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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概要

云服务器功能上类似传统的物理机，但具有天然的按需弹性和管理简单的优势，可以按需计费降低

成本、实时添加或删除网卡和硬盘、更改配置等，也可以通过 VNC 终端远程连接并管理云服务器。在浪

潮云中创建或删除一台云服务器时间在 1 分钟以内。

云服务器是一个虚拟的计算环境，包含了 CPU、内存、操作系统、磁盘、带宽等最基础的服务器组件，

是云服务器提供给每个用户的操作实体。您对所创建的云服务器拥有管理员权限，可以随时登录进行使

用和管理。您可以在云服务器在上进行基本的操作，如挂载磁盘、挂载公网 IP、创建快照、创建自动快

照策略、设置弹性伸缩、变更配置和套餐、部署环境等。

下图是云服务器的示意图。您可以通过云服务器管理控制台配置您的云服务器，例如选择云服务器

机型、操作系统、磁盘、网络、防火墙等资源。

1.2. 产品优势

云服务器拥有传统服务器和虚拟主机无法企及的优势：

• 灵活和弹性

根据业务的发展趋势，您可随时对云资源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伸缩，杜绝资源浪费。分钟级别创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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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云主机，5 分钟内升级或降级主机 CPU 和内存，在线升级或降级公网带宽，自定义镜像功能轻松复

制主机数据和环境。更提供开放 API，满足批量管理、自动化管理需求。

• 稳定和可靠

承诺 99.95% 的服务可用性，数据可靠性不低于 99.9999%。云主机本地磁盘采用 RAID 进行数据保护，

防止数据丢失；业界领先的内核优化和热补丁技术，无间断在线迁移技术，提供数据快照等功能，发生故障，

百倍赔偿。

• 高性能

主机 CPU、内存各项性能指标业界领先，独有的专利存储技术将磁盘随机读写 I/O 能力提高 10 倍于

普通 SAS 盘；更有 SSD 盘云主机，提供超高 IOPS 性能。优异的网络处理能力，满足各种业务应用要求。

安全保障

用户之间 100% 的完全网络隔离，确保数据安全。提供网络防火墙功能，对公网连接进行严格访问控

制。和 VPC 功能配合，可建立单个账号下的私有子网，支持您的内部安全管理需求。并提供丰富的监控

和安全工具。

• 数据中心

浪潮云位于国内、国际的数据中心，依托高品质硬件资源和基础设施，为用户提供优质的 BGP、电信、

联通、以及国际带宽资源。根据业务的需求，可以针对需要覆盖的目标用户区域选择相匹配的数据中心。

• 方便易用

支持菜单界面和图形界面操作，通过 web 控制台快速创建与管理资源，可随时查看资源使用情况、

操作日志及消费记录。

提供完善的 API 体系，您可使用 API 便捷的将云服务器与您的内部监控、运营系统相结合，实现贴

近业务需求、完全自动化的业务运维体系

1.3. 功能简介

• 在所有浪潮云可用区，均可创建云服务器；

• 多种主机机型，包括：标准机型，SSD 高性能机型，大数据机型与 GPU 机型，满足不同需求；

• 灵活的主机规格，CPU、内存大小均可自定义组合，配置由 1 核 1G - 16 核 64G；

• 3 种磁盘类型：本地普通盘，本地 SSD 盘，云硬盘（UDisk），不同性能、价格、可用性、容量上限，

均可自由组合；

• 支持常用 Linux 与 Windows 镜像，支持自定义镜像；

• 外网防火墙，提供网络安全访问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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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2 种网络模式：基础网络与私有网络；

• 多个监控指标全面监控主机的健康情况；

• 支持通过负载均衡产品（SLB），搭建高可用集群；

• 可开通数据时光机（CDP）功能，12 小时内恢复到任意一秒；

• 部分主机可开启热升级功能，升级 CPU/ 内存无需关机；

• 多种计费模式：按月按年预付费，与按小时预付费。

1.4. 计费说明

浪潮云云服务器产品支持按年、按月、按需和按量四种方式进行计费。

• 按年计费

按年计费是以年为计费周期支付订单。您可享受每年订单减免 2 个月费用的优惠。您可一次性支付

1-5 年的产品订单。此种计费方式适合长期稳定的成熟业务。

例：您于 2015 年 5 月 9 日 20:00 购买开通 1 年 ECS，需预支付 1 年费用。2016 年 5 月 8 日 20:00 到

期。到期后如需继续使用需再次续费。

• 按月计费

按月计费是以月为计费周期支付订单。您可一次性支付 1-9 个月的产品订单。10 个月以上的订单建

议使用按年计费以享受优惠。此种计费方式适合无法预计后期使用量的初创期或增长期业务。

例：您于 2015 年 5 月 9 日 20:00 购买开通 1 月 UHost。需预支付 1 个月费用。2015 年 6 月 8 日

20:00 到期。到期后如需继续使用需再次续费。

• 按时计费（预付费）

按时计费（预付费）是以小时为计费周期支付订单。您需预支付 1 小时费用开通产品。产品开通后每

半小时预扣下一小时费用。此种计费方式适合临时批量开通服务应对推广或暴增业务。

例：您于 12:00 支付一小时费用开通 UHost，使用周期为 12:00-13:00。系统将于 12:30 预扣 13:00-

14:00 UHost 的使用费用，以此类推。请保证您账号下有充足余额以支付后续费用。

• 按时计费（后付费）

说明  按时后付费仅支持采用云硬盘作为存储方式的主机，目前正在逐步灰度，可能无法申请。

按时计费（后付费）是以小时为计费周期生成后付费订单。产品开通时无需支付费用，一小时后，

根据前一小时的用量生成待支付订单，并自动扣款。此处的用量是指 CPU 与内存的用量，若关机，则不

会计算 CPU 与内存的费用，开机则正常结算，费用与按时计费（预付费）一致。无论是否关机，系统盘

/ 数据盘按照整个小时计费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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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计费方式适合一天中有大量关机时间的场景。

例：您于 12:00 开通 UHost，系统将于 13:00 生成 12:00-13:00 UHost 用量的后付费订单，以此类推。

请保证您账号下有充足余额以支付费用。

1.5. 云服务器

1.5.1 地域和可用区

可用区是一组物理和电力上相互隔离的资源的组合。一个可用区可能是由一个机房、或者多个机房

的一部分组合后设计而成，经合理设计后，故障影响范围会被隔离在单个可用区内。

地理上相互靠近的若干可用区，通过高速稳定的网络连接，可以组成一个地域。同地域内的可用区

之间的内网能够互通。

浪潮云已推出的地域如：北京一、北京二。

已规划的可用区有：北京一可用区 A；北京二可用区 A。

1.5.2 机型与规格

创建云服务器时，您需要选择主机类型和配置，包括 CPU、内存、磁盘空间，请根据您软件和应用

的需要进行选择。

CPU 与内存配置在创建后支持升级和降级。磁盘支持升级。不同机型间不支持转换。

目前主机类型包括：

标准 N 型

•机型特点：配置自由灵活，可选性价比出众的SSD云盘与IO优化技术加持的本地磁盘，满足通用场景。

• 适用场景：企业级应用，游戏，内存服务，数据分析等

系列 2 N2

• 物理 CPU: Intel Xeon E5-2650 V4 (Broadwell)

• CPU 与内存配比为 1:1-1:4

• 配置范围：1 核 1G - 32 核 128G

• 支持热升级

• 系统盘：

本地普通盘：默认大小 Linux 20GB，Windows 40GB，支持创建后扩容到 100G，支持数据时光机。

SSD 云盘：默认大小 Linux 20GB，Windows 40GB，暂不支持扩容

• 数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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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普通盘：20GB ～ 2000GB ，支持 IO 加速技术，数据时光机

