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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操作总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22:14

您在使用云硬盘时，可能碰到诸如管理云硬盘、管理快照以及监控与告警等问题。本文将介绍使用云硬盘的常用操作，供您参考。

云硬盘

创建云硬盘

挂载云硬盘

初始化云硬盘

初始化场景介绍

初始化云硬盘（小于2TB）  

初始化云硬盘（大于等于2TB）  

扩容云硬盘

扩容场景介绍

扩容云硬盘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Windows）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Linux）  

卸载云硬盘

销毁云硬盘

快照

创建快照

从快照回滚数据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定期快照

跨地域复制快照

删除快照

监控与告警

监控与告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30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5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81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81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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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0 12:05:47

云硬盘使用限制

限制类型 限制说明

增强型 SSD 云硬盘使用限制

增强型 SSD 云硬盘当前仅在部分可用区开放售卖，将逐步增加售卖可用区，请以购买页实际情况为准。

增强型 SSD 云硬盘仅支持挂载在2020年8月1日之后创建的 S5、M5、SA2 及以上的新代次机型上（例如，对于

标准型机型，支持 S5、S6 等不低于第五代的实例系列）。挂载在旧代次实例上时，无法保证承诺性能。

增强型 SSD 云硬盘暂不支持用作系统盘。

增强型 SSD 云硬盘暂不支持加密特性。

暂不支持由其他类型云盘升级为增强型 SSD 云盘。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使用限制

极速型 SSD 云硬盘当前仅在部分可用区开放售卖，将逐步增加售卖可用区，请以购买页实际情况为准。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仅支持随 S5se 这一种实例类型一起购买。

极速型 SSD 云硬盘暂不支持独立购买。

极速型 SSD 云硬盘暂不支持用作系统盘。

极速型 SSD 云硬盘暂不支持加密特性。

暂不支持由其他类型云盘升级为极速型 SSD 云盘。

弹性云硬盘能力
 自2018年5月起，随云服务器一起购买的数据盘均为弹性云硬盘，支持从云服务器上卸载并重新挂载。 本功能在所有

可用区均支持。

云硬盘性能限制

 I/O 性能同时生效。

例如，1TB的 SSD 云硬盘，最大随机 IOPS 能达到26,000，意味着读 IOPS 和写 IOPS 均可达到该值。同时，由

于多个性能限制，该例中使用 block size 为4KB/8KB的 I/O 可达到 IOPS 最大值，但使用 block size 为16KB的 

I/O 则无法达到 IOPS 最大值（吞吐已经达到了260MB/s的限制）。

单台云服务器可挂载弹性云硬盘数

量
最多20块。

单次创建云硬盘数量 最多50块。

云硬盘可挂载实例限制

云硬盘与待挂载实例（云服务器或轻量应用服务器）必须在同一可用区下。

云服务器的 云硬盘  与轻量应用服务器的 云硬盘  相互独立。云服务器的云硬盘不可挂载至轻量应用云服务器，反之

亦然。

云硬盘欠费回收

若包年包月的弹性云硬盘到期后七天内未续费，系统会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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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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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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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照使用限制

限制类型 限制说明

快照创建云硬盘类型限制 只有数据盘快照才能用来创建新的弹性云硬盘，系统盘快照只能用来创建自定义镜像。

快照创建云硬盘大小限制 使用快照创建的新云硬盘容量必须大于或等于快照源云硬盘的容量。

快照回滚限制 快照只能回滚到创建快照的源云硬盘上。若希望利用已有快照创建新的云硬盘，请参考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        

快照总容量 无限制。

单地域下快照配额 64 + 地域内云硬盘数量 × 64（个）。

定期快照策略使用限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207/6392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0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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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类型 限制说明

单地域下定期快照策略配额 单账户最多32个。

单块云硬盘支持绑定定期快照策略限制 只能绑定该云硬盘所属地域下的定期快照策略，数量最多10个。

单个定期快照策略支持绑定云硬盘限制 只能绑定该定期快照策略所属地域下的云硬盘，数量最多2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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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云硬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1:55

