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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云硬盘是什么？

腾讯云云硬盘（Cloud Block Store，CBS）为云服务器实例提供数据块级别的存储。是⾼可⽤和⾼可靠的存储介质，
且为⽤户提供可选择的不同硬盘类型以满⾜不同的读写要求，有关云硬盘的更多内容，请参⻅ 云硬盘概述。 
当数据变化较为频繁、需要较快的读写速度且需要持久数据保存时，推荐您使⽤云硬盘。云硬盘⽀持挂载到同⼀可

⽤区中任何正在运⾏的实例上，可⽤于实例的⽂件系统、数据库存储等。且云硬盘数据独⽴于实例⽣命周期⽽存

在，有关云硬盘更多操作，请参⻅ 云硬盘操作总览。

腾讯云云硬盘有什么特征?

腾讯云云硬盘提供五种硬盘类型：⾼性能云硬盘、通⽤ SSD 云硬盘、SSD 云硬盘、增强型 SSD 云硬盘和极速型
SSD 云硬盘。云硬盘特征如下：

弹性挂载与卸载：弹性云硬盘⽀持挂载与卸载，每台云服务器最多⽀持挂载20个弹性云硬盘作数据盘⽤。

弹性扩容：单盘最⼤⽀持32TB的空间，您可随时对云硬盘进⾏扩容。
快照备份：⽀持通过创建快照备份数据，提⾼数据可靠性，必要时可快速恢复数据。也⽀持基于快照创建新的云

硬盘，快速实现业务部署。

对象存储和云硬盘的区别是什么？

对象存储：具备⽆⽂件系统、⽬录结构、⽂件数量和空间上限的特性，需通过 Web API 接⼝管理和访问存储，提
供了 SDK 和⼯具等集成，可以不依托云服务器单独使⽤。对象存储⽀持⼤规模数据的访问，但不适合毫秒级响应
或随机读写的场景。

云硬盘：需要搭配云服务器，且需进⾏⽂件系统分区或格式化后，才可以被挂载使⽤。云硬盘不同的类型，具备

不同的性能指标可满⾜不同使⽤场景。

云硬盘有什么限制？

单个弹性云硬盘最⼤容量为32TB，在最⼤容量范围内⽀持扩容但不⽀持缩容。
弹性云硬盘只⽀持挂载在同⼀可⽤区内的云服务器上使⽤。

单台云服务器最多⽀持挂载 20 块弹性云硬盘作数据盘⽤，可在购买云服务器时直接为其添加，也可在云服务器创

建完成后 挂载云硬盘 。
在 云硬盘控制台 ⼀次性最多购买 50 块弹性云硬盘。
若包年包⽉的弹性云硬盘到期后 7 天内未续费，系统会解除该云硬盘与云服务器的挂载关系，并将其回收⾄回收
站。具体的回收机制请参考 ⽋费说明。

常⻅问题

功能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30 09:53:1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34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31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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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1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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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前，包年包⽉弹性云硬盘 挂载 包年包⽉云服务器时，您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以下续费⽅式：

对⻬该云服务器到期时间。

云硬盘到期后按⽉⾃动续费。

直接挂载，不做续费处理。

云硬盘有什么优势？

云硬盘具有可靠、弹性、⾼性能、易⽤与快照备份等优势，具体请参考 产品优势。

弹性云硬盘是否可作为系统盘使⽤？

不⽀持，系统盘⽆法卸载、挂载。

云硬盘是否可作为数据盘使⽤？

所有类型的本地盘和云硬盘均可作为数据盘使⽤。

云硬盘是否⽀持挂载与卸载？

数据盘⽀持挂载与卸载。

系统盘不⽀持挂载与卸载。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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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是否独⽴计费？

弹性云硬盘可独⽴计费，⽀持包年包⽉和按量计费两种⽅式。

云硬盘如何定价？

云硬盘的计费⽅式有包年包⽉和按量计费两种，根据云硬盘类型和计费模式的不同，定价也有所区别。具体信息请

参考 价格总览。

包年包⽉的云硬盘价格是多少？

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包年包⽉云硬盘收费标准不同，具体信息请参考 价格总览。

按量计费的云硬盘价格是多少？

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按量计费云硬盘收费标准不同，具体信息请参考 价格总览。

包年包⽉ CBS 数据盘如何退还？

为了更⽅便您使⽤腾讯云云硬盘，如果您在购买包年包⽉弹性云硬盘（即数据盘）后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持五天