普通云盘：20GB ～ 8000GB，支持快照与数据方舟

SSD 云盘：20GB ～ 4000GB

高 IO 型 I

• 机型特点：附带高性能、低延迟的 SSD 本地磁盘，提供 UCloud 最佳的 IO 性能

• 适用场景：高频交易，中大型数据库，核心业务服务器

系列 2 I2

• 物理 CPU: Intel Xeon E5-2650 V4 (Broadwell)

• CPU 与内存配比为 1:1-1:4

• 配置范围：1 核 1G - 32 核 128G

• 支持热升级

• 适用场景：高频交易，中大型数据库，核心业务服务器

• 系统盘：

本地 SSD 盘：默认大小 Linux 20GB，Windows 40GB，暂不支持扩容

SSD 云盘：默认大小 Linux 20GB，Windows 40GB，暂不支持扩容

• 数据盘：

本地 SSD 盘：20GB ～ 1000GB

SSD 云盘：20GB ～ 4000GB

1.5.3 特性

热升级

主机 CPU/ 内存热升级，包括 CPU 与内存均支持在线升级扩展。升级过程中云主机无需关机或重启，

同时不会对主机上运行的应用和业务产生性能影响。

• 适用场景

a) 业务上线初期，通常无法准确评估所需云主机配置，此时可以先申请普通规格服务器，后续再热

升级调整。

b) 遇到业务压力剧增的突发情况时，在平行扩容云主机数量的同时，也可以把热升级作为应急手段。

• 限制

仅部分 Features 包含“热升级”的镜像，开启此特性。目前仅 CentOS 6.5/7.0 支持此特性。

• 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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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热升级特性无需加收费用。

数据时光机

数据时光机（CDP）是为浪潮云服务器磁盘提供连续数据保护的服务。支持在线实时备份、具有精

确到秒级的数据恢复能力。避免误操作、恶意破坏对数据造成的损失，有效保护您的珍贵数据。

• 限制

仅支持标准型云主机 + 本地磁盘。

• 计费

收费的单位为：磁盘总容量。每 GB 磁盘额外收取 0.4 元费用。

1.5.4 订单构成

主机 + 本地磁盘

系统盘本地磁盘情况下，主机的订单构成包括：

a) CPU

b) 内存

c) 本地系统盘

d) 本地数据盘

e) 镜像（指镜像市场的收费镜像）

f) 附加特性（如数据时光机）

外网弹性 IP（EIP），外挂数据盘云硬盘（EBS）不包含在内，是独立的订单，享有独立的生命周期。

主机 + 云硬盘

系统盘为云硬盘情况下，主机的订单构成包括：

a) CPU

b) 内存

c) 云系统盘

d) 镜像（指镜像市场的收费镜像）

外网弹性 IP（EIP），云数据盘（EBS）不包含在内，是独立的订单，享有独立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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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配额

为了防止用户过度申请资源，每个资源对于不同可用区都设置了不同的默认配额。若您的需求已经

超过配额，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增加配额。

1.6. 磁盘

浪潮云服务器目前可选四种类型的磁盘：本地普通盘，本地 SSD 盘，普通云盘，与 SSD 云盘。

类型简介

云硬盘

作为云计算场景基础块存储产品为云主机提供持久化存储空间的块设备硬盘。其具有独立的生命周

期，基于网络分布式访问，为云主机提供的数据大容量、高可靠、可扩展、高易用、低成本的硬盘。浪

潮云目前提供 SSD 云盘与普通云盘两种云硬盘选项。

本地盘

与云主机 CPU/ 内存在同一宿主即的虚拟硬盘，特点是延迟较低，其生命周期与云主机一致，不可绑

定与解绑。采用 RAID 进行数据保护，防止数据丢失。浪潮云目前提供 SSD 本地盘与普通本地盘两种本

地盘选项。

选型指南

磁盘比对概览



11

浪潮云云服务器 ECS 产品白皮书

详细对比

性能对比

参 数

参 数

SSD 云盘 ( 即将上线 )

SSD 云盘

普通云盘

本地 SSD 盘

稳定 24000

0.5-3ms

3 副本

20-4000GB

待定

20-4000GB

min{1200+30* 容量，24000}

min{1200+30* 容量，24000}

min{80+0.5* 容量，260} MBps

min{80+0.5* 容量，260} MBps

0.5-3ms

IO 性能参考

延迟

冗余机制

容量

价格

可选容量（数据盘）

随机读 (IOPS)

随机写 (IOPS)

顺序读 (MBps)

顺序写 (MBps)

平均延迟

综合描述

场景推荐

峰值 1000

10ms

3 副本

20-8000GB

0.35 元 / 月

20-8000GB

1000

1000

100

100

10ms

峰值 80000

0.3ms

2 副本

20-1000GB

1.0 元 / 月

20-1000GB

80000

15000

2000

1000

0.3ms

峰值 8000

0.3ms

2 副本

20-2000GB

0.35 元 / 月

20-2000GB

8000

8000

150

150

0.3ms

综合性能出色与稳定，适合大
多数场景，亦有平衡的价格

I/O 密集型应用、中大型关系
数据库、NoSQL 数据库，与
其他普通盘性能无法满足的应

用场景

可选容量最大，适合低 IO
但对冗余性有要求的场景

日志存储、大文件顺序读
写、小型关系数据库、开
发测试环境、Web 服务器

性能与延迟表现最为
出色，单价也最高

有应用层冗余的大型
关系数据库、NoSQL
数据库、高频交易等

IO 优化技术加持的本
地磁盘，拥有比普通
SATA 磁盘更优秀的

IO 性能

小型关系数据库、各
类企业级应用、数据
分析、游戏服务器

本地普通盘

本地普通盘

本地 SSD 盘

普通云盘

测试方法

随机写：fio -direct=1 -iodepth=128 -rw=randwrite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0G

 -numjobs=1 -runtime=1000 -group_reporting -name=/path/testfile

顺序写：fio -direct=1 -iodepth=128 -rw=write -ioengine=libaio -bs=64k -size=10G -numjob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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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time=1000 -group_reporting -name=/path/testfile

随机读：fio -direct=1 -iodepth=128 -rw=randread -ioengine=libaio -bs=4k -size=10G

 -numjobs=1 -runtime=1000 -group_reporting -name=/path/testfile

顺 序 读：fio -direct=1 -iodepth=128 -rw=read -ioengine=libaio -bs=64k -size=10G -numjobs=1 

-runtime=1000 -group_reporting -name=/path/testfile

机型特性支持

机型支持

机 型

机 型

系统盘

系统盘

数据盘

数据盘

普通本地盘

SSD 云盘

SSD 本地盘

即将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系统盘数据盘需要同时开启）

标准机型 N

标准机型 N

高 IO 型

SSD 云盘

普通云盘

SSD 本地盘

普通本地盘

1 块本地普通本地盘，可叠加多块云盘

普通云盘 /SSD 云盘

1 块 SSD 本地盘，可叠加多块云盘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机型支持

1.7. 镜像

镜像（Image）是云服务器实例运行环境的模板，包含了操作系统和预装软件及配置。

镜像分为三类。其一是“标准镜像”，由浪潮云官方提供，包括了各种 Linux、Windows 等操作系统。 

其二是“自制镜像”，是由用户通过云主机来自行创建的自有映像，只有用户本人可见。其三是“行业镜像”，

由第三方合作伙伴提供，通常包含独立的行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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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网络

Inspur 浪潮云提供了两种组网模式，基础网络和私有网络（VPC）。基础网络的好处是简单，无需您

进行任何配置和管理，即可直接使用。私有网络提供了您自行组网管理的能力，但需要您创建并管理。

以下介绍基础网络下的主机配置，私有网络相关内容请查看网络产品文档。

• 内网 IP

在基础网络模式之下，内网 IP 地址由系统统一分配。如果您在操作系统内部自行变更内网 IP，会导

致内网通讯中断。同一数据中心内主机之间通过内网 IP 进行的通讯流量是免费的。内网 IP 可以用于云服

务器之间内网互访。

• 弹性 IP

弹性 IP 地址是用户访问云服务器以及云服务器实例对外提供服务的主要方式。弹性 IP 是可弹性迁移

的，当一台云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可以轻松的将弹性 IP 迁移到别的云服务器，即“弹性 IP”。

