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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开始使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7:00

您可参考本文，快速注册或登录多云管理平台账号，并通过概览页面了解团队基本信息。

1. 进入 腾讯多云管理介绍页 ，单击右上角的登录。

2. 在登录页面中，单击免费注册。如下图所示：

3. 在注册页面中，输入“验证码”、“邀请码”，并勾选“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

4. 单击立即注册即可。

成功注册后，您可受邀加入团队或自行建立团队，通过多云管理平台进行团队协作。

若您已是多云管理平台的团队成员，您可使用手机号、或使用企业微信扫码登录。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注册多云管理账号

说明

腾讯多云管理目前处于公测期间，仅支持通过邀请码注册新账户。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

说明

企业微信扫码登录详细说明请参见 为成员设置登录方式 。

查看团队信息概览

https://cmp.tencent.c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7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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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通过 概览  页面获取团队的云账号、团队成员、资源费用、云主机监控及告警信息。如下图所示： 

https://cmp.tencent.cn/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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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账号管理

添加云账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7:55:03

在腾讯多云管理平台中，您可以通过录入密钥的方式将腾讯云、AWS、阿里云及华为云的公有云的账号添加到腾讯多云管理平台中，并通过平台统一管理公有云的账

号、成本、资源运维等。本文介绍如何将公有云平台账号录入多云管理平台。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添加云账号 。

2. 进入添加账号页面。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配置：

2.1 在录入账号密钥步骤中，进行以下配置。如下图所示：

2.2 单击下一步。

2.3 在配置账号信息步骤中，进行以下配置。如下图所示：

 主要配置信息如下：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选择公有云：目前支持导入腾讯云、AWS、阿里云及华为云公有云平台账号。

密钥ID 及密钥Key：若导入腾讯云账号，则请前往 API密钥管理  页面获取。若导入 AWS 账号，则请前往 安全凭证  页面获取。若导入阿里云账号，

则请前往 安全信息管理  页面获取。若导入华为云账号，则请前往 访问密钥  页面获取。

说明

可使用主账号密钥或子账号密钥。使用主账号密钥或该主账号下子账号密钥录入，在多云管理平台中代表同一个账号。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ent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https://console.aws.amazon.com/iam/home?region=us-west-2#/security_credentials
https://usercenter.console.aliyun.com/#/manage/ak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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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提交后，平台将导入您的账号数据，您可查看页面右上角的进度提示条，并展开下拉菜单查看同步进度信息。如下图所示：

添加成功后，请参见 查看全部云账号  查看账号信息。

账号名称：必填。该云账号在平台中的名称。

归属部门：该账号归属部门。

账号责任人：该账号责任人，对应成员账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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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全部云账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6:11:48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查看云账号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查看全部云账号 。即可在页面中查看所有已添加的云账号，及由云账号申请并创建成功的主账号。

2. 您可单击“账号 ID /名称”，进入账号详情页面查看相关信息。

i.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查看全部云账号 。

ii. 在列表中，选择云账号所在行中“子账号”下的数量。如下图所示： 

即可在“管理全部子账号”页面中，查看由该云账号申请并创建成功的子账号。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查看全部云账号 。

2. 单击云账号所在行中“企业业务账号”下的数量，即可在打开页面中查看公有云平台下的成员账号。

您可单击业务账号所在行右侧的录入该账号，将业务账号录入多云管理平台进行管理及使用。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说明

您可根据个人习惯，在列表的右上方选择列表或卡片模式。本文以列表模式为例，介绍相关步骤。

查看全部云账号

查看子账号

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查看子账号：

方式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管理全部子账号 ，即可在页面中查看所有子账号信息。

方式2

查看企业业务账号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sub-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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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子账号

子账号基本管理操作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25:59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进行子账号登录公有云平台、查看、关联责任人等便捷管理操作。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管理全部子账号 。进入“管理全部子账号”页面后，您可进行以下操作：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展开全部

使用子账号登录公有云平台

管理子账号权限

给子账号关联责任人

重置子账号密码

查看子账号密钥

删除子账号

设置子账号有效期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sub-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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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子账号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27:00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进行子账号的权限管理操作。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管理全部子账号 。进入“管理全部子账号”页面后，您可进行如下权限管理操作：

单击子账号所在行“权限”下的查看，即可在弹出的“子账号权限”窗口中查看该子账号已具备的权限。

您可按需回收子账号单个或全部关联的策略权限：

1. 单击子账号所在行“权限”下的查看。

2. 在弹出的“子账号权限”窗口中，单击策略权限所在行右侧的回收并在弹出确认窗口中进行确认，按需回收某条策略权限。如下图所示：

华为云子账号不支持进行逐个策略权限回收，请参见 回收全部策略权限  在子账号列表回收全部策略权限。或参考以下步骤，移除子账号的所属用户组：

1. 单击查看，在弹出的“子账号权限”窗口中，选择所属用户组页签。

2. 单击用户组所在行右侧的移除该组。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窗口中单击确认移除即可。移除后该子账号即无法获得该用户组下的相关权限。

您可按需进行单个或批量子账号授权：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查看子账号权限

回收子账号权限

回收单条策略权限 回收全部策略权限

授予子账号权限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sub-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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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子账号所在行“权限”下的授权，并在弹出的“子账号权限授权”窗口中，勾选需授予子账号的权限，并单击提交即可。如下图所示：

若您使用华为云子账号，则还可通过以下步骤为单个子账号授权：

1. 单击查看，在弹出的“子账号权限”窗口中，选择所属用户组页签。

2. 单击添加到用户组。如下图所示：

3.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组，单击确定后，单击用户组所在行右侧的保存，子账号即可获取该用户组下的相关权限。

单个子账号授权 批量子账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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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账号关联部门和责任人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4 17:46:17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将已添加的云账号关联至部门或成员。