内⾃助退还和普通⾃助退还。

每个主体默认可享有1块包年包⽉弹性云硬盘五天⽆理由退还，⽀付的有效⾦额将退还⾄⽀付⽅腾讯云账户。

每个账户每年默认可享有199块包年包⽉弹性云硬盘普通⾃助退还，扣除您已使⽤的费⽤后将按购买⽀付使⽤的现
⾦和赠送⾦⽐例退还⾄⽀付⽅腾讯云账户。

包年包⽉ CBS 数据盘到期如何提醒⽤户？

包年包⽉的资源会在到期前7天开始每隔⼀天（即到期前第7、5、3、1天）向您推送到期预警消息。到期预警消息将
通过邮件、短信及站内信等⽅式通知创建者；该账号下的协作者可通过控制台 > 消息中⼼ > 消息订阅 ⾃助订阅接收
⽅式，来增加消息接收⼈。配置⽅式可参考 账户⽋费预警指引。

包年包⽉ CBS 数据盘⽋费如何提醒⽤户？

包年包⽉的资源到期当天（即到期第1天）及每隔⼀天（即到期第3、5、7天），将向您以已设置的推送⽅式，推送

⽋费隔离预警消息。您可以通过控制台 > 消息中⼼ > 消息订阅 ⾃助订阅接收⽅式，同时为了防⽌忽略告警消息也⽀
持您增加消息接收⼈。

包年包⽉ CBS 数据盘到期回收机制是什么？

以下说明仅适⽤于⽀持卸载的弹性云硬盘，不⽀持卸载的⾮弹性云硬盘与云服务器有完全⼀致的⽣命周期，可参考

云服务器⽋费说明。

计费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28 16:30:5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message/subscription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zh/document/product/555/9942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message/subscription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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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到期前7天开始，系统会陆续给您发送到期预警以及续费提醒通知。
账户余额充⾜的情况下，若您已设置⾃动续费，云硬盘在到期当天会⾃动续费。

若您的云硬盘在到期前（包括到期当天）未进⾏续费，系统将在到期时间点开始对其性能进⾏限制。您在使⽤云

硬盘时将会发现其性能有显著下降。

若您的云硬盘在到期后7 × 24⼩时之内仍未进⾏续费，系统将对云硬盘作停服处理（云硬盘不可⽤，仅保留数
据），并强制解除与云服务器的关联关系（如有），云硬盘进⼊回收站。您仍可以在回收站对云硬盘进⾏续费找

回，但被续费找回的云硬盘续费周期的起始时间为上⼀个周期的到期⽇。

若您的云硬盘进⼊回收站后7 × 24⼩时之内仍未进⾏续费找回，系统将开始释放资源，到期云硬盘中的数据将被

清除且不可找回。

如您需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欢迎致电4009100100。

按量计费 CBS 数据盘到期如何提醒⽤户？

系统每天会根据您名下按量付费资源在过去24⼩时的消费情况以及账户余额情况，预估余额可⽀撑的时间。若可⽀
撑时间⼩于5天，系统将会向您推送余额预警消息。预警消息将通过已设置的开启⽅式（例如邮件、短信、站内信
等），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及已订阅消息的协作者。

按量计费 CBS 数据盘⽋费如何提醒⽤户？

按量计费资源每个整点进⾏扣费。在您的账户被扣为负值时，预警消息将通过已设置的开启⽅式（例如邮件、短

信、站内信等），通知到腾讯云账户的创建者及已订阅消息的协作者。

按量计费 CBS 数据盘到期回收机制是什么？

从您的账户余额被扣为负值时刻起，按量计费云硬盘在2⼩时内可继续使⽤且继续扣费，2⼩时后云硬盘将作停服
处理（云硬盘不可⽤，仅保留数据），并在数据被彻底清除前按照正常使⽤的计费标准持续计费（即使您的账户

余额已为负值）。

若云硬盘停服后15天内，您的腾讯云账户充值到余额⼤于0，云硬盘可恢复使⽤。

若云硬盘停服后，余额⼩于0超过15天，系统将回收按量计费云硬盘并通过邮件、短信及站内信等⽅式通知到腾讯
云账户的创建者以及所有协作者，回收时所有数据会被清除且不可找回。

如您需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欢迎致电4009100100。



云硬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8 共22⻚

如何衡量云硬盘的性能？

⼀般使⽤以下指标对存储设备的性能进⾏描述：

IOPS：每秒读/写次数，单位为次（计数）。存储设备的底层驱动类型决定不同的 IOPS。
吞吐量：每秒的读写数据量，单位为MB/s。

时延：I/O 操作的发送时间到接收确认所经过的时间，单位为秒。

如何测试磁盘性能？

建议使⽤ FIO 对云硬盘进⾏压⼒测试和验证。具体操作请参考 如何衡量云硬盘的性能。

应⽤程序读写的 I/O ⼤⼩会不会影响我获得的 IOPS 性能？

会。对于给定的资源，您获得的 IOPS 取决于应⽤程序读取和写⼊操作的 I/O ⼤⼩。通常在⼩块读写（例如，I/O ⼤
⼩为256KB）时，能将硬盘的 IOPS 性能充分应⽤起来。

