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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定义  

    弹性云主机（CT-ECS，Elastic Cloud Server）属于天翼云弹性计算服务，由 CPU、内存、镜

像、块存储组成，是一种可随时获取、弹性可扩展的计算服务器，同时它结合 VPC、安全组、数据

多副本保存等能力，打造一个高效、可靠、安全的计算环境，确保服务持久稳定运行。  

    弹性云主机的开通是自助完成的，您只需要指定 CPU、内存、镜像规格，我们将会在最短的时

间内帮您开通，同时您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随时调整您的弹性云主机规格。  

1.2 产品功能  

弹性云主机服务提供的主要功能有：  

� 提供多种类型的弹性云主机，可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  

� 每种类型的弹性云主机包含多种规格；  

� 支持通过私有镜像创建弹性云主机；  

� 支持规格的变更；  

� 支持多网卡，目前可为云主机配置 1 张主网卡以及最多 11 张从网卡；  

� 支持虚拟私有云（VPC）；  

� 支持安全组的设置；  

� 支持自定义私网 IP 地址；  

� 支持多种性能的云硬盘；  

� 支持云硬盘的扩容；  

� 支持云硬盘备份；  

� 支持弹性伸缩；  

� 支持多维度的资源监控。  

1.3 关键术语  

可用分区：可用分区是同一服务区内，电力和网络互相独立的地理区域（一般是一个独立的物理机

房），这样可以保证可用分区的独立性。一个地域内有多个可用分区，一个可用分区发生故障后不

会影响同一地域内下的其它可用分区，可用分区间通过内网访问。  

虚拟私有云：虚拟私有云是通过逻辑方式为您提供一个完全隔离的网络环境。您可以在 VPC 中定义

与传统网络无差别的子网，同时提供弹性 IP、安全组、带宽、VPN 等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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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镜像是由操作系统、预装的公共应用以及用户私有应用组成的操作系统模板，便于用户快速

创建云主机。  

安全组：安全组是一个逻辑上的分组，它由同一个地域内具有相同安全保护需求并相互信任的云主

机组成。安全组创建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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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组的默认规则是在出方向上的数据报文全部放行，安全组内的云主机

无需添加规则即可互相访问。  

弹性 IP：弹性 IP 地址是独立申请的公网 IP 地址，您可以将弹性 IP 动态绑定到弹性云主机上，使

其可以与 Internet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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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弹性云主机  

2.1 注册账号  

在创建和使用天翼云弹性云主机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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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登录密码”、“用户姓名”、“地区”、“手机号码”、 

“验证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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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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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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邮箱激活您的账号或立即体验天翼云。  

  

2.2 登录控制中心  

完成账号注册后，您可以登录天翼云的控制中心进行云资源创建、使用和管理。  

1. 登录天翼云门户 http://ctyun.cn；  

2. 点击左上角的【登录】链接；  

 

3. 在弹出的登录页面中，输入注册邮箱和密码，请点击【登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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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控制中心】链接，进入控制中心页面；  

5. 在控制中心页面，点击【其他节点】，切换至天翼云 3.0 平台； 

 

6. 切换到需要创建云主机的节点，例如【贵州节点】。  

 

2.3 创建弹性云主机  

创建弹性云主机时，分为包年／包月和按需付费两种方式，下面按照两种付费方式介绍弹性云主机

的开通方法。 

包年／包月： 

1. 在贵州节点界面单击【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创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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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创建弹性云主机】；  

 

3.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选择【包年／包月】选项，填写基本信息；  

 

l 云主机名称：您可自定义云主机名称，如不填写系统将自动设置云主机名称，批量创建云主机时，

系统将在在云主机名称后自动增加后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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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支持一个可用分区；  

l 云主机类型：天翼云目前提供三种类型的云主机，通用型、内存优化型和 GPU 优化型，通用型云

主机的 vCPU 和内存比为 1:1、1:2、1:4（若选择 32 核 vCPU，内存只能选择 64GB 和 128GB），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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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优化型云主机的 vCPU 和内存比为 1:8，GPU 优化型云主机的 vCPU 和内存比为 1:2（若选择 8 核

vCPU，内存可以选择 64GB）。选择不同的云主机类型，将直接影响接下来可以选择云主机规格

（vCPU 和内存）；  

l 云主机规格：云主机的规格通过选择 vCPU 和内存来确认，如 4vCPU 和 8GB 内存。若选择 GPU 优

化型云主机，不同的规格会配置不同的 GPU 显卡；  

l 镜像类型：分为公共镜像、私有镜像和共享镜像，公共镜像是指常见的标准操作系统镜像，所有

用户可见，包括操作系统。私有镜像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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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镜像是由其它用户共享的私有镜像。初次创建云主机可以选择公共镜像；  

l 镜像：贵州节点支持主流的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Windows 镜像包括 2008R2/64 位、