• 防火墙

为云服务器提供访问控制功能，类似防火墙功能，通过将访问控制规则绑定到云服务器，即能对主

机公网访问进行控制管理，为主机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支持 TCP ／ UDP ／ ICMP 协议。 我们为您创建

了两组缺省的防火墙，web 业务和非 web 业务；其中非 web 业务默认开通了 TCP 的 22、3389 端口和

PING，web 业务默认开通了 TCP 的 22、3389、80、443 和 PING；

您可根据业务情况自行调整或创建更多的防火墙策略。

1.9. 监控

我们为您的主机、网络等资源提供监控服务，您可以随时了解系统运行情况和资源使用状况，方便

定位分析问题。

主机监控项默认提供：CPU使用率，磁盘读写，网卡出入带宽和包量。如您安装了我们的监控代理程序，

还可以监控内存使用率，磁盘空间使用率等更多指标。

1.10. 产品限制

更改主机配置

在菜单中选择“更改配置”时，默认需要关机执行操作。若需要进行免重启的系统升级，请确认主机支

持热升级（在机型 | 特性中可见“热升级”），并在菜单中选择“热升级”操作。

若更改了系统盘大小，更改配置时间会较长。参考时间大约 100G/30mins。但扩容完成后无需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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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进行手动调整。

扩容数据盘后，需要进入系统进行手动调整。

因降级配置而产生退费，会立即返回到您的现金账户或赠送账户。

重装主机

重装主机不会引起内网和外网 IP 的变更。

请注意文件系统的变更，如 CentOS 6.x 重装为 7.x，可能引起数据盘无法识别。

删除主机

（删除时间 - 创建时间）>=7 天的主机，在执行删除操作后会进入回收站再保留 7 天。若 <7 天，则

会直接删除。

删除主机将自动解绑 EIP 和 EBS。若您完全不需要此 IP 和数据盘，可以进入对应的页面删除。

若云服务器已经欠费，删除主机操作不会删除欠费订单。您仍需要支付这些订单。

若云服务器未到到期时间，删除主机会触发退费，立即返还您的现金账户或赠送账户。退费计算方

法见 说明文档。

制作镜像

建议关机制作镜像，否则镜像制作后有一定概率无法启动。

仅支持系统盘镜像。若希望对数据盘进行备份，请使用数据方舟功能。

重置密码中

目前仍需要关机进行密码的重置。

若云服务器修改了默认账户，则重置密码可能无法生效。

1.11. 应用场景

通用应用场景

• 业务类型

企业官网，小型数据库等

• 上云建议

对 CPU、内存、带宽等无特殊要求的  Web 服务、应用程序、数据库等业务，只需要部署在一台服

务器或者少量的几台服务器上。随着后续业务的增长，您可以对服务器的配置进行扩展。

• 相关云产品

云硬盘，私有网络

• 推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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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型 N2

CPU：1 核

内存：1GB

带宽：1Mbps

硬盘：100GB 普通云硬盘

专业性能场景

• 业务类型

页面上含有较多图像 / 视频的网站、应用

• 上云建议

使用浪潮云 ECS 来托管含有大量图片和视频的网站、应用；使用浪潮云对象存储服务（OSS）来实

现大容量数据的低成本存储；使用浪潮云负载均衡服务（SLB）和内容分发网络（CDN）来提高可用性，

降低延时和带宽成本。

• 相关云产品

 云硬盘，私有网络，负载均衡，对象存储，CDN

• 推荐配置

标准型 N2

CPU：4 核

内存：8GB

带宽：5Mbps

硬盘：100GB 普通云硬盘

高 IO 型场景

• 业务类型

自建数据库等高 IO 应用

• 上云建议

多台自定义配置的高 IO 型云服务器。

• 相关云产品

云硬盘，私有网络，负载均衡

• 推荐配置

高 IO 型 I2

CPU：4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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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购买指导

2.1. 付费方式

（1）云服务器支持以下几种计费方式：

• 预付费：按年按月按时

• 后付费：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按年：以年为计费周期支付订单。享受每年订单减免 2 个月费用的优惠。

按月：以月为计费周期支付订单。为了便于未来账务清晰，第一次新购时可以选择支付到月底。下

一周期的预扣费时间将

按时：以小时为计费周期支付订单。您需预支付 1 小时费用开通产品。产品开通后每半小时预扣下

一小时费用。

（2）回收。不同的计费模式都有着自动回收的策略，对于预付费的主机产品来说，过期后 3 天关机，

7 天彻底回收。如需保证业务正常，请及时续费。

（3）退费。当您的资源还未到期时，如果您删除资源，系统会自动退还资源剩余价值的金额。另外

需注意，退费时最小计费单位为小时，不满小时按一小时算

2.2. 配置变更

配置变更操作中的补款或退款规则说明如下：

（1）配置变更操作后产品到期时间不变，并以剩余服务周期计算补款或退款金额。原有服务剩余周

期的价值减去同周期新配置的价值。如大于 0 则变配后将剩余金额退换到您账户下，如小于 0 则需补缴

相应金额的费用支付配置变更订单。

例 1：您购买指定配置 ECS 30 天，价值 120 元。使用 10 天后需升级为新配置 ECS，新配置 ECS 30 天，

价值 240 元。

您配置变更所需补款金额 = 新配置价值 ×( 剩余时间 ÷ 原服务时长 )- 原配置价值 ×( 剩余时间 ÷ 原服

务时间 )=240 元 ×(20 天 ÷30 天 )-120 元 ×(20 天 ÷30 天 )=80 元

内存：8GB

带宽：10Mbps

硬盘：100GB SSD 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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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您购买指定配置 UHost 30 天，价值 240 元。使用 10 天后需降级为新配置 UHost，新配置

UHost 30 天，价值 120 元。

您配置变更可退款金额 = 原配置价值 ×( 剩余时间 ÷ 原服务时长 )- 新配置价值 ×( 剩余时间 ÷ 原服务

时间 )=240 元 ×(20 天 ÷30 天 )-120 元 ×(20 天 ÷30 天 )=80 元

(2) 升降级退费公式

名词解释（以下时间均按秒计）

第 1 步：A= 已用掉的时间 ÷ 已购买的时间

第 2 步：B= 已花费金额 ×A

第 3 步：C= 变更后时间 ÷ 已购买的时间

第 4 步：D= 现在需要花费金额 ×C

第 5 步：应退金额 = 已花费金额 -(B+D)

已用掉的时间：当前时间减去订单开始时间

已购买的时间：订单开始时间至订单结束时间

已花费金额：订单已支付金额

变更后时间：从当前时间开始到原来订单的结束时间

现在需要花费金额：根据当前配置和付费方式（时长）所
得到的支付金额

2.3. 续费

（1）预付费产品支持开关“自动续费”功能。

开启“自动续费开关”，当您的账户余额充足时，系统会在即将到期时，自动为您续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自动续费是按之前的配置和时长为您自动续费。当账户余额不足时，系统在资源即将到期时，会扣费失败，

资源状态显示为“已过期”，您充值后可进行“手动续费”。

关闭“自动续费开关”，到期后资源自动进入欠费状态，系统会提醒您资源到期和续费事宜，此时系统

不会释放用户的资源，用户可通过“手动”续费来进行续费，用户在续费时可重新选择按月付费或按年付费。

如果用户不进行充值并“手动续费”，则扣费失败，资源状态显示为“已过期”。

产品到期通知提醒。当您关闭“自动续费开关”时，系统会在产品到期前 3 天以邮件和短信形式提醒您，

产品到期后 7 天内系统会每天提醒您产品到期时间及续费事宜。如果您没有收到相关通知事宜，请关注

站内信信息。

（2）续费有效期

过期产品的续费。从过期时间开始新的一个续费周期，直到结束时间大于当前时间，资源才不是过

期状态。

有效期内的续费。有效期内的续费行为是在原续费周期结算后开始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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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收

