带后缀“.novalocal”。 

如果您希望查询到的主机名不带后缀“.novalocal”，可以通过更改主机名进行规避，修改主

机名的方法请参见 9.2.3怎样修改 Linux弹性云服务器的静态主机名？。 

9.3 弹性 IP 类 

9.3.1 一台弹性云服务器是否可以绑定多个弹性 IP？ 

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您这样操作。 

如果需要配置多个弹性 IP，则需要您手工配置路由策略，该操作对用户的网络技术要求较高，

请谨慎使用该功能。 

配置示例 

弹性云服务器的配置如表 1-6所示。 

表1-6 参数配置 

参数 配置 

名称 ecs_test 

镜像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5 64bit 

弹性 IP 2个 

主网卡 eth0 

从网卡 eth1 

 

示例 1： 
假设您希望访问公网 11.11.11.0/24时，使用从网卡 eth1，此时可以执行以下操作，配置路由

策略。 

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2.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路由策略。 

ip route add 11.11.11.0/24 dev eth1 via 192.168.2.1 

其中，192.168.2.1为从网卡 eth1对应网关的 IP地址。 



常见问题 

 

 

示例 2： 
基于示例 1，如果您希望默认公网流量也通过从网卡 eth1路由，此时可以执行以下操作，配置

路由策略。 

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2. 执行以下命令，删除默认路由。 

ip route delete default 

3. 执行以下命令，配置新的默认路由。 

ip route add 0.0.0.0/0 dev eth1 via 192.168.2.1 

其中，192.168.2.1为从网卡 eth1对应网关的 IP地址。 

9.3.2 弹性云服务器添加网卡后是否会自动启动？ 

截止目前测试的结果，只有弹性云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为 CentOS 7.0时，添加网卡后在弹性云服

务器内部无法自启动，需要手动激活。 

9.4 登录类 

9.4.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失败可能是什么原因？ 

使用 Cloudinit特性的弹性云服务器时，如果登录失败，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进行排查： 

1. 判断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时使用的密钥对是否正确。 

2. 弹性云服务器使用的 VPC网络 DHCP不能禁用。 

3. 弹性云服务器需绑定弹性 IP。 

4. 查看安全组出方向规则，需确保 80端口开放。 

9.4.2 远程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时，对浏览器版本的要求？ 

用户采用远程登录方式访问弹性云服务器时，使用的浏览器应满足表 1-7。 

表1-7 支持的浏览器版本 

浏览器 版本 

Google Chrome 31.0及以上 

Mozilla FireFox 27.0及以上 

Internet Explorer 10.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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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如何处理 VNC 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后，较长时间不操作，

界面无响应？ 

用户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为 Windows7时，如果使用 IE10或 IE11浏览器通过 VNC方式登录弹性云

服务器，且较长时间不做任何操作，VNC登录界面会出现无响应的状况，键盘和鼠标无法正常操作，

可以通过单击两次 VNC页面上的“AltGr”按钮重新激活页面。 

9.4.4 如何处理 VNC 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后，查看数据失败，

VNC 无法正常使用？ 

使用 VNC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后，执行查看数据操作时，例如在 Linux操作系统下使用 cat

命令查看大文件、播放视频，由于部分浏览器自身内存占用太大，导致 VNC无法正常使用，请更换

其他浏览器后重新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9.4.5 为什么 VNC 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时，界面提示认证成功，

但是系统黑屏输入无反应？ 

这是因为该弹性云服务器已被其他用户使用 VNC 方式登录。 

VNC方式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时，同一时刻仅支持一个用户登录。如果多个用户同时登录，除第一

个用户可正常登录外，其他用户登录时只会提示认证成功，但是不显示画面，出现黑屏现象。此时，

用户需等待其他用户退出 VNC登录后，才能继续登录。 

9.4.6 为什么获取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密码时，系统提示查询

不到密码？ 

问题描述 

用户登录 Windows操作系统的弹性云服务器时，需使用密码方式登录。因此需通过密钥文件，

获取该弹性云服务器的初始密码。但是，用户参见 6.2获取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内容单击

“获取密码”后，系统提示查询不到密码，导致用户无法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可能原因 

根据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使用的镜像不同，可能会存在如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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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一：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的镜像为用户自己制作的私有镜像，且在创建该私

有镜像时未安装 Cloudbase-init 工具。 

 原因二：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的镜像安装了 Cloudbase-init 工具，但是在创建

弹性云服务器时，获取密钥失败。 

处理方法 

 针对原因一： 

创建私有镜像时不安装 Cloudbase-init工具，将无法对弹性云服务器进行自定义

配置，此时，用户只能使用镜像原有密码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其中，镜像原有密码指用户创建私有镜像时，给操作系统设置的密码。如果忘记

镜像原有密码，可以通过弹性云服务器页面提供的“重置密码”功能，自助完成

弹性云服务器的密码重置。 

 针对原因二： 

a. 勾选待获取密码的弹性云服务器，单击“重启”，重新启动弹性云服务器。 

b. 重启成功后，选择“操作”列下的“更多 > 获取密码”，查看是否可以成功

获取密码。 

 是，结束。 

 否，请联系客服。 

9.5 网络类 

9.5.1 怎样查询弹性云服务器使用的密钥对是哪个？ 

问题描述 

如果用户在公有云平台上创建了多个密钥对，在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时，可能会迷惑哪一个密钥