2012DataCenter 中/英/64 位、2012Standard 中/英/64 位和 2016 DataCenter 中/英/64 位，包含

正版的 License 授权，Linux 支持 CentOS6.4/64 位、CentOS6.5/64 位、CentOS6.6/32 位/64 位、

CentOS7.1/64 位、Ubuntu14.04/64 位、Ubuntu16.10/64 位、Debian9.0/64 位、openSUSE leap 

42.4/64 位等；  

l 磁盘：磁盘指云主机的系统盘和数据盘。关于磁盘的几点说明：   

1） 目前提供三种不同类型、不同读写性能的存储，包括普通 IO（SATA 存储，最大 IOPS  

1000）、高 IO（SAS 存储，最大 IOPS 3000）、超高 IO（SSD 存储，最大 IOPS 20000）。

系统盘和数据盘均可指定任一类型的存储。  

2） 系统盘默认为 40G。  

3） 数据盘大小可根据您的需求进行设定，最小容量为 10G，可以以 10G 步长增加，最大可指

定 32T。  

4） 单台云主机上可以通过点击【增加一块数据盘】添加多块数据盘。  

 

 

注意：购买云主机将免费赠送 40G 的普通 IO 系统盘。如果您在购买云主机时选择了高 IO 或超

高 IO 类型的系统盘，我们仅能为您减免 40G 的普通 IO 系统盘的费用，超出部分的费用由您自

行承担。  

  

4.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填写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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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虚拟私有云：云主机的网络由虚拟私有云（VPC）提供。VPC 中包括子网、安全组等。首次创建云

主机时如果未配置过 VPC，系统将会为您创建默认 VPC，默认 VPC 网段为"192.168.0.0/16"，同

时会预置默认子网和安全组，默认子网网段为"192.168.1.0/24"，子网网关为"192.168.1.1"，

默认安全组策略为出方向全开，入方向全关；您也可以在创建云主机前，在虚拟私有云的控制台

中提前创建 VP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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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系统默认创建的安全组策略为出方向全开，入方向全关，即无法通过公网 IP 或其它云主

机访问到该云主机，如果要访问到云主机，可在安全组中增加一条入方向的访问规格，如下图。  

 

 

l 网卡：网卡主要用于指定云主机所在的子网信息和内网 IP 地址。可在子网选择框后的文本框中

输入内网 IP 地址，如不输入系统将会为云主机自动分配内网 IP 地址。云主机可以添加多块网卡，

通过点击【增加一块网卡】实现；  

 

l 弹性 IP：弹性 IP 即公网 IP。通过将公网 IP 地址可以实现 VPC 内的云主机互联网访问。您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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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使用弹性 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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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自动分配：自动为每台云主机分配独享带宽的弹性 IP，带宽值可通过拖动滑动条选择，或

在文本框中输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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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填写登录信息；  

 

l 登录方式：支持密码和密钥对两种登录方式：  

1） 密码：通过用户名和密码可以登录到云主机。Linux 操作系统时的默认用户名为 root， 

Windows 操作系统时默认用户名为 Administrator；  

2） 密钥对：通过 SSH 密钥证书，可以选择在 SSH 密钥证书中导入的证书作为云主机的鉴权证 

书。仅在 Linux 操作系统时可以选择证书方式鉴权。Windows 操作系统只能使用用户名密码方

式。密钥证书可在【云主机控制台】【密钥对】中创建。 

6.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填写高级配置（可选）及创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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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件注入：文件注入功能为可选配置，主要用于创建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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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1KB。文件保存路径：在创建 Linux 云主机时，需要输入注入文件保存路径，例如 

“/etc/foo.txt”；在创建 Windows 云主机时，注入文件系统自动保存在 C 盘根目录，仅需要输

入文件名，例如 “foo”，且文件名只能包含字母和数字； 

l 用户数据注入：用户数据注入功能为可选配置，主要应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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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并上传到主机或其他可以使用脚本完成的事情。用

户数据大小不能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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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自动恢复：开启自动恢复功能后，当弹性云服务器所在的硬件出现故障时，系统会自动将弹性云

服务器迁移至正常的物理机，保障您受到的影响最小，该过程会导致云服务器重启。如果未开启

自动恢复功能，当弹性云服务器所在的硬件出现故障时，需等待系统管理员进行问题修复； 

l 云服务器组：云服务器组内的弹性云服务器将遵循反亲和策略，尽量分散地创建在不同主机上，

云服务器组的创建方式参见“2.4 创建云服务器组”; 

l 创建量：设置您创建的云主机数量和购买时长，系统会显示您当前还可以购买的主机数量。为了

保证所有资源的合理分配，如果您需要的主机数量超过当前您可以购买的最大数值，您可以点击

【 】申请更多云主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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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完成所有信息填写或配置后，点击【立即申请】按钮，进入资源详情

页；  

8. 在资源详情页，勾选“我已经阅读并同意相关协议”，点击【提交申请】按钮；  

 

9. 在订单列表页面，确认所购产品信息，单击【支付】，系统将提示云主机任务已提交成功，等

待系统自动创建云主机。 

 

 