您可以创建云硬盘并将它连接到同一个可用区内的任何云服务器。通过块储存设备映射，云硬盘被云服务器识别并使用，云硬盘在创建后不需要预热即可达到其最高

性能。

您可以根据业务使用需要选择创建不同类型的云硬盘，更多关于云硬盘类型的信息请参考 云硬盘类型 。

在创建云硬盘前，您需要完成 注册腾讯云  账号，并完成 实名认证 。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并在页面上方选择地域。

2. 进入“云硬盘”页面，单击新建。

3. 在弹出的“购买数据盘”窗口中，设置以下参数：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操作步骤

使用控制台创建云硬盘 使用快照创建云硬盘 使用 API 创建云硬盘

参数项 参数说明

可用区
必选参数。

云硬盘所在的可用区，在云硬盘创建完成后不支持修改。

云硬盘类型

必选参数。

云硬盘类型包括：

更多关于云硬盘类型介绍，请参见 云硬盘类型 。

高性能云硬盘

通用型 SSD 云硬盘

SSD 云硬盘

增强型 SSD 云硬盘

极速型 SSD 云硬盘，仅支持随存储增强型云服务器一同购买，不支持单独购买

快速创盘

可选参数。

使用快照创建云硬盘时，需勾选“使用快照创建云硬盘”并选择您需要使用的快照。

使用快照创建的云硬盘容量默认等于快照大小，您可以调整容量大于该默认值。

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时，磁盘类型和快照源云硬盘默认保持一致，您可以调整云硬盘类型。

容量

必选参数。

云硬盘的容量，规格大小如下：

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时，容量大小不能低于快照大小。当您未指定云硬盘的容量时，容量默认和快照大小保持一致。

高性能云硬盘：10GB - 32000GB

通用型 SSD 云硬盘：20GB - 32000GB

SSD 云硬盘：20GB - 32000GB

增强型 SSD 云硬盘：20GB - 32000GB

定期快照

可选参数。

您可以在创建云硬盘时关联定期快照策略，对云硬盘的快照进行定期管理。目前中国境内每个地域提供80G免费额度，详情请参见 

快照计费概述 。

硬盘名称

可选参数。

最多支持128个字符，以大小写字母或中文开头，可由大小写字母、中文、数字和特殊符号 ._:- 组成。在云硬盘创建完成后允许修

改。

创建单个云硬盘：磁盘名称是云硬盘名称。

批量创建云硬盘：一次创建多个云硬盘时，磁盘名称为云硬盘名称的前缀，最终云硬盘名称组成为磁盘名称_数字。

设置备份点 可选参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362/23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3629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3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361#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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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

a. 规格确认无误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使用代金券，单击确认购买。

b. 完成支付。

5. 您可在 云硬盘列表  页面查看已创建的云硬盘，新建的弹性云硬盘为“待挂载”状态，可参考 挂载云硬盘  将云硬盘挂载至同一可用区内的云服务器。

可在创建云硬盘时设置其数据备份点配额，设置后腾讯云将自动为您创建及管理云硬盘数据备份点。更多关于数据备份点介绍，请参

见  云硬盘数据备份点 。

所属项目
必选参数。

创建云硬盘时，可以为云硬盘设置所属项目。默认项目为默认项目。

标签

可选参数。

您可以在创建云硬盘时为云硬盘绑定标签，标签用于标识云资源，可通过标签实现对云资源的分类和搜索。关于标签的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考 标签产品文档 。

计费模式

必选参数。

云硬盘支持的计费类型有以下两种：

包年包月，如果“计费模式”选择包年包月，则必须设置“购买时长”。

按量计费。

购买数量
可选参数。

数量默认为1，表示只创建一个云硬盘。目前最多可批量创建50个云硬盘。

购买时长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包年包月，则该项为必选参数。可选取的时间范围为1个月 - 5年。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按量计费，则不涉及该参数。

自动续费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包年包月，则该项为可选参数。选择自动续费后，设备将在到期后且账户余额足够时，按月自动续费。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按量计费，则不涉及该参数。

到期/欠费保护
可选参数。

当您的云硬盘因包年包月到期，账户欠费等原因导致被回收，系统将自动创建快照保护您的数据。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按量计费，则完成创建。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包年包月，则进入“核对信息”页面。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7359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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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云硬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51:18