对才是正确的。此时，可以通过登录管理控制台，快速查询弹性云服务器使用的密钥对信息。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页，选择待登录的弹性云服务器。 

4. 单击弹性云服务器的名称。 

系统进入该弹性云服务器的详情页。 

5. 查看参数“密钥对”的值。 

该值即为当前弹性云服务器使用的密钥对信息。 

9.5.2 不同帐号下弹性云服务器内网是否可以互通？ 

不同帐号下的弹性云服务器内网是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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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为什么弹性云服务器可以远程连接，但是无法 ping 通？ 

需要在安全组中开启 ICMP协议规则。 

9.5.4 未绑定弹性 IP 的弹性云服务器能否访问外网？ 

能。 

公有云提供了免费的 SNAT 服务，支持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默认使用有限带宽单向访问 Internet，

便于用户进行软件更新等操作，但是从 Internet无法直接访问该弹性云服务器。即这种方式只能使

弹性云服务器访问外部网络，外部网络不能直接访问弹性云服务器，且用户创建的所有弹性云服务

器共享带宽。 

SNAT服务的工作原理请参见《虚拟私有云用户指南》。如果不需要使用此项访问外网的免费服

务，您可以通过限制弹性云服务器所在安全组的出方向规则禁止其访问外网。具体方法如下： 

假设用户需要禁止弹性云服务器访问外网，同时又要让其访问 192.168.10.0/24 网段，则需要

在安全组中进行如下配置： 

1. 删除安全组中的默认出方向全通规则。 

该规则删除过后弹性云服务器将不能向外访问任何网络，包括 VPC内部的网络。 

图1-6 删除默认出方向安全组规则 

 

 

2. 增加出方向允许访问的规则。 

以允许弹性云服务器能够访问 192.168.10.0/24 网段为例，增加的规则如所示。 

图1-7 增加出方向允许访问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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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 如何修改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网卡的 MTU 值? 

最大传输单元（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MTU）是指一种通信协议的某一层上所能通过的

最大数据报大小，取值范围 1280～8888，以字节为单位。以密集存储型弹性云服务器为例，针对

SUSE、CentOS和 Ubuntu操作系统，介绍 Linux弹性云服务器网卡的 MTU值的修改方法。 

SUSE Linux 操作系统 

以操作系统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11 SP3 64bit 为例，具体操作如下： 

1. 使用管理员帐号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执行命令 sudo su root 切换至 root用户。 

2. 执行命令 ifconfig，查看 IP地址绑定的网卡。 

3. 执行以下命令，打开文件 ifcfg-XXX。 

vi /etc/sysconfig/network/ifcfg-XXX 

 
XXX表示 2中查询到的 IP地址绑定的网卡，如 eth0。 

4. 按“i”，执行以下命令，设置网卡 MTU值。 

MTU=8888 

 

5. 按“ESC”，执行命令:wq!，保存并关闭文件。 

6.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网络。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7. 执行命令 ifconfig，验证 MTU值的设置是否正确。 

CentOS (Community Enterprise Operating System)操作系统 

以操作系统 CentOS 7.2 64bit为例，具体操作如下： 

1. 使用管理员帐号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执行命令 sudo su root 切换至 root用户。 

2. 执行命令 ifconfig，查看 IP地址绑定的网卡。 

3. 执行以下命令，打开文件 ifcfg-XXX。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XXX 

 
XXX表示 2中查询到的 IP地址绑定的网卡，如 eth0。 

4. 按“i”，执行以下命令，设置网卡 MTU值。 

MTU=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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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ESC”，执行命令:wq!，保存并关闭文件。 

6.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网络。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7. 执行命令 ifconfig，验证 MTU值的设置是否正确。 

Ubuntu Linux 操作系统 

1. 使用管理员帐号登录弹性云服务器，执行命令 sudo su root 切换至 root用户。 

2. 执行以下命令，打开文件 interfaces。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3. 按“i”，执行以下命令，设置网卡 MTU值。 

post-up /sbin/ifconfig/ eth0 mtu 8888 

 

4. 按“ESC”，执行命令:wq!，保存并关闭文件。 

5.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网络。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6. 执行命令 ifconfig，验证 MTU值的设置是否正确。 

9.5.6 如何修改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网卡的 MTU 值？ 

最大传输单元（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MTU）是指一种通信协议的某一层上所能通

过的最大数据报大小，取值范围 1280～8888，以字节为单位。以 Windows 2012 为例，介绍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网卡的 MTU值的修改方法。 

步骤 1 开启网卡的 Jumbo Packet。 

1. 单击“开始”菜单，打开“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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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控制面板 

 

 

2. 在“网络和 Internet”栏，单击“查看网络状态和任务”。 

图1-9 网络和共享中心 

 

 

3. 在“查看活动网络 > 连接”栏，选择需要更改配置的网卡，以图 1-9的网卡

“Ethernet 15”为例。 

单击“Ethernet 15”。 

系统进入“Ethernet 15状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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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属性”。 

系统进入“Ethernet 15属性”页面。 

5. 单击“配置”，并在新页面中选择“高级”页签，如图 1-10所示。 

图1-10 Inter(R) 82599 Virtual Function #13属性 

 

 