您可在团队管理中，设置云账号的归属部门，详情请参见 管理部门云账号 。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查看全部云账号 。

2. 选择云账号所在行中，归属部门下的 。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归属部门”窗口中，勾选需加入的部门。

4. 单击确定即可。

若您在添加云账号时未设置责任人，则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设置。

您可在成员管理中，设置云账号的责任人，详情请参见 管理成员云账号 。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查看全部云账号 。

2. 选择云账号所在行中，账号责任人下的  。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说明事项

主账号关联部门后，当前部门下的成员、子部门、子部门的成员，均可以在该主账号下申请子账号访问公有云。

主账号关联成员后，该责任人可以维护主账号的相关信息，并拥有对该账号下子账号创建的审核权限。

操作步骤

设置云账号归属部门

若您在添加云账号时未设置归属部门，则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设置。

方式1：通过团队管理设置

方式2：通过多云账号管理设置

说明

您可选择多个部门。

设置云账号责任人

方式1：通过成员管理设置

方式2：通过多云账号管理设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5628#departmentCloudAccount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5629#memberCloudAccounts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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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弹出的“更换责任人”窗口中，勾选需设置的成员。

4. 单击确定即可。

说明

您可选择多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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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云访问申请

申请主账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7:55:59

当企业有新的业务上云时，因资源独立管理、财务独立出账的要求，需要申请一个新的主账号。腾讯多云管理支持通过已添加云账号，在公有云中创建一个新的主账

号。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多云管理平台，使用已添加的云账号创建主账号。

已添加的云账号具备企业管理。企业管理指公有云上的特定产品服务，例如腾讯云的集团账号管理、阿里云的资源目录、AWS 的 organization、华为云的企业管理

等。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公有云访问申请 > 申请主账号 。

2. 在“申请主账号”页面中，参考以下信息按需配置主账号。如下图所示：

 主要参数信息如下：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所属公有云：选择云账号所在平台。

说明

由于华为云未提供相关接口功能，无法通过该方式申请主账号，请前往华为云控制台进行操作。

企业管理账号：必填。已添加至多云平台的公有云账号，可前往 查看全部云账号  页面查看。

账号昵称：必填。自定义主账号名称。

所属部门：账号归属部门。

账号责任人：账号责任成员。您可选择已有成员或邀请新成员。

选择付费模式：必填。根据平台支持的付费模式进行选择。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apply-owner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多云管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 共56页

单击保存即可。

 创建成功后，您可通过 查看企业业务账号  查看已在对应公有云平台下创建的成员账号。

申请子账号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7:56:13

操作场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068#business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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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资源及费用是按照主账号来隔离管理的，通常会按照业务来申请主账号。而每个业务下，有不同职能的员工需要使用账号下的资源，根据职能不同，日常需要操作

的资源、权限也有区别。此时可申请子账号，并按照需要授予不同的权限分配给公司员工使用。

您可以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为公司员工在已添加的云账号下申请子账号。申请成功后，平台将同时在公有云创建子账号，您可以在多云平台中便捷地管理子账号。例

如：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多云管理平台进行子账号申请等操作，您可参考本文按需操作。

在申请子账号前，您需准备所需权限，用于指定该子账号可具备的权限。您可通过新增或编辑权限准备所需权限，详情请参见 管理子账号权限 。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公有云访问申请 > 申请子账号 。

2. 在“申请子账号”页面中，参考以下信息按需配置子账号。如下图所示：

主要参数信息如下：

3. 单击保存即可提交申请。

申请提交后，请联系管理员进行审核，具体操作请参见 子账号申请管理 。审核通过后，您可以在申请列表通过重置密码和登录地址访问该子账号。

根据设置的子账号权限来申请并指定负责的成员，使其具备对应权限。

使用子账号直接登录公有云平台。

操作步骤

准备权限

申请子账号

选择责任人：必填。请选择子账号责任人，您可选择已有成员或邀请新成员。

说明

  该云账号需设置归属责任人所在部门，否则无法选择责任人。详情请参见 设置云账号归属部门 。

主账号ID：必填。主账号 ID。

子账号昵称：必填。自定义子账号名称。

子账号权限：指定关联子账号身份，用于权限管理。若已有身份无法满足您的需求，则请参见 新增权限  创建所需权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6822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apply-su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2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6704#attributionDepartme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6822#addPer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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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账号申请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2-14 17:46:45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管理云账号申请，及使用子账号登录公有云平台的操作。

提交账号申请后，请联系团队管理员或具备成员管理权限的账号进行申请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成功创建账号。具体步骤如下：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公有云访问申请 > 管理云账号申请 。

2. 根据账号类型，在页面上方选择子账号申请或主账号申请页签。

3. 在列表中查看申请后，单击申请记录所在行右侧的通过即可完成审核。

本文以子账号为例，如下图所示：

通过审核后，平台将自动创建子账号，您可通过 查看子账号信息  步骤获取相关信息。

若需驳回或取消申请，请单击驳回或取消。取消申请后，如需再次申请，请单击重新申请。

1. 通过 查看子账号  步骤，进入“子账号列表”页面。

2. 单击需登录子账号所在行右侧的重置密码，并在弹出的“重置密码”窗口中设置子账号的登录密码。

3. 单击子账号所在行右侧的登录地址，进入公有云平台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4. 在公有云平台登录页面中，输入子账号用户名及密码即可进行登录。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相关操作

使用子账号登录公有云平台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appl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068#viewAccou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068#view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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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子账号权限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29:03

您可通过公有云已有预设策略或自定义策略，创建需分配给子账号的权限。创建后，您可在申请子账号时使用该权限，以确保员工在不同公有云上权限的一致性。本文

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管理子账号权限。

1.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公有云访问申请 > 设置子账号权限 。

2. 在“设置子账号权限”页面中，单击新增权限。

3. 在“新建权限”的“权限信息”中，按需设置权限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4. 单击下一步，在“预设策略”中，按需勾选列表中对应云平台已有的预设策略。如下图所示：