您可以将弹性云硬盘（作为云服务器的数据盘使用）挂载到同一可用区中的任意云服务器上使用，每台云服务器最多支持挂载20个数据盘。

创建云硬盘后，需通过控制台或 API 挂载至同一可用区中的已有云服务器实例上。请参考本文，完成云硬盘挂载操作。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

2. 在云硬盘列表页，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挂载云硬盘：

3. 弹出“挂载到实例”窗口，进入“挂载到实例”步骤。如下图所示：

选择需挂载的实例，并参考以下信息选择“挂载选项”。根据您的云硬盘是否已开启自动续费及到期时间，挂载选项会有以下3种情形，请按需选择：

4. 单击下一步，在“后续操作提示”步骤中，了解如下事项：

手动挂载云硬盘后，云硬盘为脱机状态，您需登录实例完成初始化操作使云硬盘可用。

5. 单击开始挂载。

操作场景

说明

部分 Linux 云服务器可能出现无法识别弹性云硬盘的情况，您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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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操作步骤

使用控制台挂载云硬盘

挂载单个云硬盘：选择状态为“待挂载”的云硬盘所在行右侧的更多 > 挂载。

批量挂载云硬盘：勾选状态为“待挂载”的云硬盘，单击云硬盘列表上方的挂载进行批量挂载。

对齐实例到期时间，到期时间将延长至 xxxx

硬盘到期后按月自动续费（推荐）

直接挂载，不进行其他处理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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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云硬盘的状态变为“已挂载”，表示挂载成功。

6. 根据云硬盘的情况，您需要选择执行对应的后续操作使云硬盘可用。

您可以使用 AttachDisks 接口挂载云硬盘，具体操作请参考 挂载云硬盘 。

1. 以 root 用户 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 。

2. 执行以下命令，添加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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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磁盘管理，联机

后即可使用。

挂载至 Linux 云服务器：登录实例后，执行 mount <磁盘分区> <挂载点> 命令，

例如 mount /dev/vdb /mnt 后即可使用。

快照容量 < 云硬盘容量 ≤ 2TB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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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照容量 ≤ 2TB < 云硬盘容量

需参考 初始化云硬盘（大于等于2TB） 使用 GPT 重新分区，该操作将会删除原有数

据

若快照中使用 MBR 分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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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PI 挂载云硬盘

相关操作

开启磁盘热插拔功能

目前提供的所有镜像已经支持弹性云硬盘的挂载/卸载操作。卸载云硬盘前需先执行 umount （Linux）或脱机（Windows）操作，否则可能会导致该云服务器

再次挂载弹性云硬盘时无法识别。

说明

仅当您购买了以下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并计划为其挂载弹性云硬盘时，建议参考该步骤在云服务器中添加相关驱动获得热插拔功能，其他高版本操作系统无

需进行该操作。

CVM 操作系统类型 版本

CentOS

5.11 64位

5.11 32位

5.8 64位

5.8 32位

Debian 6.0.3 32位

Ubuntu
10.04 64位

10.04 32位

openSUSE
12.3 64位

12.3 32位

modprobe acpiphp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63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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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并打开 acpiphp.modules  文件。

2. 在文件中添加以下内容，并保存。

3. 执行以下命令，添加可执行权限。

若您使用自定义镜像创建 Windows 云服务器实例，平台将会为您自动挂载镜像对应数据盘快照所创建的云硬盘。所使用的自定义镜像及所对应的数据盘快照

需满足以下要求：

腾讯云目前提供的 Windows 公有镜像已默认进行相关设置，但仍建议您在制作自定义镜像前检查此配置。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并查看返回结果。