应⽤程序读写的 I/O ⼤⼩会不会影响我获得的吞吐性能？

会。对于给定的资源，您获得的吞吐量取决于应⽤程序读取和写⼊操作的 I/O ⼤⼩。通常在⼤块读写（例如，I/O ⼤

⼩为1MB）时，能将硬盘的吞吐性能充分应⽤起来。

能否将多块硬盘逻辑上合并成⼀块硬盘以获得更好性能？

可以。您可以将挂载到云服务器的多块云硬盘条带化，将 I/O 负载均衡到多块磁盘，提升 I/O 并⾏能⼒，从⽽实现超
越单硬盘的更⾼性能。详细内容请参考 多块弹性云盘构建 LVM 逻辑卷。

性能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19-10-16 20:26:5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4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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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已经采⽤三副本机制保护数据安全，为何还需要快照保护？

当数据出现逻辑层异常时，例如遇到⽤户误删除了数据、系统遭病毒感染数据损坏、⽂件系统异常等情况。实际存

储的三副本数据都将同时被修改，⽆法找回正常的历史数据。若已创建过历史时间点的快照，则可以⽤快照将数据

恢复到历史时间点的正常状态。

例如，管理员在11：00时对云硬盘创建了⼀份快照 A，12：00时该云硬盘受到病毒感染，数据⽆法使⽤。此时，三
副本上的数据也已更新为状态2的内容，⽆法恢复数据，只有利⽤11:00制作的快照 A 才能恢复⾄未被感染的状态1。

为什么在⽂件系统下查看磁盘的使⽤量和快照⼤⼩不⼀致？

云硬盘快照是基于块级别的克隆备份。⼀般情况下，快照容量会⼤于⽂件系统统计的数据量，两者的容量差异由以

下原因造成：

底层数据块存储了⽂件系统的元数据。

删除数据。删除数据是对已写⼊的数据块进⾏更改，⽽快照会对所有已更改的数据块进⾏数据备份。

快照与镜像的区别是什么？

假设⼀个实例上没有挂载数据盘，所有数据全部写在系统盘上，仅通过创建镜像是⽆法对该系统盘进⾏数据保护

的。因为镜像没有定期创建功能，如果该系统盘数据损坏，则只能追溯到创建镜像时的初始数据，⽆法起到数据保

护的功能。详细区别如下表：

名称 快照 镜像

性质 某⼀时间点对云硬盘的数据备份
云服务器软件配置（操作系统、预安装程序

等）的模版

适⽤场景

定期备份重要业务数据

重⼤操作前备份数据

⽣产数据的多副本应⽤

备份短期不会更改的系统

批量部署应⽤

系统迁移

快照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30 09:53:1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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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快照⽆法创建镜像？

系统盘与数据盘均可以创建快照。但只有系统盘快照可以创建⾃定义镜像，再使⽤已创建的镜像创建⼀个或多个环

境相同的实例。

为什么快照⽆法删除？

请确认需删除快照⽆关联镜像或关联镜像已删除。镜像与其关联的快照是⼀种绑定关系，创建⾃定义镜像时系统会

默认创建相关快照，删除此快照前需先删除关联的镜像。您可通过选择 “镜像” 列表中的镜像 ID 在镜像详情⻚中查看
关联的快照信息。

镜像产⽣的快照如何计费？

镜像的底层数据存储使⽤云硬盘快照服务，⾃定义镜像产⽣的关联快照按快照实际容量收费，您可在 快照概览 中查
看快照总容量。

共享镜像如何计费？

共享镜像仅收取当前账号的快照费⽤，被共享镜像的账号不计费。快照计费请参⻅ 快照计费概述。

什么是定期快照？

定期快照是系统根据您创建的定期快照策略为该策略所关联的云硬盘⾃动创建的快照。若需使⽤该功能，您需要先

创建定期快照策略并关联到云硬盘，具体操作请参考 定期快照。

定期快照有什么限制？

单地域下定期最多⽀持创建30个定期快照策略，每个定期快照策略最多⽀持绑定200个云硬盘。同时，定期快照策略
创建出来的快照遵循快照的配额限制，详情可参考 使⽤限制。