5. 单击下一步或跳过，在“自定义策略”中，您可选择“新建策略”或“已有策略”。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新增权限

权限名称：自定义权限名称。

英文名称：前缀默认为 cmp ，名称自定义。一旦创建不支持修改 。

公有云：选择对应平台。

说明

当选择“华为云”时，会以英文名称在账号下创建用户组，在为子用户授权时，将子用户加入到用户组。

https://cmp.tencent.cn/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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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应用账号”中，您可按需勾选，系统将会在选择账号下根据输入的策略名称和内容创建相应策略。

7. 单击提交即可创建对应权限。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公有云访问申请 > 设置子账号权限 。

2. 找到权限所在行，并对应公有云平台进行操作。如下图所示：

若需删除权限，则请选择权限所在行右侧的删除，并在弹出的确认提示中选择公有云范围后单击确认删除即可。如下图所示：

自定义方式：选择“新建策略”或“已有策略”。

新建策略：

策略名称：输入策略名称，创建成功后公有云平台将以 cmp+3位随机字母+您输入的策略名称  作为策略名。

策略内容：对应公有云平台规则，填写策略内容。

已有策略：

策略所属账号：选择已有策略来源账号。平台将读取该账号下已有策略，请您按需勾选。

查看及编辑权限

查看及编辑公有云权限：单击“公有云权限”中的公有云名称，即可在“权限详情”页面查看公有云平台下已添加的权限，及编辑权限。

添加公有云：单击“操作”中的添加公有云，并可参考 新增权限  增加对应公有云权限。

管理应用账号：单击“操作”中的应用账号，即可在“应用账号范围”页面查看该权限的应用账号范围，及新增应用账号、应用账号策略管理。

删除权限

https://cmp.tencent.cn/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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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成本管理

查看成本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4:46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查看公有云平台的消费趋势、多维度费用汇总信息及账单详情。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本概览 。

2. 团队半年内费用总和及月度费用趋势。如下图所示：

您可自定义时间及不同维度，查看费用汇总、占比、消费趋势及账单详情。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查看团队费用趋势

多维度费用汇总

https://cmp.tencent.cn/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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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单击环形图中的明细趋势，在弹出的“明细趋势”窗口中查看当前消费趋势。您可指定展示项及时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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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及下载账单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23:54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按需查询账单并查看账单详情，及下载所需账单。

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查看账单详情：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账单详情 。

2. 在“账单详情”页面中，您可按需在页面中选择筛选条件后，单击查询即可查看账单详情。如下图所示：

1. 请参见 查看账单详情  获取所需账单结果，单击导出。

2. 查看页面提示导出成功后，单击导出记录。如下图所示：

您可选择列表右上角的  来设置列表展示字段。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查看账单详情

方式1：查询账单详情 方式2：通过费用汇总查看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

下载账单

https://cmp.tencent.cn/cost/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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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账单导出记录”页面，单击下载，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本地保存位置后，即可将查询的账单结果下载至本地。

成本管理

管理分摊规则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0: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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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管理支持成本分摊功能，以清晰部门或成员间的费用分账。您可通过自定义分摊规则，使各部门或成员可查看其对应的月消费情况。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多云管理控

制台管理分摊规则。

1. 登录多云管理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成本管理 > 设置分摊规则 。

2. 在“设置分摊规则”页面，单击新建规则。

3. 在“新建分摊规则”页面，参考以下信息，创建分摊规则。如下图所示：

4. 单击提交即可创建分摊规则。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分摊规则

基本信息：自定义“规则名称”及“规则描述”。

规则信息：可按照“公有云”、“云账号”、“资源类型”、“项目”、“标签”、“地域”及“计费方式”自定义规则维度。同一规则内可有5个规则信息。

归属对象：可选择“部门”或“成员”。

说明

仅支持选择1种对象，不可同时选择。

归属对象数量可设置1 - 10个，且所有归属对象的百分比相加必须为100%。

按照该规则筛选出的账单费用，将按照百分比分配给归属对象。

规则状态：默认为“启用”，您可按需调整。

查看分摊规则

https://cmp.tencent.cn/cost/allocation-rules


多云管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5 共56页

您可在 设置分摊规则  页面中，查看已有的分摊规则，及规则的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1. 如需修改已有的分摊规则，请在“设置分摊规则”页面中，单击该规则所在行右侧的编辑。

2. 在页面中编辑相关信息后，单击提交即可。

1. 如需删除已有的分摊规则，请在“设置分摊规则”页面中，单击该计划所在行右侧的删除。

2. 在弹出的确认窗口中，单击确定即可。

编辑分摊规则

删除分摊规则

注意

如规则已被应用于消费计划中，请参见 管理消费计划  调整消费计划后再删除规则。

https://cmp.tencent.cn/cost/allocation-rul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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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成本分摊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6:10:09

当您设置分摊规则后，多云管理平台将按照规则筛选账单费用，并分配给对应部门或成员。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多云管理平台，按照自定义月度查看成本分摊历史费用，

并下载账单明细。

1. 登录多云管理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成本管理 > 成本分摊 。

2. 在“成本分摊”页面，您可查看以下信息：

您可进行以下操作：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成本分摊总览

当月总金额、已分摊金额及分摊比例。

归属对象、分摊规则、分摊比例、实际费用及总费用占比。

获取归属对象费用信息

单击归属对象所在行右侧的下载账单，进入“ 账单导出记录 ” 页面，下载已导出的账单。

单击归属对象所在行右侧的历史费用，可在弹出的“历史费用”页面查看该归属对象的历史费用信息。

https://cmp.tencent.cn/cost/allocation
https://cmp.tencent.cn/cost/detail/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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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消费计划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6:10:20