（1）按年 / 月预付费资源

按年按月预付费云资源的回收及通知流程，见下图所示：

资源过期前 3 天：给客户注册预留的电话和邮箱发送资源即将过期预警；

资源过期当天：给客户注册预留的电话和邮箱发送资源已过期通知；

资源过期后 3 天：给客户注册预留的电话和邮箱发送资源即将被关机提醒，当天对云服务器执行关

机操作；

过期后 7 天：给客户注册预留的电话和邮箱发送云服务器即将被回收提醒，当天对云主机执行回收

删除操作，资源无法找回。

（2）按时预付费资源

过期后当天：给客户注册预留的电话和邮箱发送已过期提醒；

过期第 1 天：给客户注册预留的电话和邮箱发送资源即将被回收通知；

过期后第 2 天：给客户注册预留的电话和邮箱发送回收通知，并回收云服务器。

回收后资源不做保留，直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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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速入门

3.1. 注册公有云

如果用户已注册公有云，可直接登录管理控制台，访问弹性云服务器。如果用户没有登录管理控制

台的帐号，请先注册公有云。本节介绍了注册公有云的操作方法。注册成功后，该帐号可访问公有云的

所有服务，包括弹性云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公有云网站 https://cloud.inspur.com/。

2) 单击“注册”。

进入注册页面，根据提示信息完成注册， 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跳转至您的个人信息界面。

3.2. 购买云服务器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单击创建主机，进入创建主机页面。

3) 设置地域和可用区。根据业务近选择您的业务地地域。可减少网络延时，提高访问速度。这里选

择浪潮北京二。

4) 完成基础配置。

a) 选择系列。系列指云服务器的 CPU 系列。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系列，北京二默认只有一个

系列 ---Broadwell。

b) 设置机型。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机型，这里选择标准型 N2。

c) 设置 CPU 和内存。

d) 选择镜像。包括标准镜像、自制镜像和市场镜像，这里选择标准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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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热升级只支持部分镜像。目前仅 CentOS 6.5/7.0 支持此特性。

f) 设置系统盘和数据盘。并且确认是否开启数据时光机，推荐开启。

5) 完成网络设置。

a) 选择所属 VPC 和子网。

b) 选择是否绑定弹性 IP。本例选择购买并绑定。并设置带宽的计费方式和带宽峰值。

c) 选择一个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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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管理设置

a) 设置业务组。可用来给云服务器分组打标签，快速定位云服务器。

b) 设置云服务器名称，可选。

c) 设置管理员密码

7) 确认计费方式并购买

a) 选择购买数量，本例输入 1.

b) 设计计费方式。本例选择 按时。

c) 点击立即购买，进入订单确认页。

d) 支付成功后，即可开通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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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登录云服务器

创建建云服务器 ECS 后，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连接实例。本文介绍在云服务器控制台使用 管理终端 

快速连接并管理云服务器实例。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服务器列表中，找到已创建的云服务器。在 操作 列，单击 登录。

3) 登录云服务器。根据实例的操作系统，执行不同的操作。

a) 如果是 Linux 实例，输入用户名 root 和创建时设置的实例登录密码。

b) 如果是 Windows 实例，在 管理终端 界面的左上角单击 发送远程命令 > CTRL+ALT+DELETE，

进入 Windows 实例的登录界面。输入创建时设置的密码即可登录。

3.4. 删除云服务器

如果您不再需要一个 ECS 实例，请释放该实例，避免继续产生费用。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服务器列表中，找到已创建的云服务器。在 操作 列的更多操作中点击 删除主机。

注意事项：

• 云服务器删除后，EIP 仍被保留，并将持续计费，若不再需要，需至 EIP 页面删除；

• 挂载的 UDisk 数据盘仍被保留，并将持续计费，若不再需要，需至云硬盘页面删除；

• 创建时长（删除时间 - 创建时间）>7 天的云主机被删除后将进入回收站，可以从回收站恢复； 

• 删除后，系统将自动退还租约中的剩余费用。

4. 操作指南

4.1 常用操作

云服务器相关操作

• 创建云服务器

• 扩容磁盘

网络相关操作

• 弹性 IP： EIP 管理

• 防火墙： 外网防火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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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 IP： VIP 管理 KeepAlived 配置

• 私有网络： 私有网络

监控相关操作

• 监控代理安装

备份相关操作

• 数据时光机操作指南

4.2 云服务器

4.2.1 创建云服务器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单击创建主机，进入创建主机页面。

3) 设置地域和可用区。根据业务就近选择您的业务地地域。可减少网络延时，提高访问速度。

4) 完成基础配置。

a) 选择系列。系列指云服务器的 CPU 系列。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系列。

b) 设置机型。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机型。

c) 设置 CPU 和内存。

d) 选择镜像。包括标准镜像、自制镜像和市场镜像。

e) 热升级只支持部分镜像。目前仅 CentOS 6.5/7.0 支持此特性。

f) 设置系统盘和数据盘。并且确认是否开启数据时光机，推荐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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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网络设置。

a) 选择所属 VPC 和子网。

b) 选择是否绑定弹性 IP。本例选择购买并绑定。并设置带宽的计费方式和带宽峰值。

c) 选择一个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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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管理设置

a) 设置业务组。可用来给云服务器分组打标签，快速定位云服务器。

b) 设置云服务器名称，可选。

c) 设置管理员密码

7) 确认计费方式并购买

a) 选择购买数量，本例输入 1.

b) 设计计费方式。本例选择 按时。

c) 点击立即购买，进入订单确认页。

d) 在支付确认页面，对您所购买的资源和账户余额进行最终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支付”。

e) 回到云主机的资源列表页，您可以看到该台主机在“初始化”中，通常在分钟级别内，主机即可创

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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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主机管理

创建完成后，可对您的云主机进行关闭、重启、断电、删除等常规操作，且均支持多台批量处理。

4.2.3 登录云服务器

创建建云服务器 ECS 后，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连接实例。

操作步骤

通过 web-VNC 连接到云服务器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服务器列表中，找到已创建的云服务器。在 操作 列，单击 登录。

3) 登录云服务器。根据实例的操作系统，执行不同的操作。

a) 如果是 Linux 实例，输入用户名 root 和创建时设置的实例登录密码。

b) 如果是 Windows 实例，在 管理终端 界面的左上角单击 发送远程命令 > CTRL+ALT+DELETE，

进入 Windows 实例的登录界面。输入创建时设置的密码即可登录。

注意事项：

• 为了使客户获得更优质的体验，浪潮云控制台不再支持 IE9 及以下版本的浏览器；

• 使用终端完成操作后，请注意在操作系统内退出登录，当然超过默认退出时间，系统也会自动退出

登录。

客户端工具连接

（1）Windows 系统

使用 MSTSC 远程工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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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云服务器的外网 IP，见下图。

输入管理员账号和密码，见下图。

远程连接操作系统，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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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NUX 系统

使用 putty 工具访问：

• 启动 PuTTY 会话

1) 启动 PuTTY。

2) 在“Category ( 类别 )”窗格中，选择 Session ( 会话 ) 并填写以下字段，见下图：

a) 在 Host Name ( 主机名 ) 框中，输入 外网 IP。

b) 在 Connection type ( 连接类型 ) 下，选择 SSH。

c) 确保 Port ( 端口 ) 为 22。

3)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连接到此云服务器，PuTTY 会显示安全警告对话框，询问您是否信任您要连接

到的主机。

4) 单击 Yes ( 是 )。此时会打开一个窗口并且您连接到了您的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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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重装系统