如下图所示：

说明

若需要在关机或者重启云服务器后，仍需加载 acpiphp  驱动模块，建议执行 步骤3  将 acpiphp  模块设置成开机自动加载。

可选）根据不同操作系统，选择对应的操作方法将 acpiphp  模块设置成开机自动加载：

CentOS 5 系列 Debian 6 系列、Ubuntu 10.04 系列 openSUSE 12.3 系列

vi /etc/sysconfig/modules/acpiphp.modules

 #!/bin/bash

 modprobe acpiphp >& /dev/null

chmod a+x /etc/sysconfig/modules/acpiphp.modules

创建实例时自动挂载云硬盘

若您在创建云服务器实例时，指定了对应的自定义镜像和数据盘快照，则同时创建的云硬盘将自动挂载至与云服务器实例，不需要进行分区、格式化等初始化磁盘的

操作即可直接读写数据盘。但您的自定义镜像和数据盘快照需满足以下要求：

Windows 实例 Linux 实例

数据盘在制作快照前必须已经被格式化为 ntfs  或 fat32  格式。

自定义镜像中的 SAN 策略为 onlineAll 。

检查步骤

diskpart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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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云硬盘

初始化场景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8 11:06:24

通过控制台创建的云硬盘在手动挂载云硬盘后，作为云服务器的数据盘使用，默认为脱机状态。您需要对数据盘进行格式化、分区及创建文件系统等初始化操作，请

根据您实际使用场景选择初始化方式：

常用的磁盘分区形式有主启动记录分区（Main Boot Record，MBR）和全局分区表（Guid Partition Table，GPT），磁盘投入使用后再切换磁盘分区形式，

磁盘上的原有数据将会清除，因此请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选择分区形式。

两种分区形式的简介如下表所示：

请根据磁盘容量大小、云服务器操作系统类型选择合适的操作指引：

若整块硬盘只呈现为一个独立的分区（即不存在多个逻辑盘，如 D 盘 /vdb1 和 E 盘 /vdb2 ），推荐您不使用分区，直接在裸设备上构建文件系统。

若整块硬盘需要呈现为多个逻辑分区（即存在多个逻辑盘），则您需要先进行分区操作，再在分区上构建文件系统。

分区形式 支持最大磁盘容量 支持分区数量 分区工具

MBR 2TB
4个主分区

3个主分区和1个扩展分区

Windows 操作系统：磁盘管理

Linux 操作系统：

fdisk 工具

parted 工具

GPT
18EB

目前云硬盘支持的最大容量为32TB
不限制分区数量

Windows 操作系统：磁盘管理

Linux 操作系统：parted 工具

磁盘容量小于2TB时：

初始化云硬盘（Windows）  

初始化云硬盘（Linux）  

磁盘容量大于等于2TB时：

初始化云硬盘（Windows）  

初始化云硬盘（Linu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4#Step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4#Step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5#Step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5#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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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云硬盘（小于2T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7:46:44

本文以云硬盘容量小于2TB为例，提供云硬盘的初始化操作指导。关于磁盘初始化场景的更多介绍，请参见 初始化场景介绍 。

已 挂载云硬盘  至云服务器。

1. 登录 Windows 云服务器 。

2. 在云服务器桌面，右键单击左下角的 。

3.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磁盘管理打开磁盘管理窗口。如下图所示：

4. 右键单击磁盘1区域，在菜单列表中选择联机，进行联机。联机后，磁盘1由脱机状态变为没有初始化。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注意事项

您可先了解 云硬盘使用注意事项  后再对云硬盘进行相关操作，以免损坏重要数据。

格式化数据盘会将数据全部清空，请确保数据盘中没有数据或已备份重要数据。

为避免服务发生异常，格式化前请确保云服务器已停止对外服务。

操作步骤

初始化云硬盘（Windows） 初始化云硬盘（Linux）

本文将以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操作系统为例，不同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说明

说明

若新增磁盘处于脱机状态（如上图），需要先执行 步骤4  联机后再执行 步骤5  进行初始化。否则直接执行 步骤5  进行初始化。

在右侧窗格中出现磁盘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30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7819#.E4.BA.91.E7.A1.AC.E7.9B.98.E4.BD.BF.E7.94.A8.E4.B8.8A.E6.9C.89.E4.BB.80.E4.B9.88.E6.B3.A8.E6.84.8F.E4.BA.8B.E9.A1.B9.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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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菜单列表中选择初始化磁盘。如下图所示： 

6. 在初始化磁盘对话框中显示需要初始化的磁盘，选中 MBR（主启动记录）或 GPT（GUID 分区表），单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右键单击磁盘1区域