腾讯多云管理平台支持制定“公有云”、“云账号”、“资源类型”、“计费类型”、“地域”、“项目”及“标签”维度的消费计划，以帮助您实时了解账号费用信

息。当对应维度下的实际成本已超出计划时，平台将会产生告警信息。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设置消费计划，以实时了解成本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成本管理 > 消费计划 。

2. 单击新建计划，进入“新建计划”页面，并参考以下信息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

主要参数信息如下：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新建消费计划

基本信息：

计划名称：自定义计划名称。设置后不支持修改。

生效月份：消费计划有效时间，最多12个月。

计划规则：

https://cmp.tencent.cn/cost/financial-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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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保存即可新增财务计划。

您可在 “ 消费计划 ” 页面中查看目前已有的计划，及平台告警信息。如下图所示： 

1. 如需修改已有消费计划，请在“消费计划”页面中，单击该计划所在行右侧的编辑。

2. 在页面中编辑相关信息后，单击保存即可。

1. 如需删除已有消费计划，请在“消费计划”页面中，单击该计划所在行右侧的删除。

2. 在弹出的确认窗口中，单击确认删除即可。

说明

1个计划中至少有1个规则，最多有3个规则。

当具备多个规则时，将按照所有规则的并集计算出该规则的消费额度。

规则方式：可选择“新建规则”或“分摊规则”。

规则内容： 

 若选择“新建规则”，则可按照“公有云”、“云账号”、“资源类型”、“计费类型”、“地域”、“项目”、“标签”自定义规则维度。 

  若选择“分摊规则”，则可选择已有分摊规则。如需新建分摊规则，请参见 管理分摊规则 。

计划数值：

计划方式：可选择“每月固定值”或“每月不同值”。

计划数值：对应计划方式设置对应数值。

预警设置：

预警数值：可选择按百分比或按数值，当超过设置值时，平台将会产生告警信息。

预警人：单击添加，可在弹出的“添加”窗口中，设置团队成员为接收人。

查看消费计划

编辑消费计划

删除消费计划

https://cmp.tencent.cn/cost/financial-pla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7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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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理

云主机运维操作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4:06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进行云主机基础运维工作。您可按云账号、资源组查找云主机资源，并进行云主机开机、关机、重启、登录及指定运维人员操作。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云主机运维 。

2. 在页面上方选择按云账号或按资源组查看云主机。

3. 在云主机列表中，勾选需操作的云主机，并单击列表上方的开机、关机或重启。如下图所示：

若开机、关机或重启此类简单的操作已无法满足运维需求，您可参考该步骤，在多云管理平台登录云主机，进行相关运维工作。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云主机运维  。

2. 在云主机列表中，单击云主机所在行右侧的连接。如下图所示：

3. 在打开的登录窗口中，输入云主机的端口、用户名及密码后，单击连接即可。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云主机基础运维 。

2. 在云主机列表中，勾选需指定运维人员的云主机，选择列表上方的更多操作 > 指定运维人员。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云主机运维操作

登录云主机

注意

支持资源运维负责人、具备操作权限与资源权限的成员、团队管理员进行登录操作。

说明

若云主机无公网 IP，则将切换为 VNC 登录方式。

为确保成功连接云主机，请确保云主机所属安全组已经放开连接的 IP 地址和端口。

若您的云主机所属安全组限制了可连接的 IP，您可在登录窗口中指定端口及安全组，将多云管理平台的系统 IP 加入到云主机的安全组以允许连接。

指定运维人员

https://cmp.tencent.cn/resource
https://cmp.tencent.cn/resource
https://cmp.tencent.cn/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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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右侧弹出界面中，选择运维人员后，单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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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组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3:49

腾讯多云管理平台具备安全组统一查看、 维护、管理的能力，您可通过平台进行安全组按需筛选、统一规则下发、修改安全组名称及规则等操作。

在进行安全组管理操作前，请您了解实际使用的公有云安全组相关概念及基本操作。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安全组管理 。

2. 在“安全组统一管理”页面中，单击列表上方的安全组数据大屏，您即可在打开的页面中查看您的安全组风险情况、资源组应用情况、安全组变化趋势及安全组规

则变更记录。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安全组管理 。

2. 在“安全组管理”页面中，您可通过页面上方的筛选条件进行查询，获取需管理安全组。

3. 单击安全组 ID，进入“安全组详情”页面。在该页面中，您可进行如下操作：

若您需向多个安全组中同时增加入站或出站规则，可使用平台中的统一规则下发功能。步骤如下：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安全组管理 。

2. 在“安全组管理”页面中，勾选需添加规则的安全组，并单击列表上方的统一规则下发。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统一规则下发”窗口中，选择规则类型，并添加相应规则后，单击完成即可。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腾讯云： 安全组概述

AWS： 安全组规则

阿里云： 安全组概述

华为云： 安全组概述

操作步骤

查看安全组数据大屏

管理安全组

展开全部

修改安全组基本信息

增加入站/出站规则

删除入站/出站规则

查看关联实例

查看变更记录

统一规则下发

https://cmp.tencent.cn/security-group
https://cmp.tencent.cn/security-group
https://cmp.tencent.cn/security-grou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2452
https://docs.aws.amazon.com/zh_cn/AWSEC2/latest/UserGuide/security-group-rules.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38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ecs/zh-cn_topic_0140323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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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组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30 17:58:01

当您将云账号资源同步至腾讯多云管理平台后，可创建资源组并按需划分进行云主机资源划分。您可通过资源组集中管理同个项目中的云资源，实现便捷管理。本文介

绍如何通过多云管理平台管理资源组。

1.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资源组管理 。

2. 在“资源组管理”页面，单击新建资源组。

3. 在弹出的“新建资源组”窗口中，参考以下信息进行创建。如下图所示：

 主要参数信息如下：

4. 单击保存即可创建。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资源组管理 。

2. 在“资源组管理”页面，单击资源组所在行右侧的管理资源。

3. 在“资源组详情”页面中，您可进行以下云资源管理操作：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资源组

