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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云镜像使用帮助文档 

一、 镜像环境说明 

1. 操作系统 

Ubuntu 12.04 64 位 

2. Java 运行环境 

Apache2.2 + PHP5.4 

3. 镜像软件明细 

Mysql5.5 + FTP + PHPmyadmin + zend 

二、 软件账号和密码 

1. FTP 信息 

 FTP 账号：tianyiyun 

 FTP 密码：密码随机生成，具体密码查看方式请登录主机后

参考 passwd.txt 文件 

2. MySQL 信息 

 MySQL 帐号：root 

 MySQL 密码：密码随机生成，具体密码查看方式请登录主机

后参考 passwd.txt文件 

三、 软件目录及配置列表 

1. Apache 的配置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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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r/local/apache2/conf 

/usr/local/apache2/conf/extra/httpd-vhosts.conf 虚拟站

点配置文件 

2. 网站目录 

 /usr/local/apache2/htdocs ——> 可以把网站传到这个目录

下 

3. Phpmyadmin 管理地址 

http:// IP 地址/phpmyadmin 

4. php 运行环境探针访问地址 

http:// IP 地址/phpinfo.php 

5. FTP 目录 

/usr/local/tianyiyun/ftp 

四、 软件操作命令汇总 

1. 重启 apache 

service apache restart 

2. 重启 mysql 

service mysql restart 

3. 重启 ftp 

service vsftpd restart 

4. 更改 ftp 服务的 tianyiyun 账号的密码 

ssh 进入服务器，然后输入 passwd tianyiyu，之后两次输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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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密码即可。 

5. 添加 ftp 用户 

例如添加 wangzhan用户目录为/usr/local/wangzhan 

 创建网站文件夹 mkdir –p /usr/local/wangzhan  （备

注：p 是小写） 

 使用下面的命令创建帐户，该命令指定了

/usr/local/wangzhan 为用户 wangzhan的家目录，您可以

自己定义帐户名和目录： 

useradd -d /usr/local/wangzhan -s /usr/sbin/nologin 

wangzhan 

 修改该帐户密码:  

passwd wangzhan 然后两次输入更改的密码即可 

 修改指定目录的权限 

chown -R wangzhan.wangzhan /usr/local/wangzhan 

 然后 vi /etc/vsftpd.conf 在最下面添加 

ftp_username=wangzhan 

 接着 vi /etc/vsftpd.chroot_list 用户添加到里面 

 然后进入网站目录 cd wangzhan ，创建根目录 web（可自定

义名称） 

chmod -R 777 web（给予 web 文件夹权限）然后把文件上传到

web 内即可 (此方法使用与非默认站点，需要多站点创建的请参考

下方附录多站点搭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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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录 

1. 配置 apache 多网站 

Apache 虚机配置以下目录文件内 

如果使用同 ip 多端口进行不同站点的访问，配置 httpd.conf 

监听多个端口，具体操作为 

vi/usr/local/apache2/conf/http.conf 

 

等以下内容都设置以后，可以通过 netstat -n -a查看端口是

否开启。 

开启虚拟站点 

 

接下来配置 conf/extra/httpd-vhosts.conf 

Vi /usr/local/apache2/conf/extra/httpd-vhosts.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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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件内容如下  必须保证有一个网站使用 80 

备注 DocumentRoot  网站文件的目录 

ServerName  绑定的域名 

ServerAlias 别名 例如如下的图片所示 

 

ErrorLog  错误日志  

CustomLog 自定义错误 

<VirtualHost *:80> 

    DocumentRoot "/usr/local/apache2/htdocs/" 

    ServerName dummy-host.example.com 

    ServerAlias www.dummy-host.example.com 

    ErrorLog "logs/dummy-host.example.com-error_log" 

    CustomLog "logs/dummy-host.example.com-access_log" 

common 

</VirtualHost> 

 

<VirtualHost *:8012> 

    DocumentRoot "/usr/local/apache2/htdocs/wordpress"  

    ServerName dummy-host.example.com 

    ServerAlias www.dummy-host.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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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Log "logs/dummy-host.example.com-error_log" 

    CustomLog "logs/dummy-host.example.com-access_log" 

common 

 

一般我们设置只需要一下三项即可 

<VirtualHost *:80> 端口 

DocumentRoot "网站路径  

ServerName 域名 

</VirtualHost> 

处理完之后，重启下 apache 服务 service apache restart 

2. 将数据盘作为网站存放目录的方法 

（1） 挂载数据盘 

 步骤一：格式化分区 

如果是第一次挂载数据盘，需要格式化分区。 

根据 fdisk –l 的信息可以看到数据盘/dev/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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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分区 

 

查看分区 

 

新分区的盘符是/dev/sda1，对新盘符进行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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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二：挂载磁盘分区 

创建一个用于挂载的目录 mkdir /home/web1/ctyun, 

使用 mount 挂载 mount /dev/sdb1 /home/web1/ctyun/ 

df –h 查看下 

 

 步骤三：配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 

填写下图所示的内容，按 ESC 键输入“wq”敲回车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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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数据盘作为存放网站程序的目录 

这里我们使用刚才挂载的数据盘做为存放网站程序的目录。 

步骤 1：授权 

查看下 /home/web1/ctyun 的权限 

 

开始授权 

 

步骤 2：将网站程序放在数据盘 

本步骤通过使用 FTP 工具实现，以下以 FTP 工具 FileZilla 为

例。 

 打开 FTP工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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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进入 ctyun目录下，把本地网站程序上传到 ctyun目录

下即可，这里以 phpinfo.php 这个文件为例：在 ftp 里找到

phpinfo.php 的文件，并将文件拖拽至远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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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网站时可以看到域名接上挂载的 ctyun目录就可以打开

页面了。 

 

（3） 云主机 查看密码方式 

输入命令 cat passwd.txt 

 

（4） 修改 FTP 密码 

使用天翼云主机内置脚本 使用方法如下 

root@VM-54b65e82-d024-46c2-aa65-1d1aa155276d:~# sh 

resetpassword.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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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码设置成功后 可以再 passwd.txt 文件内查看到新的密码 

 

测试下 ftp是否成功 

 

 

（5） 更改 mysql 密码 

 

查看下 mysql 的 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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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下 mysql 的新密码是否可以正常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