我的云硬盘快照是怎么产⽣的？

快照可从以下两种途径产⽣：

⽤户⼿动创建：⽤户可⼿动创建快照，从⽽快速保存指定时刻云硬盘的数据。详情请参⻅ 创建快照。

系统⾃动定期创建：通过设置云硬盘关联定期快照策略，系统会根据设置定期创建及删除快照。详情请参⻅ 定期
快照。

快照有地域限制吗？

当前快照功能已⽀持所有可⽤区。

快照如何收费？

按照您在每个地域拥有的快照总存储容量进⾏收费，⽬前仅⽀持以⼩时为单位整点结算的按量计费后付费⽅式。具

体信息请参考 计费概述 和 价格总览。

是否需要卸载硬盘或中断所有读写才能创建快照？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vm/image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overview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1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523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523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1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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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您可以在硬盘连接和使⽤期间实时创建快照，不会影响您的正常业务。不过，快照只能捕获已写⼊云硬盘

的数据，不包含应⽤程序或操作系统缓存在内存中的数据。为了确保快照中捕获所有应⽤程序的数据，建议您先彻

底暂停对硬盘的 I/O 操作后进⾏快照制作。对于⽤作系统盘的云硬盘，建议您先关闭云服务器再进⾏快照制作，以便

能创建更完整的快照。

制作快照是否会影响硬盘性能？

制作快照会占⽤云硬盘的少量 I/O，建议您在业务相对空闲的时期进⾏快照操作。

制作快照到快照可⽤需要多久？

快照制作的时间受云硬盘写⼊量的情况、底层的读写情况等各种因素影响，较难预测，但制作快照并不影响您正常

使⽤硬盘。

如何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

具体操作请参考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如何从快照回滚数据？

具体操作请参考 从快照回滚数据。

回滚快照是否需要关机？

对于已经挂载在云服务器上的云硬盘，回滚时需要关闭云服务器。

对于未挂载的云硬盘则可以直接执⾏回滚操作。

能否读取以前的快照来恢复云硬盘？

能。您可以使⽤现存任意时间点的快照来恢复数据，不受快照时间点的影响。

源快照复制时是否⽀持删除？

不⽀持，必须在复制完毕后才可以删除。

复制完成后之前磁盘关联关系还存在吗？

跨地域复制后新快照与源快照的源磁盘之间将不再有关联关系，复制之后新快照的回滚功能不可⽤。

销毁云硬盘的时候，关联快照会被删除吗？

不会。如需删除相关快照，请前往控制台或使⽤ API 进⾏删除，详情请参⻅ 删除快照。

如何删除快照？

对于云硬盘的快照，可直接在控制台或通过 API 删除，具体操作请参考 删除快照。
对于⾃定义镜像的关联快照，需要先删除⾃定义镜像，才能 删除快照。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6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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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系统盘创建的快照新建云硬盘吗？

不可以。系统盘快照不⽀持创建云硬盘，可创建⾃定义镜像。

快照是否⽀持跨地域复制?

⽀持。您可通过该功能将数据、服务⽅便快捷的迁移到其他地域，也可以基于此功能构建您业务的跨地域容灾体

系。详情请参⻅ 跨地域复制快照。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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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云硬盘分别适⽤于什么场景？

已购买云服务器，发现磁盘空间不够⽤时，可 购买 并 挂载 弹性云硬盘作数据盘⽤，满⾜存储需求。
购买云服务器时不想买额外的数据盘，有存储需求的时候再买弹性云硬盘挂载后作数据盘⽤。

服务器 A 有10GB的重要数据存在弹性云硬盘，需要共享给服务器 B 时，可直接将磁盘从服务器 A 卸载，然后 挂

载 到服务器 B。
单个最⼤规格的云硬盘⽆法满⾜存储需求时，可以购买多块等容量的云硬盘，配置 LVM 逻辑卷，提供更⼤的磁盘
空间。

单块磁盘的 I/O 性能⽆法满⾜业务需求时，可购买多块云盘，配置 RAID 0 、RAID 10 等提升 I/O 性能。

更多相关信息可参考 云硬盘应⽤场景。

如何选择云硬盘类型？

在选择硬盘类型前，请先确认您需要⽤来进⾏什么样的⼯作类型数据存储：

如果⽤于 Web/App 应⽤、逻辑处理应⽤、中⼩型建站等常规场景，推荐您使⽤⾼性能云硬盘来获得更佳性价⽐。
如果⽤于中型数据库、图像处理等应⽤，推荐您使⽤ SSD 云硬盘获得更⾼的性能。
如果⽤于⼤型数据库业务、视频业务、NoSQL 数据库、ElasticSearch 等⼯作负载较⾼、对性能要求较⾼的场
景，推荐您使⽤增强型 SSD 云硬盘来获得最佳存储性能和最低存储时延。