资源组名称：自定义资源组名称。

添加至组：您可将云主机或安全组资源添加至该资源组，也可在创建后添加。

管理资源

云主机 安全组

https://cmp.tencent.cn/resource-group
https://cmp.tencent.cn/resourc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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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资源组管理 。

2. 在“资源组管理”页面，单击资源组所在行右侧的删除。

3.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该资源组。

如需批量删除资源组，则请勾选后单击列表上方的批量删除，在弹出的确认提示中单击确定即可。

添加云主机：单击“云主机”中的添加，并在弹出的“添加资源”窗口中按需选择云主机，即可将云主机添加至该资源组。如下图所示：

删除云主机：单击云主机所在行右侧的删除，并在弹出确认窗口中单击确定，即可将云主机移出该资源组。如下图所示：

如需批量移出云主机，则请勾选后单击列表上方的批量删除，在弹出的确认提示中单击确定即可。

删除资源组

说明

资源组中若存在关联资源，则无法删除。请参见 管理资源  移除资源组中资源后，再进行删除操作。

https://cmp.tencent.cn/resourc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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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主机监控

查看监控概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29:40

多云管理平台已支持查看账号下的云主机监控信息，通过云主机监控您可以快速发现云主机运行状态和定位问题。

1.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云主机监控 > 监控概览 。

2. 在“云资源监控”页面，您可在“资源组”下拉列表中选择需查看的资源组。如下图所示：

若不指定资源组，则默认展示所有资源组监控信息。

您可获取以下监控信息：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模块 内容说明

资源总览 支持按照公有云进行切换，查看对应公有云下云主机资源信息

告警统计 展示近七天的告警趋势

云主机监控 Top5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的云主机

支持按照 CPU 和内存利用率进行切换

https://cmp.tencent.cn/resource/monitor/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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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管理 展示最近5条告警信息，可单击查看详情前往告警历史页面

网络监控 Top5 内/外网出/入带宽的云主机

云硬盘监控 Top5 使用率的云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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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云主机监控详情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0:03

多云管理平台已支持查看账号下的云主机监控详情，通过监控管理您可以快速发现设备运行状态和定位问题。

1.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云主机监控 > 云主机监控详情 。

2. 在“云主机监控”页面，您可在页面上方下拉列表中选择需查看的云主机。

支持按照云厂商、账号、资源组、标签、资源 ID 搜索云主机，支持自定义时间区间。选择筛选条件后单击确定即可获取监控信息。如下图所示： 

您可获取该云主机的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内网出/入带宽 Mbps、外网出/入带宽 Mbps 及云硬盘利用率监控信息。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https://cmp.tencent.cn/resource/monitor/cloud-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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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管理

设置告警规则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0:54

多云管理平台支持您自定义云主机告警规则，您可自定义关键的告警阈值。当平台监控到资源数据指标已触发告警规则时，将按照已设定的告警方式发送消息通知，帮

助您快速掌握云主机状态信息，及时定位并处理问题。

1.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告警管理 > 告警规则设置 。

2. 在“告警规则设置”页面中，单击新建规则。

3. 在“新建规则”页面中，参考以下信息新建告警规则。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新建告警规则

https://cmp.tencent.cn/alarm/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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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规则名称：自定义告警规则名称。

告警内容：

资源类型：支持选择云主机、云硬盘、网络及内存。

规则内容：为指标、比较关系、阈值、告警规则及告警频率组成的一个有语义的条件。最多同时存在3条。 

例如，指标为 CPU 利用率 、比较关系为> 、阈值为80% 、告警规则为连续5分钟、告警频率为每5分钟告警一次。 

表示：若 CPU 利用率连续5分钟大于80%，则触发告警，每5分钟发送一次告警通知。

关联资源：

资源选择：支持添加资源组或资源。

告警接收人：

告警方式：默认选择“站内信”，您可按需勾选“短信”。

接收人：单击“添加”后，可在弹出窗口中指定部门或成员为接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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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提交即可创建告警规则。

1. 若您需暂停或开启告警规则，则请单击该规则所在行右侧的禁用或启用。

2. 在弹出确认框中，单击确认禁用或确认启用即可。

以禁用告警规则为例，如下图所示：

1. 若您需删除告警规则，则勾选规则后，单击列表上方的删除。如下图所示：

2. 在弹出的“删除规则”窗口中，单击确定即可。

1. 若您需编辑已有的告警规则，则请单击规则所在行右侧的编辑。

2. 在“编辑规则”页面，请参见 新建告警规则  步骤中参数介绍按需编辑。

3. 单击提交即可。

规则启用：该告警规则是否立即启用，您可按需设置。

禁用及启用告警规则

删除告警规则

编辑告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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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告警历史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1:21

您可在多云管理平台中以指定条件筛选需查看的告警历史趋势，及具体的告警历史信息。

1.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告警管理 > 告警历史 。

2. 在“告警历史”页面中，您可通过页面上方的指定查询条件、“告警历史趋势”中指定时间区间，获取所需的告警历史趋势。如下图所示：

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查看指定规则的告警历史。

i.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告警管理 > 告警规则设置 。

ii.单击规则所在行右侧的告警历史，即可前往“告警历史”页面查看。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查看告警历史趋势

查看指定规则的告警历史

方式1 

在 “ 告警历史 ” 页面下方的“告警历史”中，您可查看对应规则的告警历史。

方式2

https://cmp.tencent.cn/alarm/history
https://cmp.tencent.cn/alarm/rule
https://cmp.tencent.cn/alarm/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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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管理

创建团队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0:50:45

您可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进行企业团队管理，实现多人协作共同管理公有云资源。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多云管理平台创建团队及管理员用户。