注意： 

1、 只有余额充足的情况下，才可以支付成功； 

2、 如果系统盘类型选择普通 IO，默认不收取此部分费用，且该费用已从云主机的金额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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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付费： 

1. 在贵州节点界面单击【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创建界面；  

  

2. 单击【创建弹性云主机】；  

 

3.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选择【按需付费】选项，填写基本信息；  

 

l 云主机名称：您可自定义云主机名称，如不填写系统将自动设置云主机名称，批量创建云主机时，

系统将在在云主机名称后自动增加后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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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支持一个可用分区；  

l 云主机类型：天翼云目前提供三种类型的云主机，通用型、内存优化型和 GPU 优化型，通用型云

主机的 vCPU 和内存比为 1:1、1:2、1:4（若选择 32 核 vCPU，内存只能选择 64GB 和 128GB），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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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优化型云主机的 vCPU 和内存比为 1:8，GPU 优化型云主机的 vCPU 和内存比为 1:2（若选择 8 核

vCPU，内存可以选择 64GB）。选择不同的云主机类型，将直接影响接下来可以选择云主机规格

（vCPU 和内存）；  

l 云主机规格：云主机的规格通过选择 vCPU 和内存来确认，如 4vCPU 和 8GB 内存。若选择 GPU 优

化型云主机，不同的规格会配置不同的 GPU 显卡； 

l 镜像类型：分为公共镜像、私有镜像和共享镜像，公共镜像是指常见的标准操作系统镜像，所有

用户可见，包括操作系统。私有镜像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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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镜像是由其它用户共享的私有镜像。初次创建云主机可以选择公共镜像；  

l 镜像：贵州节点支持主流的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Windows 镜像包括 2008R2/64 位、

2012DataCenter 中/英/64 位、2012Standard 中/英/64 位和 2016 DataCenter 中/英/64 位，包含

正版的 License 授权，Linux 支持 CentOS6.4/64 位、CentOS6.5/64 位、CentOS6.6/32 位/64 位、

CentOS7.1/64 位、Ubuntu14.04/64 位、Ubuntu16.10/64 位、Debian9.0/64 位、openSUSE leap 

42.4/64 位等；  

l 磁盘：磁盘指云主机的系统盘和数据盘。关于磁盘的几点说明：   

1） 目前提供三种不同类型、不同读写性能的存储，包括普通 IO（SATA 存储，最大 IOPS  

1000）、高 IO（SAS 存储，最大 IOPS 3000）、超高 IO（SSD 存储，最大 IOPS 20000）。

系统盘和数据盘均可指定任一类型的存储。  

2） 系统盘默认为 40G。  

3） 数据盘大小可根据您的需求进行设定，最小容量为 10G，可以以 10G 步长增加，最大可指

定 32T。  

4） 单台云主机上可以通过点击【增加一块数据盘】添加多块数据盘。  

 

 

注意：购买云主机将免费赠送 40G 的普通 IO 系统盘。如果您在购买云主机时选择了高 IO 或超

高 IO 类型的系统盘，我们仅能为您减免 40G 的普通 IO 系统盘的费用，超出部分的费用由您自

行承担。  

  

4.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填写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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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虚拟私有云：云主机的网络由虚拟私有云（VPC）提供。VPC 中包括子网、安全组等。首次创建云

主机时如果未配置过 VPC，系统将会为您创建默认 VPC，默认 VPC 网段为"192.168.0.0/16"，同

时会预置默认子网和安全组，默认子网网段为"192.168.1.0/24"，子网网关为"192.168.1.1"，

默认安全组策略为出方向全开，入方向全关；您也可以在创建云主机前，在虚拟私有云的控制台

中提前创建 VP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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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系统默认创建的安全组策略为出方向全开，入方向全关，即无法通过公网 IP 或其它云主

机访问到该云主机，如果要访问到云主机，可在安全组中增加一条入方向的访问规格，如下图。  

 

 

l 网卡：网卡主要用于指定云主机所在的子网信息和内网 IP 地址。可在子网选择框后的文本框中

输入内网 IP 地址，如不输入系统将会为云主机自动分配内网 IP 地址。云主机可以添加多块网卡，

通过点击【增加一块网卡】实现；  

 

l 弹性 IP：弹性 IP 即公网 IP。通过将公网 IP 地址可以实现 VPC 内的云主机互联网访问。您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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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使用弹性 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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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自动分配：自动为每台云主机分配独享带宽的弹性 IP，带宽值可通过拖动滑动条选择，或

在文本框中输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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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填写登录信息：  

 

l 登录方式：支持密码和密钥对两种登录方式：  

1） 密码：通过用户名和密码可以登录到云主机。Linux 操作系统时的默认用户名为 root， 

Windows 操作系统时默认用户名为 Administrator；  

2） 密钥对：通过 SSH 密钥证书，可以选择在 SSH 密钥证书中导入的证书作为云主机的鉴权证 

书。仅在 Linux 操作系统时可以选择证书方式鉴权。Windows 操作系统只能使用用户名密码方

式。密钥证书可在【云主机控制台】【密钥对】中创建。 

6.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填写高级配置（可选）及创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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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件注入：文件注入功能为可选配置，主要用于创建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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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1KB。文件保存路径：在创建 Linux 云主机时，需要输入注入文件保存路径，例如 