注意

磁盘投入使用后再切换磁盘分区形式，磁盘上的原有数据将会清除，因此请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选择分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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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右键单击磁盘上未分配的区域，选择新建简单卷。如下图所示：

     

8. 弹出新建简单卷向导对话框，根据界面提示，单击下一步。 

9. 根据实际情况指定卷大小，默认为最大值，单击下一步。 

10. 分配驱动器号，单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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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按下列设置格式化这个卷，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参数，格式化新分区，单击下一步完成分区创建。 

       

12. 单击完成完成向导。需要等待片刻让系统完成初始化操作，当卷状态为状态良好时，表示初始化磁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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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成功后，进入计算机界面可以查看到新磁盘。 

       

初始化云硬盘（大于等于2TB）

相关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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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云硬盘（大于等于2T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7:46:44

本文以云硬盘容量大于等于2TB为例，提供云硬盘的初始化操作指导。关于云磁盘初始化场景的更多介绍，请参考 初始化场景介绍 。 

MBR 支持的磁盘最大容量为2TB，因此当为容量大于2TB的磁盘分区时，请采用 GPT 分区形式。对于 Linux 操作系统而言，当磁盘分区形式选用 GPT 时，

fdisk 分区工具将无法使用，需要采用 parted 工具。

已 挂载云硬盘  至云服务器。

1. 登录 Windows 云服务器 。

2. 在云服务器桌面，单击  。

3. 进入服务器管理器页面，在左侧导航树中单击文件和存储服务。

4. 在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卷 > 磁盘。 

5. 右键单击1所在行，在菜单列表中选择联机，进行联机。联机后，1由脱机状态变为联机。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注意事项

您可先了解 云硬盘使用注意事项  后再对云硬盘进行相关操作，以免损坏重要数据。

格式化数据盘会将数据全部清空。请确保数据盘中没有数据或已备份重要数据。

为避免服务发生异常，格式化前请确保云服务器已停止对外服务。

操作步骤 

初始化云硬盘（Windows） 初始化云硬盘（Linux）

本文将以 Windows Server 2012 操作系统为例，不同操作系统的格式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说明

说明

若新增磁盘处于脱机状态（如上图），需要先执行 步骤5  联机后再执行 步骤6  进行初始化。否则直接执行 步骤6  进行初始化。

在右侧窗格中出现磁盘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30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7819#.E4.BA.91.E7.A1.AC.E7.9B.98.E4.BD.BF.E7.94.A8.E4.B8.8A.E6.9C.89.E4.BB.80.E4.B9.88.E6.B3.A8.E6.84.8F.E4.BA.8B.E9.A1.B9.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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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菜单列表中选择初始化。 

7. 根据界面提示，单击是。

8. 初始化后，1由未知分区变为 GPT，右键单击1所在行，在菜单列表中选择新建简单卷。 

右键单击1所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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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弹出新建卷向导对话框，根据界面提示，单击下一步。

10. 选择服务器和磁盘，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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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实际情况指定卷大小，默认为最大值，单击下一步。 

 

12. 分配驱动器号，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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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参数，格式化新分区，单击下一步完成分区创建。 

 

14.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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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需要等待片刻让系统完成新建卷操作，单击关闭。 

 初始化成功后，进入“这台电脑”界面可以查看到新磁盘。 

 

初始化云硬盘（小于2TB）

相关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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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云硬盘

扩容场景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0 10:02:14

当扩容类型为系统盘的云硬盘时，您可通过以下3种方式进行扩容。

当扩容类型为数据盘的云硬盘时，您可通过以下3种方式进行扩容。

根据 CBS 数据盘可卸载属性的不同，您可选择不同的操作入口对数据盘进行扩容。

数据盘扩容完成后，需要进行相关后续操作才能为实例识别并使用：

扩容云硬盘将会收取扩容容量的费用，针对不同计费方式的云硬盘：

扩容类型为系统盘的云硬盘

 通过云服务器控制台扩容  

通过云硬盘控制台扩容

 通过 API 扩容  

扩容类型为数据盘的云硬盘

通过云服务器控制台扩容

通过云硬盘控制台扩容

通过 API 扩容  

若当前硬盘为可卸载的 CBS 数据盘，您可经由云硬盘控制台或使用 扩容云硬盘  进行扩容操作。

若当前硬盘为不可卸载的 CBS 数据盘，您可经由云服务器实例控制台或使用 扩容云硬盘  进行扩容操作。

注意

如果云硬盘的最大容量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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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块弹性云硬盘构建 LVM 逻辑卷 。