1. 登录 腾讯多云管理平台 ，选择界面右上角的用户名，并在弹出菜单中单击创建团队。

2. 在弹出的“创建我的团队” 窗口中，按需输入“团队名”及管理员“用户名”。如下图所示： 

3. 单击立即创建，即可创建团队及管理员账户。

1. 选择界面右上角的用户名，并在弹出菜单中单击切换团队。

2. 在弹出的“选择团队”窗口中，选择需切换的团队，并单击确定即可。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相关操作

切换团队

https://cmp.tencent.cn/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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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0:50:45

团队管理员账户可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进行创建部门、管理部门云账号、权限及编辑部门信息等操作。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多云管理平台，进行部门管理操作。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管理 。

2. 在团队组织关系树中，选择需新建部门所在位置，单击关系树上方的  或部门菜单中的新建部门。如下图所示： 

3. 在右侧弹出的“新建部门”菜单中，参考以下信息按需新增部门。

4. 单击保存即可完成部门创建。

您可根据实际需求，新增、删除或调整部门成员。具体步骤请参见 成员管理 。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管理 。

2. 在团队组织关系树中，选择需进行角色管理的部门，并根据实际需求关联或解除关联：

1. 在右侧界面中单击部门角色页签，选择关联角色。如下图所示：

2. 在弹出的“新建授权”窗口中，勾选需关联角色，并单击添加即可。

若已有角色无法满足您的需求，则请参见 角色权限管理  新建所需角色后，再进行授权操作。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部门

所属部门：必填。即父部门，您可在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

部门名称：必填。新增部门名称。

部门角色：通过关联角色，授予该部门对应权限。角色详情请参见 角色权限管理 。

选择云账号： 选择部门可使用的云账号。详情请参见 云账号管理 。

管理部门成员

管理部门角色

您可在 创建部门  时，通过关联角色授予部门具备的多云平台权限。本步骤介绍如何管理已有部门角色，步骤如下：

关联角色 解除关联角色

说明

子部门、子部门成员默认继承父部门角色权限，且无法取消关联。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5629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02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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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管理 。

2. 在团队组织关系树中，选择部门，并根据实际需求为部门关联或解除关联的云账号：

1. 在右侧界面中单击部门账号页签，选择关联主账号。如下图所示：

2. 在弹出的“添加账号”窗口中，勾选需添加的账号，并单击添加即可。

若已有账号无法满足您的需求，则请参见 添加云账号  新增所需账号后，再进行操作。

管理部门云账号

您可在 创建部门  时，为部门关联云账号。本步骤介绍管理已有部门的云账号，步骤如下：

关联云账号 解除关联云账号

说明

子部门、子部门成员默认关联部门云账号，您可按需进行解除关联。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5724#addCloud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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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6:12:44

团队管理员或具备成员管理权限的账户可通过腾讯多云管理平台，进行添加、删除成员、调整已有成员部门、管理成员关联云账号及权限等操作。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多

云管理平台，进行成员管理操作。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管理 。

2. 在团队组织关系树中，选择需添加成员的部门，并单击右侧的部门成员 > 添加成员。如下图所示： 

3. 在右侧弹出的“添加成员”界面中，参考以下主要信息配置成员信息：

4. 单击保存，即可发送邀请信息。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管理 。

2. 在团队组织关系树中，选择成员所在部门。

3. 选择右侧界面中的部门成员页签，并单击成员所在行右侧的删除成员。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添加成员

您可通过邀请的方式，增加部门成员。步骤如下：

成员名称：必填。请按需设置成员名称。

手机号码：必填。成员手机号，将用于发送邀请短信。

成员角色：必填。通过关联角色，授予该成员对应权限。角色详情请参见 角色权限管理 。

所属部门：必填。成员将加入的部门。

说明

系统将会发送邀请短信，请联系被邀请人在15天内通过短信中的地址加入团队。验证通过后，即可加入对应部门。

删除成员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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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确认删除即可。

如需调整已有成员所在部门，则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管理 。

2. 在团队组织关系树中，选择部门，按需移入或移出成员：

1. 选择右侧界面中的部门成员页签，并单击移入成员。如下图所示：

2. 在弹出的“移入成员”窗口中，勾选需移入成员，并单击移入即可。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管理 。

2. 在团队组织关系树中，选择成员，并根据实际需求为成员关联或移除使用的云账号：

1. 在右侧界面中单击成员关联账号页签，选择关联主账号。如下图所示：

2. 在弹出的“添加账号”窗口中，勾选需添加的账号，并单击添加即可。

若已有账号无法满足您的需求，则请参见 添加云账号  新增所需账号后，再进行操作。

移入/移出成员

移入成员 移出成员

管理成员云账号

添加云账号 移除云账号

管理成员角色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5724#addCloudAccount


多云管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6 共56页

您已在 添加成员  时，为成员设置了一定的角色权限。如需进行调整，则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管理 。

2. 在团队组织关系树中，选择成员，并根据实际需求关联或解除关联成员角色：

1. 在右侧界面中单击成员角色页签，选择关联角色。如下图所示：

2. 在弹出的“新建授权”窗口中，勾选需关联角色，并单击添加即可。  

若已有角色无法满足您的需求，则请参见 角色权限管理  新建所需角色后，再进行授权操作。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添加记录 。 

进入“用户添加记录”页面后，您即可查看团队成员添加历史记录信息，目前的状态，还可重新发送邀请短信或取消邀请。

关联角色 解除关联角色

查看成员添加记录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025
https://cmp.tencent.cn/team/add-record