云硬盘使⽤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对于独⽴购买的云硬盘，在使⽤  fstab  配置静态⽂件系统信息时，⽂件系统标识应使⽤⽂件系统的 UUID 或者

label，防⽌由于多个云硬盘在同⼀云服务器上多次挂载/卸载后导致云硬盘在云服务器中的内核名称发⽣变化。
如果云硬盘先于云服务器到期，那么该云硬盘将会在到期时⼀段时间内被限流、卸载甚⾄回收。为防⽌对您的业

务产⽣影响，请注意及时对其续费。

如果云硬盘从云服务器上卸载对您的关键业务不会产⽣严重影响，那么在配置  fstab  时可以考虑使⽤

 nofail  选项，防⽌由于云硬盘从云服务器上卸载后导致系统重启时报错。

建议您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使⽤云硬盘前先在  diskpart  内执⾏  san policy=OnlineAll  操作。

从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卸载云硬盘时建议您先中断对该盘的所有读写操作，并执⾏  offline（脱机）  操作。

使⽤⾃定义镜像及数据盘快照如何启动新实例时实现⾃动挂载数据盘？

具体操作请参考 挂载云硬盘 中的“⾃动挂载”部分。

如何购买云硬盘？

您可以在控制台或通过 API 创建云硬盘，具体操作请参考 创建云硬盘。

使⽤相关问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01 14:38:1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06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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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云硬盘详细信息？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2. 在“云硬盘”列表⻚⾯上⽅，选择需查看云硬盘所在地域。
3. 在列表中找到⽬标云硬盘， 可查看该盘相关信息。 

可单击 ID 进⼊该盘详情⻚，查看更多信息。

如何通过控制台查看云硬盘使⽤情况？

腾讯云默认在创建云服务器时开通云监控服务，因此可通过控制台查看已挂载⾄云服务器，并完成初始化操作的云

硬盘使⽤情况。步骤如下：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进⼊“实例”列表⻚⾯。
2. 选择需查看的实例 ID，进⼊实例详情⻚⾯。

3. 在实例详情⻚⾯，选择监控⻚签，即可查看该实例下云硬盘使⽤情况。

关于云硬盘的常⽤操作有哪些？

详情请参⻅云硬盘 操作总览。

为什么挂载云硬盘时找不到我想挂载的云服务器？

云硬盘不可跨可⽤区进⾏挂载。请确保您的云服务器实例和云硬盘处于同⼀个地域的同⼀个可⽤区下，同时确保您

的云服务器没有被释放。

挂载云硬盘后，为什么云服务器操作系统中看不到新的磁盘空间？

部分 Linux 云服务器可能出现⽆法识别弹性云硬盘的情况，您需要先在云服务器中开启磁盘热插拔功能，详细信息请
参考 开启磁盘热插拔功能。

⼿动挂载云硬盘后，您需要选择执⾏对应的后续操作使云硬盘可⽤。

创建模式 云硬盘容量 后续操作

直接创建

云硬盘容量 < 2TB 初始化云硬盘（⼩于2TB）

云硬盘容量 ≥ 2TB 初始化云硬盘（⼤于等于2TB）

从快照创

建
云硬盘容量 = 快照容量

挂载⾄ Windows 云服务器：登录实例后，通过服务器管理 > 存储
即可使⽤。

挂载⾄ Linux 云服务器：登录实例后，执⾏  mount <磁盘分区
例如  mount /dev/vdb /mnt  后即可使⽤。

快照容量 < 云硬盘容量 ≤ 2TB 
或者

2TB < 快照容量 < 云硬盘容量

挂载⾄ Windows 云服务器：扩展分区及⽂件系统（Windows）
挂载⾄ Linux 云服务器：扩展分区及⽂件系统（Linux）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vm/cbs/index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index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314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1#modprobeacpiphp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59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59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6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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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容量 ≤ 2TB < 云硬盘容量 若快照中使⽤ MBR 分区形式：
需参考 初始化云硬盘（⼤于等于2TB）使⽤ GPT 重新分区，该操
若快照中使⽤ GPT 分区形式：
挂载⾄ Windows 云服务器：扩展分区及⽂件系统（Windows）
挂载⾄ Linux 云服务器：扩展分区及⽂件系统（Linux）