当云服务器操作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时，可以重装系统。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服务器列表，选择需要重装系统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 - 更多操作，

点击重装系统。

3) 当选择保留数据盘数据时，将不能转换操作系统类型（Windows<< -- >>Linux）。

4) 重新输入管理员密码，点击确定即可。

5) 重装后云服务器进入初始化状态，当进入运行中状态后表示重装成功。

注意事项：

• 云主机必须关机才能更换系统盘；

• 免费镜像重装为收费镜像，需补足差价，收费镜像重装为免费镜像，系统会发起退费；

• GPU 型云主机无法重装为不支持 GPU 的系统（如 Redhat）；

• 当重装为不同大版本的操作系统（如 CentOS 6.x ↔ CentOS 7.x），请注意文件系统的变更，可能

引起系统无法识别文件系统；

• 数据盘为云盘时，重装后请重新在控制台上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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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重置主机密码

当主机登录密码忘记时，可以通过重置主机密码。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服务器列表，选择需要重装系统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 - 更多操作，

点击重置密码。

3) 输入新密码，点击确定即可。

注意事项：

• 请勿在制作镜像过程中重置密码；

• 若系统已经更改了管理员用户名，则无法进行重置；

• 重置密码需要在关机状态下操作。

4.2.6 变更配置

若您需要更改云主机配置，可点选“更改配置”进入操作页面，可变更云服务器的 CPU 和内存，带宽

以及扩容云硬盘。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服务器列表，选择需要重装系统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点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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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重置。

3) 选择配置类型。包括变更基础配置，扩容云硬盘，升级外网弹性 IP 带宽。这里选第一个。

4) 在更改基础配置界面，变更 CPU、内存、系统盘和数据盘。

5)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若您的云服务器尚未关机，系统会提示您是否关机后再操作。

6) 升级完成后，机器处于关机状态，需要手动点击“启动”按钮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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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必须关机才能发起云主机配置修改；

• 若更改系统盘大小，配置时间会较长，参考时间大约 100G/30mins，扩容完成后无需进入系统进行

手动调整；

• 如果对数据盘进行了升级，升级后还需要在主机内进行磁盘扩容操作； 

• 数据盘无法缩容；

4.2.7 热升级

若您需要在不关机的情况升级 CPU 和内存时，可以通过热升级实现 。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服务器列表，选择需要重装系统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点击热

升级。

3) 设置 CPU 和内存，点击确定，进入订单确认页面，支付成功后即可开始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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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更改业务组

对云服务器进行分组，使得某些操作以业务组为单位进行，省去了批量操作的繁琐，便于集中管理。

更改业务组默认显示在当前业务组上。 

操作步骤

a)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b)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服务器列表，选择需要重装系统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 - 更多操作，

点击更改业务组。

c) 在更改业务组界面选择需要的业务组。

d) 点击确定即可。

4.2.9 删除云服务器

若需删除云主机，点击删除主机，此操作支持批量处理，删除 。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服务器列表，选择需要重装系统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点击删

除主机。

3) 在删除主机界面确认信息无误会，点击 删除 即可。

4) 删除后如果发现云服务器未关机，则会提示用户关闭云服务器。

注意事项：

• 云主机删除后，EIP 仍被保留，并将持续计费，若不再需要，需至 EIP 页面删除；

• 挂载的云硬盘数据盘仍被保留，并将持续计费，若不再需要，需至 UDisk 页面删除；

• 创建时长（删除时间 - 创建时间）>7 天的云主机被删除后将进入回收站，可以从回收站恢复； 

• 删除后，系统将自动退还租约中的剩余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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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主机 NTP 配置操作指南

各地域 NTP 服务器 IP

Note

每台机器至少配置两个 UCloud NTP server IP 和 一个外部 NTP server, 分别对应下述文档中的 

upstream1, upstream2, 和 offical_upstream3.

CentOS/Ubuntu/Redhat/Debian/Gentoo 操作系统修改 NTP

NTP 配置文件位置 : /etc/ntp.conf

(1) 修改方法

( 在北京机房 )

restrict 区域 :

添加 restrict 10.255.255.1

添加 restrict 10.255.255.2

server 区域 :

原配置 :

server 0.asia.pool.ntp.org

server 1.asia.pool.ntp.org

server 2.asia.pool.ntp.org

server 3.asia.pool.ntp.org (3.gentoo.pool.ntp.org)

替换为 :

server 10.255.255.1 iburst minpoll 3 maxpoll 4 prefer

server 10.255.255.2 iburst minpoll 3 maxpoll 4 prefer

server 0.cn.pool.ntp.org iburst minpoll 3 maxpoll 4

作用 : 缩短对时轮询周期，并首选浪潮云服务的 NTP 服务

(2) 添加微调参数

添加 tinker dispersion 100

添加 tinker step 1800

数据中心 可用区 NTP 服务器 1 NTP 服务器 2 NTP 服务器 3

北京 BGP 可用区 A 10.255.255.1 10.255.255.2 0.cn.pool.nt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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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tinker stepout 3600

作用 : 加速微调，控制微调范围

(3) 测试方法

• 重启 ntp 服务

CentOS/Redhat/Gentoo:

# service ntpd restart

Ubuntu:

# sudo service ntp restart

Debian:

# service ntp restart

• 查看 NTP server IP

# ntpq -pn

如显示表格中浪潮云服务 server IP, 则表示 ntp 配置正确

注解  确保机器在能够跳跃对时的情况下，先执行 ntpdate 或者 date 命令来设置时间，再启动 ntp

对时服务

具体操作 :

# service ntpd stop

# ntpdate upstream1 或 # date -s "Y-m-D H:M:S"

# service ntpd start

OpenSUSE

NTP 配置文件位置 : /etc/ntp.conf

（1）修改方法

添加 restrict 参数

restrict -4 default kod notrap nomodify nopeer noquery

restrict -6 default kod notrap nomodify nopeer noquery

根据所在机房添加对应的 NTP 服务 IP

( 在北京机房 )

restrict 区域

添加 restrict 10.255.255.1

添加 restrict 10.255.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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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区域

原配置 :

server 0.asia.pool.ntp.org

server 1.asia.pool.ntp.org

server 3.asia.pool.ntp.org (3.gentoo.pool.ntp.org)

替换为 :

server 10.255.255.1 iburst minpoll 3 maxpoll 4 prefer

server 10.255.255.2 iburst minpoll 3 maxpoll 4 prefer

server 0.cn.pool.ntp.org iburst minpoll 3 maxpoll 4

作用 : 缩短对时轮询周期，并首选浪潮云服务的 NTP 服务

添加微调参数

添加 tinker dispersion 100

添加 tinker step 1800

添加 tinker stepout 3600

作用 : 加速微调，控制微调范围

（2）测试方法

重启 ntp 服务

# service ntp restart

查看 NTP server IP

# ntpq -pn

如显示表格中浪潮云服务 server IP, 则表示 ntp 配置正确

注解  确保机器在能够跳跃对时的情况下，先执行 ntpdate 或者 date 命令来设置时间，再启动 ntp

对时服务

具体操作 :

# service ntpd stop

# ntpdate upstream1 或 # date -s "Y-m-D H:M:S"

# service ntpd start

可以下载并运行脚本以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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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修改 Windows Time 服务为自动启动

1) 在终端里输入 "services.msc"，弹出服务列表，找到 "Windows Time" 将启动类型改为 " 自动 "，并

启动该服务。（如已启动则忽略）

2) 针对 2008 和 2012 用户，64 位机器，需要在终端中输入 "sc triggerinfo w32time start/networkon 

stop/networkoff"（以上命令为 cmd 命令，不可运行于 powershell）。

修改组策略

启动 Windows NTP 客户端

1) 在终端中输入 "gpedit.msc"，弹出组策略编辑器 ;

