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成果教材，也是高等职业教

育云计算及大数据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为云上运维及应用实践教程的基础篇，是典型的项目案例化教材。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导学、基础架构之云服务器、基础架构之云数据库、

基础架构之对象存储、基础架构之负载均衡、基础架构之高速缓存。本书

实操环节可以利用随书附赠的体验券在云计算课程实训平台（http://yunwei.

chinamoocs.com/base）上进行。读者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扫描书中的二维码

查阅微课视频以及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

用技术、移动应用技术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广大从事云计算相关工

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序

IT 领域的“云计算”在 2007 年还是个未知概念，到 2014

年，“云计算”不仅已经家喻户晓，而且在基于云计算技术支撑

的平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飞速发展的新纪录。例如，阿里巴

巴的天猫商城在 2015 年双 11 的交易额达到 912.17 亿元，电子

商务平台的交易峰值达到 8.59 万笔 / 秒。目前，“云计算”在 IT

领域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局限于令人瞠目的数字上，而是开始向

传统支柱产业乃至国家整体经济与社会领域快速渗透。云计算已

经落地生根，并快速发展壮大，“像用电一样使用云服务”的云

计算理想虽然还未完全实现，但距离这个目标已经越来越近了。

DT（Data Technology）时代，互联网是基础设施，云计算

是公共服务，大数据是核心资产，人才是发动引擎。2016 年开

始，我国的云计算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国务院也将云计算列为

战略新兴重点产业，未来的十年，我国乃至全球各产业对云计

算人才需求将呈爆发式增长，预计云计算相关人才每年将呈现

数十万的缺口。在云计算时代，年龄、资历和职称都不再是科

研创新的门槛，各层次的人才都可以广泛参与和承担云平台类

产品的应用开发与维护，大学生在云计算领域的自主创新应用

成果将是个人能力认证的重要依据。

教育部为配合“互联网 +”时代产业发展的需要已增设了

“云计算技术及应用”专业，促进高校培养更多的掌握云计算相

关技术的人才，推动高校联合企业进行系统性的云计算人才培

养，解决了学生就业、企业用人、政府新兴产业落地的问题，

还同时体现了高校对区域新兴产业的支撑，发挥服务社会的功

能，形成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为了更好地满足高校的教学需要，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江苏知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高等教育

出版社共同策划，组织编写了云计算及大数据系列教材。

本书的编写团队在云计算技术原理、目标岗位人才能力模

型设计和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以“知

途云课”工程项目从传统 IOE 架构向云架构迁移为线索，由

浅入深地阐述了公共云中的云服务器、云数据库、云存储、云

负载均衡、弹性伸缩、网络内容分发 CDN、虚拟网络、云监

控、云盾等基本的概念、技术原理、编码和实战技巧，让读者

逐步掌握目前公共云中常见产品的技术和应用技巧。此外，本

书利用了云计算课程实训平台（http://yunwei.chinamoocs.com/

base），让读者通过动手实践的方式完成项目在云中安装、代码

调试、部署和运维的全过程，实现“做”中“学”。本书对于有

志于从事云计算开发、运维和架构设计的学习者来说， 是一本不

可多得的好教材。

希望本书的所有读者，在了解到云计算技术的同时，都能够积

极投身到云计算产业的实践中来。只有更多的人认识云计算，才能

挖掘出更多云计算的价值，云计算产业才会有源源不断蓬勃发展的

动力，相信各位读者中的很多人都将成为云计算产业的中坚力量。

在 本 书 编 写 过 程 中， 编 写 团 队 将 阿 里 云 作 为 公 共 云 的

基础实训平台，阿里云推出的大学合作计划 AUCP（Aliyun 

University Cooperation Program）也为高校师生提供各种云计

算教育资源和配套技术服务，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对中国云计算

产业人才培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李志民

 2016 年 7 月



前  言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

分 布 式 计 算（Distributed Computing）、 并 行 计 算（Parallel 

Computing）、 效 用 计 算（Utility Computing）、 网 络 存 储

（Network Storage Technology）、 虚 拟 化（Virtualization）、 负

载均衡（Load Balance）等传统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融

合的产物。它旨在通过网络把多个成本相对较低的计算实体整

合成一个具有强大计算能力的完美系统，并借助 SaaS、PaaS、

IaaS 和 MSP 等先进的商业模式把这强大的计算能力分布到终端

用户手中。云计算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通过不断提高“云”的

处理能力，进而减少用户终端的处理负担，最终使用户终端简

化成一个单纯的输入输出设备，并能享受“云”的强大计算处

理功能，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

一个计算资源池向用户提供按需服务。

云计算具有超大规模、虚拟化、高可靠性、通用性、高可

扩展性、按需服务、极其廉价等特点，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种

廉价的云服务解决方案。本书主要介绍了云计算技术的基础知

识以及如何利用目前流行的公有云平台（阿里云）架构一个典

型企业的云服务。书中内容囊括了作者多年从事云计算技术应

用与维护工程行业的教学培训以及实际工程经验，并得到了来

自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江苏知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本书为云上运维及应用实践教程的基础篇，是典型的项目

案例化教材。本书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以架构一个典型企业



的云服务器、云数据库服务器、云存储服务器、负载均衡、高

速缓存等能满足企业基本云服务的功能为主线，通过一个个典

型的任务逐步完成企业云计算服务的搭建。其中，第 1章导学，

主要介绍了云计算技术与应用基础知识、阿里云计算相关产

品。第 2章基础架构之云服务器，主要介绍了如何购买云服务

器（ECS）、创建云服务器实例、连接云服务器、在云服务器上

部署Web应用、挂载云盘、对云服务器磁盘扩容、创建云服务

器快照及镜像、释放云服务器等。第 3章基础架构之云数据库，

主要介绍了云数据库的基础知识、阿里云数据库（RDS）、创建

云数据库实例、云数据库迁移、云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只读

云数据库实例的使用、灾备实例的使用、释放云数据库等。第

4章基础架构之对象存储，主要介绍了云存储的相关基础知识、

阿里云存储（OSS）、开通OSS 服务、使用 API 上传文件到

OSS、自定义域名绑定、防盗链设置、静态网站托管、日志设

置、释放OSS 等。第 5章基础架构之负载均衡，主要介绍了负

载均衡的基础知识、阿里云负载均衡（SLB）、使用 SLB提高应

用系统稳定性、SLB证书管理、删除负载均衡实例等。第 6章

基础架构之高速缓存，主要介绍了高速缓存基础知识、阿里云

数据库 Redis 版、使用 Redis 缓存热点数据、释放 Redis 等。

本书编写是将一个完整的云服务工程案例细化成相对独立

的工作任务，每个工作任务中既有技术原理知识的讲解，也包

括基本实操训练的内容，再通过若干前后衔接的工作任务完成

相对独立的项目乃至整个工程案例。为了方便广大读者学习，

书中涉及的所有任务的模拟操作都可以在阿里云平台（www.

aliyun.com）上实现，也可以使用本书附赠的体验券在云计算



课程实训平台（http://yunwei.chinamoocs.com/base）上进行

操作。读者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扫描书中的二维码查阅微课视

频以及习题参考答案。本书实操环节的相关素材都可以从 http://

opensource.chinamoocs.com 上下载。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的王梅、鲍

建成，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胡光永、孙扬清，南京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的李建林，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王瀚波，南京商

业学校的陈海文等。由王梅、胡光永、李建林任主编，孙扬清、

鲍建成、陈海文、王瀚波任副主编。王梅、王瀚波完成了第 3、

4 章内容的编写，鲍建成完成了第 1 章内容的编写，胡光永、孙

扬清完成了第 2、5 章内容的编写，李建林、陈海文完成了第 6

章内容的编写，江苏知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本书相关的

电子学习资源，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提供了项目模拟运行、验

证的平台教学资源。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

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移动应用技术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

供广大从事云计算相关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

难免，恳请专家、教师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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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么是云计算

1.1.1  云计算的发展历程

在云计算高速发展的今天，Amazon 不再是一个销售图书的网站，

Microsoft 也不仅是一个开发操作系统的公司，Google 也不单单是搜索引擎。

作为 IT 巨头公司，它们都在不断地推出云计算相关服务和解决方案。在国

内，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也纷纷推出自家的云平台。在未来，每

个人的工作生活都将离不开云计算提供的个性化云服务。要想清楚地认识云

计算，必须先了解它的发展历程，云计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下面 5个阶  段：

1. 前期积累阶段

分布式计算、网格计算、虚拟化等技术的成熟，是云计算概念形成以

及云服务技术和概念形成的技术基 础。

2. 云服务初现阶段

1999年 3月 Salesforce 成立，成为最早的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

软件即服务）服务商；1999年 9月 Loudcloud 成立，成为最早的 IaaS 服务商；2005

年 Amazon 推出 AWS 服务；在此阶段逐渐出现 SaaS/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云服务，并被市场接 受。

3. 云服务形成阶段

2007年，Salesforce 发布 Force.com，即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

台即服务）服务；2008年 4月 Google 推出 GoogleAppEngine；此时，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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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三种形式（SaaS、IaaS、PaaS）全部出现，IT 企业、电信运营商、互

联网企业纷纷推出云服  务。

4. 云服务快速发展阶段

2009—2014年，云服务种类日趋完善多样。传统企业开始通过自身能

力，以扩展收购等模式，投入云服务。Google、IBM、Microsoft 等互联网

和 IT 企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开始提供不同层面的云计算服  务。

5. 云服务日渐成熟阶段

云服务正在逐步突破互联网市场的范畴，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各行

业企业也开始接受云服务的理念，并开始将传统的自建 IT 方式转为使用公

共云服务方式，云服务将真正进入其产业的成熟期，云产品的功能不断健

全，市场格局也趋向稳  定。

1.1.2  云计算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云计算将计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使得用户能够将资源切

换到需要的应用上，根据需求访问计算机和存储系统。这就好比是从古老

的单台发电机模式转向了电厂集中供电的模式。它意味着计算能力也可以

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就像煤气、水电一样，取用方便，费用低廉。最

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 的。

关于云计算的定义有很多种，维基百科给云计算下的定义是：云计算

将 IT 相关的能力以服务的方式提供给用户，允许用户在不了解提供服务的

技术、没有相关知识以及设备操作能力的情况下，通过 Internet 获取需要的

服务。现阶段被大众广为接受的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

定义：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这种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

按需的网络访问， 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

存储、应用软件、服务），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提供，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

工作，或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 互。

云计算具备以下几个重要特 征：

1. 虚拟化技术，提供高可靠性的服务

云计算将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通过提供虚拟化、容错和并行处理的

软件，转化成可以弹性伸缩的服务。使用了数据多副本容错、计算节点同

构可互换等措施来保障服务的高可靠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云计算比

使用本地计算机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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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性伸缩，提供高可扩展的服务

“云”的规模可以动态伸缩，可以快速实现资源的动态配置，满足应用

和用户规模增长的需要。当然，在不需要时，资源也可以及时释  放。

3. 按需自助服务，提供量化的服务

“云”是一个庞大的资源池，可以像自来水、电、煤气那样计费。其服

务是可计量的，付费标准是根据用户的用量收费。在存储和网络宽带技术

中，已广泛使用了这种即付即用的方  式。

4. 广泛的网络访问，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云计算的组件和整体构架由网络连接在一起并存在于网络中，同时通

过网络向用户提供服务。而客户可借助不同的终端设备，通过标准的应用

实现对网络的访问，从而使得云计算的服务无处不在。云计算支持用户在

任意位置、使用各种终端获取应用服务，只需要一台计算机或者一个手机，

就可以通过网络服务来实现，甚至包括超级计算这样的任  务。

5. 极其廉价，提供更经济的服务

由于“云”采用极其廉价的节点来构成云，在达到同样性能的前提下，

组建一个超级计算机所消耗的资金很多，而云计算需要的费用与之相比要

少很多。“云”的自动化集中式管理使大量企业无需负担日益高昂的数据中

心管理成本，“云”的通用性使资源的利用率较之传统系统大幅提升，因此

用户可以充分享受“云”的低成本优势，通常只要花费几百美元、几天时

间就能完成以前需要数万美元、数月时间才能完成的任 务。

总之，云计算改变了 IT 建设模式，从自建机房、自购硬件和基础软

件、自己运维的方式转变成购买云服务。客户不用再关注 IT 基础设施，腾

出精力去关注应用，做好核心业务。云计算帮助客户节省 IT 成本，具有灵

活的高扩展能力、高安全性，提供海量的存储与计算能力、优质的网络。

云计算让客户的业务互联网化，同时也改变了 IT 投资结构，从 8∶2变成

2∶8（商业软硬件∶业务应 用）。

1.1.3  云计算的服务模式

云计算提供的服务类别，一般来说包括 IaaS、PaaS、SaaS 三类，基础

设施在最下端，平台在中间，软件在顶  端：

1.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 包括硬件和软件，以服务的方式提供服务器、存储、网络等计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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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IaaS 将成为未来互联网和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 石。

2.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

PaaS 是一套工具服务，可以为编码和部署应用程序提供快速、高效的

服务。向下使用云计算资源，向上对云服务的构建和部署提供支撑，如数

据库、中间件等平台资源。PaaS 被誉为未来互联网的“操作系统”，与 IaaS

相比，PaaS 对应用开发者来说将形成更强的业务黏性，因此 PaaS 着重于构

建和形成紧密的产业生  态。

3.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

SaaS 通过网络运行，为最终用户提供应用服务，如 ERP、办公服务、

商业智能等具有特定功能的服务。SaaS 是发展最为成熟的一类云服务。传

统软件产业以售卖拷贝为主要商业模式，SaaS 服务采用 Web 技术和 SOA

架构，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多租户、可定制的应用能力，大大缩短了软

件产业的渠道链条，使软件提供商从软件产品的生产者转变为应用服务的

运营  者。

1.1.4  云计算服务商

根据云服务的模式，云计算服务商也包含如下三 类：

1. SaaS 服务商

提供通用型应用软件服务，如客户关系管理、协作软件服务、人力资

源管理服务、ERP 服务以及垂直类应用服务（如游戏类、电商类应用服

务）。对于使用此类服务的用户来说，不需要关注任何底层的软件或硬件资

源，直接使用上层的服务。SaaS 服务商主要有国外的 Google、Salesforce、

Oracle、Microsoft Azure 等，国内的北森、用友、金蝶、商派 等。

2. PaaS 服务商

提供可伸缩的应用程序环境，能够灵活地开发任何类型的应用，不受

限于平台可用的框架。对于使用此类服务的用户来说，不需要关注任何

底层硬件资源的概念。PaaS 服务商主要有国外的 AWS、Microsoft Azure、

Google，国内的阿里云、腾讯云、新浪云以及 Ucloud 等。

3. IaaS 服务商

把硬件及硬件相关的软件作为服务交付，包括计算资源 / 存储、CDN

以及负载均衡、安全服务等。这些实现都是基于虚拟化技术和分布式计

算与存储技术。IaaS 服务商主要有国外的 AWS、Microsoft Azure、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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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layer，国内的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Ucloud、中国电信及青云 等。

注：本书中案例及任务的实施都将基于阿里云的平台完成。

1.2  阿里云介绍

1.2.1  阿里云概况

阿里云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云计算服务商，在国内公有云市场占有

率第一。阿里云技术在阿里集团内部通过了海量的客户及大量高并发业务验

证，除了用云计算支撑自身的业务，同时把云服务开放出来帮助更多的企

业。淘宝、天猫、蚂蚁金服等大家熟知的阿里系产品均构建在阿里云之 上。

目前，阿里云服务覆盖全球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230万家客户

以及数万家独立软件开发服务商，为广大互联网企业提供云计算产品以及

架构解决方案。阿里云秉承“为了无法计算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造公

共、开放的云计算服务平台，成为全球云计算大数据的领导者之 一。

1.2.2  阿里云体系架构及产品服务

阿里云自主研发完成的公共云计算平台，被称为飞天开放平台（以

下简称飞天），其中包括飞天内核和飞天开放服务，主要解决规模计算的

问 题。

飞天内核负责管理数据中心 Linux 集群的物理资源，控制分布式程序运

行，隐藏下层故障恢复和数据冗余等细节，有效提供弹性计算和负载均 衡。

飞天内核包含的模块可以分为以下几部 分：

1. 分布式系统底层服务

提供分布式环境下所需要的协调服务、远程过程调用、安全管理和资

源管理的服务。这些底层服务为上层的分布式文件系统、任务调度等模块

提供支 持。

2. 分布式文件系统

提供一个海量的、可靠的、可扩展的数据存储服务，将集群中各个节

点的存储能力聚集起来，并能够自动屏蔽软硬件故障，为用户提供不间断

的数据访问服务；支持增量扩容和数据的自动平衡，提供类似于 POSIX

（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的用户空间文件访问 API，支持随机读写和追加写

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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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务调度

为集群系统中的任务提供调度服务，同时支持强调响应速度的在线服

务和强调处理数据吞吐量的批处理任务；自动检测系统中故障和热点，通过

错误重试、针对长尾作业并发备份作业等方式，保证作业稳定可靠地完 成。

4. 集群监控和部署

对集群的状态和上层应用服务的运行状态和性能指标进行监控，对异

常事件产生警报和记录；为运维人员提供整个飞天开放平台以及上层应用

的部署和配置管理，支持在线集群扩容、缩容和应用服务的在线升  级。

飞天的体系架构如图 1.1所 示。

飞天开放服务为用户应用程序提供了计算和存储两方面的接口和服务，

包括云服务器（Elastic Compute Service， ECS）、对象存储（Object Storage 

Service， OSS）、表格存储（Table Store）、云数据库 RDS（ApsaraDB for 

RDS）和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等。

目前，在飞天上运行一系列服务和产品，包含弹性计算、数据库、存

储与 CDN（内容分发网络）、大规模计算、安全与管理、应用服务、互联网

中间件等 90多个产  品。

1.3  项目案例介绍

本书旨在让学生通过完成一系列的操作任务进行实际操作的学习，书

中将一个完整的项目工程案例细化成相对独立的任务，在每个任务中穿

图 1.1 
飞天的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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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了相关技术原理的讲解和基本任务操作流程说明。本书使用“知途云

课”MOOC 平台作为项目案 例。

书中相关资源可以从 http://opensource.chinamoocs.com 上下载，包含

“知途云课”案例的源代码以及网站发布  包。

配套提供的案例代码仅供参考，也仅限于本书案例学习使 用。

1.3.1  案例来源

知途网（www.chinamoocs.com）是知途教育 2015年发布的在线教育平

台，该平台联合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提供认证证书，同时根据企业的需求

培养人才。平台系统实现学习者在线学习的视频点播、文档查看、练习测

评等功能，以及教学者课程制作、课程管理、教学成绩评估等功  能。

知途网采用云端部署的方案，使用阿里云云服务器 ECS 部署项目 Web

应用，云数据库 RDS 独立部署项目数据库，对象存储 OSS 存放项目中上传

的图片以及课件视频文件，负载均衡 SLB 进行集群化部署，高速缓存 Redis

存储集群环境下用户会话信息，内容分发 CDN 提升用户浏览视频体验，弹

性伸缩自动调整高峰期弹性计算资源，云盾进行安全运维管理，云监控监

控网站的访问状态，具体部署方案架构如图 1.2所  示。

云盾 云监控 内容

分发

CDN

云数据库RDS 缓存Redis

ECS Web应用集群

负载均衡SLB

弹性伸缩

对象存储OSS

本书提供的教学项目案例“知途云课”是以知途网为原型进行功能裁

剪，为了便于学习者更好地将学习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云产品的使用上，而

非教学平台系统的开发上，经过裁剪后的“知途云课”主要功能包含用户

注册和登录、个人信息维护、视频课件上传与在线学  习。

图 1.2 
部署方案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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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为基础篇和高级篇两部分，其中基础篇通过“知途云课”的部署，

详细讲解了从一台云服务器 ECS 到网站的基本架构过程，如图 1.3所 示。

云数据库RDS 缓存Redis

ECS Web应用集群

负载均衡SLB

对象存储OSS

高级篇不仅详细讲解知途网的真实架构部署过程，同时考虑到在实际

环境中需要构建出一个隔离的网络环境部署应用场景，还特别讲解了在专

有网络架构下的部署，如图 1.4所  示。

云数据库RDS

专有网络VPC

ECS Web应用集群

负载均衡SLB

1.3.2  运行环境要求

1. “知途云课”项目部署环境要求

操作系统：CentOS release 6.5（64位）

JDK 版本：jdk 1.7

图 1.3 
“知途云课”基础架构图

图 1.4 
专有网络部署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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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MySQL 5.6

Web 服务器：Nginx 1.4+ Tomcat 7.0

其中，本书将提供 JDK、MySQL、Nginx、Tomcat 在 CentOS 上的一键安装

包，可以快速完成部署环境的一键安 装。

2. 客户端

操作系统：Windows 7及以上

1.3.3  任务综述

本丛书分基础篇和高级篇，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如 下：

基础篇

（1）导学，完成申请阿里云官网账号并完成实名认证任 务。

（2）基础架构之云服务器，完成在云服务器 ECS 上部署“知途云课”