6. 在“设置”栏，选择“Jumbo Packet”，在“值”栏选择“9014 Bytes”。 

7. 单击“确定”。 

步骤 2 修改 MTU值。 

1. 通过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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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运行 

 

 

2. 在“打开”栏输入“cmd”，并单击“确定”。 

3.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当前网卡的 MTU值。 

netsh interface ipv4 show subinterfaces 

4. 根据查询结果可以看出，开启“Jumbo Packet”的网卡的 MTU值为 9000，如图 1-

12所示。 

图1-12 查看当前网卡的 MTU值 

 

 

5.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网卡的 MTU值。 

netsh interface ipv4 set interface "网卡名称" mtu=修改后的 MTU值 

store=persistent 

假设将网卡“Ethernet 15”的 MTU 值修改为 8888，则命令行如下： 

netsh interface ipv4 set interface “Ethernet 15” mtu=8888 

store=persistent 

6.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修改后的 MTU 值。 

netsh interface ipv4 show subinte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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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查看修改后网卡的 MTU值 

 

 

----结束 

9.6 磁盘类 

9.6.1 一台弹性云服务器可以挂载多块磁盘吗？ 

可以，一台弹性云服务器最多可以挂载 60 块磁盘（包括本地盘）。 

 S1、C1、C2、M1、E1、E2、G1、G2、D1、H1型弹性云服务器 

VBD 盘+SCSI盘+本地盘的个数≤60块，且对 VBD盘、SCSI盘、本地盘的块数无特

殊限制。 

 非 S1、C1、C2、M1、E1、E2、G1、G2、D1、H1型弹性云服务器 

VBD 盘+SCSI盘+本地盘的个数≤60块，且 VBD盘、SCSI盘、本地盘的块数需满足

如下要求： 

− VBD 盘≤24块 

− SCSI盘+本地盘≤59块 

特别的， 

 
对于已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如果未升级至支持挂载 60块磁盘，则弹性云服务器挂载的云硬盘

数量和网卡数量的总和，建议不要超过 25个。否则，可能会引起挂载失败。 

9.6.2 哪些弹性云服务器支持挂载 SCSI 类型的云硬盘？ 

对于 S1型、C1型、C2型、M1型、H1型、G1型、G2型弹性云服务器，使用如下操作系统

时，支持挂载 SCSI类型的云硬盘： 

 Windows 操作系统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11 SP4 64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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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12 64bit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12 SP1 64bit 

 SUSE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12 SP2 64bit 

对于其他类型的弹性云服务器，都支持挂载 SCSI 类型的云硬盘。 

9.6.3 弹性云服务器挂载磁盘时有什么限制？ 

 待挂载的云硬盘与弹性云服务器属于同一可用分区。 

 如果是非共享盘，待挂载的云硬盘为“可用”状态。 

如果是共享盘，待挂载的云硬盘为“正在使用”状态或“可用”状态。 

 弹性云服务器的状态为“运行中”或“关机”。 

 处于冻结状态的云硬盘，不支持挂载给弹性云服务器。 

 设备类型为 SCSI的云硬盘不能作为弹性云服务器的系统盘。 

 支持挂载 SCSI类型云硬盘的弹性云服务器，请参见 9.6.2哪些弹性云服务器支持

挂载 SCSI类型的云硬盘？。 

9.6.4 怎样调整系统盘分区？ 

操作场景 

弹性云服务器创建成功后，如果发现系统盘分区的容量大小和实际购买的系统盘大小不一

致，可以通过手动调整系统盘分区，扩容系统盘的空白空间。 

扩容的方法有如下两种： 

 将空白分区划分成新分区，并将新分区格式化后挂载到 root 根分区的某个目录下。

具体方法请参见本节内容。 

 将扩容的空白分区直接扩容到根分区。具体方法请参见 FAQ： 

− 如何将扩容系统盘的空白分区在线扩容到末尾的 root分区？ 

− 如何将扩容系统盘的空白分区在线扩容到非末尾的 root分区？ 

操作步骤 

以镜像为 CentOS 7.3 64bit 的弹性云服务器为例，用户在创建弹性云服务器时，购买了容

量为 60GB的系统盘，但是查询系统盘分区后，显示的容量大小仅为 40GB。 

为使用增加的 20GB容量，需调整系统盘分区，具体操作如下： 

步骤 1 查看磁盘分区。 

1. 登录 Linux弹性云服务器。 

2. 执行以下命令，切换至 root用户。 

sudo su - 

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云服务器的磁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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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sk -l 

回显类似如下，其中，“/dev/xvda”或“/dev/vda”表示系统盘。 

 

4.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磁盘分区。 

parted -l /dev/xvda 

 

步骤 2 将系统盘扩容后的空间划分为一个新的分区。 

1.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fdisk模式。以“/dev/xvda”为例： 

fdisk /dev/xvda 

回显类似如下： 

[root@ecs-8d6c ]# fdisk /dev/xvda  

Welcome to fdisk (util-linux 2.23.2).  

  

Changes will remain in memory only, until you decide to write them.  

Be careful before using the write command.  