多云管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7 共56页

角色权限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0 16:12:19

腾讯多云管理平台支持通过角色权限管理平台权限，您可通过自定义角色权限并分配给指定部门或用户，使其具备该角色权限，以实现权限细粒度划分管理。本文介绍

如何通过多云管理平台，进行角色权限管理。

TeamOwner  角色为预设角色，无法编辑且具备平台所有权限。默认关联管理员账号，且无法取消关联。

1.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角色权限 。

2. 在“角色权限”页面中，单击新建角色。

3. 在弹出的“新建角色”窗口中，输入角色相关信息。

4. 成员信息输入完成后，您可单击确定并配置直接进入角色详情页面，也可单击完成回到角色权限页面。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角色权限 ，并单击需编辑角色所在行右侧的编辑。

2. 在“角色详情”页中，选择功能范围页签，并单击编辑。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说明事项

操作步骤

新建角色

编辑角色权限

添加权限：勾选该角色需具备功能模块权限后，单击保存即可。

移除权限：如需取消相关功能模块权限，取消勾选后，单击保存即可。

https://cmp.tencent.cn/grant
https://cmp.tencent.cn/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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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若您需进行给角色授予资源组权限，则请勾选“资源管理”权限后，单击下一步。

4. 在“资源权限”步骤中，您可按“资源”或“资源组”授予角色权限。

5. 单击保存即可。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角色权限 ，并单击需编辑角色所在行右侧的编辑。

2. 在“角色详情”页中，选择关联对象页签，按需关联或取消关联对象：

1. 单击新建关联，在右侧弹出的“新建关联”界面中，按部门或成员进行关联。如下图所示：

2. 单击保存即可。

您可通过复制已有角色，来快速创建具有相同配置的角色。步骤如下：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角色权限 ，并单击需编辑角色所在行右侧的复制。

2. 在弹出的“新建角色”窗口中，您可单击确定并配置直接进入角色详情页面，也可单击完成回到角色权限页面。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角色权限 ，并单击需编辑角色所在行右侧的删除。

2. 在弹出的确认提示中，单击确定即可删除。

资源：支持选择云主机与安全组。

资源组：可选择已有资源组。如需新建，请参见 管理资源组 。

关联/取消关联对象

关联对象 取消关联对象

复制角色

删除角色

说明

角色被使用时无法删除，需先解除该角色关联的部门或成员。

https://cmp.tencent.cn/grant
https://cmp.tencent.cn/grant
https://cmp.tencent.cn/gra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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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微信管理

企业微信导入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5:07

多云管理平台支持接入企业微信，您可将企业微信的管理员账号导入多云管理平台。导入成功后，您可在多云管理平台中进行成员账号的快速添加、管理、同步，以提

高多云平台成员管理的便利性。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企业微信导入 。

2. 在“企业微信导入”页面中，单击关联企业微信账号。

3. 在“验证管理员身份”中，使用企业微信管理员账号扫码，完成验证。

4. 在“安装应用”中，使用企业微信管理员账号扫码安装“腾讯云企业服务”小程序，并设置企业成员可见范围。

5. 在“关联账号”中，使用企业微信管理员扫码，即可关联多云团队。

 关联企业微信管理员账号后，您可参考该步骤，快速将企业微信账号导入多云平台作为成员账号。

1. 在“企业微信导入”页面中，单击企业微信管理员账号所在行右侧的导入成员。

2. 在弹出的“扫码登录”窗口中，进行敏感操作扫码验证。

3. 在“成员选择”中，勾选需导入的部门或成员。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关联企业微信管理员账号

注意

若您的企业微信已关联过网页应用版“腾讯云企业服务”，则请将小程序的可见范围设置与原应用相同的可见范围，否则不在小程序可见范围的子用户将

会登录异常。

导入成员

https://cmp.tencent.cn/wecom-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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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下一步，在“成员信息确认”中，您可按需单击成员所在行右侧的编辑，编辑成员信息。单击编辑后如下图所示：

您可通过以下信息，修改成员信息：

5. 单击保存后，选择页面底部的完成即可导入成员，您可前往 成员管理  页面进行查看。

说明

若选择导入成员，则默认导入成员的所属部门为根结点，您也可在导入时修改成员所属部门。

多云管理成员名称：自定义，该名称即为多云平台中的成员名称。

所属部门：该成员所在部门。

手机号：成员手机号。

角色权限：该成员所具备权限。若已有的权限无法满足需求，请参见 角色权限管理  进行创建。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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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设置登录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6:29

当您将企业微信成员导入多云管理平台后，可参考本文档为成员设置手机号或企业微信扫码登录。

如需为企业微信导入的成员开启手机号登录，您可参考该步骤进行操作。

成员账号需已具备手机号码，才能在开启手机号登录后，收取验证码用于登录。企业微信管理员或成员自身均可设置、更换手机号码。步骤如下：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成员管理 。

2. 选择需设置手机号的成员，单击成员“基本信息”中“手机号码”后的  。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更换手机号”窗口中，输入手机号码后，单击确定即可。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企业微信导入 。

2. 在“企业微信导入”页面中，打开企业所在行的“手机号码登录”开关。如下图所示为关闭状态：

3. 开启后，成员即可通过已绑定的手机号登录多云管理平台。

已导入的企业微信成员账号，若在正确的授权范围内，可在 多云管理平台登录页面 ，使用企业微信扫码登录。 

若您在扫码登录过程中遇到问题，可参考以下实际场景示例，定位并解决登录问题。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设置成员账号手机号登录

设置成员手机号

开启手机号登录

成员账号企业微信扫码登录

展开全部

场景1：未在授权范围内的员工扫码

场景2：在授权范围内但并未导入多云平台的员工扫码

https://cmp.tencent.cn/team
https://cmp.tencent.cn/wecom-import
https://cmp.tence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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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设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1:36:49

多云管理平台支持您自定义需接受的服务数据。您可按需开启或关闭接受某类服务数据，也可设置定时同步，在设定时间每天同步一次服务数据，便于您按照业务情况

掌握各类信息。

1. 登录腾讯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团队设置 。

2. 在“团队设置”页面中，您可进行以下操作。如下图所示：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查看全部云账号 。