系统任  务。

（3）基础架构之云数据库，将部署在云服务器 ECS 上的“知途云课”

系统数据库迁移至云数据库 RDS。

（4）基础架构之对象存储，将部署在云服务器 ECS 上“知途云课”的

课件视频存储切换至对象存储服务 OSS。

（5）基础架构之负载均衡，使用负载均衡 SLB 将“知途云课”部署在

两台云服务器 ECS 集群环境  下。

（6）基础架构之高速缓存，使用高速缓存 Redis 版存储“知途云课”系

统在集群环境下登录用户的会话信息

高级篇

（1）弹性架构之 CDN，使用内容分发网络加速“知途云课”系统中视

频在全国各地的播放速 度。

（2）弹性架构之弹性伸缩，使用弹性伸缩在“知途云课”系统访问高

峰自动调整弹性计算资  源。

（3）弹性架构之专有网络，使用专有网络 VPC 将“知途云课”系统部

署在校园专网  内。

（4）安全架构之云安全，使用云盾保障“知途云课”系统安全运 行。

（5）安全架构之云监控，使用云监控实时全方位地掌握“知途云课”

系统运行状  态。

（6）阿里云 API 的使用，使用 API、SDK 和 CLI 工具管理阿里云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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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认识阿里云管理控制台

阿里云管理控制台为用户提供直观简单的 Web 控制界面，方便用

户对阿里云账户及所属资源进行管理。每个用户在使用注册的阿里云账

号登录后即可进入管理控制台，可以看到顶部导航包含“产品与服务”、

“AccessKeys”、“工单服务”以及“帮助与文档”等快速链接。左侧栏是

“产品与服务”和“用户中心”导航，内容区域包含账号、工单以及产品功

能和升级的信息，如图 1.5所  示。

1.4.1  产品与服务

在管理控制台可以管理已经开通的各个云产品与服务，在页面左侧栏

的“产品与服务”导航下便是进入各个阿里云产品的快速链接，如单击

“云服务器 ECS”，即可进入云服务器 ECS 的管理后台，如图 1.6所  示。

图 1.6 
云服务器 ECS 的管理后台

图 1.5 
阿里云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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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与服务”菜单中，可以通过单击“自定义产品与服务”，进行

自定义设置，如图 1.7所  示。

在弹出的“自定义产品与服务快捷入口”页面中，可以选择需要放入

菜单的阿里云产品，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将经常操作的产品加入以

便快速进行管理，如图 1.8所  示。

图 1.7 
进行自定义设置

图 1.8 
“自定义产品与服务快捷入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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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用户中心

用户中心包含“账号管理”、“费用中心”、“续费管理”、“消息中心”、

“工单管理”、“备案管理”等，在左侧栏的用户中心导航下单击“账号管

理”，即可进入账号管理的详细页面，如图 1.9所  示。

此外，用户中心的菜单同样也可以自定义操作与自定义产品与服务

类 似。

1.4.3 AccessKeys

在 API 调用时通常需要按照指定规则对请求参数进行签名，当服务器

收到请求时会进行签名验证，通过使用 API 密钥，不仅可以界定发送请求

用户的身份，同时也可以防止其他人通过某种手段恶意篡改请求的数 据。

在使用阿里云产品 API 时，同样需要 Access Key ID 和 Access Key 

Secret，它们是访问阿里云 API 的密钥，并具有该账户完全的权 限。

在管理控制台顶部导航中，单击“AccessKeys”链接，即可进入在

“Access Key 管理”页面，在该管理页面中可以看到 Access Key ID 和 Access 

Key Secret 列表，如图 1.10所 示。

图 1.10 
“Access Key 管理”页面

图 1.9  
账号管理的详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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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ccess Key Secret 是要在通过手机验证码验证之后，才可以看 到。

1.5  任务：注册阿里云账号

1. 任务描述

需要使用阿里云产品和服务，必须要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阿里云官网。

那么，首先就要申请阿里云账号，完成注册、邮件确认、手机验证并设置

密保问题及实名认 证。

2. 任务目标

（1）了解阿里云账号申请的流程以及相关注意事 项。

（2）熟悉阿里云账号的注册、安全设置以及实名认证操 作。

3. 任务实施

准备

（1）能够访问阿里云官网（www.aliyun.com）网络环 境。

（2）拥有个人 E-mail 邮箱，手机号和支付宝账 号。

步骤

（1）注册账号。

进入阿里云官网首页（www.aliyun.com），然后进入注册页面，按要求

填写会员名、登录密码及手机号后，单击“确认”按钮，如图 1.11所  示。

视频：注册登
录阿里云

图 1.11 
注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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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证手机”页面，单击“发送验证码”按钮，输入短信验证码后，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注册，如图 1.12所 示。

（2）绑定邮箱。

使用步骤（1）注册的阿里云账号，进入管理控制台的账号管理，单击

“安全设置”，然后单击“备用邮箱”右侧的“设置”，如图 1.13所  示。

在“验证身份”页面，选择通过“手机验证码”进行验证，如图 1.14

所 示。

图 1.12 
“验证手机”页面

图 1.13 
绑定邮箱

图 1.14 
“验证身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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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验证码验证身份页面，单击“发送验证码”按钮，输入短信验

证码后，单击“确定”按钮后进入下一步，如图 1.15所  示。

在修改安全邮箱页面，输入邮箱地址后获取验证码，然后登录该邮箱

查看验证码，完成邮箱验证码的验证，如图 1.16所 示。

（3）设置安全问题。

在管理控制台的账号管理中，单击“安全设置”，然后单击密保问题右

侧的“设置”，开始设置密保问题，如图 1.17所 示。

图 1.15 
手机验证码验证身份页面

图 1.16 
修改安全邮箱页面

图 1.17 
设置密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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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证身份”页面，选择通过“手机验证码”进行验证，如图 1.18

所 示。

在手机验证码验证身份页面，单击“发送验证码”按钮，输入短信验

证码后，单击“确定”按钮后进入下一步，如图 1.19所  示。

在设置安保问题页面，选择三个安全问题，并设置答案后单击“确定”

按钮，如图 1.20所 示。

图 1.18 
选择身份验证方式

图 1.19 
手机验证码验证身份页面

图 1.20 
设置安保问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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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保问题确认页面，确认问题及答案无误后，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安全问题设置，如图 1.21所 示。

（4）进行实名认证。

在管理控制台的账号管理中，单击“实名认证”，可以看到“企业、个

人支付宝认证”，“企业、个人备案信息认证”，“企业、个人国内域名认证”

以及“企业银行卡信息认证”四种实名认证方式，这里选择企业、个人支

付宝认证，单击“立即认证”按钮，如图 1.22所 示。

在支付宝登录页面，输入支付宝的账户名及登录密码，单击“登录”

按钮，如图 1.23所  示。

图 1.21 
安保问题确认页面

图 1.22 
选择“企业、个人支付宝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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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入“支付宝快速认证信息确认”页面，在确认信息无误后，单

击“确认信息”按钮，如图 1.24所  示。

在“手机校验”页面，单击“发送验证码”按钮，输入短信验证码后，

单击“确认”按钮，完成实名认证，如图 1.25所 示。

图 1.23 
支付宝登录页面

图 1.24 
“支付宝快速认证信息确认”页面

图 1.25 
“手机校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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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进入“实名认证”页面，可以看到实名认证的相关信息，如图

1.26所 示。

图 1.26 
实名认证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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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场景导入

在采用传统的物理服务器时，需要设备拥有者考虑成本、维护、安全、

应用等诸多因素。通常企事业单位在采购的准备阶段，一方面要预测资源

和应用需求，另一方面要考虑硬件设备的质量、规格和部署场地的空间、

环境、网络等因素。硬件设备要经过询价、招标、安装、调试的漫长过程。

硬件到位后，由管理员部署相应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软件部署和应用

要考虑多线接入的带宽问题，还要考虑服务器安全问题，设置防病毒、防

火墙也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对于服务器中重要的数据，还应考虑在另一

台服务器上进行物理备份。最重要的还有运维问题，人力成本对每家企事

业单位都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支  出。

公有云服务器的推出，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用户只需花费不到

10分钟的时间，就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部署一台或多台云服务器，可以不

用操心包括硬件设备、操作系统等配置和升级以及数据安全问题，更免于

复杂的用量估计。如果未来应用或者访问量增加，甚至可以随时调整云服

务器的配置和数量，无需担心低配服务器在业务突增时带来的资源不足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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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知识点讲解

2.2.1  云服务器概述

云服务器提供一种简单高效、安全可靠、处理能力可弹性伸缩的计算

服务。它的管理比本地物理服务器更简单高效，用户无需购买硬件，而是

根据业务需求，在网上迅速创建或释放任意多台云服务器。从使用者的角

度看，云服务器其实就是大规模的物理服务器集群平台上虚拟出来的服务

器，用户使用时的体验与物理服务器并无明显区别。但是与传统服务器业

务相比，云服务器租用服务，在投入成本、产品性能、管理能力、扩展能

力上都有独特的优  势：

（1）相对传统服务器的高额综合信息化成本投入，使用云服务器可以

按需付费，有效降低综合成 本。

（2）传统服务器难以提供持续可控的产品性能，云服务器可以提供硬

件资源的隔离以及独享带宽，从而提供更加稳定的产品性 能。

（3）在传统服务器业务中，各种业务管理难度日趋复杂，而云服务器

提供集中化的远程管理平台和多级业务备份，大大降低管理的工作 量。

（4）传统服务器的服务环境缺乏灵活的业务弹性，而使用云服务器则

可以快速进行业务部署与配置，并且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可以提供弹性

扩展能  力。

2.2.2  云服务器关键技术

云服务器关键技术有三个：虚拟化技术、分布式存储、资源调 度。

1. 虚拟化技术

虚拟化是云服务器最重要的核心技术之一，可以说，没有虚拟化技术

也就没有云服务的落地与成 功。

从技术上讲，虚拟化是一种在软件中仿真计算机硬件，以虚拟资源为

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形式，旨在合理调配计算机资源，使其更高效地提供

服 务。

从表现形式上看，虚拟化分两种应用模式：一是将一台服务器虚拟成

多个独立的小服务器，服务不同的用户；二是将多个服务器虚拟成一个强

大的服务器集群，完成特定的功能。这两种模式的核心就是统一管理，动



态分配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例如，阿里云实现在大规模物理服务器集

群上构建虚拟化平台，部署和配置多数量的虚拟机。虚拟化平台将对整个

集群系统中所有虚拟机进行监控和管理，并可根据实际资源使用情况灵活

分配和调度资源，使云服务器成为弹性服  务。

2. 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存储系统是一种可扩展的网络存储系统结构，利用多台存储物

理服务器通过 Internet 互联，分担存储负荷，对外提供存储服  务。

分布式存储系统的特性包含：可扩展、低成本以及易用性。系统可以

扩展到几百甚至上千台的集群规模并具备系统整体性。低成本是指基于大

规模的集群系统，系统实现自动运维。而易用性指系统提供易用的 API 对

外接口，并且具备完善的监控、运维工具，能够方便地与其他系统集 成。

分布式存储系统的关键在数据分布、容错力、负载均衡。不同于单个

服务器存储，分布式存储系统是将数据均匀分布到多台服务器中，并实现

跨服务器读写操作。为了避免一台服务器故障导致数据丢失的问题，需要

将数据的多个副本复制到多台服务器，并保证不同副本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并且，当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服务器中的数据以及服务能够迁移到集群

中的其他服务器中。在不影响集群正常运行过程中，实现增加或减少服务

器、自动负载均衡，以及数据的迁入迁出不影响已有的服  务。

分布式存储的数据主要有三类：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

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指办公文档、文本、图片、图像、音频和视频信息

等；结构化数据指可以用二维表结构表示、可以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的数

据；半结构化数据介于非结构化数据和结构化数据之间，如 HTML 文档，

这种数据的特点是将数据模式结构与内容混在一起，没有明显区分，也不

需要预先定义模式结  构。

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目前流行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有 Google File 

System（GFS），最为典型的分布式文件系统；Amazon Dynamo，使用了

分布式键值系统（一种表格模型），支持针对 Key-Value 的增、删、改操

作，支持购物车应用；Windows Azure Storage（WAS）， Microsoft 开发的

数据存储系统，广泛用于社会化网络、视频、游戏、Bing 搜索等业务；

OceanBase，一种可扩展的关系数据库，实现数千亿条记录、数百 TB 数据

量的跨行跨表事务，支持收藏夹、直通车报表、天猫评价等在线业务，线

上数据量超过 1千亿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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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调度

云上资源调度是指在特定的资源环境下，对应不同的资源使用需求或

者计算任务实现资源调整的过程。不同于单机设备，云计算系统所依赖的

硬件设备及处理的资源规模非常大。例如，物理服务器少则几百台，多则

上万台，这些大规模的服务器集群及其上运行的数以千计的应用和资源都

需要引进分布式资源管理技术。当集群上某个节点出现故障时，系统拥有

有效的机制保障其他节点不受影响，同时在服务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将故

障节点的数据自动迁移到其他节点上，这些都运用了资源调度管理技  术。

云上海量资源调度的关键问题在于数据动态迁移以及对资源进行实时

监控和管理。这两项管理都带来技术上的难点，比如关于数据的动态迁移，

要求迁移虚拟机双方物理机共享使用一个存储服务，而当虚拟机数量非常

多时，存储服务可能会遇到瓶颈，那么需要的技术须能支持虚拟机镜像文

件在不同的存储服务之间进行动态迁移；数据动态迁移过程中，要求网络

配置是不变的，那么资源调度需要有支持网络配置修改的解决方 案。

关于对云计算环境的资源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由于云计算环境中资

源规模大、种类多，对于成千上万的计算任务，资源调度管理需要提供一

个有效的调度算法，并在精确性和速度上进行平衡，从而完成各项计算

任  务。

资源调度管理面临的挑战很多。事实上，全球各大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都有各自不同的分布式资源调度解决方案，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Google 内部

使用的 Borg 技术以及 Kubernetes 技术。另外，Microsoft、IBM、Oracle 等

云计算巨头都有相应的分布式资源管理策略。部分解决方案可搜索官方网

站或者下载文献资料学 习。

2.2.3  相关术语

1. 云服务器实例（Instance）

云服务器实例是一个虚拟的计算环境，包含 CPU、内存、操作系统、

带宽、磁盘等最基础的计算组件，可以将云服务器实例理解为一个独立的

虚拟  机。

2. 地域（Region）与可用区（Zone）

由于大规模的服务器集群异地分布，因此地域代表资源所在的地域，

每个地域包含一组可用区。用户可以选择不同地域的云服务器服  务。

视频：什么是云
服务器 ECS

   2.2  知识点讲解  23



例如，阿里数据中心分布在国内外的不同地域：华东 1（杭州）、华东

2（上海）、华北 1（青岛）、华北 2（北京）、华南 1（深圳）、中国香港；亚

太（新加坡）、美西（硅谷）、美东（弗吉尼 亚）。

可用区是指同一地域内，电力和网络相互独立的物理区域。同一可用

区之间网络互通，不同可用区之间故障隔离。因此，是否将云服务器实例

放在同一可用区，主要取决于容灾能力和网络延时的要求。如果需要提高

应用的可用性，可将云服务器实例创建在不同的可用区  内。

3. 经典网络和专有网络

这两种类型的网络区别如 下：

（1）经典网络

经典网络中的云服务在网络上不进行隔离，只能依靠自身的安全组来

阻挡非法访  问。

（2）专有网络

专有网络帮助用户在云上构建一个隔离的网络环境。用户可以自定义

专有网络里面的路由表、IP 地址范围和网关。此外，用户可以通过专线或

者 VPN 的方式将自建机房与专有网络内的云资源组合成一个虚拟机房，实

现应用平滑上  云。

4. 安全组（Security Group）

安全组是一种虚拟防火墙，用于设置单台或多台服务器的网络访问控

制，它是重要的网络安全隔离手段，用于在云端划分安全域。每个实例至

少属于一个安全组。同一安全组内的实例之间网络互通，不同安全组的实

例之间默认内网不通，但可以授权两个安全组之间互  访。

5. 服务器云盘

云盘为服务器实例提供的数据块级别的数据存储单位，采用多副本的

分布式机制，提供一种安全可靠的高弹性存储服务。服务器云盘作为云服

务器的扩展块存储部件，为云服务器数据存储提供高可用和高容量支持；

有独立于云服务器的生命周期，支持快速扩容、在线备份和回滚；支持数

据随机读写，在吞吐量、每秒 I/O 读写次数以及异常恢复时间等方面，均有

不错的性  能。

6. 快照（Snapshot）

为磁盘创建的数据还原点，包含特定时刻磁盘的数据，可以用于还原

磁盘数据或创建自定义镜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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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镜像（Image）

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都可以制作成镜像文件，用户可以选择某镜像文

件来初始化云服务器实  例。

镜像是创建实例的必要条件。新创建实例的系统盘内容是镜像内容的

完全复制，包括操作系统、软件配置等内容。因此，创建不同操作系统版

本的实例需要选择不同的镜像文  件。

2.2.4  阿里云服务器 ECS

1. ECS 产品概述

云服务器 ECS（Elastic Compute Service）是阿里云产品体系中最基础的

计算服务，通常用作应用程序的运行环境，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弹性伸缩

能力，它支持垂直和水平两种弹性伸缩，如图 2.1所示。垂直扩展，如 ECS

在 10分钟内可启动或释放 100台云服务器，5分钟内停机升级 CPU 和内

存，在线不停机升级带宽；水平扩展，ECS 可以在几分钟内创建数百个新

的实例，完成任务后，可以释放这些实  例。

ECS 包含多个相互关联的产 品：

（1）实例

实例是 ECS 最基本的资源，由 CPU、内存、系统盘和运行的操作系统组

成，如图 2.2所示。只有基于实例，才能使用网络、存储、快照等其他资 源。

视频：ECS的特点

图 2.1 
ECS 的弹性伸缩能力

图 2.2 
实例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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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 实例系统盘的大小，由操作系统的类型决定，Linux 系统盘大

小为 20 GB， Windows 系统盘大小为 40 GB。阿里云支持多个 Windows

和 Linux 发 行 版 本， 主 要 包 括 CentOS、Ubuntu、Debian、OpenSUSE、

Windows Server 2003/2008/2012等。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地域内的 ECS

实例内网间可以互通，但是不同地域的 ECS 实例内网不互通，如图 2.3 

所  示。

（2）磁盘

ECS 支持 3种类型的云盘和本地 SSD 盘存储，云盘包括：普通云盘、

SSD 云盘和高效 SSD 云盘。这三种云盘各具特点，在使用场景上也有一定

差 异。

① 普通云盘：采用机械磁盘作为存储介质，利用分布式三副本机制，

提供高数据可靠性，提供数百的随机读写 IOPS 能力，最大 30～ 40 MBps

的吞吐量，最大提供 2 000 GB 存储空间，支持挂载到在相同可用区内的任

意 ECS 实例上。适合数据不被经常访问或者低 I/O 负载的应用场景；如果

应用需要更高的 I/O 性能，建议使用 SSD 云  盘。

② SSD 云盘：利用分布式三副本机制，能够提供稳定的高随机 I/O、

高数据可靠性的高性能存储，最高提供 20000随机读写 IOPS、256 MBps

的吞吐能力，提供最大 32 768 GB 存储空间，支持挂载到在相同可用区内

的任意 ECS 实例上。具备稳定的高随机 I/O 性能及高数据可靠性，适合

图 2.3 
同一地域和不同地域的 ECS 实例的连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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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MySQL、Oracle、SQL Server 等中大型关系数据库应用以及对

数据可靠性要求高的中大型开发测试环 境。

③ 高效 SSD 云盘：采用固态硬盘与机械硬盘的混合介质作为存储介

质，同样采用分布式三副本机制，提供数据可靠性，最高提供 3000随机

读写 IOPS、80 MBps 的吞吐性能，最大提供 32 768 GB 存储空间，支持

挂载到在相同可用区内的任意云服务器 ECS 实例上。适合 MySQL、SQL 

Server、PostgreSQL 等中小型关系数据库应用以及对数据可靠性要求高、中

度性能要求的中大型开发测试应  用。

④ 本地 SSD 盘：采用实例所在物理服务器上本地 SSD 盘作为存储空

间，通常情况下提供微秒级的访问延时，最高提供 12000随机 IOPS 性能，

数据可靠性取决于物理服务器的可靠性，存在单点故障风险，最大提供

800 GB 存储空间，不支持挂载卸载，适合具备冗余能力的分布式 I/O 密集

型应用、但对数据和存储的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场 景。

（3）快照

快照是 ECS 中非常有用的功能。ECS 快照是磁盘数据在某个时间点的

复制，ECS 快照存放在对象存储器 上。

快照最常见的用途是备份数据，当应用程序或一些数据被误删时，可

以通过快照找回；快照可以创建出自定义镜像，批量复制出与目前系统完

全不一样的云服务器实例；另外，通过数据盘快照，可以复制出与目前数

据一样的新磁盘。快照的用途如图 2.4所  示。

（4）镜像

ECS 镜像是 ECS 实例可选择的运行环境模板，包括操作系统和预置的

软件和配置。目前，阿里云镜像有三种类型：系统镜像、镜像市场和自定

义镜像，详见表 2.1。

图 2.4 
快照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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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镜像类型表