  

Command (m for help): 

2. 输入“n”，按“Enter”，开始新建分区。 

本例中由于系统盘原来已经有 2个分区，所以系统自动添加第 3个分区。 

回显类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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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新分区的起始磁柱编号，按“Enter”。 

其中，起始磁柱编号必须大于原有分区的结束磁柱编号。本例中我们设置新分区

的起始磁柱编号为默认值，直接按“Enter”，则回显类似如下： 

 

4. 输入新分区的结束磁柱编号，按“Enter”。 

本例中我们设置新分区的结束磁柱编号为默认值，直接按“Enter”，则回显类似

如下： 

 

5. 输入“p”，按“Enter”，查看新建分区。 

回显类似如下： 

 

6. 输入“w”，按“Enter”，保存并退出分区信息。 

系统会自动将分区结果写入分区表中，完成分区创建。 

回显类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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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磁盘分区。 

parted -l /dev/xvda 

 

步骤 3 执行以下命令，将分区表的变更同步至操作系统。 

partprobe 

步骤 4 执行以下命令，设置新建分区文件系统的格式。 

1.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文件系统的格式。 

df -TH 

 

2. 以“ext4” 文件格式为例，命令行如下： 

mkfs -t ext4 /dev/xvda3 

 
格式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请观察系统运行状态，不要退出。 

回显类似如下： 

[root@ecs-86dc ]# mkfs -t ext4 /dev/xvda3  

mke2fs 1.42.9 (28-Dec-2013)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4096 (log=2)  

Fragment size=4096 (log=2)  

Stride=0 blocks, Stripe width=0 blocks  

1790544 inodes, 7156992 blocks  

357849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0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2155872256  

219 block groups  

32768 blocks per group, 32768 fragments per group  

8176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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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68, 98304, 163840, 229376, 294912, 819200, 884736, 1605632, 2654208,  

        4096000  

  

Allocating group tables: done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32768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步骤 5 将新建分区挂载到需要增加空间的目录下。 

新增加的分区挂载到不为空的目录时，该目录下原本的子目录和文件会被隐藏，所以，新

增的分区最好挂载到空目录或者新建目录。如果确实要挂载到不为空的目录，可将该目录下的

子目录和文件临时移动到其他目录下，待新分区挂载成功后，再将子目录和文件移动回来。 

以新建目录/root/new 为例： 

1. 执行以下命令，在/root下新建目录 new。 

mkdir /root/new 

2.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分区挂载至“/root/new”目录。 

mount /dev/xvda3 /root/new 

回显类似如下： 

[root@ecs-86dc ]# mount /dev/xvda3 /root/new  

[root@ecs-86dc ]# 

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挂载结果。 

df -TH 

回显类似如下： 

 

步骤 6 根据需要，判断是否需要将新增磁盘设置为开机自动挂载。 

如果未设置开机自动挂载，重启弹性云服务器后，用户需要将新建分区重新挂载至指定目

录。 

 是，执行步骤 7。 

 否，任务结束。 

步骤 7 设置开机自动挂载新增磁盘。 

 



常见问题 

 

 

 

禁止将未经过格式化的磁盘设为开机自动挂载，否则会导致弹性云服务器无法正常启

动。 

1. 执行以下命令，获取文件系统类型、UUID。 

blkid 

 

则新建分区的 UUID=96e5e028-b0fb-4547-a82a-35ace1086c4f。 

2.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 vi编辑器打开“fstab”文件。 

vi /etc/fstab 

3. 按“i”，进入编辑模式。 

4. 将光标移动至文件末尾，按“Enter”，并添加如下语句： 

UUID=96e5e028-b0fb-4547-a82a-35ace1086c4f /root/new ext4 defaults 0 0 

5. 按“Esc”，执行以下命令，并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wq 

 
将新增磁盘设置为开机自动挂载后，如果要卸载该磁盘，必须先删除新增磁盘的自动挂载配置信

息，否则卸载该磁盘后，会导致弹性云服务器无法正常启动。删除自动挂载配置信息的方法为： 

1.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 vi编辑器打开“fstab”文件。 

vi /etc/fstab 

2. 按“i”，进入编辑模式。 

3. 删除如下语句： 

UUID=96e5e028-b0fb-4547-a82a-35ace1086c4f /root/new ext4 defaults 0 0 

4. 按“Esc”，执行以下命令，并按“Enter”，保存设置并退出编辑器。 

:wq 

----结束 

9.6.5 如何将扩容系统盘的空白分区在线扩容到末尾的 root 分

区？ 

操作场景 

弹性云服务器创建成功后，如果发现系统盘分区的容量大小和实际购买的系统盘大小不一

致，可以将空白分区扩容到根分区，扩容系统盘的空白空间。 

本节介绍了怎样将空白分区在线扩容到末尾的 root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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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以 CentOS 6.5 64bit 50GB 系统盘为例，root分区在最末尾分区(e.g: /dev/xvda1: 

swap,/dev/xvda2: root)的扩容场景。 

1.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当前弹性云服务器的分区情况。 

parted -l /dev/xvda 

[root@sluo-ecs-5e7d ~]# parted -l /dev/xvda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Disk /dev/xvda: 53.7GB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msdos  

  

Number  Start   End     Size    Type     File system     Flags  

 1      1049kB  4296MB  4295MB  primary  linux-swap(v1)  

 2      4296MB  42.9GB  38.7GB  primary  ext4            boot 

2. 执行以下命令，获取文件系统类型、UUID。 

blkid 

/dev/xvda1: UUID="25ec3bdb-ba24-4561-bcdc-802edf42b85f" TYPE="swap"   