“/etc/foo.txt”；在创建 Windows 云主机时，注入文件系统自动保存在 C 盘根目录，仅需要输

入文件名，例如 “foo”，且文件名只能包含字母和数字； 

l 用户数据注入：用户数据注入功能为可选配置，主要应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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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一并上传到主机或其他可以使用脚本完成的事情。用

户数据大小不能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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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自动恢复：开启自动恢复功能后，当弹性云服务器所在的硬件出现故障时，系统会自动将弹性云

服务器迁移至正常的物理机，保障您受到的影响最小，该过程会导致云服务器重启。如果未开启

自动恢复功能，当弹性云服务器所在的硬件出现故障时，需等待系统管理员进行问题修复； 

l 云服务器组：云服务器组内的弹性云服务器将遵循反亲和策略，尽量分散地创建在不同主机上，

云服务器组的创建方式参见“2.4 创建云服务器组”; 

l 创建量：设置您创建的云主机数量，系统会显示您当前还可以购买的主机数量。为了保证所有资

源的合理分配，如果您需要的主机数量超过当前您可以购买的最大数值，您可以点击【 】申请

更多云主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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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弹性云主机创建页面，完成所有信息填写或配置后，点击【立即申请】按钮，进入资源详情

页；  

8. 在资源详情页，勾选“我已经阅读并同意相关协议”，点击【提交申请】按钮，系统将提示云

主机任务已提交成功，等待系统自动创建云主机。  

 

2.4 创建云服务器组 

通过云服务器组功能，弹性云主机在创建时，将尽量分散地创建在不同的宿主机上，提高业务的可

靠性。对于已经创建的弹性云主机，不支持添加云服务器组操作。 

� 对于单个租户，最多可以创建 10 个云服务器组。 

� 对于每个云服务器组，最多可以添加 16 台弹性云服务器。 

� 云服务器组与云服务器组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 云服务器组不支持添加已有的弹性云服务器。 

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控制中心。 

2. 选择【计算】【弹性云主机】； 

3.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云服务器组】； 

4. 在【云服务器组】页面，单击【创建云服务器组】； 

5. 输入云服务器组的名称，系统默认选择【反亲和性】策略，单击【确定】，云服务器组创建成

功； 

 



创建弹性云主机 

 

    22  

  

6. 将弹性云主机加入云服务器组：在创建弹性云主机时，展开【高级配置】，并选择该弹性云服

务器待加入的云服务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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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更云主机  

如果您购买的云主机规格或网络带宽无法满足业务需要时可参考本章节变更云主机规格。  

您可以升级云主机的 CPU、内存、磁盘和带宽，还可以为云主机添加网卡和变更网卡所属安全组。  

3.1 变更规格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在云主机列表查看需要变更规格的云主机；  

 

3. （可选）如果需要变更 CPU 和内存的云主机状态不是关机状态，【变更规格】链接不可用，需要关机

后才可执行变更规格操作。单击云主机所在行的【更多】列下的【关机】，并在关机确认弹出框中，

点击【确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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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待云主机状态变更为关机状态时，单击【更多】列下的【变更规格】；  

  

5. 在弹出的变更规格页面，选择变更后的云主机类型、vCPU 和内存，点击【确定】按钮；  

 

6. 在“云主机变更规格”页面，确认变更后的 vCPU 和内存规格无误后，阅读并勾选“我已经阅读并同

意相关协议”，单击【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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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扩容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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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云 3.0 云硬盘备份用户使用指南》。  

3.3 添加网卡  

当您的云主机需要多个网卡时，可以参考下面步骤为云主机添加网卡。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在云主机列表查看需要添加网卡的云主机；  

3. 单击云主机名称,进入云主机详情页面； 

 

4. 在云主机详情页面，选择【网卡】选项,进入网卡详情页单击【添加网卡】；  

   

5. 选择待增加的子网和安全组，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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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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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主机所在行的【操作】列下，单击【远程登录】；  

2） 登录云主机；  

3） 执行如下命令，查看网卡网卡名称；  

ifconfig –a  

例如，查询到的网卡名为：eth2。  

4） 执行如下命令，进入相应目录；  

cd /etc/network  

5）执行如下命令，打开 interfaces 文件；  

vi interfaces  

6） 在 interfaces 文件中，增加类似如下信息；  

auto eth2   

iface eth2 inet dhcp  

7） 执行如下命令，保存并退出 interfaces 文件。  

:wq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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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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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删除网卡  

云主机最多可以有 12 个网卡，其中包括一个主网卡，且主网卡不可删除。当您的云主机需要删除主网卡

以外的其他网卡时，可以参考下面步骤。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在云主机列表查看需要删除网卡的云主机；  

3. 单击云主机名称,进入云主机详情页面； 

  

4. 在云主机详情页面，选择【网卡】选项，在待删除的网卡所在行的右侧单击【删除】； 

 