挂载云硬盘后，如何进⾏分区、格式化？

具体操作请参考 初始化云硬盘（⼩于2TB）或 初始化云硬盘（⼤于等于2TB）。

写⼊数据与分区格式化的关系是？

⼀块新的数据盘或数据盘分区在正常使⽤前，必须经过格式化操作，并将数据结构记录到该数据盘上。格式化的⽬

的是建⽴数据盘的⽂件系统，因此，在数据盘上建⽴⽂件系统意味着对该盘有写⼊数据的操作。且不同的⽂件系统

在格式化时写⼊的⽂件⼤⼩不同：

Windows 系统格式化
Linux 系统格式化

快速格式化：仅为分区分配⽂件系统，并重写⽬录表。快速格式化占⽤的实际空间相对较少。

正常格式化：不但包含快速格式化⼯作，还会逐扇区扫描分区以确定和标记坏扇区，填充云硬盘空块，相当于写

了云盘全盘的数据量。此时，第⼀份快照会近似于云盘容量。

数据盘容量是否可与系统盘容量合并？

不⽀持合并。您可通过 扩容云硬盘 来扩展数据盘或系统盘的容量⼤⼩，以增加存储空间。

扩容云硬盘后，在 Linux 系统下新建独⽴分区是否需要解挂原有分区？

是。您可参考以下步骤进⾏解挂分区：

1. 执⾏以下命令，解挂数据盘。

umount <挂载点> 

如挂载点为  /data  则执⾏：

umount /data 

2. 请将云硬盘上所有分区的⽂件系统都解挂，再执⾏后续操作。可重复执⾏以下命令，确认该硬盘上所有分区的⽂
件系统都已解挂。

mount | grep '<磁盘路径>'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59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6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999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597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598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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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返回结果为空，则云硬盘上所有的分区⽂件系统均已解挂。

是否⽀持多个云服务器访问同⼀块云硬盘？

暂不⽀持。您可以将多达20块云硬盘挂载到同⼀个云服务器，但⽬前暂不⽀持多个云服务器同时共享同⼀块云硬
盘，只能通过从云服务器 A 卸载 后 挂载 到云服务器 B 实现数据共享。

在同⼀台云服务器上挂载了⼏块相同⼤⼩、相同类型的云硬盘，在操作系统中如何区分它们？

Linux 操作系统
Windows 操作系统

您可以通过执⾏以下命令查看到弹性云硬盘与设备名之间的对应关系：

ls -l /dev/disk/by-id 

能否将云服务器的系统盘由本地盘更换为云硬盘？

可以，请参考以下步骤进⾏调整：

注意

在进⾏调整前，为确保数据安全，请通过 创建镜像 或 创建快照 完成数据备份。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进⼊“实例”列表⻚⾯。

2. 选择需调整实例所在⾏右侧的更多 > 实例状态 > 关机，进⾏关机操作。
3. 待实例关机后，选择更多 > 资源调整 > 调整硬盘介质。
4. 在弹出的“调整硬盘介质”窗⼝中，选择⽬标云硬盘类型，勾选同意说明并单击⽴即转换。
5. 核对信息后，完成可能需要⽀付的订单，即可完成调整。

说明

更换磁盘介质的更多信息，请参⻅ 调整硬盘介质。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4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account/login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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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所需⽀付费⽤，请参⻅ 硬盘介质调整费⽤说明。

随云服务器⼀起购买的数据盘可以卸载吗？

⾃2017年11⽉后，随云服务器⼀起购买的数据盘⽀持卸载和重新挂载。为避免卸载后重新挂载⾄另⼀台到期时间不
同的云服务器上导致⽣命周期管理困难，我们在挂载时提供了对⻬到期时间、设置⾃动续费等多种选项，请您注意

选择合适的⽣命周期管理⽅式，避免因硬盘到期导致的数据丢失问题。

为什么我单独创建的云硬盘和我的实例⼀起释放了？

云硬盘可在挂载时设置是否随实例⾃动释放。可通过 云硬盘控制台 或使⽤ API 中的 修改云硬盘属性 来开启或关闭
云硬盘的随实例释放功能。

重启 Linux 系统实例后数据丢失怎么办？

如果您在执⾏完重启操作后，发现某⼀⽬录下（例如 /data）所有数据丢失。已知原因是由于未挂载数据盘分区，则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解决：

1. 执⾏  fdisk -l  命令，查看未挂载数据盘分区。

2. 执⾏  mount /dev/vdb /data  命令，挂载数据盘分区。

3. 执⾏  df -h  命令，查看是否成功挂载。

4. 参考 ⾃动挂载 步骤完成设置，即可在 Linux 实例启动时，⾃动挂载对应云硬盘。

卸载云硬盘时会丢数据吗？

云硬盘中的数据不因挂载或卸载⽽发⽣改变。为了保持数据⼀致，我们强烈建议：

在 Linux 操作系统下，登录云服务器实例并对该磁盘进⾏ umount 操作，命令执⾏成功后再进⼊控制台对磁盘进⾏

卸载操作。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暂停对该磁盘的所有⽂件系统的读写操作后再卸载，否则未完成读写的数据会丢失。