镜像类型 特    点 主要用途

系统镜像

①  提供 Windows 和 Linux 多个发行版的镜像

②  镜像里默认安装云盾的客户端，帮助用户

应对暴力破解、Webshell 入侵等

用于生成只有操作系统的

服务器

镜像市场

①  由第三方在阿里云的系统镜像基础上，额

外安装了软件或增值服务，便于用户使用

②  常见的类型有开发环境类（PHP/Java 等）、

主机面板类等

帮助用户快速生成带有特

定软件和服务的服务器，

提高应用开发速度

自定义镜像
从一个实例的系统盘快照，可以创建自定义

镜像

①  复制同样的云服务器

②  是 Web 层服务的基础

（5）经典网络和 ECS 安全组

目前，每个 ECS 网卡上都有一个公网 IP。公网 IP 只支持经典网络的

ECS。对于专有网络类型的服务器 ECS 实例上，可动态绑定一个弹性公网

IP 地址，它随 ECS 实例一起创建，也会随 ECS 实例一起释 放。

安全组指定了一个或多个防火墙规则，规则包含容许访问的网络协议、

端口、源 IP 等。这些规则对于加入了该安全组的所有实例均有效。每个实

例至少要加入一个安全组，如图 2.5所  示。

当需要对 ECS 进行分组、限制互相访问时需要使用安全组功能。通过

安全组的控制权限，可以实  现：

设置特定的安全组或者特定的来源是否可以访问自  己。

设置本安全组内的实例是否可以访问特定的资  源。

① 安全组方向限制

安全组不仅能对入方向做防火墙规则，即将自己作为 destination；也支

持出方向的安全组规则，即将自己作为 source。

② 安全组限制

每个用户最多 100个安全组，每个安全组最多 1 000个实例，每个实例

最多加入 5个安全组，每个安全组最多 100条规 则。

如果用户选中的地域或者专有网络下没有创建安全组，系统会自动创

图 2.5 
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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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个安全 组。

2. ECS 使用场景

云服务器 ECS 应用非常广泛，既可以单独使用作为简单的 Web 服务

器，也可以与其他阿里云产品（如 OSS、CDN 等）搭配提供强大的多媒体

解决方案。以下是云服务器 ECS 的典型应用场 景。

（1）企业官网、简单的 Web 应用

网站初始阶段访问量小，只需要一台低配置的云服务器 ECS 即可运行应

用程序、数据库、存储文件等。随着网站发展，用户可以随时提高 ECS 的配

置和增加数量，无需担心低配服务器在业务突增时带来的资源不足问 题。

（2）多媒体、大流量的 APP 或网站

云服务器 ECS 与对象存储 OSS 搭配，将 OSS 作为静态图片、视频、

下载包的存储，以降低存储费用，同时配合 CDN 和负载均衡，可大幅减少

用户访问等待时间，降低带宽费用，提高可用 性。

（3）数据库

使用较高配置的 I/O 优化型云服务器 ECS，同时采用 SSD 云盘，可实

现支持高 I/O 并发和更高的数据可靠性。也可以采用多台稍微低配的 I/O 优

化型 ECS 服务器，搭配负载均衡，实现高可用架 构。

（4）访问量波动大的 APP 或网站

某些应用，如 12306网站，访问量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波动。

通过使用弹性伸缩，实现在业务增长时自动增加 ECS 实例，并在业务下降

时自动减少 ECS 实例，保证满足访问量达到峰值时对资源的要求，同时降

低了成本。如果搭配负载均衡，则可以实现高可用架  构。

2.3  任务 1：创建云服务器实例

1. 任务描述

在阿里云管理控制台上创建云服务器 ECS 实例，根据“知途云课”的

项目实际需求选择 ECS 地域、网络类型、实例系列类型、宽带类型、镜像

类型、存储类型、密码、购买  量。

2. 任务目标

（1）熟悉阿里云云服务开通过 程。

（2）了解云服务器各属性选项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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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不同规格、配置、付费方式云服务器需要的成 本。

（4）能根据业务需求购买合适的 ECS 实 例。

3. 任务实施

准备

（1）登录阿里云官网（www.aliyun.com）。

（2）注册成为阿里云用户，且账号经过实名认 证。

步骤

（1）进入创建实例界 面。

登录阿里云官网，单击菜单栏中的管理控制台，定位导航目录中的云

服务器 ECS 实例，进入云服务器管理页面，如图 2.6所 示。

（2）选择 ECS 规 格。

① 地 域。

阿里云服务器集群分布在 9个地域，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所在附近区域

进行选择。如果要创建多个服务器或其他服务产品，需注意不同地域之间

的产品内网是不互通的，如图 2.7所示。例如，华东 1（杭州）区域的服

务器不能通过内网访问华南 1（深圳）区域的服务器或者云数据库 RDS 等

产  品。

同一地域又划分多个可用区供用户选择。例如，华东 1（杭州）地域有

B、D、C、E 四个可用区。每个区都内网互通、故障隔离，方便数据快速迁

移。是否将云服务器 ECS 实例放在同一可用区内，主要取决于对容灾能力

和网络延时的要  求。

图 2.6 
云服务器管理页面

图 2.7 
ECS 实例地域和可用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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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户的应用需要较高的容灾能力，建议将云服务器 ECS 实例部 

署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可用区 内。

 如果用户的应用在实例之间需要较低的网络延时，则建议将 ECS 实 

例创建在相同的可用区 内。

② 网络类 型。

选择经典网络或者专有网络类型，如图 2.8所示。需要说明的 是：

经典网络和专有网络不互通，用户购买后不能更换网络类  型。

 并不是所有地域都设有经典网络和专有网络。例如，华北 1（青岛） 

只提供经典网络，而美东（弗吉尼亚）地区的网络类型只有专有网 络。

每个专有网络都可以动态地绑定一个弹性公网 IP，如图 2.9所  示。

有些地域的 ECS 需要在网络选项中选择安全组，如图 2.10所  示。

图 2.8 
ECS 实例网络类型选择

图 2.9 
专用网络绑定弹性公网 IP

图 2.10 
选择安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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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实例系 列。

选择 ECS 实例系列、I/O 优化实例和实例规格，如图 2.11所示。实例

系列通常提供 1～ 2种系列类型。这些类型说明了物理 ECS 采用的 CPU、

内存、I/O 优化实例以及搭配的云盘规  格。

④ 带 宽。

选择公网带宽，如图 2.12所示。阿里云服务器 ECS 的公网带宽分为两

种：按固定带宽和按使用流 量。

按固定带宽的方式，需指定公网出方向的带宽大小，如 50 Mbps。如果

是经典网络类型的 ECS 实例，费用合并在 ECS 实例中一起支付；如果是专

有网络类型的 ECS 实例，先使用后付费，计费周期为 天。

按使用流量方式，是按公网出方向的实际发生的网络流量进行收费。

先使用后付费，按小时计量计费。为了防止突然爆发的流量产生较高的费

用，可以制定容许的最大网络带宽进行限  制。

⑤ 镜 像。

根据镜像类型，选择镜像及版本，如图 2.13所示。可选的镜像类型包

含以下四 种：

 公共镜像：是由阿里云官方提供的公共基础镜像，仅包括初始系统环 

境。可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自助配置应用环境或相关软件配 置。

 自定义镜像：基于用户系统快照生成，包括初始系统环境、应用环 

图 2.11 
选择实例系列

图 2.12 
选择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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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相关软件配置。选择自定义镜像创建云服务器，节省重复配置

时  间。

 镜像市场：提供经严格审核的百款优质第三方镜像，预装操作系统、 

应用环境和各类软件，无需配置，可一键部署云服务器。满足建站、

应用开发、可视化管理等个性化需  求。

 共享镜像：是其他账号的自定义镜像主动共享给用户使用的镜像。阿 

里云不保证其他账号共享的镜像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使用共享镜像需

要自行承担风 险。

⑥ 存 储。

用户选择系统盘和数据盘，如图 2.14所示。系统盘即三类云盘，而数

据盘即在系统盘的基础上增加数据 盘。

 普通云盘面向低 I/O 负载的应用场景，为 ECS 实例提供数百 IOPS 的 

I/O 性 能。

 高效 SSD 云盘面向中度 I/O 负载的应用，为 ECS 实例提供最高 3000 

随机 IOPS 的存储性 能。

SSD 云盘为 I/O 密集型应用，提供稳定的高随机 IOPS 性  能。

⑦ 密 码。

设置云服务器 ECS 实例的密码和名称，如图 2.15所示。密码可立即设

置或者 ECS 实例创建后设置；而实例名称如不填写，系统会自动默认生 成。

图 2.13 
选择镜像

图 2.14 
选择存储盘

   2.3  任务 1：创建云服务器实例  33



注意： 密码需要满足 8～ 30 个字符，且同时包含三项（大写字母、小写字

母、数字和特殊符号）的条件。

⑧ 购买 量。

选择购买云服务器 ECS 实例的时长，实例的台数以及是否自动续费，

如图 2.16所 示。

⑨ 选择操作系 统。

系统内含正版激活的操作系统，无需额外付费。可以选择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Linux 操作系 统。

若选择 Windows 操作系统，在默认情况下，一个 Windows Server 

2003/2008系统允许最多 2个 Session 远程连接。如果需要更多的连接数，

需要从 Microsoft 单独购买远程桌面授权（RD 授权）服务，费用自  理。

Windows 系统下适合运行 Windows 环境开发的程序，如 .NET 程序、

SQL Server 等数据库程序，不过需要自行安装。可以使用远程桌面方式登

录进行管  理。

可选择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该系统是目前最流行的服务器端操作系

统，安全性和稳定性强，免费且开源，可轻松建立和编译源代码。该系统

一般用于高性能 Web 服务器，支持常见的 PHP/Python 等编程语言，支持

MySQL 等数据库，不过也需自行安 装。

⑩ 购买清 单。

云服务器 ECS 实例创建的过程，也是购买 ECS 的过程。每个 ECS 实

图 2.15 
设置 ECS 实例的密码和名称

图 2.16 
确定购买量

3434  第 2 章  基础架构之云服务器  



例的配置，都有相应的价格。将选定的所有配置加入清单，可获得 ECS 实

例的购买清单和总价格，如图 2.17所  示。

在购买清单中确认地域、规格、镜像、存储、网络以及购买数量无误

后即可进行购  买。

2.4  任务 2：连接云服务器

1. 任务描述

云服务器创建后，可以使用多种方式登录服务器。如果依据本地的操

作系统，可以从 Windows、Linux、Mac OS X 等操作系统登录 ECS 实例。

本任务中本地为 Windows，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 ECS 实 例。

登录 ECS 实例的方式有多 种：

（1）远程连接软件

常用的远程连接软件有 PuTTY、Xshell 等。

（2）管理终端 NC

无论在创建实例时是否购买了带宽，都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的管理终

端登录实例，进行管  理。

（3）手机

可以通过手机上的远程桌面 APP（如 SSH Control Light）连接实 例。

图 2.17 
购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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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用第一种方式连接云服务 器。

2. 任务目标

（1）能够用 SSH 客户端登录和管理云服务器。

（2）能够使用 SFTP 远程连接工具管理云服务器文件。

3. 任务实施

准备

（1）已完成创建云服务器 ECS 实例和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

（2）下载并安装完成 Xshell、Xftp（下载地址 www.netsarang.com）

步骤

（1）运行 Xshell。

运行过程如图 2.18所 示。

（2）设置连接属 性。

单击“新建”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名称（名称自定义）和主

机（进入 ECS 的管理控制台查看 ECS“外网 IP”填入），如图 2.19、图

2.20所  示。

图 2.18 
运行 X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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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接，输入用户名、密码登 录。

在“SSH 用户名”对话框中输入登录的用户名 root，勾选“记住用户

名”，如图 2.21所示，单击“确定”按 钮。

图 2.19 
设置连接属性

图 2.20 
连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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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SH 用户身份验证”对话框中输入密码（阿里云云服务器密码），

勾选“记住密码”，如图 2.22所示，单击“确定”按  钮。

图 2.21 
“SSH 用户名”对话框

图 2.22 
“SSH 用户身份验证”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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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置编码为 Unicode（UTF-8）。

单击“编码”按钮，将编码设置为 Unicode（UTF-8），可预防中文显示

为乱码的问题，如图 2.23所  示。

（5）打开文件传输 Xftp。

单击“新建传输文件”按钮，打开文件传输 Xftp。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

以用拖曳的方式进行文件的上传和下载操作，如图 2.24所示，左边为本地文

件，右边为云服务器 ECS 上的文件，可将本地文件上传至云服务器 ECS 上。

图 2.23 
设置编码

图 2.24 
打开文件传输 X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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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任务 3：部署Web应用

1. 任务描述

通过 Xshell 连接服务器实例，安装”知途云课”Web 一键安装包。导

入安装包中的数据库，部署 Web 程序，配置 Nginx 和 Tomcat，最后通过浏

览器访问进行部署结果验  证。

2. 任务目标

能够熟练掌握在 ECS 实例上进行 Web 应用程序的部 署。

3. 任务实施

准备

（1）在课程资源中下载相关的安装包、数据库脚本、MySQL 的 jar 等

文 件。

（2）使用 Xshell 连接云服务器 ECS 实 例。

步骤

（1）安装”知途云课”Web 一键安装 包。

① 使用 Xshell 连接云服务器 ECS，将安装包 cnmcs-web-env-installer.

tar.gz 通过 Xftp 上传到 ECS 的 root 目录下，然后进行解  压。

[root@iZ234r6h8j3Z ~]#tar -zxvf cnmcs-web-env-installer.
tar.gz

② 进入解压后的安装包，执行安 装。

[root@iZ234r6h8j3Z ~]#cd cnmcs-web-env-installer
[root@iZ234r6h8j3Z cnmcs-web-env-installer]#./install.sh

③ 执行 source 命令，使安装包配置立即生 效。

[root@iZ234r6h8j3Z cnmcs-web-env-installer]#source/etc/
profile

④ 在浏览器中输入 ECS 实例外网 IP，浏览到 Tomcat 主页，表示”知

途云课”Web 一键安装包已经安装完成，如图 2.25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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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入项目数 据。

① 用 mysqladmin 命令设置数据库 root 用户密码为 123456。

[root@iZ234r6h8j3Z ~]#mysqladmin -u root password 
"123456"

Warning: Using a password on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can be insecure.

② 使用 mysql 命令连接数据 库。

[root@iZ234r6h8j3Z ~]#mysql --host=127.0.0.1 --port=3306 
--user=root --password=123456

Warning: Using a password on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can be insecure.

Welcome to the MySQL monitor. Commands end with ; or \g.
Your MySQL connection id is 22
Server version: 5.6.21-log MySQL Community Server (GPL)

Copyright (c) 2000, 2014, Oracle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Oracl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Oracle Corporation 
and/or its affiliates. Other names may b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Type 'help;' or '\h' for help. Type '\c' to clear the current 
input statement.

图 2.25 
Tomcat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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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使用 create database 命令创建数据库 zhituyunke。

mysql>create database zhituyunke;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0 sec)

④ 使用 use 命令切换数据 库。

mysql>use zhituyunke;
Database changed

⑤ 将数据库脚本 zhituyunke.sql 放到服务器的 /root 目录下，执行数据

脚 本。

mysql>\./root/zhituyunke.sql

⑥ 使用 show tables 命令查看数据库 表。

mysql>show tables;
+----------------------+
| Tables_in_zhituyunke |
+----------------------+
| log_study         |
| log_study_pos        |
| log_user_visit    |
| log_user_visit_pos  |
| mooc_unit         |
| mooc_unit_item      |
| mooc_user_info      |
| mooc_user_study      |
+----------------------+
8 rows in set (0.00 sec)

⑦ 退出数据 库。

mysql>exit
Bye

（3）部署 Web 程 序。

将 zhitu-opensource-beta.zip 放 到 服 务 器 的 /usr/local/chinamoocs/mooc/

webapp 目录下后解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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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iZ234r6h8j3Z ~]#cd/usr/local/chinamoocs/mooc/
webapp

[root@iZ234r6h8j3Z webapp]#unzip zhitu-opensource-beta.
zip

（4）配置 Nginx。

① 更改配置。将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webapps/ROOT 修改成 /

usr/local/chinamoocs/mooc/webapp，如图 2.26所  示。

② 重启 Nginx。

[root@iZ234r6h8j3Z nginx]#/usr/local/chinamoocs/nginx/
sbin/nginx -s reload

（5）配置 Tomcat。

① 将 MySQL 的 JDBC 驱动 jar(mysql-connector-java-5.1.30-bin.jar) 复制

到 /usr/local/chianmoocs/tomcat/lib 目录  下。

② 创建 root.xml 内 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text docBase="/usr/local/chinamoocs/mooc/webapp" 
reloadable="false" allowLinking="true">

图 2.26 
更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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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set of monitored resources -->
<WatchedResource>WEB-INF/web.xml</WatchedResource>

<Resource name="jdbc/coeus"
     auth="Container"
     type="javax.sql.DataSource"
     factory="org.apache.tomcat.jdbc.pool.
     DataSourceFactory"
      testWhileIdle="true"
      testOnBorrow="true"
      testOnReturn="false"
      validationQuery="SELECT 1"
      validationInterval="30000"
      timeBetweenEvictionRunsMillis="30000"
      maxActive="400"
      minIdle="1"
      maxIdle="400"
      maxWait="10000"
      initialSize="10"
      removeAbandonedTimeout="180"
      removeAbandoned="true"
      logAbandoned="false"
      minEvictableIdleTimeMillis="30000"
      jmxEnabled="true"

jdbcInterceptors="org.apache.tomcat.jdbc.pool.
interceptor.ConnectionState;org.apache.tomcat.jdbc.
pool.interceptor.StatementFinalizer"

      username="root"
      password="123456"
      driverClassName="com.mysql.jdbc.Driver"

url="jdbc:mysql://127.0.0.1:3306/zhituyunke?useUnicode=
true&amp;characterEncoding=utf-8&amp;zeroDateTimeBeha
vior=convertToNull"/>

</Context>

将 root.xml 放在 tomcat/conf/Catalina/localhost 目录 下。

③ 重启 Tomcat。

4444  第 2 章  基础架构之云服务器  



[root@iZ234r6h8j3Z ~]#cd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bin
[root@iZ234r6h8j3Z bin]#./shutdown.sh
Using CATALINA_BASE: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Using CATALINA_HOME: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Using CATALINA_TMPDIR:/usr/local/chinamoocs/tomcat/temp
Using JRE_HOME:    /usr/local/chinamoocs/java
Using CLASSPATH: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bin/bootstrap.jar:/usr/local/chinamoocs/tomcat/bin/
tomcat-juli.jar

[root@iZ234r6h8j3Z bin]#./startup.sh
Using CATALINA_BASE: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Using CATALINA_HOME: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Using CATALINA_TMPDIR:/usr/local/chinamoocs/tomcat/temp
Using JRE_HOME:    /usr/local/chinamoocs/java
Using CLASSPATH: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bin/bootstrap.jar:/usr/local/chinamoocs/tomcat/bin/
tomcat-juli.jar

Tomcat started.

（6）验证部署结 果。

浏览器访问页面，确认是否部署成功。在浏览器中输入云服务器 ECS

外网访问地址，看到如图 2.27所示的页面，说明部署成  功。

输入管理员账号 admin，密码 123456，可进入系统后台，如图 2.28和

图 2.29所  示。

图 2.27 
知途网

   2.5  任务 3：部署Web应用  45



2.6  任务 4：挂载云盘

1. 任务描述

对创建的数据盘进行分区格式化，将数据盘挂载到 ECS 实例上，上传

视频到“知途云课”平台，查看挂载效  果。

2. 任务目标

对创建的数据盘进行分区，并挂载到 ECS 中。

3. 任务实施

准备

使用 Xshell 连接到创建的云服务器 ECS 实例 上。

步骤

（1）查看当前磁盘挂载情 况。

输入命令 fdisk -l，查询当前系统中的数据盘，可以看到当前未挂载的

图 2.28 
admin 账户

图 2.29 
系统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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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盘信息，如下所 示：

[root@iZ234r6h8j3Z ~]#fdisk -l

Disk/dev/xvda: 42.9 GB, 42949672960 bytes
255 heads, 63 sectors/track, 5221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6065 * 512 = 8225280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512 bytes
Disk identifier: 0x00078f9c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xvda1 *     1    5222  41940992 83 Linux

Disk/dev/xvdb: 5368 MB, 5368709120 bytes
255 heads, 63 sectors/track, 652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6065 * 512 = 8225280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512 bytes
Disk identifier: 0x00000000

（2）对数据盘进行分 区。

执行 fdisk /dev/xvdb 命令对数据盘进行分区，在弹出的命令行中依次输

入下面的参  数。

Command（m for help）输入 n；

Command action 输入 p；

Partition number（1-4）输入 1；

First cylinder 和 Last cylinder 处直接输入回车，使用默认的配 置；

Command（m for help）输入 w，从而使上面的配置生效如下所 示：

[root@iZ234r6h8j3Z ~]#fdisk /dev/xvdb
Device contains neither a valid DOS partition table, 
nor Sun, SGI or OSF disklabel

Building a new DOS disklabel with disk identifier 
0x1ea827d8.