5. 在删除确认页面，单击【确定】，删除网卡。  

  

3.5 变更网卡安全组 

当云主机的网卡需要变更所属安全组时，可以参考下面步骤。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在云主机列表查看需要变更网卡安全组的云主机；  

3. 单击云主机名称,进入云主机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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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云主机详情页面，选择【网卡】选项，在待修改所属安全组的网卡 ID 所在行的右侧单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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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确定】。  

  

3.6 管理私有 IP 地址  

绑定浮动私有 IP 地址，为网卡提供了第二个 IP 地址，该 IP 地址可以通过网卡子接口或者多 IP 地址的方

式配置到当前网卡上。从而实现更灵活的网络功能，例如：HA 双机热备时的浮动 IP，LVS 的 VIP 等功能，

配置步骤如下：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在云主机列表查看需要配置浮动私有 IP 的云主机；  

3. 单击云主机名称,进入云主机详情页面； 

 

4. 在云主机详情页面，选择【网卡】选项，在待绑定浮动私有 IP 地址的网卡所在行的右侧单击【管理

私有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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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弹出的“管理私有 IP 地址”对话框中，勾选【配置浮动私有 IP 地址】，设置 IP 地址，单击【确

定】。  

 

3.7 调整带宽  

当云主机绑定了弹性 IP 时，通过带宽提供公网和云主机间的访问流量。当云主机的带宽需要调整时，可

以参考下面步骤：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在云主机列表查看需要调整带宽的云主机；  

3. 单击云主机名称,进入云主机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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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云主机详细信息中单击虚拟私有云名称链接，进入虚拟私有云管理页面； 

   

5. 在虚拟私有云页面导航栏中，单击【带宽】；  

  

6. 单击要调整带宽的公网 IP 所在行右侧的【修改】链接；  

  

7. 设置调整的带宽值，单击【确定】按钮；  



变更云主机 

 

    31  

  

 

8. 在资源详情页，勾选“我已经阅读并同意《虚拟私有云服务协议》”，点击【确认申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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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云主机  

在您申请了云主机后，可以通过控制中心查看和管理您的云主机。本节介绍如何管理您的云主机，

包括查看云主机详情、登录云主机、云主机生命周期管理、监控云主机、云主机操作系统转镜像、

重装云主机操作系统、无公网 IP 的云主机访问 Internet 等。  

4.1 查看云主机详情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  

3. 在云主机列表选择需要查看的云主机，单击云主机名称,进入云主机详情页面； 

  

4. 在云主机详情页面，查看云主机的详细信息。可以单击相应链接查看云主机、云硬盘详情、监

控数据、更改云主机安全组、为云主机添加网卡等。 

  

4.2 登录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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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MSTSC 方式登录（Windo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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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 Linux 云主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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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可以使用密码方式也可以使用 SSH 密钥方式登录 Linux 云

主机；  

� MSTSC 方式登录：仅适用于 Windows 云主机。您可以通过在本机运行 MSTSC 方式登录云主机。 

此时，需要该云主机绑定弹性 IP 地址。当前仅支持使用密码方式登录 Windows 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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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VNC 登录云主机  

本节为您介绍如何使用 VNC 登录到云主机上。当您的云主机是采用 SSH 密钥方式鉴权的 Linux 云主

机，请先参考 4.2.2 SSH 密钥方式登录 Linux 云登录云主机并修改 root 用户密码，然后再采用 

VNC 方式登录。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  

3. 在云主机列表点击要登录的云主机所在行的【远程登录】链接；  

  

4. 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创建云主机时设置的密码；windows 系统可以点击【Send CtrlAltDel】

后再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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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SSH 密钥方式登录 Linux 云主机  

使用该方式登录云主机，云主机创建时需要指定使用证书方式登录，且云主机已经绑定弹性 IP。  

1. 如果您登录云主机的本地计算机操作系统是 Windows，可以按照下面方式登录 Linux 云主机。我

们以 PuTTY 为例介绍如何登录云主机，使用 PuTTY 登录云主机前需要先转化私钥格式。  

1） 在下面路径中下载 PuTTY 和 PuTTYgen；  

http://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download.html  

2） 运行 PuTTYgen；  

3） 选择【Conversions】【Import key】，导入创建云主机时保存的私钥文件；  

 

4） 单击【Save privat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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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转化后的私钥到本地。例如：SSHKeylocal.ppk；  

6） 运行 PuTTY；  

7） 选择【Connection】【data】，在【Auto-login username】处输入：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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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Connection】【SSH】【Auth】，在最下面一个配置项【Private key file for 

authantication】中，单击【Browse】，选择步骤 5 转化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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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Session】，在【Host Name (or IP address)】下的输入框中输入云主机的弹性 IP 地址；  

  

10） 单击【Open】，登录到云主机，可通过命令行使用云主机；  

 