怎么卸载弹性云硬盘？

具体操作请参考 卸载云硬盘。

云硬盘到期后系统如何处理？

以下说明仅适⽤于⽀持卸载的弹性云硬盘，不⽀持卸载的⾮弹性云硬盘与云服务器有完全⼀致的⽣命周期，可参考

云服务器⽋费说明。

包年包⽉云硬盘

按量计费云硬盘

资源到期前7天开始，系统会陆续给您发送到期预警以及续费提醒通知。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5462
https://console.intl.cloud.tencent.com/cvm/cbs/index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565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1#.E6.8C.82.E8.BD.BD.E6.95.B0.E6.8D.AE.E7.9B.98.EF.BC.88linux.EF.BC.8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4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81


云硬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8 共22⻚

账户余额充⾜的情况下，若您已设置⾃动续费，云硬盘在到期当天会⾃动续费。

若您的云硬盘在到期前（包括到期当天）未进⾏续费，系统将在到期时间点开始对其性能进⾏限制。您在使⽤云

硬盘时将会发现其性能有显著下降。

若您的云硬盘在到期后7 × 24⼩时之内仍未进⾏续费，系统将对云硬盘作停服处理（云硬盘不可⽤，仅保留数
据），并强制解除与云服务器的关联关系（如有），云硬盘进⼊回收站。您仍可以在回收站对云硬盘进⾏续费找

回，但被续费找回的云硬盘续费周期的起始时间为上⼀个周期的到期⽇。

若您的云硬盘进⼊回收站后7 × 24⼩时之内仍未进⾏续费找回，系统将开始释放资源，到期云硬盘中的数据将被
清除且不可找回。

如您需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欢迎致电4009100100。

在成功购买后，是否⽀持更换云硬盘的类型？

⽬前暂不⽀持云硬盘在不同类型之间进⾏切换，您可以对数据进⾏快照备份后通过快照创建您需要的新类型云硬

盘。

在成功购买后，能否调整云硬盘的容量？

能。云硬盘⽀持容量调整功能，可 扩容 但不可缩容。

扩容操作前云服务器需要关机吗？

不需要关机。请注意，在扩容完成后，需根据云服务的操作系统类型，执⾏ 扩展分区及⽂件系统（Windows）或 扩
展分区及⽂件系统（Linux）操作，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已有分区内，或者将扩容部分的容量格式化成新的独⽴

分区。

扩容⽂件系统有什么条件？

只有云硬盘⽀持扩容，本地盘⽆法扩容，具体操作指引请参考 扩容场景介绍。

注意

强烈建议您在扩容操作之前先制作快照，确保数据安全后，再进⾏扩容操作。

如果云硬盘的最⼤容量仍然⽆法满⾜您的业务需求，您可以使⽤ 多块弹性云硬盘构建 RAID 组 或 多块弹性

云盘构建 LVM 逻辑卷。
MBR 格式分区⽀持的磁盘最⼤容量为2TB。如果您的硬盘分区为 MBR 格式，且需要扩容到超过2TB时，
建议您重新创建并挂载⼀块数据盘，使⽤ GPT 分区⽅式后将数据拷⻉⾄新盘中。

如何扩容云硬盘？

具体操作指引请参考 扩容场景介绍 。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6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6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999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60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93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93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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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数据盘扩容后容量未变化？

通过控制台成功执⾏扩容操作后，此时仅扩⼤了数据盘的存储容量。还需登录云服务器进⾏分区及⽂件系统扩展，

详情请参⻅：

扩展分区及⽂件系统（Windows）

扩展分区及⽂件系统（Linux）

云服务器是否⽀持 CPU/内存扩容？

系统盘为云硬盘时，云服务器⽀持 CPU 及内存的调整。

云硬盘分区为 MBR 格式，⽆法再扩容了怎么办？

MBR 格式分区⽀持的磁盘最⼤容量为2TB。如果您的硬盘分区为 MBR 格式，且需要扩容到超过2TB时，建议您重新
创建并挂载⼀块数据盘，使⽤ GPT 分区⽅式后将数据拷⻉⾄新盘中。