Changes will remain in memory only, until you decide to 
writ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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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at, of course, the previous content won't be 
recoverable.

Warning: invalid flag 0x0000 of partition table 4 will 
be corrected by w(rite)

WARNING: DOS-compatible mode is deprecated. It'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switch off the mode 
(command 'c') and change display units to sectors  
(command 'u').

Command (m for help):n
Command action
 e extended
 p primary partition (1-4)
p
Partition number (1-4):1
First cylinder (1-652, default 1):
Using default value 1
Last cylinder, +cylinders or +size{K,M,G} (1-652, default 
652):

Using default value 652

Command (m for help):w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Calling ioctl() to re-read partition table.
Syncing disks.

再次执行命令 fdisk -l，如果看到显示分区 /dev/xvdb1的信息，则说明

数据盘分区成功，如下所 示：

[root@iZ234r6h8j3Z ~]#fdisk -l

Disk/dev/xvda: 42.9 GB, 42949672960 bytes
255 heads, 63 sectors/track, 5221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6065 * 512 = 822528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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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512 bytes
Disk identifier: 0x00078f9c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xvda1 *     1    5222  41940992 83 Linux

Disk/dev/xvdb: 5368 MB, 5368709120 bytes
255 heads, 63 sectors/track, 652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6065 * 512 = 8225280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512 bytes
Disk identifier: 0x1ea827d8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xvdb1       1    652  5237158+ 83 Linux

（3）对数据盘进行格式 化。

使用命令 mkfs.ext3 /dev/xvdb1对数据盘进行格式化，如下所 示：

[root@iZ234r6h8j3Z ~]#mkfs.ext3 /dev/xvdb1
mke2fs 1.41.12 (17-May-2010)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4096 (log=2)
Fragment size=4096 (log=2)
Stride=0 blocks, Stripe width=0 blocks
327680 inodes, 1309289 blocks
65464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0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134217728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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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Creating journal (32768 block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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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This file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ecked every 
23 mounts or 180 days, whichever comes first. Use 
tune2fs -c or -i to override.

（4）创建挂载 点。

使用 mkdir 命令创建一个挂载点，然后使用 mount 命令将磁盘挂载上

去，最后使用 In 命令映射目录，如下所 示：

[root@iZ234r6h8j3Z ~]#mkdir /home/work
[root@iZ234r6h8j3Z ~]#mount /dev/xvdb1/home/work
[root@iZ234r6h8j3Z ~]#mkdir /home/work/repositry
[root@iZ234r6h8j3Z ~]#ln -s /home/work/repositry
/usr/local/chinamoocs/mooc/webapp/repositry

使用 df -TH 命令可以查看磁盘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磁盘已经挂载完

成，如下所  示：

[root@iZ234r6h8j3Z ~]#df -TH
Filesystem  Type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xvda1  ext4  43G 3.8G 37G 10%/
tmpfstmpfs 984M  0 984M 0%/dev/shm
/dev/xvdb1  ext3 5.3G 145M 4.9G 3%/home/work

（5）验证磁盘挂载效 果。

通过浏览器访问“知途云课”，使用账号 admin、密码 123456登录系统

后，进入后台，如图 2.30所 示。

单击“视频”按钮，进入“添加视频课件”页面，如图 2.31所 示。

图 2.30 
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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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视频后，在 /usr/local/chinamoocs/mooc/webapp/repositry 目录下可

以查看到上传的视频文  件。

2.7  任务 5：磁盘扩容

1. 任务描述

当云盘容量不足时，就需要对磁盘进行扩容。通过阿里云管理控制台，

填写磁盘扩容大小后一键扩容。如果之前磁盘挂载到 ECS 上，则先卸载磁

盘，再扩  容。

2. 任务目标

对 ECS 实例上的数据盘进行扩 容。

3. 任务实施

准备

使用 Xshell 连接到已经创建的云服务器 ECS 实例 上。

步骤

（1）查看当前磁盘大 小。

使用 df  -TH 命令查看当前数据盘大小为 5 GB。

[root@iZ234r6h8j3Z ~]# df -TH
Filesystem  Type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xvda1  ext4  43G 3.8G 37G 10%/
tmpfs     tmpfs 984M  0 984M 0%/dev/shm
/dev/xvdb1  ext3 5.3G 145M 4.9G 3%/home/work

图 2.31 
“添加视频课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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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管理控制台进行扩容操 作。

在“磁盘列表”页面，选择需要扩容的磁盘，单击“更多”→“磁盘

扩容”，如图 2.32所 示。

进入“磁盘扩容”页面后，填写扩容后的磁盘容量大小，单击“去扩

容”按钮，如图 2.33所 示。

仔细阅读“提醒”页面中的信息后，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2.34

所 示。

图 2.32 
“磁盘列表”页面

图 2.33 
“磁盘扩容”页面

图 2.34 
“提醒”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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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示扩容操作成功，如图 2.35所 示。

回到“磁盘列表”页面，可以看到数据盘已经由原来的 5 GB 变成

10 GB，如图 2.36所示。但是到目前为止，该配置还未正式生  效。

通过管理控制台重启本磁盘挂载的 ECS 实例，如图 2.37和图 2.38所 示。

图 2.35 
扩容操作成功

图 2.36 
扩容后的数据盘

图 2.37 
“实例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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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命令行操 作。

如果之前磁盘是挂载在服务器上的，先卸载磁 盘。

[root@iZ234r6h8j3Z ~]#umount /home/work
umount:/home/work: not mounted

使用 fdisk -l 命令查看分区信息并记录即将扩容磁盘的最终容量、起始

扇区位  置。

[root@iZ234r6h8j3Z ~]#fdisk -l

Disk/dev/xvda: 42.9 GB, 42949672960 bytes
255 heads, 63 sectors/track, 5221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6065 * 512 = 8225280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512 bytes
Disk identifier: 0x00078f9c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xvda1 *     1    5222  41940992 83 Linux

Disk/dev/xvdb: 10.7 GB, 10737418240 bytes
255 heads, 63 sectors/track, 1305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16065 * 512 = 8225280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512 bytes

图 2.38 
重启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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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identifier: 0x1ea827d8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xvdb1       1    652  5237158+ 83 Linux

使用 fdisk 命令，输入 d 来删除原有的分区，依次输入 n、p、1来新建

分区。选择分区时，在此示例中直接回车选择默认值，用户也可以按照自

己的需求来选择。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建议第一分区和之前的分区保

持一  致。

[root@iZ234r6h8j3Z ~]#fdisk /dev/xvdb

WARNING: DOS-compatible mode is deprecated. It'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switch off the mode 
(command 'c') and change display units to sectors  
(command 'u').

Command (m for help): d
Selected partition 1

Command (m for help): n
Command action
 e extended
 p primary partition (1-4)
p
Partition number (1-4): 1
First cylinder (1-1305, default 1):
Using default value 1
Last cylinder, +cylinders or +size{K,M,G} (1-1305, default 
1305):

Using default value 1305

Command (m for help): wq
The partition table has been altered!

Calling ioctl() to re-read partition table.
Syncing d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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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2fsck 和 resize2fs 命令格式化磁盘。在正确操作的情况下，不会

造成原有数据丢  失。

[root@iZ234r6h8j3Z ~]#e2fsck -f/dev/xvdb1
e2fsck 1.41.12 (17-May-2010)
Pass 1: Checking inodes, blocks, and sizes
Pass 2: Checking directory structure
Pass 3: Checking directory connectivity
Pass 4: Checking reference counts
Pass 5: Checking group summary information
/dev/xvdb1: 13/327680 files (0.0% non-contiguous), 
55940/1309289 blocks

[root@iZ234r6h8j3Z ~]#resize2fs /dev/xvdb1
resize2fs 1.41.12 (17-May-2010)
Resizing the filesystem on/dev/xvdb1 to 2620595 (4k) 
blocks.

The filesystem on/dev/xvdb1 is now 2620595 blocks long.

将扩容完毕的磁盘挂载回原有的挂载 点。

[root@iZ234r6h8j3Z ~]#mount /dev/xvdb1/home/work

（4）查看扩容结 果。

[root@iZ234r6h8j3Z ~]#df -TH
Filesystem  Type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xvda1  ext4  43G 3.8G 37G 10%/
tmpfs     tmpfs 984M  0 984M 0%/dev/shm
/dev/xvdb1  ext3  11G 147M 9.9G 2%/home/work

2.8  任务 6：快照及镜像

1. 任务描述

创建系统盘快照，使用创建好的快照对系统盘数据进行回滚，最后使

用快照创建一个 ECS 的自定义镜 像。

2. 任务目标

（1）了解快照创建过程并能利用快照进行数据回 滚。

（2）熟悉使用快照创建自定义镜像及镜像共享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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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务实施

（1）进入 ECS“实例详情”页 面。

使用阿里云管理控制台的账号和密码登录后，进入 ECS“实例详情”

页面，如图 2.39所示。单击“本实例磁盘”菜  单。

（2）创建系统盘快 照。

在“磁盘列表”页面，找到磁盘属性是“系统盘”的磁盘，单击其右

侧的“创建快照”，如图 2.40所 示。

在弹出的页面中自定义一个快照的名称，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2.41所 示。

图 2.39 
“实例详情”页面

图 2.40 
“磁盘列表”页面

图 2.41 
“创建快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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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左侧的“本实例快照”，进入 ECS 实例的“快照列表”页面，查看快照

的创建进度，并等待 3～ 5分钟直到快照的状态显示为“完成”，如图 2.42所 示。

（3）使用快照对系统盘数据进行回 滚。

使用 Xftp 连接 ECS 实例，将 /usr/local/chinamoocs/mooc/webapp 目录下

“知途云课”的代码删除，以便验证之后的回滚操作，如图 2.43所  示。

/usr/local/chinamoocs/mooc/webapp 目录下文件被清空，如图 2.44所 示。

图 2.42 
快照的创建进度

图 2.43 
删除代码

图 2.44 
清空文件

5858  第 2 章  基础架构之云服务器  



下面通过快照回滚的方式，将数据恢复出来。首先在 ECS 管理控制台

的“实例”页面中单击实例右侧“更多”下拉列表中的“停止”命令，停

止 ECS 实例，如图 2.45所  示。

在确定 ECS 实例停止后，选择步骤（2）中创建的快照，单击右侧的

“回滚磁盘”，如图 2.46所  示。

在弹出的“回滚磁盘”页面中，选中“回滚后立即启动实例”，然后单

击“确定”按钮，如图 2.47所  示。

图 2.45 
停止 ECS 实例

图 2.46 
选择快照

图 2.47 
“回滚磁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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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滚完成后，ECS 实例自动启动，如图 2.48所 示。

ECS 实例启动完成后，再次使用 Xftp 连接 ECS 实例，可以看到之前被

删除的“知途云课”项目代码已经被恢复，如图 2.49所 示。

（4）使用快照创建自定义镜 像。

在 ECS 实例的“快照列表”页面，单击快照右侧的“创建自定义镜

像”，如图 2.50所  示。

图 2.48 
ECS 实例自动启动

图 2.49 
代码恢复

图 2.50 
“快照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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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自定义镜像”页面，输入自定义镜像名称、自定义镜像描述，

单击“创建”按钮，完成自定义镜像操作，如图 2.51所  示。

在 ECS 实例的“镜像列表”页面，可以查看到创建完成的镜像，如图

2.52所  示。

（5）共享自定义镜 像。

在“镜像列表”页面，单击镜像右侧的“共享镜像”，如图 2.53所 示。

图 2.51 
“创建自定义镜像”页面

图 2.52 
“镜像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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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镜像”页面，输入将要共享的阿里云账号，单击“共享镜

像”。按钮，即可完成镜像共享操作，如图 2.54所 示。

2.9  任务 7：释放ECS

1. 任务描述

对于按流量付费的云服务器，每次连续完成任务后，需要释放云服务

器 ECS，以停止管理控制台继续计算 ECS 的使用费 用。

释放 ECS 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立即释放，二是定时释放。定时释放是

事先安排释放计划，选择一个未来的时间点释放资源，这个时间点可以精

图 2.53 
共享镜像

图 2.54 
完成镜像共享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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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到小时。释放计划可以重复安排，后一次计划将覆盖前一次安 排。

下面将按步骤实施 ECS 的第一种释放方式：立即释 放。

2. 任务目标

掌握云服务器 ECS 的释放过 程。

3. 任务实施

准备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到云服务器 ECS 管理控制 台。

步骤

（1）进入 ECS“实例列表”页 面。

在 ECS“实例列表”页面中，单击需要释放的 ECS 实例右侧的“管

理”，如图 2.55所  示。

（2）进行释放设 置。

在“实例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释放设置”按钮，如图 2.56所 示。

在弹出的“释放设置”页面中，选择“立即释放”，如图 2.57所 示。

图 2.55 
“实例列表”页面

图 2.56 
“实例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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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确认页面中，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2.58所 示。

（3）通过手机验 证。

在“手机验证”页面，单击“点击获取”按钮，如图 2.59所 示。

输入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释放操作，

如图 2.60所  示。

图 2.57 
“释放设置”页面

图 2.58 
确认页面

图 2.59 
“手机验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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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题 

1. 在同一地域内可用区与可用区之间内网互通，可用区之间能做到故

障隔离。是否将云服务器 ECS 实例放在同一可用区内，主要取决于什么

因  素？

2. 对云服务器 ECS 云盘上的数据而言，所有用户层面的操作都会同步

到底层三份副本上，无论是新增、修改还是删除数据。这种模式，能够保

障用户数据绝对的安全 吗？

3. 快照作为一种便捷高效的数据保护服务手段，一般被使用在哪些业

务场景  中？

4. 阿里云云服务器 ECS 提供了哪些种类的镜像？

文本：第 2章习题参考答案

图 2.60 
完成释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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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场景导入
将数据库和 Web 应用部署在同一台云服务器上，一般小规模的网站采

用这种方式，用户量、数据量、并发访问量都比较小，否则单台服务器无

法承受，并且在遇到性能瓶颈的时候升级硬件所需要的费用非常高昂，在

访问量增加的时候，应用程序和数据库都来抢占有限的系统资源，很快就

会遇到问题。考虑到性能提升以及系统运行稳定性，可以购买云数据库，

将数据库从云服务器上分离，进行独立部署。这样 Web 应用服务器和数据

库服务器各司其职，在系统访问量增加的时候可以分别升级应用服务器和

数据库服务器。此外，云数据库的扩容升级都会比云服务器部署的 MySQL

要简单，其升级扩容都是平滑的，对正常运行的系统基本没有太大影响，

只有极短时间的切换，同时云数据库提供更清晰的性能监控，还可以自动

容灾备  份。

3.2  知识点讲解

3.2.1  云数据库概述

云数据库是指被优化或部署到一个虚拟计算环境中的数据库。它可以

使用户按照存储容量和带宽的需求付费，可以将数据库从一个地方移到另

一个地方，实现按需扩展，因而具有高可用性和安全性。与传统的自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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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相比，云数据库具有以下的优 势：

1. 轻松部署

用户能够在控制台轻松地完成数据库申请和创建，数据库实例在几分

钟内就可以准备就绪并投入使用。用户可以通过云数据库提供的功能完善

的控制台，对所有实例进行统一管理。所以，使用云数据库的用户不必控

制运行原始数据库的机器，不必了解它身在何处，而只需要一个有效的链

接字符串就可以轻松使用云数据  库。

2. 高可靠

云数据库不存在单点失效问题，它具有故障自动单点切换功能，如果

一个节点发生错误，其他的节点就会接管未完成的事 务。

在云数据库中，数据通常是复制的，在地理上也是分布的，可以提供

高水平的容错能力。例如，Amazon SimpleDB 会在不同的区间内进行数

据复制，因此，即使整个区域内的云设施发生失效，也能保证数据可用和

安  全。

3. 低成本

用户采用按需付费的方式使用云计算环境中的各种软、硬件资源，不

会产生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另外，云数据库底层存储通常采用大量廉价的

商业服务器，这也大幅度降低了用户开销。所以说云数据库支付的费用远

低于自建数据库所需的成本，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套餐，使

用很低的价格得到一整套专业的数据库支持服  务。

3.2.2  阿里云数据库 RDS

阿里云云数据库 RDS(ApsaraDB for RDS) 是专为使用 SQL 数据库的事

务处理应用而设计的云数据库服务。RDS 提供 Web 配置界面、操作数据库

实例，并提供可靠的数据备份和恢复、完备的安全管理、完善的监控、轻

松扩展等功能支持。相对于用户自建数据库，RDS 将耗时费力的数据库管

理任务承担下来，使用户能够专业于应用开发和业务发  展。

阿里云数据库 RDS 主要提供一种可弹性伸缩的在线数据库服务，即开

即用。它兼容 MySQL、SQL Server、PostgreSQL 三种关系型数据库，并提

供在线扩容、备份恢复、性能监控及迁移等方面的解决方 案。

阿里云 RDS 的特 点：

（1）采用主从备份架构，拥有 3份以上数据存储，具备高可用性和数据

视频：云数据库
RDS的概要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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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备份文件轻松实现数据回溯，将数据库恢复至 7日内任意时刻状 态。

（2）高可用控制系统实现所有节点每 3秒轮询一次，实现数据库实例

主、备之间的健康检查和实时切换，支持 20 000个用户实例监控，5秒内

完成切 换。

（3）提供直观的 SQL 分析报告和 SQL 运行报告，并提供如主键检查、

索引检查等多种数据库优化建 议。

（4）显示 20种性能资源监控视图，可对部分资源项设置阈值报警，并

提供 Web 操作、SQL 审计等多种日  志。

1. 阿里云 RDS 实例

（1）RDS 实例

实例是阿里云关系型数据库的运行环境。用户可以创建多个实例。每

个实例之间相互独立、资源隔离，不存在抢占 CPU、内存、IOPS 等问 题。

一个实例下可创建多个数据库。MySQL 实例最多可创建 500个数据库，

而 SQL Server 实例最多可创建 50个数据库。同一实例中不同数据库之间

是资源共享的，如 CPU、内存、磁盘容量等。RDS 实例目前支持最大内存

48 GB，最大磁盘容量为 1 000 GB。

每个 RDS 数据库账号可用于多个数据库，同时一个账号可创建多个实

例。对于 MySQL 和 SQL Server 实例，最多可创建 500个数据库账 号。

（2）RDS 只读实例

为分担数据库主实例读取的压力，阿里云 RDS MySQL 版支持直接挂

载只读实例。每个只读实例有独立的连接字符串，由应用端自动分配读取，

一个主实例最多可以创建 5个只读实例，如图 3.1所 示。

RDS
主实例

RDS主实例

RDS
备实例

云服务器

ECS

主备

同步

RDS
只读实例

RDS只读实例

RDS
只读实例

RDS
只读实例

读写请求 只读请求

图 3.1 
RDS 只读实例

视频：云数据库
RDS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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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S 灾备实例

对于数据可靠性有强需求的业务场景或是有监管需求的金融业务场景，

RDS 提供异地灾备实例，可以帮助用户进一步提升数据可靠  性。

RDS 通过数据传输服务（DTS）实现主实例和异地灾备实例之间的实

时同步。主实例和灾备实例均搭建主备高可用架构，当主实例所在区域发

生突发性自然灾害等状况，主节点（Master）和备节点（Slave）均无法连

接时，可将异地灾备实例切换为主实例，在应用端修改数据库链接地址后，

即可快速恢复应用的业务访问，如图 3.2所  示。

RDS
主实例

RDS主实例

RDS
备实例

云服务器

ECS

主备

同步

RDS
主实例

RDS灾备实例

RDS
备实例

2. RDS 可用区

为了有效控制阿里云云服务器 ECS 和云数据库 RDS 的网络延迟，及提

供 RDS 的同城容灾解决方案，阿里云推出了 RDS 可用区概念，并分为单可

用区和多可用区，如图 3.3所  示。

单可用区：指在同一地域下（如杭州），电力、网络隔离的物理区域，

可用区之间的内网互通，使得网络延迟更小。RDS 单可用区是指 RDS 实例

的主、备节点处于相同的可用区。如果 ECS 和 RDS 部署在相同的可用区，

ECS 和 RDS 间的网络延迟更 小。

多可用区：多可用区指 RDS 实例的主、备节点位于不同的可用区，当

主节点所在的可用区出现故障（如机房断电等），RDS 进行主备切换后，备

节点所在的可用区继续提供服务。多可用区的 RDS 轻松实现了同城容灾，

但当 RDS 发生在不同可用区的主备切换，会使得网络延迟加大，对业务影

响需要先行评 估。

图 3.2 
RDS 灾备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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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DS 使用场景