2. 在“查看全部云账号”页面中，选择主账号名称，进入主账号详情页。

3. 您可在“账号服务设置”中，进行如下操作。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说明事项

默认每天同步一次服务数据，您可参考 设置同步规则  自定义同步时间。

服务数据及说明如下表：

服务名称 服务描述 服务状态

多云账号管理 支持您统一管理多云账号，集中管理子账号生命周期，包括子账号申请、授权、回收等。 始终默认开启

多云成本中心 为您提供多云账单管理能力，包括成本可视、成本分析、成本分摊、消费告警、账单下载等功能。 始终默认开启

多云资源中心
云主机管理 支持您集中管理云主机，查看云主机信息并集中运维，包含开关机、连接云主机等。 默认开启，可关闭

安全组管理 支持您集中管理安全组，批量管理安全组规则，识别安全组风险，查看安全组变更日志等。 默认开启，可关闭

监控中心 支持您统一查看云主机的 CPU、内存、网络、存储等的运行数据，监控云主机运行状态。 默认开启，可关闭

操作步骤

管理团队服务数据

开启/关闭服务数据：开启或关闭“服务状态”中的按钮。

说明

若在团队设置中开启或关闭某服务数据时，表示开启或关闭当前团队下所有账号的该类服务数据。且关闭后服务相关数据被移除，同步也立即停止。

设置同步规则：单击同步规则，在弹出的“同步规则设置”窗口中，可设置每天的服务数据同步时间。

手动同步：单击手工同步，即可立即同步该项服务数据。

管理账号服务数据

https://cmp.tencent.cn/team/setting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多云管理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53 共56页

开启/关闭服务数据：开启或关闭“服务状态”中的按钮。

说明

若在主账号详情页面中关闭某服务数据时，表示关闭后在多云管理中您将无法继续查看该账号的相关服务的内容。且关闭后服务相关数据被移除，同

步也立即停止。

手动同步：单击手工同步，即可立即同步该项服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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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05 16:16:28

腾讯多云管理提供基于公有云平台的开放能力，致力于在使用多个公有云的场景中保障用户的访问安全、提升资源的管理效率、降低云成本。 使用产品时，需录入账号

的密钥 ID 及 Key。本文介绍密钥类型、具备权限、获取方式及其在多云平台的相关操作。

根据账号类别，密钥可分为主账号密钥及子账号密钥。分别具备以下权限： 

1. 登录多云管理平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查看全部云账号 。

2. 在“账号详情”页面，单击账号名称。

3. 在账号详情页中，可按需设置主密钥。如下图所示：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查看全部云账号 。

2. 在“账号详情”页面，单击账号名称。

3. 在账号详情页中，单击添加密钥。

4. 在弹出的“添加密钥”窗口中，输入密钥后单击完成即可。

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多云账号管理 > 查看全部云账号 。

2. 在“账号详情”页面，单击账号名称。

3. 在账号详情页中，单击密钥所在行右侧的删除。

4. 在弹出的确认窗口中，单击确认删除即可。

操作场景

密钥类型及权限

主账号密钥：拥有主账号全部的权限。

子账号密钥：拥有和子账号等同的权限，允许执行被授予的权限范围内的操作权限。

获取方式

可参考以下方式，在对应公有云平台中获取：

公有云 密钥及获取方式

腾讯云
主账号访问密钥管理

子账号访问密钥管理

AWS 管理访问密钥

操作步骤

设置主密钥

您可通过该步骤，在多云平台上设置云账号的主密钥。设置后，平台将通过该密钥访问公有云资源及进行相关操作，请您按需设置。

注意

必须存在一个主密钥。

添加密钥

您可通过该步骤，可使用主账号密钥或该主账号下的子账号密钥，为云账号添加多个密钥。

删除密钥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https://cmp.tencent.cn/accou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404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7140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access-keys.html?icmpid=docs_iam_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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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账号授权
最近更新时间：2022-01-05 16:08:53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创建自定义策略并授权绑定给对应子账号，授予子账号密钥用于多云管理所需的最小权限。

1. 参考 按策略语法创建 ，创建自定义策略。策略内容请参见 自定义策略内容 。

2. 参考 授权管理 ，将创建的策略关联子用户。

3. 参考 添加密钥 ，将子账号密钥添加至多云平台。

4. 参考 设置主密钥 ，将子账号密钥设置为主密钥。 

此时，您已将多云平台所需的最小权限授予子账号，并将其密钥设置为主密钥。多云平台将使用该密钥访问及使用已授权的云资源。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说明

本文以给腾讯云子账号绑定自定义策略为例，其他公有云平台的最小权限自定义策略内容请参见 自定义策略内容 。

附录

自定义策略内容

腾讯云 AWS

    "version": "2.0",

    "statement": 

        

            "action": 

                "cam:GetUserBasicInfo",

                "organization:DescribeOrganization",

                "cam:ListUsers",

                "cam:DeleteUser",

                "cam:UpdateUser",

                "organization:DescribeOrganizationMembers",

                "organization:CreateOrganizationMember",

                "cam:AddUser",

                "cam:DetachUserPolicy",

                "cam:AttachUserPolicy",

                "cam:ListPolicies",

                "finance:DescribeBillDetail",

                "cvm:DescribeInstances",

                "cvm:StartInstances",

                "cvm:StopInstances",

                "cvm:RebootInstances",

                "cvm:ModifyInstancesAttribute"

            ,

            "resource": "*",

            "effect": "allow"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377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326#addKe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2/67326#maste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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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使用腾讯多云管理平台时，可通过消息中心来了解关键场景的变化，获取相关消息并进行处理。

1. 登录 腾讯多云管理平台 ，选择右上角的  。

2. 在右侧弹出的“消息中心”界面中，您可按类型筛选消息，并单击消息进入相关操作页面。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https://cmp.tencent.cn/over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