云硬盘已扩容⾄最⼤容量仍⽆法满⾜业务需求怎么办？

建议您使⽤ 多块弹性云硬盘构建 RAID 组 或 多块弹性云盘构建 LVM 逻辑卷 。

如何使⽤多块弹性云盘构建 RAID 组？

具体操作请参考 多块弹性云盘构建 RAID 组 。

如何使⽤多块弹性云盘构建 LVM 逻辑卷？

具体操作请参考 多块弹性云盘构建 LVM 逻辑卷 。

如何导出云硬盘数据？

可使⽤ FTP ⽅式，进⾏数据的上传与下载。详情请参⻅ Windows 云服务器搭建 FTP 服务 及 Linux 云服务器搭建
FTP 服务。

当云服务器销毁时，数据会发⽣什么情况？

系统盘的⽣命周期完全跟随云服务器，当云服务器销毁时存储于系统盘中的数据将⼀并被销毁。

数据盘（即弹性云硬盘）的⽣命周期独⽴于云服务器，您可以⾃由选择是否需要在云服务器⽣命周期之外保留弹

性云硬盘及其数据。

因此，我们建议您使⽤弹性云硬盘来存储需要保存较⻓时间的数据。

云硬盘格式化后如何恢复？

云硬盘格式化后⽆法恢复，建议您在格式化前先 创建快照。

如何删除云硬盘？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1601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9995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93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93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93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93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414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912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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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盘的⽣命周期跟随云服务器，只能在 销毁实例 时被删除。
数据盘（即弹性云硬盘）的⽣命周期独⽴于云服务器，可以独⽴删除。具体操作请参考 销毁云硬盘。

系统盘能否进⾏分区操作？

⽀持，但不建议您对系统盘进⾏分区操作。

如果您强⾏使⽤第三⽅⼯具对系统盘做分区操作，可能引发系统崩溃和数据丢失等未知⻛险。您可在扩容系统盘后

做扩展分区操作，具体操作，请参⻅ 在线扩展系统盘分区及⽂件系统。

需要更新挂载点的挂载信息时应如何操作？

由于 Linux 系统 systemd mount 动作的特性，mount 时会⽣成 systemd 相关 mount 配置⽂件，已存在的  .mount 

配置信息未被删除，将会对同个⽬录的挂载产⽣⼲扰（路径：  /run/systemd/generator/ ）。

问题描述

例如，数据盘 vdb（fstab ⽂件使⽤ disk uuid ⽅式  mount -a  挂载）已挂载⾄⽬录  /opt/apps ，现在准备替

换掉数据盘 vdb 并操作挂载另⼀块数据盘 vdc 到该⽬录下。若直接挂载⽬录，⽆法在⽬录下读取到 vdc 的数据。

规避措施

1. 删除对应挂载点的配置（例如  rm /run/systemd/generator/opt-apps.mount ）。

2. 执⾏ reload（例如  systemctl daemon-reload ）。

3. 进⾏挂载（例如  mount /dev/vdc /opt/apps ）。

Linux 实例如何实现云硬盘4KiB对⻬？

查看云硬盘是否4KiB对⻬

执⾏以下命令，查看云硬盘是否4KiB对⻬。

fdisk -lu 

如下图所⽰，若返回结果中的 Start 值能被8整除即是4KiB对⻬。 

操作步骤

注意

对⻬操作清除云硬盘原有数据，请您谨慎操作！如需操作，则请提前 创建快照 以避免造成您的业务数据丢
失。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0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399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0063
https://intl.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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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sk ⼯具（⽀持 MBR 分区）
parted ⼯具（⽀持 GPT 分区）

1. 执⾏以下命令，进⼊ fdisk ⼯具。 

fdisk /dev/vdb 

2. 输⼊n，按 Enter，开始新建分区。如下图所⽰： 

回显信息表⽰磁盘有两种分区类型：

p 表⽰主要分区。
e 表⽰延伸分区。

3. 以创建⼀个主要分区为例，输⼊ p，按 Enter，开始创建⼀个主分区。如下图所⽰： 

回显信息中 Partition number 表⽰主分区编号，可以选择1 - 4。如下图所⽰：
4. 以选择分区编号1为例，输⼊主分区编号 1，按 Enter。如下图所⽰： 

回显信息中 First sector 表⽰初始磁柱区域，可以选择2048 - 125829119，默认为2048。

5. 以选择默认初始磁柱编号2048为例，按 Enter。如下图所⽰： 

回显信息中 Last sector 表⽰截⽌磁柱区域，可以选择2048 - 20971519，默认为2097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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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选择默认截⽌磁柱编号20971519为例，按 Enter。如下图所⽰： 

7. 输⼊ p，按 Enter，查看新建分区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则说明已4KiB对⻬。 

8. 输⼊ w，按 Enter，将分区结果写⼊分区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