（1）异地容灾场景

通过数据传输服务，用户可以将自建机房的数据库实时同步到公有云

上任一地域的 RDS 实例里面。即使发生机房损毁的灾难，数据永远在阿里

云有一个备  份。

（2）读写分离场景

应用读取请求较高，或是需要应对短期内读取流量高峰时，可在 RDS 

for MySQL 实例下挂载只读实例，每个只读实例拥有独立的链接地址，由应

用端自行实现读取压力分 配。

（3）缓存持久化场景

与 RDS 相比，云数据库缓存产品有两个特 性：

 响应速度快，云数据库 Memcached 版和云数据库 Redits 版请求的时 

延通常在几毫秒以 内。

缓存区能够支持比 RDS 更高的 QPS（每秒处理请求  数）。

RDS 可以和云数据库 Memcached 版、云数据库 Redis 版搭配使用，组

成高吞吐、低延迟的存储解决方  案。

（4）开放搜索

开放搜索服务（OpenSearch）是一款结构化数据搜索托管服务，为移

动应用开发者和网站管理员提供简单、高效、稳定、低成本和可扩展的搜

索解决方案。通过 OpenSearch，可将 RDS 中的数据自动同步至 OpenSearch

实现各类复杂搜 索。

图 3.3 
RDS 可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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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任务 1：创建云数据库实例

1. 任务描述

在阿里云管理控制台上创建云数据库 RDS 实例，根据“知途云课”

的项目实际需求购买合适的 RDS 实例，选定合适的规格、配置、付费 

方  式。

2. 任务目标

（1）熟悉阿里云云数据库开通过 程。

（2）了解云数据库各属性选项的意 义。

（3）了解不同规格、配置、付费方式的云数据库的成 本。

（4）能根据业务需求购买合适的 RDS 实 例。

3. 任务实施

准备

（1）访问阿里云官网（www.aliyun.com）网络环 境。

（2）已注册阿里云用户，且账号经过实名认 证。

步骤

（1）进入 RDS 产品管理控制台页 面。

RDS 管理控制台页面如图 3.4所 示。

（2）进入 RDS 实例列 表。

在“实例列表”页面，单击“新建实例”按钮，进入购买页面，如图

3.5所 示。

图 3.4 
RDS 管理控制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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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 RDS 规格，购买 RDS 服 务。

在云数据库 RDS 购买页面，选择地域、可用区、数据库类型和版本、网

络类型、实例规格、存储空间以及购买量，然后进行购买操作，如图 3.6所 示。

具体操作如 下：

① 选择地 域。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地域 RDS 之间内网不互通，不同地域之间 ECS 和

RDS 内网不互通。所以 RDS 需要选择和 ECS 相同的地  域。

② 选择可用 区。

RDS 常规实例采用双机热备架构，单可用区指主、备节点位于同一可

用区，多可用区指主、备节点位于不同可用区。如果是 RDS 只读实例则采

用单机架构，多可用区指只读实例被随机分 配。

图 3.5 
“实例列表”页面

图 3.6 
购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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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选择数据库类型和版 本。

RDS 支持 MySQL、SQL Server、PostgreSQL 和 PPAS（Postgre Plus Advanced  

Server，一种高度兼容 Oracle 的数据库）引擎。本教材中示例是以 MySQL

数据库为 例。

注意： 不同地域支持的数据库类型不同，具体可选数据库类型以实际页面为 准。

④ 选择网络类 型。

阿里云数据库 RDS 同样支持经典网络和专有网络两种网络类 型。

⑤ 选择实例规 格。

不同的内存大小对应不同的最大连接数和 IOPS，具体最大连接数和

IOPS 以实际界面为 准。

⑥ 选择存储空 间。

可以设置 5 GB ～ 2 000 GB 的存储空间，步长为 5 GB。此处设置的存

储空间为数据空间、系统文件空间、binlog 文件空间和事务文件空  间。

⑦ 选择购买 量。

选择购买云数据库 RDS 实例的时长、实例的台 数。

3.4  任务 2：云数据库迁移

1. 任务描述

在 RDS 实例上创建数据库账号，创建迁移任务，将 ECS 实例上

MySQL 数据库 zhituyunke 迁移到 RDS 上。最后，更改”知途云课”系统

Tomcat 数据库配置，重启 Web 服务，完成 ECS 自建数据库迁移到目标数据

库 RDS 并进行验  证。

2. 任务目标

（1）掌握使用 RDS 创建数据库，创建 RDS 账号并给账号授 权。

（2）熟悉使用数据管理服务（DMS）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管 理。

（3）熟悉使用数据传输服务（DTS）完成 ECS 自建数据库迁移到 RDS

数据  库。

3. 任务实施

准备

（1）创建云数据库 RDS 实 例。

（2）使用 Xshell 连接到已经创建的云服务器 ECS 实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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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进入 RDS 实例列 表。

使用阿里云管理控制台的账号和密码登录管理控制台后，进入

RDS“实例列表”页面，如图 3.7所  示。

（2）创建 RDS 实例数据库账 号。

单击某一实例后，进入“账号管理”页面，单击“创建账号”按钮，

如图 3.8所  示。

进入账号创建页面，设置数据库账号及密码，如图 3.9所 示。

图 3.7 
RDS“实例列表”页面

图 3.8 
“账号管理”页面

图 3.9 
账号创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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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 ECS 实例上 MySQL 数据库账 号。

mysql>CREATE USER zhituyunke@'%' IDENTIFIED BY '123456';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mysql>GRANT ALL ON *.* TO 'zhituyunke'@'%';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0 sec)

（4）创建 RDS 实例的迁移任 务。

单击“迁移数据库”按钮，开始数据库迁移操作，如图 3.10所 示。

单击“创建在线迁移任务”按钮，如图 3.11所 示。

进入“创建迁移任务”页面，填写任务名称，源库信息（本案例 ECS

中的 MySQL 实例，账号、密码参见步骤（3）中创建的信息），目标库信

图 3.10  
开始数据库迁移操作

图 3.11 
“迁移任务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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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本案例中的 RDS 实例，账号参见步骤（2）中创建的信息），然后单击

“授权白名单并进入下一步”按钮，如图 3.12所  示。

在迁移对象中，选择 zhituyunke 库，进行迁移，单击“预检查并启动”

按钮，如图 3.13所  示。

图 3.12 
“创建迁移任务”页面

图 3.13 
选择迁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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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检查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3.14所 示。

进入“数据迁移”页面可以查看当前迁移任务的状态，如图 3.15所 示。

图 3.14 
“预检查”页面

图 3.15 
查看当前迁移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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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 DMS 查看数据迁移结 果。

在 RDS 实例详情页面，单击“登录数据库”按钮，如图 3.16所 示。

进入 DMS 登录页面，使用步骤（2）中创建的 RDS 账号进行登录，如

图 3.17所 示。

登录后进入 DMS 管理页面，如图 3.18所 示。

图 3.16 
RDS 实例详情页面

图 3.17 
DMS 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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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置 RDS 实例的访问白名 单。

在 RDS 实例详情页面，单击“数据安全性”菜单进入“数据安全性”

页面，单击“添加白名单分组”按钮，如图 3.19所  示。

进入“添加白名单分组”页面，设置分组名称以及组内白名单，组内

白名单中填入 ECS 实例的内网 IP 地址，如图 3.20所  示。

图 3.18 
DMS 管理页面

图 3.19 
“数据安全性”页面

图 3.20 
“添加白名单分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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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更改“知途云课”Tomcat 配置，重启 Web 服 务。

更改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conf/Catalina/localhost 下 root.xml 数据

连接相关配 置。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text docBase="/usr/local/chinamoocs/mooc/webapp" 
reloadable="false" allowLinking="true">

 <!-- Default set of monitored resources -->
 <WatchedResource>WEB-INF/web.xml</WatchedResource>

 <Resource name="jdbc/coeus"
       auth="Container"
       type="javax.sql.DataSource"

       fa ctory="org.apache.tomcat.jdbc.pool.
DataSourceFactory"

       testWhileIdle="true"
       testOnBorrow="true"
       testOnReturn="false"
       validationQuery="SELECT 1"
       validationInterval="30000"
       timeBetweenEvictionRunsMillis="30000"
       maxActive="400"
       minIdle="1"
       maxIdle="400"
       maxWait="10000"
       initialSize="10"
       removeAbandonedTimeout="180"
       removeAbandoned="true"
       logAbandoned="false"
       minEvictableIdleTimeMillis="30000"
       jmxEnabled="true"

jdbcInterceptors="org.apache.tomcat.jdbc.pool.
interceptor.ConnectionState;org.apache.tomcat.jdbc.
pool.interceptor.StatementFinalizer"

       username="user001"
       password="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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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erClassName="com.mysql.jdbc.Driver"
       url="jdbc:mysql://
rds89i83u2hc4jza5fv6.
mysql.rds.aliyuncs.com:3306/zhituyunke?useUnicode=true&
amp;characterEncoding=utf-8&amp;zeroDateTimeBehavior=
convertToNull"/>

</Context>

username 和 password 对应的是步骤（2）中创建 RDS 实例数据库的账

号和密 码。

在 RDS 实例基本信息页面，可以查看到实例的内网地址及内网端口，

如图 3.21所  示。

更改完 root.xml 后重启 Tomcat。

[root@iZ234r6h8j3Z nginx]#cd/usr/local/chinamoocs/
tomcat/bin

[root@iZ234r6h8j3Z bin]# ./shutdown.sh
Using CATALINA_BASE: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Using CATALINA_HOME: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Using CATALINA_TMPDIR:/usr/local/chinamoocs/tomcat/temp
Using JRE_HOME:    /usr/local/chinamoocs/java
Using CLASSPATH: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bin/ 
bootstrap.jar:/usr/local/chinamoocs/tomcat/bin/
tomcat-juli.jar

[root@iZ234r6h8j3Z bin]#./startup.sh
Using CATALINA_BASE: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Using CATALINA_HOME: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
Using CATALINA_TMPDIR:/usr/local/chinamoocs/tomcat/temp
Using JRE_HOME:    /usr/local/chinamoocs/java
Using CLASSPATH:   /usr/local/chinamoocs/tomcat/bin/
bootstrap.jar:/usr/local/chinamoocs/tomcat/bin/tomcat-juli.jar

Tomcat started.

图 3.21 
实例的内网地址及内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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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验证数据库迁移结 果。

在浏览器中输入本案例 ECS 实例的外网访问 IP，进入”知途云课”主

页，如图 3.22所  示。

使用账号 admin、密码 1232456登录后，进入系统后台的课程内容管理

页面，增加多个章节数据，如图 3.23所  示。

登录 RDS 的 DMS，查看数据库表 mooc_unit 中数据是否和管理后台添

加的一致，如图 3.24所  示。

图 3.22 
“知途云课”主页

图 3.23 
课程内容管理页面

图 3.24 
数据库表 mooc_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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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成果教材，也是高等职业教

育云计算及大数据系列教材之  一。

本书为云上运维及应用实践教程的提高篇，是典型的项目案例化教材。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导学、弹性架构之 CDN、弹性架构之弹性伸缩、弹

性架构之专有网络、安全架构之云安全、安全架构之云监控、阿里云 API

的使用。本书实操环节可以利用随书附赠的体验券在云计算课程实训平台

（http://yunwei.chinamoocs.com/senior）上进行。读者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扫

描书中的二维码查看微课视频以及习题参考答 案。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移动应用技术等相关专业的教材、实训指导书，也可供广大云

计算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序

IT 领域的“云计算”在 2007 年还是个未知概念，到 2014

年，“云计算”不仅已经家喻户晓，而且在基于云计算技术支撑

的平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飞速发展的新纪录。例如，阿里巴

巴的天猫商城在 2015 年双 11的交易额达到 912.17 亿元，电子

商务平台的交易峰值达到 8.59 万笔 / 秒。目前，“云计算”在 IT

领域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局限于令人瞠目的数字上，而是开始向

传统支柱产业乃至国家整体经济与社会领域快速渗透。云计算已

经落地生根，并快速发展壮大，“像用电一样使用云服务”的云

计算理想虽然还未完全实现，但距离这个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了。

DT（Data Technology）时代，互联网是基础设施，云计算

是公共服务，大数据是核心资产，人才是发动引擎。2016 年开

始，我国的云计算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国务院也将云计算列为战

略新兴重点产业，未来的十年，我国乃至全球各产业对云计算人

才需求将呈爆发式增长，预计云计算相关人才每年将呈现数十万

的缺口。在云计算时代，年龄、资历和职称都不再是科研创新的

门槛，各层次的人才都可以广泛参与和承担云平台类产品的应用

开发与维护，大学生在云计算领域的自主创新应用成果将是个人

能力认证的重要依 据。

教育部为配合“互联网+”时代产业发展的需要已增设了

“云计算技术及应用”专业，促进高校培养更多的掌握云计算相

关技术的人才，推动高校联合企业进行系统性的云计算人才培

养，解决了学生就业、企业用人、政府新兴产业落地的问题，还

同时体现了高校对区域新兴产业的支撑，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

形成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为了更好地满足高校的教学需要，阿里



云计算有限公司、江苏知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共同策划，组织编写了云计算及大数据系列教 材。

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团队在云计算技术原理、目标岗位人才

能力模型设计和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以

“知途云课”工程项目从传统 IOE架构向云架构迁移为线索，由

浅入深地阐述了公共云中的云服务器、云数据库、云存储、云负

载均衡、弹性伸缩、内容分发网络（CDN）、虚拟网络、云监控、

云盾等基本的概念、技术原理、编码和实战技巧，让读者逐步掌

握目前公共云中常见产品的技术和应用技巧。此外，本系列教材

利用了云计算课程实训平台（http://yunwei.chinamoocs.com/），

让读者通过动手实践的方式完成项目在云中安装、代码调试、部

署和运维的全过程，实现“做”中“学”，对于有志于从事云计算

开发、运维和架构设计的学习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教 材。

希望本系列教材的所有读者，在了解云计算技术的同时，都

能够积极投身到云计算产业的实践中来。只有更多的人认识云计

算，才能挖掘出更多云计算的价值，云计算产业才会有源源不断

蓬勃发展的动力，相信各位读者中的很多人都将成为云计算产业

的中坚力 量。

在本系列教材编写过程中，编写团队将阿里云作为公共云

的基础实训平台，阿里云推出的大学合作计划AUCP（Aliyun 

University Cooperation Program）也为高校师生提供各种云计算

教育资源和配套技术服务，相信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将对中国云计

算产业人才培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李志民

  2016 年 7月



前  言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

分 布 式 计 算（Distributed Computing）、 并 行 计 算（Parallel 

Computing）、效用计算（Utility Computing）、网络存储（Network 

Storage Technology）、虚拟化（Virtualization）、负载均衡（Load 

Balance）等传统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它旨在

通过网络把多个成本相对较低的计算实体整合成一个具有强大计算

能力的完美系统，并借助SaaS、PaaS、IaaS和MSP等先进的商

业模式把这强大的计算能力分布到终端用户手中。云计算的一个核

心理念就是通过不断提高“云”的处理能力，进而减少用户终端的

处理负担，最终使用户终端简化成一个单纯的输入输出设备，并能

享受“云”的强大计算处理功能，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统

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计算资源池向用户提供按需服 务。

云计算具有超大规模、虚拟化、高可靠性、通用性、高可

扩展性、按需服务、极其廉价等特点，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种

廉价的云服务解决方案。本书主要介绍了云计算技术的高级应

用知识以及如何利用目前流行的公有云平台（阿里云）为一个

典型企业提供更好的云服务。书中内容囊括了作者多年从事云

计算技术应用与维护工程行业的教学培训以及实际工程经验，

并得到了来自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江苏知途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等单位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

本书为云上运维及应用实践教程的提高篇，是典型的项目

案例化教材。第 1章的导学部分主要介绍了企业云计算服务的

高级应用需求以及解决方案。第 2章弹性架构之CDN，主要介



绍了云计算弹性架构知识、内容分发网络（CDN）、阿里云弹性

架构产品、使用CDN加速网站视频、删除CDN域名等。第 3

章弹性架构之弹性伸缩，主要介绍了弹性伸缩的基础知识、阿

里云弹性伸缩模式、弹性伸缩调整、停止弹性伸缩服务等。第 4

章弹性架构之专有网络，主要介绍了专有网络的基础知识、阿

里云专有网络（VPC）、架构 VPC、删除 VPC等。第 5章安全

架构之云安全，主要介绍了云盾的知识、阿里云云盾、主机防

护——安骑士的使用、网络级防护——基础防护等。第 6章安

全架构之云监控，主要介绍了云监控的基础知识、阿里云云监

控、使用云监控进行站点监控、使用云监控进行产品监控。第 7

章阿里云 API 的使用，主要介绍了 API 的基础知识、API 的使用

方法、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应用、云产品运维工具箱CLI 的使

用 等。

本书编写是将一个完整的云服务工程案例细化成相对独立

的工作任务，每个工作任务中既有技术原理知识的讲解，也包

括基本实操训练的内容，再通过若干前后衔接的工作任务完成

相对独立的项目乃至整个工程案例。为了方便广大读者学习，

书中涉及的所有任务的模拟操作都可以在阿里云平台（www.

aliyun.com）上实现，也可以使用本书附赠的体验券在云计算

课程实训平台（http://yunwei.chinamoocs.com/senior）上进行

操作。读者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扫描书中的二维码查阅微课视

频以及习题参考答案。本书实操环节的相关素材都可以从 http://

opensource.chinamoocs.com上下 载。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殷晓春、

李建林、陈容华，江海职业技术学院的杨业娟，南京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的蔡有柱，南京晓庄学院的薛同琦，江苏联合职业技

术学院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李忠。由殷晓春、李建

林、杨业娟任主编，李忠、蔡有柱、薛同琦、陈容华任副主编。

殷晓春、李建林、陈容华完成了第 1、2、3章内容的编写，李

忠、杨业娟完成了第 4、5章内容的编写，蔡有柱、薛同琦完成

了第 6、7章内容的编写，江苏知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了本

书相关的电子学习资源，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提供了项目模拟

运行、验证的平台教学资 源。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

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移动应用技术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

供广大从事云计算相关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

难免，恳请专家、教师和读者批评指 正。

  编者

  2016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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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上运维及应用实践教程（基础篇）部分围绕着“知途云课”项目

的部署、数据迁移、文件迁移、集群部署以及保存用户会话信息等项目场

景，详细介绍了云服务器、云数据库、对象存储、负载均衡以及缓存数据

库 Redis 的使  用。

随着企业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云基础服务已经渐渐不能满足

企业的需求，比如，当只有 200 名用户在线访问视频文件时，在现有硬件

基础上大家的访问速度都还不错，但当增加到同时有 20000 人在线访问视

频时，部分用户的访问就会由于网站的视频响应速度跟不上而出现长时间

延迟的现象。为了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为用户提供更好服务的同时又不

显著增加企业的投入（不能单纯的以增加服务器数量、提高服务器 CPU 性

能水平等简单的硬件投入来换取服务性能的提升），可以通过使用内容分发

网络（CDN）来加速网站视频的播放，提升用户视频观看感  受。

大部分网站的访问都具有一定的潮汐规律，大量的访问用户会在某个

特定的时间段集中访问服务器资源，从而造成在重点时间段内的服务器资

源严重不足。如果企业简单地通过加大服务器硬件资源的投入来解决问题

的话，那么在其他时间段内由于访问用户数急速下降，系统的服务器资源

又严重过剩，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云计算的理念就是“让用户像用水用电

那样使用计算资源，按需获取，按量计费”，以服务的方式提供计算资源。

因为用户的计算需求是弹性的，因此真正弹性的云计算，才会帮助用户最

大限度地降低计算资源的总体拥有和使用成本。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不增

加额外的投入而利用云计算的弹性伸缩来解决这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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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传统的服务器时代还是现在的云服务器时代，企业对网络、