/dev/xvda2: UUID="1a1ce4de-e56a-4e1f-864d-31b7d9dfb547" TYPE="ext4"  

3.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growpart工具。 

工具 growpart可能集成在 cloud-utils-growpart/cloud-utils/cloud-

initramfs-tools/cloud-init包里，可以直接执行命令 yum install cloud-*确

保 growpart 命令可用即可。 

yum install cloud-utils-growpart 

4.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工具 growpart将第二分区的根分区进行扩容。 

growpart /dev/xvda 2 

[root@sluo-ecs-5e7d ~]# growpart /dev/xvda 2  

CHANGED: partition=2 start=8390656 old: size=75495424 end=83886080 new: 

size=96465599,end=104856255 

5.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在线扩容是否成功。 

parted -l /dev/xvda 

[root@sluo-ecs-5e7d ~]# parted -l /dev/xvda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Disk /dev/xvda: 53.7GB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msdos  

  

Number  Start   End     Size    Type     File system     Flags  

 1      1049kB  4296MB  4295MB  primary  linux-swap(v1)  

 2      4296MB  53.7GB  49.4GB  primary  ext4            boot 

6. 执行以下命令，扩容文件系统。 

resize2fs -f $分区名 

假设分区名为/dev/xvda2，则命令如下： 

[root@sluo-ecs-a611 ~]# resize2fs -f /dev/xvda2  

resize2fs 1.42.9 (28-Dec-2013)  

Filesystem at /dev/xvda2 is mounted on /; on-line resizing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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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_desc_blocks = 3, new_desc_blocks = 3  

....  

[root@sluo-ecs-a611 ~] # df -hT    //检查文件系统扩容情况 

9.6.6 如何将扩容系统盘的空白分区在线扩容到非末尾的 root

分区？ 

操作场景 

弹性云服务器创建成功后，如果发现系统盘分区的容量大小和实际购买的系统盘大小不一

致，可以将空白分区扩容到根分区，扩容系统盘的空白空间。 

本节介绍了怎样将空白分区在线扩容到非末尾的 root分区。 

操作步骤 

以 CentOS 6.5 64bit 100GB 系统盘为例，root分区在非末尾分区(e.g: /dev/xvda1: 

root,/dev/xvda2: swap)的扩容场景。 

1.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扩容系统盘的分区情况。 

parted -l /dev/xvda 

[root@sluo-ecs-a611 ~]# parted -l /dev/xvda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Disk /dev/xvda: 107GB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msdos  

Disk Flags:   

  

Number  Start   End     Size    Type     File system     Flags  

 1      1049kB  41.0GB  40.9GB  primary  ext4            boot  

 2      41.0GB  42.9GB  2000MB  primary  linux-swap(v1) 

其中，第一分区是根分区，第二分区是 swap分区。 

2.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 fstab分区表，删除 swap分区的挂载信息。 

a.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 fstab分区表。 

tail -n 3 /etc/fstab 

[root@sluo-ecs-a611 ~]# tail -n 3 /etc/fstab   

#  

UUID=7c4fce5d-f8f7-4ed6-8463-f2bd22d0ddea /                       ext4    defaults        

1 1  

UUID=5de3cf2c-30c6-4fb2-9e63-830439d4e674 swap                    swap    defaults        

0 0 

b.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 fstab分区表，并删除 swap分区的挂载信息。 

vi /etc/fstab 

tail -n 3 /etc/fstab 

[root@sluo-ecs-a611 ~]# vi /etc/fstab   

[root@sluo-ecs-a611 ~]# tail -n 3 /etc/f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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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UID=7c4fce5d-f8f7-4ed6-8463-f2bd22d0ddea /                       ext4    defaults        

1 1 

3. 执行以下命令，关闭 swap。 

swapoff -a 

4. 删除 swap分区。 

a.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分区。 

parted /dev/xvda 

[root@sluo-ecs-a611 ~]# parted /dev/xvda  

GNU Parted 3.1  

Using /dev/xvda  

Welcome to GNU Parted! Type h́elp  ́to view a list of commands.  

(parted) help                                                               

  align-check TYPE N                        check partition N for TYPE(min|opt) alignment  

  help [COMMAND]                           print general help, or help on COMMAND  

  mklabel,mktable LABEL-TYPE               create a new disklabel (partition table)  

  mkpart PART-TYPE [FS-TYPE] START END     make a partition  

  name NUMBER NAME                         name partition NUMBER as NAME  

  print [devices|free|list,all|NUMBER]     display the partition table, available devices, 

free space, all found partitions, or a  

        particular partition  

  quit                                     exit program  

  rescue START END                         rescue a lost partition near START and END  

  rm NUMBER                                delete partition NUMBER  

  select DEVICE                            choose the device to edit  

  disk_set FLAG STATE                      change the FLAG on selected device  

  disk_toggle [FLAG]                       toggle the state of FLAG on selected device  

  set NUMBER FLAG STATE                    change the FLAG on partition NUMBER  

  toggle [NUMBER [FLAG]]                   toggle the state of FLAG on partition NUMBER  

  unit UNIT                                set the default unit to UNIT  

  version                                  display the version number and copyright 

information of GNU Parted  

(parted)                                                          

b. 按“p”。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Disk /dev/xvda: 107GB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msdos  

Disk Flags:   

  

Number  Start   End     Size    Type     File system     Flags  

 1      1049kB  41.0GB  40.9GB  primary  ext4            boot  

 2      41.0GB  42.9GB  2000MB  primary  linux-swap(v1)  

                                                        

c. 执行以下命令，删除 swap分区。 

rm 2 

(parted) rm2    

d. 按“p”。 

(parted) p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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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dev/xvda: 107GB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msdos  

Disk Flags:   

  

Number  Start   End     Size    Type     File system  Flags  

 1      1049kB  41.0GB  40.9GB  primary  ext4         boot 

e.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 fstab分区表。 

quit 

(parted) quit                                                       

Information: You may need to update /etc/fstab. 