2) " 计算机配置 \ 管理模板 \ 系统 \Windows 时间服务 \ 时间提供程序 \ 配置 Windows NTP 客户端 "，

将其状态修改为 " 已启用 "

配置 Windows NTP 客户端参数

1) 配置对应可用区的 "NtpServer" 值为 "upstream1,0x9 upstream2, 0x9 official_upstream3,0x9"

2) 修改 " 类型 " 值为 NTP

3) 修改 "SpecialPollInterval" 为 30-60s 之间的数值

启用全局配置 ( 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 Windows 时间服务全局配置设置 )

修改 "MaxAllowPhaseOffset" 为 3600

修改 "MaxNegPhaseCorrection" 为 3600

修改 "MaxPosPhaseCorrection" 为 3600

修改 "PhaseCorrectRate" 值为 "7"

修改 "MinPollInterval" 值为 "3"

修改 "MaxPollInterval" 值为 "4"

测试方法

• 命令行执行 gpupdate /force 强制更新组策略

• 按照以上配置完成后，确保机器可以跳跃对时的情况下，能够在终端执行 "w32tm /resync" 使客户

端向服务器端发送时钟同步请求，完成立即对时

• 在终端命令行中输入 "w32tm /query /status" 查看同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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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弹性 IP

弹性公网 IP 地址 ( EIP )，简称弹性 IP 地址或弹性 IP 。是专为动态云计算设计的静态 IP 地址。它是

某地域下一个固定不变的公网 IP 地址。

4.3.1 申请弹性 IP

在网络控制台申请一个弹性 IP。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主导航全部产品中选择网络。

2) 在外网弹性 IP 页面，点击申请 EIP。

3) 在申请 EIP 界面，设置 计费方式 和带宽 后，购买即可。

4) 申请成功后，会在 EIP 列表看到此弹性 IP，并且处于未绑定状态。

4.3.2 绑定弹性 IP

绑定弹性 IP 到云服务器，使云服务器具有外网访问的能力，一台云服务器可以绑定多个弹性 IP。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服务器列表，选择需要绑定弹性 IP 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 - 关联

产品操作 - 点击绑定弹性 IP。

3) 在外网弹性 IP 页面，选择需要绑定到云服务器的弹性 IP，点击 确定。

4.3.1 申请弹性 IP

当云服务器不需要弹性 IP 时可以解绑弹性 IP。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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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控制台。在主导航全部产品中选择网络。

2) 在外网弹性 IP 页面，选择需要解绑的弹性 IP。

3) 在 操作列中，点击 解绑。

4) 在解绑资源页面，点击 解绑 即可

4.3.4 释放弹性 IP

当解绑弹性 IP 不需要时可以释放弹性 IP，释放前需要先解绑弹性 IP。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主导航全部产品中选择网络。

2) 在外网弹性 IP 页面，选择需要释放的弹性 IP。

3) 在 操作列中，点击 释放 EIP。

4) 在释放 EIP 页面，点击 确定 即可。

4.3.5 调整弹性 IP 带宽

当业务带宽不足或过高时，可以通过调整弹性 IP 带宽来满足业务需求。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服务器列表，选择调整业务带宽的云服务器，点击云服务器 ID

进入云服务器详情。

3) 在 网络 选项卡选择需要调整带宽的弹性 IP，在操作列中点击 更改带宽。

4) 在更改带宽页面设置新的带宽峰值，可调大也可调小。

5) 点击确定，支付成功后，调整带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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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镜像

4.4.1 制作镜像

自定义操作镜像，用户可以通过镜像克隆出多个定制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

创建镜像后，会在镜像列表中查看到此镜像，并且在下次创建云服务器时，可以选择自定义镜像创

建云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服务器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服务器列表，选择需要重装系统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 - 更多操作，

点击制作镜像。

3) 若云服务器处于开机状态会提示关机。

4) 在制作镜像界面中输入镜像的名称和描述，点击确定即可。

请确保制作自制镜像前，不要修改系统的关键配置。例如网络相关的配置信息。系统关键配置的修

改可能会引起镜像无法制作，或制作的镜像无法启动等一系列问题

4.4.2 从镜像创建云服务器

创建镜像后，会在镜像列表中查看到此镜像，并且在下次创建云服务器时，可以选择自定义镜像创

建云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镜像管理选项卡，选择需要创建云服务器的镜像，在操作列点击 从镜像创建云主机。

3) 后续步骤与创建云服务器相同。

4.4.3 删除自定义镜像

不需要自定义镜像时可删除，并且该镜像在创建过云服务器后也可删除。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镜像管理选项卡，选择需要创建云服务器的镜像，在操作列点击删除。

3) 在 删除镜像 镜像页面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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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磁盘

4.5.1 创建云硬盘

可创建云硬盘，支持普通云硬盘和 SSD 云硬盘。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硬盘管理选项卡页面，点击 创建云硬盘。

3) 在创建云硬盘界面，输入硬盘名称， 选择 磁盘类型，设置硬盘容量，并设置好付费方式和购买数量。

4) 确认无误后点击 确定，进入订单确认页，支持成功后，云硬盘开始创建。

5) 创建成功后可在云硬盘列表处查看到该云硬盘，并且处于未挂载状态。

4.5.2 挂载云硬盘

挂载云硬盘到云服务器，一个云服务器可挂载多块云硬盘，建议最多挂 5 块。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硬盘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硬盘列表选择要挂载的云硬盘，在操作列中点击 挂载。

3) 在挂载页面选择需要挂载的云服务器，点击 确定 即可。

4.5.3 卸载云硬盘

从云服务器卸载云硬盘，卸载前需要登录操作系统中 umount 该硬盘，否则可能会导致文件系统损

坏且无法正常关闭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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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登录操作系统 Umount。

a) Linux 操作系统

umount /dev/vdc

b) Windows 系统

i. 首先在磁盘管理器中选中云磁盘，右键选择“脱机”

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选中云硬盘，右键点击“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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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操作相当于在 Windows 系统中对云硬盘进行了 dismount 操作。

（注意：本地盘和云硬盘要注意区分）

如果只有一个 C 盘，此时第二个便是云硬盘，建议在扩容前对云硬盘进行备份（如快照和克隆）。

在控制台云硬盘列表页选择需要扩容的云硬盘，将其卸载。这时云硬盘状态会从“已挂载”变为“可用”。

2)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3) 在云硬盘管理选项卡页面，在云硬盘列表选择要卸载的云硬盘，在操作列中点击 卸载。

4) 在卸载页面选择需要卸载的云服务器，点击 确定 即可。

4.5.4 扩容云硬盘

当云硬盘容量不足时，可以扩容云硬盘，扩容后不可减退，只有卸载后的云硬盘才可以扩容。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服务器。

2) 在云盘管理选项卡页面，选择需要扩容的云硬盘，在操作列 扩容，若云硬盘已经挂载则 扩容 禁用。

3) 设置扩容后的容量，普通盘最大扩容容量为 8000GB，SSD 最大扩容容量到 4000GB。

4) 确认无误后点击 确定。进入确认订单后支付成功后即可进入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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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回收站

主机被误删除。若主机的使用时间 ( 申请时间 - 删除时间 ) 已超过 7 天，这台主机在 7 天内都可在回

收站中被找回。

主机欠费后被客户经理回收，在缴清欠款的前提下，7 天内也可在回收站中被找回。

4.6.1 恢复云服务器

可以恢复在回收站中的云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回收站。

2) 在回收站中选择 主机回收站，在回收云服务器列表，选择需要恢复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点击 