信息安全的需求一直没有改变。企业应用一旦部署在云上，由于云中没有

网段和网络边界，每个云服务器在网络中都处于同一层次，如何实现像在

传统的服务器时代的网络安全管理，这就需要利用云安全平台提供的安全

组和安全规则来模拟传统网络体系中的各个层次。阿里云服务器的安全组

特性能够提供类似防火墙的访问控制功能，通过设定各安全组之间的安全

规则，可搭建复杂的多层访问控制体系，达到系统整体安全的目  的。

企业服务一旦部署到云上，系统管理员就需要时刻了解、掌握系统的

运转情况，此时就需要云监控（Cloud Monitor）来协助完成对系统性能、资

源使用情况、系统警告等信息的实时监控。云监控服务可用于收集获取云

资源的监控指标、探测互联网服务可用性，以及针对指标设置警报等。云

监控服务能够监控云服务器 ECS、云数据库 RDS 和负载均衡 SLB 等各种云

服务资源，同时也能够通过 HTTP、ICMP 等通用网络协议监控互联网应用

的可用性。借助云监控服务，可以全面了解在云上的资源使用情况、性能

和运行状况，借助云监控的报警服务，可以及时作出反应，保证应用程序

顺畅运  行。

在接下来的云上运维及应用实践教程的提高篇部分，将继续结合“知

途云课”部署案例。在完成企业应用的云服务器、云数据库、云存储、负

载均衡、高速缓存等基本应用之后，结合企业用户对云计算的性能需求和

安全需求，将对加速网站视频的内容分发网络（CDN）、解决用户潮汐访问

的弹性伸缩、网络独立管理的专有网络、云安全、云监控以及云产品的 API

的相关知识进行讲解，通过详细的项目案例讲解相应云产品的使用场景和

操作方  法。

本书提供的教学项目案例“知途云课”是以知途网为原型，根据学习

过程进行重新设计开发而成的。知途网（www.chinamoocs.com）是一个在

线教育平台，该平台联合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提供认证证书，根据企业的

需求培养人 才。

本书案例及任务的实施基于阿里云的平台完成。阿里云是阿里巴巴集

团旗下的云计算服务供应商，在国内公有云市场占有率居第一。阿里云技

术在阿里集团内部通过海量的客户及大量高并发业务验证，除了用云计算

支撑自身的业务，同时把云服务开放出来帮助更多的企业。淘宝、天猫、

蚂蚁金服等大家熟知的阿里系产品均构建在阿里云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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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书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在公有云环境下内容分发网络（CDN）、

弹性伸缩、专有网络、云安全、云监控等产品的配置与使用的相关知识，

具有在公有云环境下系统的日常运维能力，能够独立完成对公有云上的应

用系统的安全防护和预警监控，为以后从事云上运维及相关的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  础。

本书中相关资源都可以从 http://opensource.chinamoocs.com 上下载，包

含“知途云课”案例的源代码以及网站发布 包。

本书的示例代码仅供参考，也仅限于本书案例教学使 用。



2.1  场景导入

“知途云课”系统作为在线视频点播学习平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

经营后，用户数不断上升，遍布全国各地。但此时用户的体验却在急剧下

降，例如在某个地区网页打开很慢，视频无法加载。而在系统部署的区域，

网页访问和视频加载速度都相对正常。很显然，目前的单节点服务已经无

法为各地用户都提供流畅的学习体验。Google 及其他网站的研究表明，一

个网站每慢一秒钟，都会丢失许多访客，甚至这些访客永远不会再访问这

些网站，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呢？

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系统在全国各地都布有服务节点，这样各地用户

都能就近访问，那么无论用户在哪里，都可以获得很好的网站访问和视频

浏览体验，这就是内容分发网络（CDN）的主要功 能。

使用 CDN 的优势也很明显，CDN 节点不仅解决了跨地域和跨运营商

访问的问题，访问延迟大大降低，而且大部分请求在 CDN 边缘节点完成，

CDN 起到了分流作用，减轻了源站的负 载。

2.2  知识点讲解

2.2.1  CDN 概述

1.  CDN的概念和意义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内容分发网络）是将源站内容分发
视频：CDN
产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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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所有的节点，缩短用户查看对象的延迟，提高用户访问网站的响应

速度与网站的可用性，解决网络带宽小、用户访问量大、节点分布不均等

问  题。

狭义地讲，CDN 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构建方式，它是为能在传统的 IP 网

发布丰富媒体内容而特别优化的网络覆盖层；而从广义的角度，CDN 代表

了一种基于质量与秩序的网络服务模式。简单地说，CDN 是一个经策略性

部署的整体系统，包括分布式存储、负载均衡、网络请求的重定向和内容

管理 4 个要件，而内容管理和全局的网络流量管理（Traffic Management）

是 CDN 的核心所在。通过用户就近性和服务器负载的判断，CDN 确保内

容以一种极为高效的方式为用户的请求提供服务。总的来说，内容服务基

于缓存服务器，也称作代理缓存（Surrogate），它位于网络的边缘，距用

户仅有“一跳”（Single Hop）之遥。同时，代理缓存是内容提供商源服务

器（通常位于 CDN 服务提供商的数据中心）的一个透明镜像。这样的架构

使得 CDN 服务提供商能够代表他们客户，即内容提供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向最终用户提供尽可能好的体验，而这些用户是不能容忍

请求响应时间有任何延迟的。据统计，采用 CDN 技术，能处理整个网站页

面的 70% ～ 95% 的内容访问量，减轻服务器的压力，提升了网站的性能和

可扩展 性。

与目前现有的内容发布模式相比较，CDN 强调了网络在内容发布中的

重要性。通过引入主动的内容管理层和全局负载均衡，CDN 从根本上区别

于传统的内容发布模式。在传统的内容发布模式中，内容的发布由 ICP 的

应用服务器完成，而网络只表现为一个透明的数据传输通道，这种透明性

表现在网络的质量保证仅仅停留在数据包的层面，而不能根据内容对象的

不同区分服务质量。此外，由于 IP 网的“尽力而为”的特性使得其质量保

证是依靠在用户和应用服务器之间端到端地提供充分的、远大于实际所需

的带宽通量来实现的。在这样的内容发布模式下，不仅大量宝贵的骨干带

宽被占用，同时 ICP 的应用服务器的负载也变得非常重，而且不可预计。

当发生一些热点事件和出现浪涌流量时，会产生局部热点效应，从而使应

用服务器过载退出服务。这种基于中心的应用服务器的内容发布模式的另

外一个缺陷在于个性化服务的缺失和对宽带服务价值链的扭曲，内容提供

商承担了他们不该干也干不好的内容发布服  务。

纵观整个宽带服务的价值链，内容提供商和用户位于整个价值链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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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中间依靠网络服务提供商将其串接起来。随着互联网工业的成熟和商业

模式的变革，在这条价值链上的角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细分，例如内容／ 

应用的运营商、托管服务提供商、骨干网络服务提供商、接入服务提供商

等。在这条价值链上的每一个角色都要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才能为客户提

供良好的服务，从而带来多赢的局面。从内容与网络的结合模式上看，内

容的发布已经走过了 ICP 的内容（应用）服务器和 IDC（互联网数据中心）

这两个阶段。IDC 的热潮也催生了托管服务提供商这一角色。但是，IDC 并

不能解决内容的有效发布问题。内容位于网络的中心并不能解决占用骨干

带宽的问题和建立 IP 网络上的流量秩序。因此将内容推到网络的边缘，为

用户提供就近性的边缘服务，从而保证服务的质量和整个网络上的访问秩

序就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选择。而这就是 CDN 服务模式。CDN 的建立解决

了困扰内容运营商的内容“集中与分散”的两难选择。无疑对于构建良好

的互联网价值链是有价值的，也是不可或缺 的。

2.  CDN的应用

目前的 CDN 服务主要应用于证券、金融保险、服务提供、ICP、网上

交易、门户网站、大中型公司、网络教学等领域。另外在行业专网、互联

网中都可以用到，甚至可以对局域网进行网络优化。利用 CDN，相关网站

无须投资昂贵的各类服务器、设立分站点，特别是流媒体信息的广泛应用、

远程教学课件等消耗带宽资源多的媒体信息，应用 CDN 把内容复制到网络

的最边缘，使内容请求点和交付点之间的距离缩至最小，从而促进 Web 站

点性能的提高。CDN 的建设主要有企业建设的 CDN，为企业服务；IDC 的

CDN，主要服务于 IDC 和增值服务；网络运营商主建的 CDN，主要提供内

容推送服务；CDN 服务商专门建设的 CDN，用于商业服务。用户通过与

CDN 机构进行合作，CDN 机构负责信息传递工作，保证信息正常传输，维

护传输网络，而用户只需要内容维护，不再需要考虑流量问  题。

CDN 能够为网络的快速、安全、稳定、可扩展等方面提供保 障。

IDC 运营商一般需要有分布各地的多个 IDC，服务对象是托管在 IDC

的客户，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投资较少，容易建设。例如，某 IDC 在全

国有 10 个机房，加入 IDC 的 CDN 托管在一个节点的 Web 服务器，相当

于有了 10 个镜像服务器，就近供客户访问。宽带城域网、域内网络速度很

快，出城带宽一般就会遇到瓶颈，为了体现城域网的高速体验，解决方案

就是将 Internet 上内容高速缓存到本地，将高速缓存（Cache）服务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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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域网各 POP 点上，这样形成高效有序的网络，用户仅一跳就能访问大

部分的内容，这也是一种加速所有网站 CDN 的应用。

3.  使用 CDN与传统未加缓存服务访问方式的差别

（1）传统未加缓存服务的网站访问过程

① 用户向浏览器提供要访问的域  名。

② 浏览器调用域名解析函数库对域名进行解析，以得到此域名对应的

IP 地 址。

③ 浏览器使用得到的 IP 地址，向服务器发出数据访问请 求。

④ 浏览器根据服务器返回的数据显示网页的内 容。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浏览器完成从用户处接收要访问的域名到从服务

器处获取数据的整个过  程。

CDN 在用户和服务器之间增加 Cache 层，将用户的请求引导到 Cache

上获得源服务器的数据，主要是通过接管 DNS 实 现。

（2） 使用 CDN 缓存后的网站访问过程

① 用户向浏览器提供要访问的域 名。

② 浏览器调用域名解析库对域名进行解析，由于 CDN 对域名解析过

程进行了调整，所以解析函数库一般得到的是该域名对应的 CNAME 记录。

为了得到实际 IP 地址，浏览器需要再次对获得的 CNAME 域名进行解析以

得到实际的 IP 地址。在此过程中，使用全局负载均衡的 DNS 解析，如根据

地理位置信息解析对应的 IP 地址，使得用户能就近访  问。

③ 解析得到 CDN 缓存服务器的 IP 地址，浏览器向缓存服务器发出访

问请 求。

④ 缓存服务器根据浏览器提供的域名，通过 Cache 内部专用 DNS 解析

得到此域名的实际 IP 地址，再由缓存服务器向此实际 IP 地址提交访问请 求。

⑤ 缓存服务器从实际 IP 地址得到内容以后，一方面在本地进行保存，

以备以后使用；另一方面把获取的数据返回给浏览器，完成数据服务过 程。

⑥ 浏览器得到由缓存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后，显示网页并完成整个数据

请求过 程。

4.  CDN网络实现的具体操作过程

为了实现既要对普通用户透明（即加入缓存以后，用户浏览器无须进

行任何设置，直接使用被加速网站原有的域名即可访问），又要在为指定网

站提供加速服务的同时降低对 ICP 的影响，因此只修改整个访问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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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解析部分，以实现透明的加速服务。具体操作过程如 下：

① 作为 ICP，只需要把域名解析权交给 CDN 运营商，其他方面不需要

进行任何的修改；操作时，ICP 修改自己域名的解析记录，一般用 CNAME

方式指向 CDN 的 Cache 服务器地 址。

② 作为 CDN 运营商，首先需要为 ICP 的域名提供公开的解析，一般

是把 ICP 的域名解析结果指向一个 CNAME 记  录。

③ CDN 运营商可以利用 DNS 对 CNAME 指向的域名解析过程进行特

殊处理，使 DNS 服务器在接收到用户请求时，可以根据用户访问的域名，

返回不同 IP 地  址。

④ 由于从 CNAME 获得了 IP 地址，并且带有 HOSTNAME 信息，请

求到达 Cache 之后，Cache 必须知道源服务器的 IP 地址，所以要在 CDN 运

营商内部维护一个内部 DNS 服务器，用于解释用户所访问域名的真实 IP

地 址。

⑤ 在维护内部 DNS 服务器时，还需要维护一台授权服务器，用于控

制哪些域名可以进行缓存，而哪些又不进行缓存，以免发生开放代理的

情  况。

5.  CDN的技术手段

实现 CDN 的主要技术手段是 Cache、镜像服务器，可工作于 DNS 解

析或 HTTP 重定向两种方式，通过 Cache 服务器或异地的镜像站点完成内

容的传送与同步更新。DNS 方式用户位置判断准确率大于 85%， HTTP 方式

准确率为 99% 以上；一般情况下，各 Cache 服务器群的用户访问流入数据

量与 Cache 服务器到原始网站取内容的数据量之比在 2 ∶ 1 到 3 ∶ 1 之间，

即分担 50% 到 70% 的到原始网站重复访问的数据量（主要是图片，流媒体

文件等内容）；对于镜像，除数据同步的流量，其余均在本地完成，不访问

原始服务  器。

镜像站点（Mirror Site）服务器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它让内容直接分布，

适用于静态和准动态的数据同步。但是购买和维护新服务器的费用较高，

另外还必须在各个地区设置镜像服务器，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与维

护。大型网站在随时更新各地服务器的同时，对带宽的需求也会显著增加，

因此一般的互联网公司不会建立太多的镜像服务 器。

高速缓存手段的成本较低，适用于静态内容。Internet 的统计表明，超

过 80% 的用户经常访问的是 20% 的网站内容，在这个规律下，缓存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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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处理大部分客户的静态请求，而原始的 WWW 服务器只需处理约 20%

的非缓存请求和动态请求，于是大大加快了客户请求的响应时间，并降低

了原始 WWW 服务器的负载。根据美国 IDC 公司的调查，作为 CDN 的一

项重要指标——缓存的市场正在以每年近 100% 的速度增长，网络流媒体的

发展还将刺激这个市场的需 求。

6.  CDN的网络架构

CDN 网络架构主要分为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指 CDN 网管中心和

DNS 重定向解析中心，负责全局负载均衡，设备系统安装在管理中心机房，

边缘主要指异地节点，CDN 分发的载体，主要由 Cache 和负载均衡设备等

组 成。

当用户访问加入 CDN 服务的网站时，域名解析请求将最终交给全局

负载均衡 DNS 进行处理。全局负载均衡 DNS 通过一组预先定义好的策略，

将当时最接近用户的节点地址提供给用户，使用户能够得到快速的服务。

同时，它还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 CDN 节点保持通信，搜集各节点的通

信状态，确保不将用户的请求分配到不可用的 CDN 节点上，实际上是通过

DNS 做全局负载均  衡。

对于普通的 Internet 用户来讲，每个 CDN 节点就相当于一个放置在它

周围的 Web。通过全局负载均衡 DNS 的控制，用户的请求被透明地指向最

近的节点，节点中 CDN 服务器会像网站的原始服务器一样，响应用户的请

求。由于它离用户更近，因而响应时间必然更 快。

每个 CDN 节点由两部分组成：负载均衡设备和高速缓存服务 器。

负载均衡设备负责每个节点中各个 Cache 的负载均衡，保证节点的工

作效率；同时，负载均衡设备还负责收集节点与周围环境的信息，保持与

全局负载均衡 DNS 的通信，实现整个系统的负载均  衡。

Cache 负责存储客户网站的大量信息，就像一个靠近用户的网站服务器

一样响应本地用户的访问请  求。

CDN 的管理系统是整个系统能够正常运转的保证。它不仅能对系统中

的各个子系统和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对各种故障产生相应的告警，还可以

实时监测到系统中总的流量和各节点的流量，并保存在系统的数据库中，

使网管人员能够方便地进一步分析。通过完善的网管系统，用户可以对系

统配置进行修  改。

理论上，最简单的 CDN 有一个负责全局负载均衡的 DNS 以及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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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 Cache，即可运行。DNS 支持根据用户源 IP 地址解析不同的 IP，实现

就近访问。为了保证高可用性，需要监视各节点的流量、健康状况等。一

个节点的单台 Cache 承载数量不够时，才需要多台 Cache，多台 Cache 同时

工作，才需要负载均衡设备，使 Cache 群协同工 作。

2.2.2  CDN 的关键技术

CDN 的关键技术主要有内容路由技术、内容分发技术、内容存储技术

和内容管理技术 等。

1.  内容路由技术

CDN 负载均衡系统实现 CDN 的内容路由功能。它的作用是将用户的

请求导向整个 CDN 中的最佳节点。最佳节点的选定可以根据多种策略，例

如距离最近、节点负载最轻等。负载均衡系统是整个 CDN 的核心，负载均

衡的准确性和效率直接决定了整个 CDN 的效率和性  能。

通常负载均衡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全局负载均衡（GSLB）和本地负载

均衡（SLB）。全局负载均衡（GSLB）的主要目的是在整个网络范围内将用

户的请求定向到最近的节点（或者区域）。因此，就近性判断是全局负载均

衡的主要功能。本地负载均衡一般局限于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其目标是在

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寻找一台最适合的节点提供服务。因此，CDN 节点的健

康性、负载情况、支持的媒体格式等运行状态是本地负载均衡进行决策的

主要依  据。

负载均衡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主要的方法包括 DNS、应用层重定

向、传输层重定向  等。

对于全局负载均衡而言，为了执行就近性判断，通常可以采用两种

方式。一种是静态的配置，例如根据静态的 IP 地址配置表进行 IP 地址到

CDN 节点的映射。另一种是动态的检测，例如实时地让 CDN 节点探测到

目标 IP 的距离，然后比较探测结果进行负载均衡。当然，静态和动态的方

式也可以综合起来使  用。

对于本地负载均衡而言，为了执行有效的决策，需要实时地获取 Cache

设备的运行状态。获取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主动探测，另一种是协

议交互。主动探测针对 SLB 设备和 Cache 设备没有协议交互接口的情况，

通过 PING 等命令主动发起探测，根据返回结果分析状态。协议交互是 SLB

和 Cache 根据事先定义好的协议实时交换运行状态信息，以便进行负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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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比较而言，协议交互比主动探测要准确可靠，但是目前尚没有标准的

协议，各厂家的实现一般仅是私有协议，互通比较困  难。

2.  内容分发技术

内容分发包含从内容源到 CDN 边缘的 Cache 的过程。从实现上看，有

两种主流的内容分发技术：PUSH 和 PULL。

PUSH 是一种主动分发的技术。通常，PUSH 由内容管理系统发起，将

内容从源或者中心媒体资源库分发到各边缘的 Cache 节点。分发的协议可

以采用 HTTP/FTP 等。通过 PUSH 分发的内容一般是比较热点的内容，这

些内容通过 PUSH 方式预分发（Preload）到边缘 Cache，可以实现有针对的

内容提供。对于 PUSH 分发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分发策略，即在什么时

候分发什么内容。一般来说，内容分发可以由 ICP 或者 CDN 内容管理员人

工确定，也可以通过智能的方式决定，即所谓的智能分发。它根据用户访

问的统计信息，以及预定义的内容分发规则，确定内容分发的过  程。

PULL 是一种被动的分发技术，PULL 分发通常由用户请求驱动。当

用户请求的内容在本地的边缘 Cache 上不存在（未命中）时，Cache 启动

PULL 方法从内容源或者其他 CDN 节点实时获取内容。在 PULL 方式下，

内容的分发是按需 的。

在实际的 CDN 系统中，一般两种分发方式都支持，但是根据内容的

类型和业务模式的不同，在选择主要的内容分发方式时会有所不同。通

常，PUSH 方式适合内容访问比较集中的情况，如热点的影视流媒体内容；

PULL 方式比较适合内容访问分散的情 况。

在内容分发的过程中，对于 Cache 设备而言，关键的是需要建立内容

源的 URL、内容发布的 URL、用户访问的 URL，以及内容在 Cache 中存储

的位置之间的映射关 系。

3.  内容存储技术

对于 CDN 系统而言，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内容存储问题。一个是内容

源的存储，另一个是内容在 Cache 节点中的存 储。

对于内容源的存储，由于内容的规模比较大（通常可以达到几个甚至

几十个 TB），而且内容的吞吐量较大，因此，通常采用海量存储架 构。

对于在 Cache 节点中的存储，是 Cache 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考

虑的因素包括功能和性能两个方面：在功能上包括对各种内容格式的支

持、对部分缓存的支持，在性能上包括支持的容量、多文件吞吐率、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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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稳定性。其中，多种内容格式的支持要求存储系统根据不同文件格式