5.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删除 swap分区后的分区情况。 

parted -l /dev/xvda 

[root@sluo-ecs-a611 ~]# parted -l /dev/xvda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Disk /dev/xvda: 107GB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msdos  

Disk Flags:   

  

Number  Start   End     Size    Type     File system  Flags  

 1      1049kB  41.0GB  40.9GB  primary  ext4         boot 

6.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growpart工具。 

工具 growpart可能集成在 cloud-utils-growpart/cloud-utils/cloud-

initramfs-tools/cloud-init包里，可以直接执行命令 yum install cloud-*确

保 growpart 命令可用即可。 

yum install cloud-utils-growpart 

7.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工具 growpart将第一分区的 root分区进行扩容。 

growpart /dev/xvda 1 

[root@sluo-ecs-a611 ~]# growpart /dev/xvda 1  

CHANGED: partition=1 start=2048 old: size=79978496 end=79980544 new: 

size=209710462,end=209712510 

8.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在线扩容是否成功。 

[root@sluo-ecs-a611 ~]# parted -l /dev/xvda  

Model: Xen Virtual Block Device (xvd)  

Disk /dev/xvda: 107GB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B/512B  

Partition Table: msdos  

Disk Flags:   

  

Number  Start   End    Size   Type     File system  Flags  

 1      1049kB  107GB  107GB  primary  ext4         boot 

9. 执行以下命令，扩容文件系统。 

resize2fs -f $分区名 

假设分区名为/dev/xvda1，则命令如下： 

[root@sluo-ecs-a611 ~]# resize2fs -f /dev/xvda1  

resize2fs 1.42.9 (28-Dec-2013)  



常见问题 

 

 

Filesystem at /dev/xvda1 is mounted on /; on-line resizing required  

old_desc_blocks = 3, new_desc_blocks = 3  

....  

[root@sluo-ecs-a611 ~] # df -hT     //检查文件系统扩容情况 

9.6.7 怎样查询 Windows 弹性云服务器磁盘分区与磁盘设备的对

应关系？ 

以 Windows 2008 R2 64bit 为例，介绍查询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磁盘分区与磁盘设备对

应关系的方法。 

1. 登录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 

2. 单击桌面左下角的“开始”菜单。 

3. 选择“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 > 计算机管理”。 

4.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 

图1-14 磁盘管理 

 

 

5. 以图 1-14为例，查询 Disk 1对应的磁盘设备： 

a. 右键单击“Disk 1”所在灰色区域，如图 1-14红框所示。 

b. 单击“属性”。 

系统打开磁盘属性窗口，如图 1-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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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磁盘属性 

 

 

c. 选择“详细信息”页签，并设置参数“属性”的值为“父系”。 

图1-16 详细信息 

 

 

d. 记录参数“值”中符号“&”后的几位数字，该值为磁盘分区对应的主从设备

号，如“51776”。 

e. 根据表 1-8，查询对应的磁盘设备。 

“51776”对应的磁盘设备为“xvde”，即磁盘 1使用的磁盘设备为 x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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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磁盘分区与磁盘设备的映射关系 

磁盘分区对应的主从设备号 磁盘设备 

51712 xvda 

51728 xvdb 

51744 xvdc 

51760 xvdd 

51776 xvde 

51792 xvdf 

51808 xvdg 

51824 xvdh 

51840 xvdi 

51856 xvdj 

51872 xvdk 

51888 xvdl 

51904 xvdm 

51920 xvdn 

51936 xvdo 

51952 xvdp 

268439552 xvdq 

268439808 xvdr 

268440064 xvds 

268440320 xvdt 

268440576 xvdu 

268440832 xvdv 

268441088 xvdw 

268441344 xv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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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 怎样查询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磁盘分区与磁盘设备的对应

关系？ 

对于 Linux弹性云服务器，磁盘分区与磁盘设备名称完全对应。本节以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的图形界面为例，介绍查询 Linux弹性云服务器磁盘分区与磁盘设备的方

法。 

1. 以 root 权限登录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弹性云服务器。 

2. 在桌面空白处右键打开一个终端会话。 

 

3.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磁盘分区和磁盘设备。 

fdisk -l 

 

对于 Linux弹性云服务器，查询到的磁盘分区与实际使用的磁盘设备名称完全对

应，如表 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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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磁盘分区和磁盘设备的映射关系 