扩容前 扩容后 后续操作

未创建文件系统
磁盘容量小于2TB 初始化云硬盘（小于2TB）

磁盘容量大于等于2TB 初始化云硬盘（大于等于2TB）

已创建文件系统

磁盘容量小于2TB
扩容的是 Windows 云服务器的云硬盘：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Windows）  

扩容的是 Linux 云服务器的云硬盘：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Linux）  

磁盘容量大于等于2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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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据盘，然后使用 GPT 分区方式后将数据拷贝至新盘中。

采用 GPT 分区格式：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Windows） 或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Linux） 。

采用 MBR 分区格式：不支持。

费用说明

包年包月云硬盘：扩容容量按照生命周期的剩余时间补齐新配置与旧配置的差价。具体情况以实际情况为准，您可以在付款页面查看。

按量计费云硬盘：立即生效，并开始按新配置的价格进行计费。

包年包月云硬盘具体费用规则：

遵循按天补差价，升配费用 = 按月升配差价 × 升配月数 × 适用折扣。

按月升配差价：新老配置原价按月的单价。

升配月数：升配的费用按天折算到月

升配天数 = 资源到期时间 - 当前时间

升配月数 = 升配天数 /（365/12）

适用折扣：根据升配月数匹配官网适用折扣，其中折扣为官网生效的折扣。

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4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tab_kLLr7U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tab_eU03fk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4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4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4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63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631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93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93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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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用户在广州地域下，于2022年05月01日购买了一块时长为1个月的200GB 包年包月通用型 SSD 云硬盘，作为数据盘使用。在2022年05月05日扩容至

300GB。则费用计算如下：

按月升配差价 = 150 - 100 = 50元/月 

升配天数 = 27天 

适用折扣 = 不享受任何折扣 

最终总升配费用 = 50 ×（27 /（365/12））× 1 = 44.38元

本操作不影响资源到期时间。

本操作可以使用代金券和平台赠送余额（赠送金）抵扣费用。

计费示例

说明

以下价格仅作示例用，非官网实际价格，云硬盘价格请参见 云硬盘存储空间价格总览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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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云硬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0 10:02:14

云硬盘是云上可扩展的存储设备，用户可以在创建云硬盘后随时扩展其大小，以增加存储空间，同时不失去云硬盘上原有的数据。

云硬盘扩容完成后，需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您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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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新分区。

当扩容类型为数据盘的云硬盘时，您可通过以下3种方式进行扩容。

1.  云服务器控制台 。

2. 选择目标云服务器所在行的更多 > 资源调整 > 云硬盘扩容。

3. 在弹出的云硬盘扩容窗口中选择需扩容的数据盘，并单击下一步。

4. 在调整容量步骤中，设置目标容量（必须大于或等于当前容量），并单击下一步。

5. 在扩容分区及文件系统步骤中，查阅注意事项，单击开始调整即可。如下图所示：

6. 根据目标云服务的操作系统类型，您需要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Windows） 或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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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新分区。

2. 在弹出的云硬盘扩容窗口中选择需扩容的系统盘，并单击下一步。

3. 在调整容量步骤中，设置目标容量（必须大于或等于当前容量），并单击下一步。

4. 通过以下扩容方式，完成扩容操作：

操作场景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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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至新盘中。

扩容数据盘

注意

若您的云服务器上已挂载了多块容量及类型均相同的云硬盘，则可参见 区分数据盘  操作进行区分。选定需扩容的数据盘后，再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扩容。

通过云服务器控制台扩容（推荐） 通过云硬盘控制台扩容 通过 API 扩容

登录

扩容系统盘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选择目标云服务器所在行的更多 > 资源调整 > 云硬盘扩容。