的读写特点进行优化，以提高文件内容读写的效率，特别是对流媒体文件

的读  写。

部分缓存能力指流媒体内容可以以不完整的方式存储和读取。部分缓

存的需求来自用户访问行为的随机性，因为许多用户并不会完整地收看整

个流媒体节目，事实上，许多用户访问单个流媒体节目的时间不超过 10 分

钟。因此，部分缓存能力能够大大提高存储空间的利用率，并有效地提高

用户请求的响应时间。但是部分缓存可能导致内容出现碎片问题，需要进

行良好的设计和控  制。

Cache 存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存储的可靠性。目前，多数存储系统都

采用了 RAID（独立冗余磁盘阵列）技术进行可靠存储。但是不同设备使用

的 RAID 方式各有不  同。

4.  内容管理技术

内容管理在广义上涵盖了内容的发布、注入、分发、调整、传递等一

系列过程。在这里，内容管理重点强调内容进入 Cache 节点后的内容管理，

称为本地内容管  理。

本地内容管理主要针对一个 CDN 节点（由多个 CDN Cache 设备和一

个 SLB 设备构成）进行。本地内容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内容服务的效

率，提高本地节点的存储利用率。通过本地内容管理，可以在 CDN 节点

实现基于内容感知的调度，通过内容感知的调度，可以避免将用户重定向

到没有该内容的 Cache 设备上，从而提高负载均衡的效率。通过本地内容

管理还可以有效地实现在 CDN 节点内容的存储共享，提高存储空间的利 

用  率。

在实现上，本地内容管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 面：

一是本地内容索引。本地内容管理首先依赖于对本地内容的了解，包

括每个 Cache 设备上内容的名称、URL、更新时间、内容信息等。本地内

容索引是实现基于内容感知的调度的关 键。

二是本地内容复制。通常，为了提高存储效率，同一个内容在一个

CDN 节点中仅存储一份，即仅存储在某个特定的 Cache 上。但是一旦对该

内容的访问超过该 Cache 的服务提供能力，就需要在本地实现内容的分发。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效 率。

三是本地内容访问状态信息收集。搜集各个 Cache 设备上各个内容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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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统计信息、Cache 设备的可用服务提供能力及内容变化的情 况。

可以看出，通过本地内容管理，可以将内容的管理从原来的 Cache 设

备一级，提高到 CDN 节点一级，从而大大增加了 CDN 的可扩展性和综合

能  力。

CDN 作为一种支持大规模高质量的流媒体服务的关键技术，目前已经

基本成熟，具备了广泛应用的能  力。

2.2.3  阿里云 CDN

1.  概述

阿里云 CDN 是建立并覆盖在承载网之上、由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边缘节

点服务器群组成的分布式网络，替代传统以 Web Server 为中心的数据传输

模  式。

阿里云 CDN 将源内容发布到边缘节点，配合精准的调度系统，将用户

的请求分配至最适合的节点，使用户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所需的内容，有效

解决 Internet 网络拥塞问题，提高用户访问的响应速 度。

使用阿里云 CDN 加速全过程如图 2.1 所 示。

① 浏览器向本地 DNS 请求对 www.a.com 的解 析。

② 本地 DNS 将请求发到网站授权 DNS 服务 器。

③ 授权 DNS 服务器返回一个 CNAME（www.a.alikunlun.com）给本地

图 2.1 
阿里云 CDN 加速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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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④ 本地 DNS 重新去 CDN 智能调度系统请求 www.a.alikunlun.com 的

解 析。

⑤ CDN 智能调度系统根据用户本地 DNS 所在区域返回给本地 DNS 离

用户最近的 CDN 节点 IP 地 址。

⑥ 本地 DNS 系统将最终解析到的 IP 地址返回给用户，同时将该解析

结果保存在自己的缓存中，直到相应的 TTL（生存周期）过期，继续完成

新的动 作。

⑦ 用户在得到 CDN 节点 IP 地址后，向该地址所指向的节点服务器

访  问。

⑧ CDN 节点服务器则向源站进行请求，节点服务器得到访问内容后，

返回给用户并将内容缓存起 来。

2.  相关术语

（1）域名

域名是 Internet 网络上的一个服务器或一个网络系统的名字，不能

重 复。

（2）CNAME 记录

CNAME 是一个别名记录（Canonical Name）。这种记录允许用户将多

个名字映射到同一台计算  机。

（3）CNAME 域名

CDN 的域名加速需要用到 CNAME 记录，在阿里云控制台配置完成

CDN 加速后，用户会得到一个加速后的域名，称为 CNAME 域名（该域名

一定是 *.*kunlun.com）。用户需要将自己的域名作别名（即 CNAME）指向

这个 *.*kunlun.com 的域名后，域名解析的工作就正式转向阿里云，该域名

所有的请求都将转向阿里云 CDN 的节 点。

（4）DNS

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解析服务）在互联网中的作用是：

把域名转换成为网络可以识别的 IP 地址。人们习惯记忆域名，但机器间交

互要使用 IP 地址，域名与 IP 地址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它们之间的转换工作

称为域名解析。域名解析需要由专门的域名解析服务器来完成，整个过程

是自动进行的。例如，上网时输入的域名 www.baidu.com 会自动转换成为

IP 地址 220.181.11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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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边缘节点

边缘节点也称 CDN 节点、Cache 节点等，是相对于网络的复杂结构而

提出的一个概念，指距离最终接入用户具有较少中间环节的网络节点，对

最终接入用户有较好的响应能力和连接速度。其作用是将访问量较大的网

页内容和对象保存在服务器前端的专用缓存设备上，以此来提高网站访问

的速度和质  量。

3.  使用场景

（1）网站站点 / 应用加速

站点或者应用中大量静态资源的加速分发，可以将站点内容进行动静

分离，动态文件可以结合云服务器 ECS，静态资源（如各类图片、html、

css、js 文件等）可以结合对象存储 OSS。

（2）视音频点播 / 大文件下载分发加速

支持各类文件的下载、分发加速业务，如 mp4、flv 视频文件或者大

小在 20 MB 以上的单个文件。主要的业务场景是视音频点播、大文件下载

（如安装包下载）等，可以结合对象存储 OSS 使用，提升回源速度，节约近

2/3 的回源带宽成  本。

（3）视频直播加速

视频流媒体直播服务，支持资源存储、切片转码、访问鉴权、内容分

发加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结合弹性伸缩服务，及时调整服务器带宽，应

对突发访问流量；结合媒体转码服务，享受高速稳定的并行转码，且任务

规模无缝扩  展。

2.3  任务 1：使用CDN加速网站视频

1.  任务描述

对于“知途云课”系统中上传的课程视频通过 CDN 进行加速播放，缩

短用户查看视频的延迟时间，提高用户访问体  验。

2.  任务目标

（1）掌握开通阿里云 CDN 服务的方 法。

（2）熟练掌握阿里云 CDN 配置过 程。

（3）学会使用阿里云 CDN 加速效果验证工具（阿里 测）。

（4）了解缓存刷新配 置。

视频：阿里云
CDN的应用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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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务实施

准备

（1）拥有一个已经备案的阿里云域 名。

（2）已经成功部署“知途云课”系统，登录系统后台，上传视频文 件。

步骤

（1）开通 CDN 服 务。

开通阿里云 CDN 的步骤如 下：

① 在阿里云官网 CDN 产品详情页快速了解产品，之后单击“立即开

通”按 钮。

② 在订购页面选择合适的计费方式（包括按使用流量计费和按带宽峰

值计费）和计费项，并阅读 CDN 服务开通协议，单击“立即开通”按钮，

即可开通 CDN 服务，如图 2.2 所 示。

注意：  停止阿里云CDN服务的方 法。

方法一：进入域名详情页，选择停 止。

方法二：在域名列表页，可选择多域名停 止。

（2）加速配 置。

为了能使课程视频通过 CDN 进行加速播放，需对源站进行域名加速。

加速域名必须在阿里云进行备案，如果源站类型选择域名加速，那么源站

的域名也要在阿里云进行备  案。

以 OSS 作为源站类型配置加速域名的方法有两 种。

方法一：进入阿里云管理控制台，选择“CDN”→“CDN 域名列 表”。

① 选择 CDN 列表。一个用户最多添加 20 个域名，如果不再使用老的

域名，建议直接删除记  录。

图 2.2 
开通 CDN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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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页面右上角，单击“添加新域名”按钮，然后进入“添加新域

名”页面，如图 2.3 所  示。

a. 输入加速域名（如 zhituyunke.zhituxueyuan.com）。

输入时要注 意：

 输入的域名必须是备案完成的，正在备案的域名无法接  入。

 域名内容需符合 CDN 业务规范，具体要求可浏览 CDN 使用手册中 

CDN 服务使用限制章 节。

 支持泛域名加速，不支持中文域名加  速。

b. 选择业务类型（视音频点播加 速）。

业务类型包括：图片小文件加速、大文件下载加速、视音频点播加速、

直播流媒体加速（暂未开放）、移动加速，见表 2.1。

表 2.1  业务类型表

业务类型 说      明

图片小文件加速 　若加速内容多为图片和网页文件，推荐使用图片小文件加速

大文件下载加速
　若加速内容为大文件（一般来说 20 MB 以上的静态文件属于大文件

范畴），推荐使用大文件下载加速

视音频点播加速 　若大文件为视频文件，加速视频的点播业务，推荐使用视音频点播加速

直播流媒体加速
　支持自定义 SSL/TLS 证书，支持带 SNI 信息的 SSL/TLS 握手，用户

需上传证书 / 私钥

移动加速

　针对移动应用推出的无线加速产品，提供智能域名解析、无线协议优

化、内容动态压缩、运营商级别优化等技术，提升移动应用的网络质

量、可用性及用户体验

图 2.3 
“添加新域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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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时要注 意：

 目前图片小文件加速、大文件下载加速、视音频点播加速均支持泛域 

名添加，直播流媒体加速和移动加速暂不支持泛域 名。

 添加域名前确保该域名可以正常访问。当用户的源站内容不在 OSS 

时，会进行人工审核该加速域名的内容信息是否符合 CDN 服务使用

限  制。

c. 选择合适的源站类型（OSS 域名），并输入 OSS 域名地址（如 zhituyk. 

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源站类型包括：IP、源站域名、OSS 域名、直播中心服务器（仅针对

直播流媒体加速业务类型），见表 2.2。

表 2.2  源站类型表

源站类型 说      明

IP
　可写多个服务器外网 IP；如果用户的 IP 不归属于阿里云产品，则添

加域名需要审核，需要 1 ～ 2 个工作日

源站域名
　源站域名不能与加速域名相同；例如，加速域名为 test.yourdomain.
com，建议将源站域名设置为 src.yourcompany.com

OSS 域名 　输入 OSS Bucket 的外网域名（如 xxx.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直播中心服务器
　只提供给直播流媒体加速业务类型，默认设置为直播中心服务器

（video-center.alivecdn.com）， 不支持用户自定义直播中心服务器

选择时要注 意：

 源站类型为源站域名时，源站域名不允许和加速域名相同。若用户 

请求某资源，该 CDN 节点上没有缓存相应的内容，CDN 节点则会回

到源站获取，然后再返回给用户。若加速域名与源站域名一致，会

导致请求反复解析到 CDN 节点上，CDN 节点无法回源站获取内容。

因此，如果加速域名为 example.aliyun.com，源站域名可以考虑 src.

example.aliyun.com，以作区  分。

 选择 OSS 作为源站，务必使用 OSS 外网访问域  名。

 支持自定义源站回源端口。可选 80 端口或 443 端口，80 端口支持 

HTTP 协议回源，443 端口提供加密和安全的 HTTPS 回源，默认选择

为 80 端 口。

③ 完成加速域名。单击“下一步”，对加速域名进行验证，并完成域

名加速的配置，如图 2.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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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域名规则如 下：

 加速域名需要通过工信部备  案。

 加速域名不得重复添加。如发现域名被占的情况，须提交工单处  理。

 同一账户下最多添加 20 条加速域  名。

方法二：从 OSS 管理控制台进入，设置 CDN 加速 OSS。

① 在 OSS 管理控制台页面，单击“CDN 加速 OSS”选项，进入设置

页面，选择要加速的 Bucket（如 zhituyunke），如图 2.5 所  示。

② 设置要加速的域名（如 zhituyunke.zhituxueyuan.com），如图 2.6所 示。

③ 在绑定域名页面，可以看到需要绑定的 CDN 域名（如 zhituyunke.

zhituxueyuan.com.w.kunlunca.com），选择“手动添加”，然后单击“完成”

图 2.4 
完成域名加速的配置

图 2.5 
设置 CDN 加速 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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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如图 2.7 和图 2.8 所 示。

（3）域名绑 定。

添加域名成功后，用户将得到一个 CNAME 域名，在完成配置后，须

图 2.6 
设置要加速的域名

图 2.7 
选择“手动添加”

图 2.8 
添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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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域名 DNS 服务提供商处完成 CNAME 配置即域名绑定。域名绑定方式如

图 2.9 所  示。

域名绑定通过阿里云控制台中的云解析，进入云解析页面。具体步骤

如 下：

① 单击“添加解析”按钮，进入“解析设置”页 面。

② 选择记录类型为 CNAME，根据需要填写主机记录（如 zhituyunke）、

解析线路（默认）和记录值（如 zhituyunke.zhituxueyun.com.w.kunlunca.com）等。

配置注意事  项：

 “主机记录”处填子域名。如需添加 www.123.com 的解析，只要 

在“主机记录”处填写 www 即可；如果只是想添加 123.com 的

解析，“主机记录”直接留空，系统会自动填一个 @ 到输入框内，

@ 的 CNAME 会影响到邮件交换记录的正常解析，添加时需慎重 

考 虑。

 “记录类型”为 CNAME。 

 “解析线路”默认为必填项，否则会导致部分用户无法解析；在图 2.9 

中，“默认”的作用为除了联通用户之外的所有用户都会指向 1.com，

而联通用户则会指向 2.com。

 “记录值”为 CNAME 指向的域名，只可以填写域名，记录生成后会 

自动在域名后面补一个“.”，这是正常现 象。

③ 单击“保存”按钮，等待解析生效，如图 2.10 所 示。

图 2.9 
域名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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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速效果验 证。

使用阿里测可以对 IP 地址、网站地址进行测试，这可以让服务器管理

员或者网站管理员了解到自己的服务器在全国范围内的可访问情况，以及

延迟情  况。

阿里测地址：www.alibench.com。

（5）缓存刷 新。

要想使用好 CDN，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良好的缓存控制。这样，CDN

能够知道缓存哪些对象以及要缓存多长时间。理想的情况是，像图片这类

对象基本很少发生变化，若有更新的话，应该更新 URL 并且将 HTML 变更

指向新的对象。有时候，更改并不容易，因为必须在源站进行更新，这就

要求短时间（1 小时到 1 天）缓存这些内容，或者使这些内容在 CDN 缓存

中失效。要实现缓存刷新的步骤如 下：

在阿里云管理控制台上，选择 CDN，单击“刷新缓存”选项，进入

“刷新缓存”页面进行设置，如图 2.11 所 示。

图 2.10 
等待解析生效

图 2.11 
“刷新缓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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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URL 刷 新。

在“知途云课”系统中对一个视频课件进行更新后，可以将该视频课

件进行 URL 刷新。强制回源站取更新的文件，并更新 CDN Cache 节点上的

指定文件。任务在 5 ～ 10 分钟生 效。

配置注意事 项：

 输入的 URL 必须带有 http:// 或者 https：//。 

 同一个 ID 每天最多只能预热刷新 2000 个 URL。 

② 目录刷 新。

在“知途云课”系统中对一个目录下的视频课件进行更新后，则可以

将该目录刷新。强制回源站取更新的目录，并更新 CDN Cache 节点上的指

定文件目录，适用于内容较多的场景。任务一般会在 30 分钟内生  效。

配置注意事 项：

 一天最多提交 100 个刷新请  求。

 所输入内容，需以 http:// 或者 https：// 开始，以“/”结  束。

③ URL 预 热。

在“知途云课”系统中新上传一个视频课件后，可以将该视频课件进

行 URL 预热。将源站的内容主动预热到 Cache 节点上，用户首次访问可直

接命中缓存，缓解源站压力。任务 5 ～ 10 分钟生 效。

配置注意事 项：

 输入的 URL 必须带有 http:// 或 https：//。 

 同一个 ID 每天最多只能预热刷新 2000 个 URL。 

 资源预热完成时间取决于用户提交预热文件的数量、文件大小、源站 

带宽情况、网络状况等诸多因 素。

④ 查询操作记 录。

可以按关键字查询所有的操作记录，包含 URL 刷新、目录刷新以及

URL 预热等操作的进度，如图 2.12 所  示。

图 2.12 
查询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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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任务 2：删除CDN域名

1.  任务描述

将“知途云课”项目测试过程中创建的 CDN 服务删 除。

2.  任务目标

掌握 CDN 服务释放的方 法。

3.  任务实施

准备

登录阿里云 CDN 管理控制 台。

步骤

（1）停止 CDN 服 务。

在“CDN 域名列表”页面，进行如下操 作：

① 选择需要停止服务的域名后，单击“管理”按钮，如图 2.13 所 示。

② 在域名的“基本信息”页面，单击“停止”按钮，如图 2.14 所 示。

图 2.13 
“CDN 域名列表”页面

图 2.14 
域名的“基本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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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在“停止”页面，单击“确定”按钮，停止服务，如图 2.15 所 示。

（2）删除 CDN 域 名。

在“CDN 域名列表”页面，进行如下操 作：

在服务为“已停止”状态的域名后，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完成

CDN 服务的释放操作，如图 2.16 所 示。

 习  题 

1. CDN 的使用场景都有哪 些？

2. 什么是边缘节 点？

3. 缓存刷新、缓存预热的区别和使用场景是什么？

文本：第 2章习题参考答案

图 2.15 
“停止”页面

图 2.16 
删除 CDN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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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场景导入

“知途云课”运维人员通过运营数据的分析发现，每天晚上 20:00 至次

日凌晨 00:30，在线学习人数较多，此时系统页面虽然可以访问，但响应时

间较长。运维人员确定扩展一台云服务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仅为每

天这 2 个多小时的访问高峰期扩展一台云服务器或者升级 ECS，显然经济

成本略高。因此，运维人员希望在访问高峰期增加一台云服务器，但在访

问高峰期之后释放增加的云服务器。这就需要使用到弹性伸缩产品，根据

定时任务自动调整计算资源。在解决访问高峰期响应慢的问题同时，也不

会增加太多的运营成  本。

3.2  知识点讲解

3.2.1  弹性伸缩概述

弹性伸缩控制技术因其以弹性可伸缩方式提供资源，满足云计算提供

商和终端用户的服务级别协议（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提高资源

利用率和用户满意度，较好地解决了资源利用率和应用系统之间的矛盾，

因而成为云计算的关键技术之 一。

云计算的弹性伸缩控制技术，指对一个系统适应负载变化进行调控

的技术，当系统负载发生变化时（延展变大或收缩变小），自身可以动态

视频：弹性伸缩
产品概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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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应。

云计算用户在搭建应用系统时，通常是按照负载最高值设计和配置资

源的，但日常的负载大多是在较低水平上运行。如果按照平均负载水平配

置资源，一旦应用达到高峰负载，将无法提供正常服务，不仅直接影响用

户体验，系统也会失去可用性。因此，为了适应用户不同需求所出现的系

统负载变化，云计算数据中心一定要具备高弹性的可伸缩 IT 基础架构。所

谓高弹性的“伸”与“缩”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理  解。

关于“伸”的内涵。简言之，就是以更大的规模完成目前的任务。面

对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信息服务在上限运行时，或者是需要更多的资源

满足需求时，发挥弹性功能的“伸”，适量且及时地配给资源，以保证运行

服务满足需求。例如，延展某一个 Web 应用规模或资源限制范围，让更多

的人可以使用  它。

关于“缩”的内涵。当信息服务在下限运行时，或者是资源需求量减

少的情况下，发挥弹性功能的“缩”，适时、适量地收回资源，以保证各类

资源的合理利用，按照“高效、充分”的原则压缩成 本。

弹性伸缩的需求是刚性、动态的，信息服务的负载曲线波动很大。这

是由于用户在接受云计算服务，即提出任务要求系统满足各类需求时，无

论是时间、任务量、复杂程度，还是资源占有量等都是随机的。此外，突

发事件会使系统的负载瞬间增加。例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地理国情普查，

对大气污染、地震的监测，尤其是对那些动态、不可控自然灾害或自然现

象的监测，将会产生海量数据（包括大量的图片、视频等），必然导致相关

网站或系统的负载大大超出平时水平。因此，总体上系统负载呈增加趋  势。

在云计算中心应用弹性伸缩控制技术，可以根据需求变化，对计算资

源自动进行分配和管理。实现高弹性的伸缩和优化使用，即系统收到指令

后及时调整伸缩，分配给信息服务合理适量的资源，按照“细粒度”分配

原则，以 CPU、内存、磁盘为单位（而不是以服务器为调整单位）分配资

源，并有效预测信息服务负载的变化趋势与范 围。

3.2.2  弹性伸缩的模式

弹性伸缩有纵向、横向扩展的基本模 式。

在同一个逻辑单元内增加资源，以提高处理能力，即纵向的可伸缩性

（Scale Up）。当资源纵向向上扩展时，系统资源的负载必然增加。此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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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利用弹性伸缩控制技术，动态增加系统配置，包括在现有的服务器上增