磁盘分区 磁盘设备 

xvda xvda 

xvdb xvdb 

xvdc xvdc 

xvdd xvdd 

xvde xvde 

xvdf xvdf 

xvdg xvdg 

xvdh xvdh 

xvdi xvdi 

xvdj xvdj 

xvdk xvdk 

xvdl xvdl 

xvdm xvdm 

xvdn xvdn 

xvdo xvdo 

xvdp xvdp 

xvdq xvdq 

xvdr xvdr 

xvds xvds 

xvdt xvdt 

xvdu xvdu 

xvdv xvdv 

xvdw xvdw 

xvdx xv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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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操作系统类 

9.7.1 我能否自己安装或者升级操作系统？ 

弹性云服务器需要使用我们提供的操作系统或者基于我们操作系统制作的操作系统，不能

自行添加或升级，操作系统可以打补丁。 

 
如果需要升级操作系统的大版本，例如从 CentOS 7.2 升级到 Cent OS 7.3，请使用公有云平台

提供的切换操作系统功能。 

9.7.2 弹性云服务器能否更换操作系统？ 

能。 

更换方法请参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切换操作系统。 

9.7.3 操作系统是否有图形界面？ 

Windows操作系统是桌面管理，Linux操作系统是命令行，用户如果需要可以自己设置图形

管理。 

9.7.4 操作系统自带 FTP 上传吗？ 

FTP需要用户自己安装和配置。 

9.7.5 重装操作系统时是否可以选择其他操作系统？ 

重装操作系统只支持使用原镜像进行系统重装，不支持使用新的系统镜像。如需使用新的

系统镜像，请参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切换操作系统。 

9.7.6 用户误删除 Tools 后，如何获取数据盘信息？ 

Linux操作系统下，用户由于误操作卸载弹性云服务器上的 Tools，会对非 PVOPS系统的磁

盘和网卡产生影响，导致系统无法发现数据盘。此时，用户可通过新建一个弹性云服务器，将

原数据盘挂载至新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下，从而获取丢失的数据盘信息。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 登录管理控制台，创建一个新的弹性云服务器。 

 
请确保新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和被误删除 Tools的原弹性云服务器在同一个可用分区，且相关参

数配置与原弹性云服务器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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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在弹性云服务器列表中，选中被误删除 Tools的原弹性云服务器（以下

简称原弹性云服务器），选择“操作 > 更多 > 关机”，勾选“强制关机”并单

击“确定”确认执行原弹性云服务器的强制关机操作。 

手动刷新弹性云服务器列表，待“状态”栏更新为“关机”，原弹性云服务器关机

成功。 

 
对于支持在线卸载数据盘的弹性云服务器，可在弹性云服务器运行状态下直接执行卸载数据盘的

操作。 

3. 单击 ，查看原弹性云服务器上挂载的数据盘信息。 

 
如果原弹性云服务器上挂载了多个数据盘，则需要重复操作 4-6，分别执行各个数据盘的卸载与

挂载操作。 

4. 单击原弹性云服务器上挂载的数据盘，系统自动跳转至“Elastic Volume 

Service”界面。 

5. 选中待卸载的数据盘，选择“Operation > Detach”，勾选原弹性云服务器并单

击“OK”，确认卸载原弹性云服务器上的数据盘。 

手动刷新云硬盘列表，待“Status”栏更新为“Available”，原弹性云服务器上

的数据盘卸载成功。 

6. 选中已卸载的数据盘，选择“Operation > Attach”，勾选新创建的弹性云服务

器名称，并选择磁盘的“Select Mount Point”，单击“Attach”，将卸载的数

据盘挂载至新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 

手动刷新云硬盘列表，待“Status”栏更新为“In-use”，挂载磁盘成功。磁盘挂

载成功后，用户可登录管理控制台，在新创建的弹性云服务器磁盘信息中，查看

新挂载的数据盘。 

9.7.7 怎样设置镜像密码的有效期？ 

如果弹性云服务器镜像密码已过期导致无法登录，请联系管理员处理。 

如果弹性云服务器还可正常登录，用户可以参考以下操作设置密码有效期，避免密码过期

造成的不便。 

操作步骤 

以 EulerOS 2.2镜像为例： 

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密码有效期。 

vi /etc/login.defs 

找到配置项“PASS_MAX_DAYS”，该参数表示密码的有效时间。 

3. 执行以下命令，修改参数“PASS_MAX_DAYS”的取值。 

chage -M 99999 user_name 

其中：99999为密码有效期限，user_name 为系统用户，例如 root用户。 

 
建议用户根据实际情况及业务需求进行配置，定期使用该命令更新密码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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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次执行 vi /etc/login.defs，验证配置是否生效。 

图1-17 验证配置 

 

 

9.7.8 使用 free 命令查看弹性云服务器的内存，为什么与实际

不符？ 

问题描述 

弹性云服务器创建成功后，使用 free -m命令查询内存大小，查询结果与实际配置不符，

较之创建时的配置要小一些。以实际弹性云服务器： 

假设创建该弹性云服务器时，配置的实际内存大小为 4194304KB（即 4096MB）。创建完成

后，使用 free -m命令查询内存大小，回显如下： 

[root@localhost ~]# free -m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cache available  

Mem: 3790 167 3474 8 147 3414  

Swap: 1022 0 1022 

可以看到内存只有 3790MB，小于实际的 4096MB。 

但是使用 dmidecode -t memory命令查看实际的硬件内存大小时，回显如下： 

[root@localhost ~]# dmidecode -t memory  

# dmidecode 3.0  

Getting SMBIOS data from sysfs.  

SMBIOS 2.8 present.  