2. 如果您登录云主机的本地计算机操作系统是 Linux，可以按照下面方式登录。下面步骤以私钥文

件是 SSHKey.pem 为例进行介绍。  

1）在您的 linux 本地计算机的命令行中执行如下命令，变更权限；  

chmod 600 /path/kp-123  

 说明：上述命令的 path 为密钥文件的存放路径。  

2）执行如下命令登录云主机。  

ssh -i /path/kp-123 root@弹性 IP 地址  

 说明：path 为密钥文件的存放路径，弹性 IP 地址为云主机绑定的弹性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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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密码方式登录 Linux 云主机  

使用该方式登录云主机，云主机创建时需要指定使用密码方式登录，且云主机已经绑定弹性 IP。  

1. 如果您登录云主机的本地计算机操作系统是 Windows，可以按照下面方式登录云主机，下面步骤

以 PuTTY 为例：  

1） 运行 PuTTY；  

2） 单击【Session】，在【Host Name (or IP address)】下的输入框中输入云主机的弹性 IP 地址；  

3） 单击【Open】；  

4） 输入用户名“root”和创建云主机时设置的密码，即可登录云主机。  

2. 如果您登录云主机的本地计算机操作系统是 Linux，您可以在计算机的命令行中运行如下命 

令登录云主机：  

ssh 云主机绑定的弹性 IP 地址。  

4.2.4 密码方式登录 Windows 云主机  

使用方式该方式登录云主机，云主机创建时需要指定使用密码登录，且云主机已经绑定弹性 IP。  

1. 在本地的操作系统中，选择【开始】按钮；  

2. 在“搜索程序和文件”中，输入“mstsc”，回车后打开远程桌面窗口，也可通过选择【附件】 

【远程桌面连接】，打开远程桌面窗口；  

  

3. 根据提示，输入云主机的弹性 IP 地址，点击【连接】；  

4. 输入登录云主机的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和创建时指定的云主机密码，点击【确定】登录云主

机。  



管理云主机 

 

    39  

  

4.2.5 密钥方式登录 Windows 云主机 

登录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弹性云主机时，需使用密码方式登录。因此，用户需先根据创建弹性云主

机时使用的密钥文件，获取该云主机初始安装时系统生成的管理员密码。该密码为随机密码，安全

性高，请放心使用。 

1. 获取创建弹性云主机时使用的私钥文件（.pem 文件）； 

2. 登录云主机控制台，选择【弹性云主机】，在弹性云主机列表，选择待获取密码的弹性云主机； 

3. 单击【更多】【获取密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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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文本框中手动删除“-----BEGIN RSA PRIVATE 

KEY-----”和“-----END RSA PRIVATE KEY-----”）。 

– 将密钥文件内容复制粘贴在空白框中。 

 

5. 单击“获取密码”，获取随机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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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获取密码后参见“4.2.4 密码方式登录 windows 云主机”的方法登录云主机。 

4.3 云主机生命周期管理  

云主机的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启动、关闭、重启、删除云主机。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  

3. 勾选云主机，单击云主机列表左上角的【开机】/【关机】/【重启】/【删除】”。 

  

 云主机状态说明如下表：  

状态  状态属性  说明  

创建中  中间状态  创建云主机实例后，在云主机状态进入运行中之前的状态。如果

长时间处于该状态，则说明出现异常，需要联系管理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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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中  中间状态  云主机实例从关机到运行中的中间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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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中  稳定状态  云主机实例正常运行状态。在这个状态的实例可以运行您的业

务。  

关机中  中间状态  云主机实例从运行中到关机的中间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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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机  稳定状态  云主机实例被正常停止。在这个状态下的实例，不能对外提供业

务。  

重启中  中间状态  云主机实例正在进行重启操作。如果长时间处于该状态，则说明 

状态  状态属性  说明  

  出现异常，需要联系管理员处理。  

更新规格

中  

中间状态  云主机实例接收变更请求，开始进行变更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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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规格

校验中  

中间状态  云主机实例正在校验变更完成后的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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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中  中间状态  云主机实例处于正在被删除的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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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删除  中间状态  云主机实例已被正常删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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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  稳定状态  云主机实例处于异常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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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监控云主机  

云监控服务是一个开放性的监控平台，即可提供资源的实时监控、告警、通知等服务。用户可以通

过这些指标设置告警规则和通知策略，以便及时了解弹性云主机实例资源运行状况和性能。  

4.4.1 监控云主机运行状态  

您可以直接在云主机详情中跳转至云监控服务页面，查看对应实例的监控图表。  

l 如果某个实例停止、故障、删除则无法在云监控中查看到监控数据，当再次启动、恢复后即可

正常查看监控指标数据；  

l 某个实例停止、故障 24 小时后监控服务默认此实例不存在，将在实例监控中将其删除掉、不再

监控，但告警规则需要用户手动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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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  

3. 单击云主机名称,进入云主机详情页面； 

  

4. 在云主机详情页，单击【监控】；  

  