加 CPU、内存、硬盘、网络带宽等，以满足应用对系统资源的需求；当资源

纵向向下扩展时，系统资源负载较低，则利用弹性伸缩控制技术动态缩小系

统配置，如 CPU、内存、硬盘、网络带宽等，以保证系统资源利用合 理。

增加多个逻辑单元资源，利用弹性伸缩控制技术，令其如同在一个单

元里工作，即横向的可伸缩性（Scale Out）。当资源横向向外扩展，系统资

源负载增加时，利用弹性伸缩控制技术，创建更多的虚拟服务器，以分布

式形式提供服务，合理分摊原有服务器的负载；当资源横向向内减小，即

由多台虚拟服务器组成的集群系统资源负载降低时，则需要利用弹性伸缩

控制技术，减少虚拟服务器，以提升剩余服务器和整个资源的利用  率。

3.2.3  阿里云弹性伸缩

阿里云弹性伸缩服务（Elastic Scaling Service， ESS）是根据用户的业务

需求和策略，自动调整其弹性计算资源的管理服务，能够在业务增长时自

动增加 ECS 实例，在业务下降时自动减少 ECS 实  例。

阿里云弹性伸缩是一个开放的弹性伸缩平台。它可以单独扩展和收缩

ECS 实例，既可以搭配 SLB 和 RDS 一起部署，也可以不搭配 SLB 和 RDS

一起部署。阿里云弹性伸缩支持通过云监控触发任务扩展和收缩 ECS 实例；

也可以通过弹性伸缩的 Open API 对接客户自己的监控系统，客户可以通过

自己的监控系统，触发弹性伸缩的活动。但当前阿里云弹性伸缩还不支持

“纵向扩展”，即弹性伸缩暂时无法自动升降 ECS 的 CPU、内存和带  宽。

1.  弹性伸缩模式

主要分为以下几 类：

（1）定时模式

配置周期性任务（如每天 13:00），定时地增加或减少 ECS 实 例。

（2）动态模式

基于云监控性能指标（如 CPU 利用率），自动增加或减少 ECS 实 例。

（3）固定数量模式

通过“最小实例数”（MinSize）属性，可以始终保持健康运行的 ECS

实例数量，以保证日常场景实时可 用。

（4）自定义模式

根据用户自有的监控系统，通过 API 手工伸缩 ECS 实 例。

视频：弹性伸缩
简介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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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手工执行伸缩规 则。

② 手工添加或移出既有的 ECS 实 例。

③ 手工调整 MinSize、MaxSize 后，ESS 会自动创建或释放 ECS 实例，

尽可能将当前 ECS 实例维持在 MinSize 和 MaxSize 之间。

（5）健康模式

如 ECS 实例为非 Running 状态，ESS 将自动移出或释放不健康的 ECS

实  例。

（6）多模式并行

以上所有模式都可以组合配置，如客户预期每天 13:00—14:00 会出现

业务高峰，可以设置定时创建 20 台 ECS 实例的伸缩模式；当客户不确定业

务高峰期的实际需求是否会高于客户预期时（如某天实际需要 40 台 ECS 实

例），可同时配置动态伸缩模式以应付不可预期的变  化。

2.  注意事项

使用阿里云弹性伸缩产品的注意事项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① 弹性伸缩的 ECS 实例中部署的应用需要是无状态、可横向扩展 的。

② 由于 ESS 会自动释放 ECS 实例，所以用于弹性伸缩的 ECS 实例不

可以保存应用的状态信息（如 Session）和相关数据（如数据库、日志等）。

如果应用中需要保存状态信息，可以考虑把状态信息保存到独立的状态服

务器、数据库（如阿里云数据库 RDS）、共享缓存（如开放缓存服务 OCS）

及集中日志存储（如简单日志服务 SLS）。

③ ESS 自动扩展出来的实例暂不支持直接自动添加到 OCS 访问白名单

中，需要自行添  加。

④ ESS 目前不支持“纵向扩展”，即 ESS 暂时无法自动升降 ECS 的

CPU、内存和带 宽。

3.  相关术语

（1）伸缩组

伸缩组是具有相同应用场景的 ECS 实例的集合。伸缩组定义了组内

ECS 实例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其相关联的 SLB 实例和 RDS 实例等属 性。

（2）伸缩配置

伸缩配置定义了用于弹性伸缩的 ECS 实例的配置信 息。

（3）伸缩规则

伸缩规则定义了具体的扩展或收缩操作，如加入或移出 n个 ECS 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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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伸缩活动

伸缩规则成功触发后，就会产生一条伸缩活动。伸缩活动主要用来描

述伸缩组内 ECS 实例的变化情 况。

（5）伸缩触发任务

用于触发伸缩规则的任务，如定时任务、云监控报警任 务。

（6）冷却时间

冷却时间是指：在同一伸缩组内，一个伸缩活动执行完成后的一段锁

定时间。在这段锁定时间内，该伸缩组不执行其他的伸缩活 动。

备 注：

① 伸缩组包含伸缩配置、伸缩规则、伸缩活 动。

② 伸缩配置、伸缩规则、伸缩活动依赖伸缩组的生命周期管理，删除

伸缩组的同时会删除与伸缩组相关联的伸缩配置、伸缩规则和伸缩活 动。

③ 伸缩触发任务有定时任务、云监控报警任务等类 型。

④ 定时任务独立于伸缩组存在，不依赖伸缩组的生命周期管理，删除

伸缩组不会删除定时任  务。

⑤ 云监控报警任务独立于伸缩组存在，不依赖伸缩组的生命周期管

理，删除伸缩组不会删除云监控报警任  务。

4.  工作原理

（1）使用流程

创建完整的弹性伸缩方案，需要通过以下步骤来完成，如图 3.1 所 示。

① 创建伸缩组，配置伸缩资源的最小值、最大值及需要关联的 SLB 实

例和 RDS 实  例。

② 创建伸缩配置，指定需要弹性伸缩的 ECS 实例的相关属性，如

ImageID、InstanceType 等。

③ 以第②步创建的伸缩配置启用伸缩 组。

④ 创建伸缩规则，如“加 n台 ECS 实例”的伸缩规 则。

⑤ 创建定时任务，如创建 12:00 触发第④步伸缩规则的定时任 务。

⑥ 创建报警任务，如创建 CPU 大于等于 80% 则增加一台 ECS 实例的

报警任 务。

图 3.1 
创建弹性伸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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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流程

创建好伸缩组、伸缩配置、伸缩规则、伸缩触发任务以后，系统会自

动执行以下流程（以增加 ECS 实例为  例）：

① 伸缩触发任务会按照各自“触发生效的条件”来触发伸缩活 动。

 云监控任务会实时监控伸缩组内 ECS 实例的性能，并根据用户配置 

的报警规则（如伸缩组内所有 ECS 实例的 CPU 平均值大于 60%）触

发执行伸缩规则请 求。

 定时任务会根据用户配置的时间来触发执行伸缩规则请  求。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监控系统及相应的报警规则（如在线人数、作业 

队列）来触发执行伸缩规则请 求。

 健康检查任务会定期检查伸缩组和 ECS 实例的健康情况，如发现有 

不健康的 ECS 实例（如 ECS 为非 Running 状态）会触发执行“移出

该 ECS 实例”的请 求。

② 系统自动通过 ExcuteScalingRule（执行伸缩规则）接口触发伸缩

活动，并在该接口中指定需要执行的伸缩规则的阿里云资源唯一标识符

（Ari）。

 如是用户自定义的任务，则需要用户在自己的程序中调用 Excute-  

ScalingRule 接口来实 现。

③ 根据步骤②传入的伸缩规则 Ari（Rule Ari）获取伸缩规则、伸缩

组、伸缩配置的相关信息，并创建伸缩活 动。

 通过伸缩规则 Ari 查询伸缩规则以及相应的伸缩组信息，计算出需要 

增加的 ECS 实例数量，并获得需要配置的 SLB 和 RDS 信 息。

 通过伸缩组查询到相应的伸缩配置信息，即获得了需要创建的 ECS 

实例的配置信息（CPU、内存、带宽 等）。

 根据需要增加 ECS 实例数量、ECS 实例配置信息、需要配置的 SLB 

实例和 RDS 实例创建伸缩活  动。

④ 在伸缩活动中，自动创建 ECS 实例并配置 SLB 和 RDS。

 按照实例配置信息创建指定数量的 ECS 实  例。

 将创建好的 ECS 实例的内网 IP 添加到指定的 RDS 实例的访问白名 

单中，将创建好的 ECS 实例添加到指定的 SLB 实例  中。

⑤ 伸缩活动完成后，启动伸缩组的冷却功能。待冷却时间完成后，该

伸缩组才能接收新的执行伸缩规则请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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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是弹性伸缩的工作流 程。

（3）弹性伸缩规则

① 伸缩规则

 伸缩规则在计算和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伸缩组的 MinSize、MaxSize 

进行自动调整其需要增加或减少的 ECS 实例数（例如，伸缩规则中

指定将伸缩组的 ECS 实例数调整至 50 台，但伸缩组 MaxSize 只有 45

台，则整个伸缩规则会按调整至 45 台来计算和执 行）。

② 伸缩活动

 同一伸缩组内、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伸缩活动在执  行。

 伸缩活动不可以中断。例如，某个创建 20 台 ECS 实例的伸缩活动正 

在执行中，当创建到第 5 台 ECS 实例时，用户无法强行终止该伸缩

活 动。

 伸缩活动中有 ECS 实例加入伸缩组失败时，需要保持 ECS 实例级事 

务的完整性，而非伸缩活动级事务的完整性，即只进行 ECS 实例级

回滚，而不是伸缩活动级回滚。例如，当伸缩组创建了 20 台 ECS 实

图 3.2 
弹性伸缩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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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但只有 19 台 ECS 实例成功加入 SLB 时，则只对不成功的 1 台

ECS 实例进行自动释放操  作。

 由于弹性伸缩是借助阿里云的 RAM（Resource Access Management） 

服务，通过 ECS Open API 代替用户弹性伸缩 ECS 实例资源，所以回

滚的 ECS 实例仍然会被扣  费。

③ 冷却时间

 伸缩组在冷却时间内，只会拒绝云监控报警任务类型的伸缩活动请 

求，其他类型的触发任务（如用户手工执行伸缩规则、定时任务等）

可以绕过冷却时间立即执行伸缩活 动。

 每个伸缩活动的最后一个 ECS 实例加入或移出伸缩组成功后，整个 

伸缩组冷却时间才开始计 时。

3.3  任务 1：弹性伸缩调整

1.  任务描述

设置定时任务，对于部署“知途云课”的云服务器 ECS 进行自动的弹

性计算资源调整，满足在访问高峰期的资源需  要。

2.  任务目标

（1）掌握开通阿里云 ESS 服务的方 法。

（2）掌握创建伸缩组、伸缩配置、伸缩规则、触发任务、定时任务和

报警任务等操作方 法。

3.  任务实施

准备

（1）开通弹性伸缩服务 ESS。

（2）在 SLB+ECS+RDS 架构上部署“知途云课”系统。

步骤

（1）进入弹性伸缩管理控制 台。

进入弹性伸缩管理控制台的界面如图 3.3 所 示。

（2）创建伸缩 组。

在弹性伸缩管理控制台，单击“创建伸缩组”按钮，进入“创建伸缩

组”页面，如图 3.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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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如 下：

① 输入伸缩组名称（如 zhituyunke）。输入名称为 2 ～ 40 个字符，以

大小写字母、数字或中文开头，可包含“.”、“_”或“-”。

② 输入伸缩最大实例数（如 2 台）。

③ 输入伸缩最小实例数（如 1 台）。

注意： 伸缩最大实例数（MaxSize）、伸缩最小实例数（MinSize）定义了伸

缩组内 ECS实例个数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

 当伸缩组的当前 ECS 实例数（Total Capacity）小于 MinSize 时，ESS 

会自动添加 ECS 实例，使得伸缩组的当前 ECS 实例数等于 MinSize。

 当伸缩组的当前 ECS 实例数（Total Capacity）大于 MaxSize 时，ESS 

图 3.3 
弹性伸缩管理控制台

图 3.4 
“创建伸缩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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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动移出 ECS 实例，使得伸缩组的当前 ECS 实例数等于 MaxSize。

④ 确定默认冷却时间（如 300 秒）。默认冷却时间（Default Cooldown）

是伸缩组的默认冷却时 间。

 一个伸缩活动（添加或移出 ECS 实例）执行完成后的一段冷却时间 

内，该伸缩组不执行其他的伸缩活  动。

 阿里云产品目前仅针对云监控报警任务触发的伸缩活动有  效。

⑤ 选择移出策略（如最早伸缩配置对应的实例）。移出策略（Removal 

Policy）有三种模 式：

 最早创建的实  例。

 最新创建的实  例。

 最早伸缩配置对应的实  例。

移出策略是指当需要从伸缩组移出 ECS 实例并且有多种选择时，则按

该策略选择需要移出的 ECS 实  例。

⑥ 选择负载均衡。选择“知途云课”项目使用的负载均衡 SLB。

⑦ 选择数据库。选择“知途云课”项目使用的云数据库 RDS。

创建伸缩组需注意以下几 点：

① 如果在伸缩组中指定了 SLB 实例，伸缩组会自动将加入伸缩组的

ECS 实例添加到指定的 SLB 实例当 中。

 指定的 SLB 实例必须是已启用状  态。

 指定的 SLB 实例所有配置的监听端口必须开启健康检查，否则创建 

失 败。

 如果 SLB 实例已挂载了专有网络类型的 ECS 实例，则不支持该 SLB 

实例加入伸缩  组。

 加入 SLB 的 ECS 实例的权重默认为 50。 

② 如果在伸缩组中指定了 RDS 实例，伸缩组会自动将加入伸缩组的

ECS 实例的内网 IP 地址添加到指定的 RDS 实例的访问白名单  中。

 指定的 RDS 实例必须是运行状  态。

 指定的 RDS 实例访问白名单的 IP 地址个数不能达到上  限。

 伸缩组创建成功后，伸缩组不会立即生效。只有启用伸缩组，才能接 

受伸缩规则的触发和执行相关的伸缩活 动。

③ 伸缩组、SLB 实例和 RDS 实例必须在同一个地 域。

④ 一个用户最多只能创建 20 个伸缩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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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伸缩配 置。

创建伸缩组成功后，伸缩组必须有生效的伸缩配置才能实现弹性伸缩。

创建伸缩组需要的实例规格，如图 3.5 所 示。

创建伸缩配置如 下：

① 输入配置名称（如 zhituyunke）。输入名称为 2 ～ 40 个字符，以大

小写字母、数字或中文开头，可包含“.”、“_”或“-”。

图 3.5 
创建伸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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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选择实例系列（如系列Ⅱ）。

 系列Ⅰ采用 Intel Xeon CPU， DDR3 的内  存。

 系列Ⅱ采用 Intel Haswell CPU、DDR4 内  存。

系列Ⅱ较系列Ⅰ进行了硬件升级，并默认为 I/O 优化实例，同时增加了

一些新的指令集，使整数和浮点运算的性能翻倍，整体计算能力更强。系

列Ⅰ与系列Ⅱ之间不能互相转  化。

③ 选择 I/O 优化（如不支持优 化）。

 选择支持 I/O 优化的实例，挂载 SSD 云盘时能够获得 SSD 云盘的全 

部存储性能，因为 I/O 优化为实例与云盘之间提供更好的网络能力，

可保证 SSD 云盘存储性能的发  挥。

 对于不支持 I/O 优化的实例，挂载 SSD 云盘时，通常最高可获得 

1000 左右的每秒读写操作（IOPS）。

④ 选择实例规格（如 1 核 2 GB）。有 1 核、2 核和 4 核的规格，可根

据实际需要来选 择。

⑤ 选择公网带宽（如按使用流量）。公网带宽有两种收费模 式：

 按固定带宽的方式：需指定带宽的大小（如 10 Mbps），费用合并在 

包年包月实例费用中一起支 付。

 按使用流量的方式：按实际发生的网络流量进行收费。先使用后付 

费，按小时计量计费。为了防止突然爆发的流量产生较高的费用，可

以指定容许的最大网络带宽进行限  制。

⑥ 选择带宽峰值（如 1 Mbps）。

⑦ 选择镜像类型（如自定义镜像）。镜像有四种类 型：

 公共镜像：由阿里云官方提供公共基础镜像，仅包括初始系统环境。 

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助配置应用环境或相关软件配  置。

 自定义镜像：基于用户系统快照生成，包括初始系统环境、应用环境 

和相关软件配置。选择自定义镜像创建云服务器，节省重复配置时 间。

 镜像市场：提供经严格审核的百款优质第三方镜像，预装操作系统、 

应用环境和各类软件，无须配置即可一键部署云服务器。满足建站、

应用开发、可视化管理等个性化需  求。

 共享镜像：是其他账号主动共享的自定义镜像。阿里云不保证其他账 

号共享镜像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使用共享镜像需要自行承担风 险。

⑧ 选择系统盘（如高效云盘，40 GB 容量）。云盘又可以分为普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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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高效 SSD 云盘和 SSD 云盘等类 型。

 普通云盘面向低 I/O 负载的应用场景，为 ECS 实例提供数百 IOPS 的 

I/O 性 能。

 高效 SSD 云盘面向中度 I/O 负载的应用，为 ECS 实例提供最高 3000 

随机 IOPS 的 I/O 性 能。

 SSD 云盘为 I/O 密集型应用，提供稳定的高随机 IOPS 的 I/O 性  能。

（4）创建伸缩规 则。

伸缩规则在计算和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伸缩组的 MinSize 和 MaxSize 自动

调整其需要增加或减少的 ECS 实例数，单击“伸缩规则”选项，如图 3.6所 示。

在“伸缩规则”页面单击“创建伸缩规则”按钮，如图 3.7 所 示。

① 输入规则名称（如 rule1）。

② 设置规则（如增加 1 台 ECS）。

③ 输入冷却时间（如 300 秒）。

（5）创建定时任 务。

图 3.6 
“伸缩规则”页面

图 3.7 
创建伸缩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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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性伸缩”列表中选择“定时任务”，打开“定时任务”页面，如

图 3.8 所 示。

在“定时任务”页面右上角单击“创建定时任务”按钮，打开“创建

定时任务”界面，如图 3.9 所 示。

① 输入任务名称（如 task1）。输入任务名称包含 2 ～ 40 个字符，以大

小写字母、数字或中文开头，可包含“.”、“_”或“-”。

② 选择执行时间。任务的执行时间应该是将来的某个时间  点。

③ 选择伸缩规 则。

伸缩规则包 括：

伸缩组：步骤（2）所创建的伸缩组会显示在该列表框中，如 zhituyunke。

伸缩规则：步骤（4）所创建的伸缩规则会显示在该列表框中，如 rule1。

④ 输入重试过期时间（如 600 秒）。

图 3.8 
“定时任务”页面

图 3.9 
“创建定时任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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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验证效 果。

调整定时任务的触发时间，进入伸缩组详情页面，单击“ECS 实例列

表”，查看是否增加相应数量相应规格的 ECS 实例，如图 3.10和图 3.11所 示。

找到新增的 ECS 公网 IP 地址，在浏览器中进行访问。如果设置成功，

则可以看到图 3.12 所示页 面。

图 3.10 
ECS 实例列表

图 3.11 
实例详情

图 3.12 
访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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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任务 2：停止弹性伸缩服务

1.  任务描述

将“知途云课”项目测试过程中创建的弹性伸缩资源释 放。

2.  任务目标

掌握释放弹性伸缩资源的方 法。

3.  任务实施

准备

登录阿里云弹性伸缩管理控制 台。

步骤

（1）进入伸缩组管理页 面。

在伸缩组管理页面，单击相应伸缩组后的“删除”按钮，如图 3.13所 示。

（2）删除伸缩 组。

在“删除伸缩组”页面中，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3.14 所 示。

返回伸缩组管理页面，可以看到伸缩组的状态为“删除中”，等待系统

删除伸缩组，如图 3.15 所 示。

图 3.13 
伸缩组管理页面

图 3.14 
“删除伸缩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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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释放伸缩组创建的 ECS 实 例。

进入 ECS“实例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的“释放设置”按钮，如 

图 3.16 所 示。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立即释放”，将该 ECS 实例资源释 放。

 习  题 

1. 弹性伸缩模式有哪几 类？

2. 如何保证手工添加的 ECS 实例不被移出伸缩 组？

3. 弹性伸缩一定要搭配 SLB、云监控、RDS 才能使用吗？

文本：第 3章习题参考答案

图 3.15 
等待系统删除伸缩组

图 3.16 
释放伸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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