  

Handle 0x1000, DMI type 16, 23 bytes  

Physical Memory Array  

Location: Other  

Use: System Memory  

Error Correction Type: Multi-bit ECC  

Maximum Capacity: 4 GB  

Error Information Handle: Not Provided  

Number Of Devices: 1  

  

Handle 0x1100, DMI type 17, 40 bytes  

Memory Device  

Array Handle: 0x1000  

Error Information Handle: Not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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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Width: Unknown  

Data Width: Unknown  

Size: 4096 MB  

Form Factor: DIMM  

Set: None  

Locator: DIMM 0  

Bank Locator: Not Specified  

Type: RAM  

Type Detail: Other  

Speed: Unknown  

Manufacturer: QEMU  

Serial Number: Not Specified  

Asset Tag: Not Specified  

Part Number: Not Specified  

Rank: Unknown  

Configured Clock Speed: Unknown  

Minimum Voltage: Unknown  

Maximum Voltage: Unknown  

Configured Voltage: Unknown 

可以看到使用 dmidecode -t memory查看的内存大小与实际配置一致。 

问题原因 

首先，系统启动时会初始化相关设备，该过程会占用内存，内核启动时，也会占用一部分

的内存。其中，kdump 占用的内存是可以自行设置的，如无特殊要求，请勿自行修改 kdump占用

的内存大小。 

其次，free -m命令查询的是弹性云服务器的可用内存，dmidecode -t memory 命令查询的

是实际硬件内存大小。 

因此，使用 free -m命令查询到的内存大小比实际的要小一些，属于正常情况，非问题。 

 
物理机同样存在该问题。 

9.8 数据库类 

9.8.1 弹性云服务器上是否可以搭建数据库？ 

可以，我们不限制。您可以安装任何类型的数据库。 

9.8.2 弹性云服务器是否支持 Oracle 数据库？ 

支持，但是我们建议您在正式使用前，先做一下性能测试看是否能满足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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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8-01-30 第八次正式发布。 

修改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可选），修改

插件的下载地址。 

 9.6.1一台弹性云服务器可以挂载多块磁盘吗？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创建 GPU云和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修改云服务器类型的选择方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变更规格，补充“后续处理”。 

2017-12-30 第七次正式发布。 

修改 

 7.3查看监控指标，补充前提条件。 

2017-11-30 第六次正式发布。 

增加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支持导出弹性云服

务器列表。 

 9.5.1怎样查询弹性云服务器使用的密钥对是哪个？ 

 9.4.1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失败可能是什么原因？ 

 8.4挂载 SCSI盘的 Linux弹性云服务器，重启失败怎么办？ 

 9.6.7怎样查询 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磁盘分区与磁盘设备的对

应关系？ 

 9.6.8怎样查询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磁盘分区与磁盘设备的对应

关系？ 

修改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用户数据注入，增加使用场景 3。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文件注入，增加使用场景 3。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增加使用 X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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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进行登录。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变更规格，修改“管理虚拟 IP地址”的描

述。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增加 lvm的说明。 

 7.1支持的监控指标，增加支持列表。 

 9.6.3弹性云服务器挂载磁盘时有什么限制？ 

2017-10-30 第五次正式发布。 

增加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新增 H1型弹性云

服务器 

修改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新增 S2型弹性云

服务器 

2017-09-30 第四次正式发布。 

增加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9.6.4怎样调整系统盘分区？ 

 9.6.2哪些弹性云服务器支持挂载 SCSI类型的云硬盘？ 

 9.6.5如何将扩容系统盘的空白分区在线扩容到末尾的 root分

区？ 

 9.6.6如何将扩容系统盘的空白分区在线扩容到非末尾的 root

分区？ 

修改 

 9.3.1一台弹性云服务器是否可以绑定多个弹性 IP？，补充配置

路由策略的样例。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增加云硬盘的磁盘

模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重装操作系统，支持用户数据注入。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切换操作系统，支持用户数据注入。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变更规格中“管理虚拟 IP地址”的内容。 

 9.6.1一台弹性云服务器可以挂载多块磁盘吗？ 

2017-08-30 第七次正式发布。 

增加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自动恢复 

修改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增加 ECS产品架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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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弹性云服务器挂载磁盘时有什么限制？ 

2017-07-31 第六次正式发布。 

增加 

 弹性 IP支持“按带宽计费”和“按流量计费”两种方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可选）、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一键式重置密码，支持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 

 支持自动恢复功能 

修改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变更规格的“管理私有 IP地址”，支持虚

拟 IP地址特性。 

2017-04-28 第五次正式发布。 

增加 

7.1支持的监控指标，增加“系统状态检查失败”指标。 

2017-03-30 第四次正式发布。 

增加 

 MTU配置功能 

 支持 GPU优化型弹性云服务器 

 支持给弹性云服务器添加多个安全组 

 9.2.3怎样修改 Linux 弹性云服务器的静态主机名？ 

 8.3MSTSC方式登录 Windows 2012的弹性云服务器，登录失败怎

么办？ 

2017-02-28 第三次正式发布。 

增加 

 支持 Cloudinit特性。 

2016-10-29 第二次正式发布。 

增加 

 强制关机功能 

 强制重启功能 

 切换操作系统功能 

修改 

 重装操作系统功能 

2016-06-02 第一次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