5. 在云主机监控区域，单击时长按钮或自定义时间段按钮，设置云主机的监控周期。系统提供了

监控固定时长和自定义时长两种方式；  

1） 固定时长包括近 1 小时、近 3 小时、近 12 小时、近 24 小时、近 1 周、近 1 个月一共 6 个时间段，

作为用户监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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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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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云主机监控区域，可以通过下拉菜单选择需要展示的监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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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基于已开云主机创建私有镜像  

本节为您介绍如何将云主机的操作系统转为私有镜像，供后续创建其他云主机器使用。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  

3. 在云主机详情页，单击【更多】【制作镜像】；  

  

 

说明：只有关机状态的云主机才能制作镜像。如果云主机不是关机状态，请先参见 4.3 执行关机操

作。  

 

4. 在创建私有镜像页面，填写镜像名称、描述等信息，点击【立即申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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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创建镜像，会按镜像存储的容量按需计费。  

 

5. 在确认页面，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天翼云弹性云主机服务等级协议》和《天翼云系统镜像

服务免责声明》”协议，单击【提交申请】按钮，完成创建。  

 

4.6 重装云主机的操作系统  

本节为您介绍云主机操作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时或在云主机系统运行正常的情况下对系统进行优化，

使系统在最优状态下正常工作时，如何重装云主机的操作系统。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在云主机控制台导航栏中，选择【弹性云主机】； 

3. 在云主机列表，选择待重装操作系统的云主机，单击【更多】【重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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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只有关机状态的云主机才能重装操作系统。如果云主机不是关机状态，请先参见 4.3 执行

关机操作。

 

4. 在重装系统页面，选择重装操作系统后的密钥对，单击【确认】按钮；  

 

5. 在重装确认页面，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协议，单击【提交申请】按钮，完成重装；   

  

6. 提交重装系统的申请后，云主机的状态变为“重装系统中”。操作系统重装完成后，云主机会

自动开机；云主机状态变为“运行中”时，则表示操作系统重装成功。  

4.7 一键重置云主机密码  

公有云平台提供了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弹性云主机的密码丢失或过期时，可以应用一键式重置密

码功能，给弹性云主机设置新密码。该方法方便、有效，在您创建弹性云主机时，公有镜像中默认

含有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针对较早之前创建的弹性云主机，可以通过登录云主机安装密码重置插

件的方式实现该功能，具体操作请参见本节内容。 

4.7.1 一键式重置密码方法 

1. 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切换至云主机所在节点，选择【弹性云主机】； 

2. 选中待重置密码的弹性云主机，并选择【操作】列下的【更多】【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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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出现以下界面，根据界面提示，设置弹性云主机的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单击【确认并重

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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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重启弹性云主机； 

 

4. 若在“步骤 2”点击【重置密码】后，出现以下界面，则说明云主机不具备一键式重置密码功能。

如果需要使用该功能，还需要安装重置密码插件，Linux 云主机安装插件的方式参见“4.7.2 

Linux 云主机安装重置密码插件方法”，windows 云主机安装插件的方式参见“4.7.3 windows

云主机安装重置密码插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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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Linux 云主机安装重置密码插件方法 

1. 登录需要安装重置密码插件的云主机；根据所创建云主机的操作系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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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定义；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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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64 位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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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下载地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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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执行以下命令，解压软件包 CloudResetPwdAgent.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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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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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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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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插件安装成功后，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选择【弹性云主机】； 

5. 选中待重置密码的弹性云主机，并选择【操作】列下的【更多】【重置密码】； 

 

6. 根据界面提示，设置弹性云主机的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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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确认并重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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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4.7.3 windows 云主机安装重置密码插件方法 

1. 登录需要安装重置密码插件的云主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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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定义。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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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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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定义； 

3. 安装一键式重置密码插件； 

A. 双击/CloudResetPwdAgent/CloudResetPwdUpdateAgent.Windows 目录下的“setup.bat”文件； 

B. 安装密码重置插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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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插件安装成功后，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选择【弹性云主机】； 

5. 选中待重置密码的弹性云主机，并选择【操作】列下的【更多】【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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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界面提示，设置弹性云主机的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7. 单击“确认并重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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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4.7.4 插件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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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操作： 

l Linux 弹性云主机 

1. 登录弹性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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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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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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Windows 弹性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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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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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  

5.1 管理类  

5.1.1 创建一台云主机需要长时间？  

通常几分钟之内即可创建成功。  

5.1.2 弹性云主机使用时有什么限制？  

建议不要自行升级云主机的内核版本和操作系统版本；不要卸载云主机上预装的性能辅助优化软

件；不要修改云主机网卡的 MAC 地址。  

5.1.3 弹性云主机的文件注入功能如何使用？  

1. 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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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主机  

� 其他可以使用脚本完成的事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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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目录，路径只能包含字母、数字、下划线和点。例如/etc/foo.t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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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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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入文件执行方式：手工执行；  

3.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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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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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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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云主

机时。注入文件示例：  

syntax on  set 

tabstop=4  set 

number  

5. 使用示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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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O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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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etc/init.d chmod 

775 initia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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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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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98initial 中 S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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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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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如何处理无法导入 SSH 密钥的问题  