恢复。

3) 在恢复页面，根据向导恢复云服务器，确定云服务器的配置，网络，云服务器设置点击 确定 进

入确认订单页面。

4) 在订单页面设置支付方式。支付成功后立即恢复。

注意：新主机生产的订单的开始时间为主机被删除的时间。且恢复的主机仅支持按年 / 按月（不支持

按需）。

4.6.2 销毁

彻底删除回收站中的云服务器。被销毁的主机将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恢复。

操作步骤

1) 登录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回收站。

2) 在回收站中选择 主机回收站，在回收云服务器列表，勾选彻底的云服务器，在操作列点击 恢复。

3) 在恢复页面，根据向导恢复云服务器，确定云服务器的配置，网络，云服务器设置点击 确定 进

入确认订单页面。

4) 在订单页面设置支付方式。支付成功后立即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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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能数据

（1）硬盘性能指标

顺序读写 （吞吐量，常用单位为 MB/s）：文件在硬盘上存储位置是连续的。

适用场景：大文件拷贝（比如视频音乐）。速度即使很高，对数据库性能也没有参考价值。

4K 随机读写 （IOPS，常用单位为次）：在硬盘上随机位置读写数据，每次 4KB。

适用场景：操作系统运行、软件运行、数据库。

以下是使用通用 I/O 测试工具“fio”，并在指定数据块大小“4K、512K”、队列深度为“128”的条件下，对“标

准版机型”以及“高 IO 机型”这两种机型磁盘进行的 I/O 基准性能测试所得出的测试数据。

（2）测试结果

测试 1. 顺序读 / 写 512K                                           测试 2. 随机读 / 写 4K

测试详情

工具：fio

官方网站：

http://freecode.com/projects/fio

http://brick.kernel.dk/snaps/

注意 : 性能测试建议直接通过写裸盘的方式进行测试，会得到较为真实的数据。但直接测试裸盘会

破坏文件系统结构，导致数据丢失，请在测试前确认磁盘中数据已备份。

块大小：4kb / 512kb

队列深度：128

fio.conf 配置：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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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engine=libaio

iodepth=128

time_based

direct=1

thread=1

group_reporting

randrepeat=0

norandommap

numjobs=32

timeout=6000

runtime=120

[randread-4k]

rw=randread

bs=4k

filename=/dev/sdb   注：/dev/sdb 是目标测试磁盘的设备名称

rwmixread=100

stonewall

[randwrite-4k]

rw=randwrite

bs=4k

filename=/dev/sdb

stonewall

[read-512k]

rw=read

bs=512k

filename=/dev/sdb

stone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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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512k]

rw=write

bs=512k

filename=/dev/sdb

stonewall

使用方法：shell$> fio fio.conf

6. 常见问题

6.1. 云服务器的系统盘是多大？

系统盘在创建时 Windows 赠送 40GiB，Linux 赠送 40GiB。

6.2. 访问云服务器的方式有哪些？

提供 3 种访问云服务器的方式：控制台（VNC）登录、windows 远程桌面连接和 SSH 客户端连接。

6.3. 云服务器是否可以更改网卡的 MAC 地址？

云服务器禁止更改网卡 mac 地址。因为系统底层对 IP 和 MAC 地址做了绑定，请不要随意更改主机

MAC 地址，更改以后会导致服务器网络出现异常。

6.4. 我的资源到期后如何处理？

资源到期后，云服务器关机并且只能做“续费”操作，其他操作禁用，只有在续费后才能恢复操作 。

6.5. 在控制面板中设置的防火墙，是映射到了系统中的 iptables 么？

这个是单独的防火墙，和用户系统中的 iptables 是不一样的。我们建议用户使用后台的防火墙，和

iptables 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操作方便。

6.6. 如果我要安装的软件在浪潮云提供的软件源中找不到如何处理？

如果您的云主机有外网 IP，可安装第三方源。如使用的用户多，我们会添加到默认的软件源 cach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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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三方源中也没有，可自行下载源码编译。 如无外网 IP，请向我们反馈，我们会不断更新软件源内容。

6.7. 本地盘的 IO 性能怎么样？

普通云主机顺序读写约 140 MB/s，随机读约 42k 次 IOPS，随机写约 6k 次 IOPS。

SSD 云主机顺序读约 1800 MB/s，顺序写约 1100 MB/s，随机读约 59k 次 IOPS，随机写约 26k 次

IOPS。

详情请见：基准性能测试

在 SSD 云主机上使用 MySQL，如何发挥最佳性能？

在 SSD 云主机上使用 MySQL 数据库需要进行以下优化： innodbiocapacity 设为 2000 ( 若使用

MyISAM 则无需此配置）

6.8. 怎么将文件迁移到云主机呢？

在原服务器本地打包，然后使用 scp 或者 ftp 等方式传输到云主机。 数据量太大可以刻 dvd 或者

copy 到移动硬盘寄给我们。

6.9. 云主机停机时是否收费？

云主机在停机时仍会照常收费，请确保将不使用的主机删除。

6.10. 如何扩大 SWAP 分区呢？

swapoff -a

rm /swapfile

fallocate -l 1024m /swapfile

# 或者 dd if=/dev/zero of=/swapfile bs=1M count=1024

chmod 600 /swapfile

mkswap /swapfile

swapon /swap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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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在云主机有一个测试页面，但用 17ce 去 get 这个页面，为什么速度很低呢？

17ce 的Get属于一个并发测试，如果带宽只有2M 的话，那么17ce 的每个节点（大概有50个节点左右）

只能分到几十 K，所以会比较慢。

6.12.CentOS 中 yum update 很慢，如何处理？

将 /etc/yum.repos.d/CentOS-Base.repo 中 6.3（或者其他版本号）改为 $releasever，然后 yum 

update。

6.13.Gem 经常很慢，不能用，如何更换成 taobao 的源？

gem sources --remove http://rubygems.org/

gem sources -a http://ruby.taobao.org/

gem sources -l  # 请确保只有 ruby.taobao.org

gem install foo

6.14. 刚刚做了大并发测试，然后云主机就连不上了，这是为什么呢？

机房防火墙可能认定这是一次攻击行为，从而禁止了对本地 IP 的访问。如发生此类情况，请和技术

支持联系。

6.15. 上传文件到云主机速度很慢？

我们不对上传文件到云主机做速度限制，如果慢的话，可以了解下当地运营商是否对上行有做限制。

（如深圳普通 ADSL，上行速度限制为 512kbps）

6.16. 云主机是否可以更新内核 ?

可以更新 . 和物理服务器一样 , 使用 yum update 或 apt-get upgrade linux-image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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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CentOS 上 , 我如何制作自定义的内核 rpm 包 ?

确认当前内核版本号 , 下载对应的 SRPM 包

# 确认当前版本号

uname -r

# 到 valut.centos.org 找到 SRPM 并下载

# 注意事项

# (1) 确认是否用了 plus 版本的内核 , 是的话 SRPM 在 /centosplus/Source/SPackages/

# (2) 非 plus 版在以下两个目录 : /updates/Source/SPackages, /os/Source/SPackages

wget http://vault.centos.org/6.4/updates/Source/SPackages/kernel-2.6.32-358.14.1.el6.src.rpm

安装 SRPM 以及相关 RPM 工具

# 安装 SRPM

rpm -ivh kernel-2.6.32-358.14.1.el6.src.rpm

# 安装相关 RPM 工具

yum install rpm-build redhat-rpm-config patchutils xmlto asciidoc elfutils-libelf-devel zlib-devel 

binutils-devel newt-devel python-devel perl-ExtUtils-Embed hmaccalc rng-tools kernel-firmware

# 启动 rngd 服务 , 提供足够的熵值 cat /dev/null >/etc/sysconfig/rngd echo ‘EXTRAOPTIONS=”–

rng-device /dev/urandom”’ >/etc/sysconfig/rngd service rngd start

生成内核源码 , 使用 diff 生成 patch 文件

• # 生成内核源码

• cd ~/rpmbuild/SPECS

• rpmbuild -bp kernel.spec

• # 修改并生成 diff 文件

• cd ~/rpmbuild/BUILD

• cp -r kernel-2.6.32-358.14.1.el6 kernel-2.6.32-358.14.1.el6.mine

• diff -urpN kernel-2.6.32-358.14.1.el6 kernel-2.6.32-358.14.1.el6.mine > this-patch-to-fix-that-

bug.patch

• # 将 patch 拷贝到 SOURCES 下

• cp this-patch-to-fix-that-bug.patch ~/rpmbuild/SOURCES

• # 清理

• rm -rf ~/rpmbuild/BUILD/kernel-2.6.32-358.14.1.e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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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SPEC 文件 , 生成新的内核 RPM 包

# 找到以下几行 , 再后面添加一行

# Source84: config-s390x-generic-rhel

# Source85: config-powerpc64-debug-rhel

# Source86: config-s390x-debug-rhel

# 新添加行

Source87: this-patch-to-fix-that-bug.patch

Patch001: this-patch-to-fix-that-bug.patch

# ( 可选 ) 修改 changelog, 找到 %changelog 这行 , 再后插入行 :

* Tue Aug 03 2013 Your Name<yourname@company.com> [2.6.32-358.14.1.el6.centos]

  - [XXX] path to fix that bug

打包生成新的内核 RPM 包

# 执行 SPEC, 生成过程很长请耐心等待 .

# 执行前 , 请仔细 review 上述步骤 , 避免出错重来

rpmbuila -ba kernel.spec

# 会生成若干个 RPM 包 , 其中最关键的如下 , 使用 rpm -ivh 安装即可

# kernel-2.6.32-358.14.1.el6.x86_64.rpm

# kernel-devel-2.6.32-358.14.1.el6.x86_64.rpm

# kernel-headers-2.6.32-358.14.1.el6.x86_64.rpm

7. 附录

7.1.CentOS 6.X 下配置 Keepalived VIP

（1）申请内网 VIP

1) 登录控制台。在主导航栏，全部产品中单击网络。

2) 在内网 VIP 选项卡页面，单击申请 VIP，进入申请内网虚拟 IP 界面。

3) 选择需要申请的内网弹性 IP 的个数，点击 确定 后完成申请流程。

4) 页面返回后展示申请到的内网弹性 IP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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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 keepalived

CentOS 下直接用 yum 安装

# yum install -y keepalived

（3）配置 VIP

先解释下以下步骤中的几个变量（默认使用 root 权限）

$node1: 服务器 A 的内网 IP

$node2: 服务器 B 的内网 IP

$vip: 内网 VIP

服务器 A（node1）

1) 编辑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global_defs {

 router_id LVS_DEVEL

}

vrrp_instance VI_1 {

  state MASTER

  interface eth0

  #unicast peer 格式必须完全匹配！否则会起不来，必须写成三行。

  unicast_peer {

        $node2

  }

  virtual_router_id 51

  priority 100 advert_int 1

  authentication {

    auth_type PASS

    auth_pass 1111

  }

  virtual_ipaddress {

        $vip dev eth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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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启动 keepalived

# service keepalived start

服务器 B（node2）

1) 编辑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global_defs {

 router_id LVS_DEVEL

}

vrrp_instance VI_1 {

  state BACKUP

  interface eth0

  #unicast peer 格式必须完全匹配！否则会起不来，必须写成三行。

  unicast_peer {

   $node1

  }

  virtual_router_id 51

  priority 90

  advert_int 1

  authentication {

    auth_type PASS

    auth_pass 1111

  }

  virtual_ipaddress {

   $vip dev eth0

  }

}

2) 启动 keepalived

# service keepalived start

（4） 测试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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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系统日志 , 观察 keepalived 是否成功

# tail /var/log/messsages

2) 在 node1 上停止掉 keepalived，然后在 node1 和 node2 上分别观察 IP 信息

# service keepalived stop

# ip a

7.2.Windows 云服务器 KMS 激活方式说明

本文主要阐述了 Windows 云服务器在浪潮云环境中，如何实现自动激活。

背景

用户在使用 Windows 系统时都必需先进行激活，然后才能正常使用，安装应用软件，部署业务环境

等等。

由此用户在购买所有 Windows 系统的 ECS 时均已包含系统版权费用，在云服务器初始化过程中，

浪潮云服务平台自动激活系统，具体过程如下阐述。

采用 KMS 方式激活

微 软 在 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 的 时 候 采 用 的 是 VOL(volume licensing for 

organizations) 团体批量许可证方式激活系统， 到了 Windows Vista 后采用了 MAK(Multiple Activation 

Key) 多次激活密钥方式和 KMS(Key Management Service) 密钥管理服务方式来激活。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MAK 是一种以计数的方式，在每次系统重装后输入 MAK 密钥激活时，这个密

钥就被计算到最大激活次数内，当激活次数达到最大激活次数后，这个密钥将无法再次激活； 而 KMS 是

以 Server-Client 的方式来管理密钥，客户端可以通过局域网与服务端通讯，密钥安装在服务端上，并以

密钥管理服务的方式来管理所有与之通讯的客户端云服务器，如下图所示：



55

浪潮云云服务器 ECS 产品白皮书

KVM 运作机制如下：

1) KMS Server 安装密钥后通过公网连接微软授权许可服务器激活自身 KMS 服务；

2) Client 在初始化时内网访问 KMS 地址通过 DNS Server 解析到 KMS Server IP；

3) DNS Server 定期内网保持与 KMS Server 集群通讯，如果当探测到一台 KMS Server 异常时，则

自动将域名解析到另一台 KMS Server 上；

4) KMS Server 与 Client 通过默认端口 1688 通讯，并自动激活 Client 端系统，每 180 天会再次联系

KMS Server 激活。

客户端激活

InServer 在初始化完成便可自动激活系统，整个过程用户无感知也无需任何干预。用户远程登陆云

服务器后，可以通过 slmgr.vbs /dlv 命令查看激活信息，如下图：

云服务器所在机房：北京 BGP

云服务器安装系统：Windows server 2008 datacenter r2

附录： 浪潮云服务 KMS 地址

地 域 可用区 KMS 地址

北京 BGP 可用区 A Kms-bj.cloud.insp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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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浪潮云服务 Docker 内网镜像仓库

为了降低用户使用 Docker 的技术门槛，节约外网网络流量，浪潮云服务将最新的官方镜像同步到了

数据中心本地，以便用户可以直接内网连接 Docker 镜像服务器。

数据中心镜像服务器地址

使用方法

以北京数据中心为例：

创建一台支持 docker 的云服务器（以 CentOS7 为例）

使用 root 用户身份安装 docker 软件包并启动服务。

# yum install docker (CentOS6 需要安装 docker-io 软件包 )

# service docker start

# chkconfig docker on

获取 docker 镜像并查看本地镜像列表

# docker pull docker-hd01.ucloud.cn/centos

# docker images

执行 docker，并打开一个 bash shell

# docker run -t -i docker-hd01.ucloud.cn/centos /bin/bash

所支持的 Docker 镜像

B buildpack-deps busybox

C centos cirros clojure

D debian django docker-dev docker-test-image

F fedora

G gcc golang

H hello-world hipache httpd

I irssi

地 域 可用区 KMS 地址

北京 BGP 可用区 A docker-bj01.uclou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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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ava jenkins

M mariadb mongo mysql

N nginx node

O opensuse

P perl php postgres python

R rabbitmq rails redis registry ruby

S scratch

T tomcat

U ubuntu ubuntu-debootstrap ubuntu-upstart

W wordpress

注解 : 拉取和使用时需要加上相应的数据中心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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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获取更多产品白皮书，请访问

https://cloud.inspur.com/docs/

欢迎了解更多浪潮云官网特惠活动及线下巡展活动，详情点击：

https://cloud.inspur.com/snipet/913.html

探索灵活云环境，释放数据价值
浪潮云期待帮助更多企业上云，推动产业数字化

售前咨询热线：400-607-6657

Emai l  :  c loud@inspur.com

浪潮云官网 关注浪潮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