当您的浏览器是 IE9 时，可能无法导入 SSH 密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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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是否能将一个账号下的云主机转移到另一个账号下？  

暂时无法提供帐户资源转移的服务。  

5.1.6 一台云主机是否可以挂载多块云硬盘？  

可以，一台云主机最多挂载 10 块云硬盘作为数据盘。  

5.1.7 一台云主机是否可以绑定多个弹性 IP？  

不可以，一台云主机只可以绑定一个弹性 IP。   

5.1.8 无法通过弹性 IP 登录到云主机时，如何处理？  

您可以通过 VNC 登录到云主机查看云主机状态（登录步骤参见 4.2.1），如果仍无法解决您可拨打

免费客服电话 4008109889。  

5.1.9 “删除”按钮是什么意思？    

删除是指删除云主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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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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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已删除的弹性云主机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云主机的中间状态。说明云主机已被正常删除，在该状态下的云主机，不能对外提供业

务，将会在短时间内从系统中彻底清除。  

5.1.11 已删除的云主机可以再开通吗？  

已删除的云主机在控制中心的弹性云主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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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再次购买同样规格的云主机。  

5.1.12 如何处理 VNC 方式登录云主机后，查看数据失败，VNC 

无法正常使用？  

使用 VNC 方式登录云主机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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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览器后重新登录云主机。  

5.1.13 云主机添加网卡后是否会自动启动？  

云主机的操作系统为 CentOS 7.0 时，添加网卡后在云主机内部无法自启动，需要手动激活。  

5.2 网络和安全类  

5.2.1 弹性云主机如何防 DDoS 攻击的？  

首先，我们的监控系统会在发现您的流量异常时自动启动流量清洗并建议您封闭不用的端口。同

时，我们提供了防 DDoS 的服务（Anti-DDoS 服务），它可以阻止您的弹性云主机受到非法的攻击。  

5.2.2 弹性云主机器密码设置简单会不会被入侵？  

弱密码容易遭到互联网的恶意攻击，建议指定的云主机密码由数字、大小写字母、特殊符号组成，

长度在 8 至 26 位。  

5.2.3 不同帐号下云主机内网是否可以互通？  

不同帐号下的云主机内网是不通的。  

5.2.4 我创建的云主机是否在同一子网？  

由于您可以自定义网络，所以云主机是否在一个子网，完全由您来控制。  

5.2.5 为什么云主机可以远程连接，但是无法 ping 通？ 

需要在安全组中开启 ICMP 协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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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存储类  

5.3.1 是否提供本地 SSD 盘？  

暂时不提供，产品完善中，敬请期待。  

5.3.2 云主机是否提供高性能磁盘？  

我们提供了基于分布式架构的 SSD 的云硬盘产品，其具有高 IO、高吞吐、低时延的特点，欢迎您

使用。  

5.3.3 云硬盘的性能如何？  

天翼云提供 SATA 普通 IO（SATA）、高 IO（SAS）、超高 IO（SSD）三种类型的云硬盘，每种类型

具备不同的 IOPS 性能指标：  

普通 IO ：最大 IOPS 1000，最大吞吐量 90MBps  

高 IO ：最大 IOPS 3000，最大吞吐量 150MBps  

超高 IO ：最大 IOPS 20000，最大吞吐量 350MBps  

5.4 操作系统类  

5.4.1 操作系统是否需要收费？  

我们提供的 Linux 系统不需要您支付版权费用；提供的 Windows 系统自带正版激活，目前暂不收

费。  

5.4.2 我能否自己安装或者升级操作系统？  

云主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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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弹性云主机的登录用户名是什么？  

Linux 操作系统的用户名为 root，Windows 操作系统的用户名为 administrator。  

5.4.4 弹性云主机能否更换操作系统？  

暂时不支持更换操作系统。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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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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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操作系统自带 FTP 上传吗？  

FTP 需要用户自己安装和配置。  

5.4.7 重装操作系统有哪些约束条件？  

� 用户云主机的配额大于 0 。  

在重装操作系统过程中需要的云主机额大于 0，在重装过程中系统会自动创建一台临时云主机，该

临时云主机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并且在重装完成之后被自动删除，在重装操作系统过程中请不要

对该云主机进行任何操作。  

� 原有云主机主网卡所在的子网的 IP 地址资源未被用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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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原有云主机计费方式为按需模式，请确认账户余额充足（非受限状态）。  

5.4.8 重装操作系统失败如何处理？  

如果重装操作系统失败，页面会提示重装操作系统失败，运维人员会在后台进行人工恢复，如果

您有紧急业务需要立即恢复，请联系运维人员进行紧急恢复。  

5.5 数据库类  

5.5.1 弹性云主机上是否可以搭建数据库？ 

可以，我们未做任何限制。您可以安装任何类型的数据库。  

5.5.2 弹性云主机默认提供数据库吗？  

基于公共镜像创建的云主机未安装数据库。我们提供了基于 MySQL，PostgreSQL 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 RDS 服务，欢迎您的使用。  

5.5.3 弹性云主机是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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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