通过云服务器控制台扩容（推荐） 通过云硬盘控制台扩容 通过 API 扩容

说明

云服务器支持作为系统盘的云硬盘进行在线扩容，即不停服扩容。如需使用此功能，请 提交申请 ，审核通过后即可开始使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izfummd7a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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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扩容分区及文件系统步骤中，查阅注意事项，单击开始调整即可。如下图所示：

2. 完成控制台扩容操作后，请登录实例确认是否已自动扩展文件系统。若未扩展，则请参见 在线扩展系统盘及文件系统  进行扩容分区及文件系统操作。

1. 登录 Linux 实例 。

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到云硬盘与设备名之间的对应关系。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

其中， disk-xxxx  为云硬盘 ID，您可前往 云硬盘控制台  查看。

您可根据云服务器实际使用的操作系统，选择查看方式：

容操作后，请 登录 Linux 实例  确认 /etc/cloud/cloud.cfg  是否包含 growpart 及 resizefs 配置项。

相关操作

区分数据盘

您可根据云服务器实际使用的操作系统，选择查看方式：

Linux Windows

ls  -l /dev/disk/by-id

查看实例 cloudinit 配置

查看 Linux 实例 cloudinit 配置 查看 Windows 实例 cloudinit 配置

完成扩

是，则无需进行其他操作。如下图所示：

growpart：扩展分区大小到磁盘大小。

resizefs：扩展调整 / 分区文件系统到分区大小。

否，则需根据目标云服务的操作系统类型，手动扩文件系统及分区。您需要执行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Linux）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已有分区内或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40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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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部分的容量格式化为新的独立分区。

在线扩展系统盘分区及文件系统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11 15: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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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通过控制台扩容了作为系统盘的云硬盘后，此时仅扩展了存储容量，还需进行云硬盘分区或文件系统的扩容。本文提供了不停服的扩容分区及文件系统步骤，您

可参见本文进行操作。

请对应实际使用的操作系统，执行以下步骤：

1. 登录云服务器，详情请参见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

2.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云硬盘的分区信息。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可知 dev/vda  数据盘容量为60GB，包含 MBR 分区 /dev/vda1 ，容量为50GB。

3. 执行以下命令，确定已有分区的文件系统。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可知 /dev/vda1  文件系统类型为 ext4。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在按照本文操作前，请您给对应实例系统盘创建快照，完成数据备份。详情请参见 创建快照 。 

如出现误操作导致数据丢失，则可回滚快照进行数据恢复。

已通过控制台扩容云硬盘容量，详情请参见 扩容系统盘 。

Linux 云服务器内核不低于3.6.0版本，可使用 uname -a  命令查看内核版本。 

若内核版本低于3.6.0，可参见 离线扩展 MBR 分区及文件系统  进行操作。

操作环境

Linux 实例 Windows 实例

资源 说明

操作系统 CentOS 8.0 64位

云硬盘（系统盘） /dev/vda：使用 MBR 分区和 ext4 文件系统，已通过控制台由50GB在线扩容到60GB。

操作步骤

Linux 实例 Windows 实例

fdisk -l

df -TH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useCVMconsol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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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应云服务器操作系统类型，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growpart 工具。

5.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 growpart 工具扩容分区 /dev/vda1 。命令中 /dev/vda  与 1  间需使用空格分隔。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

6. 执行以下命令，扩容 ext 文件系统。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

7.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扩容结果。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表示已扩容成功。

扩容成功后请检查数据完整性，观察云服务器中的业务是否正常运行。

CentOS

yum install -y cloud-utils-growpart

Ubuntu 或 Debian

apt-get install -y cloud-guest-utils

growpart /dev/vda 1

resize2fs /dev/vda1

df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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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盘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Window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42:43

在通过控制台 扩容云硬盘  后，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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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的新分区。

1. 右键单击  ，并选择计算机管理。

2. 在“计算机管理”窗口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存储 > 磁盘管理。

3. 右键单击磁盘管理，选择重新扫描磁盘。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若您在云硬盘连接在云服务器上并且该云服务为正常运行状态时执行了硬盘扩容操作，需要先执行 重新扫描磁盘  操作来识别扩容后的硬盘空间。

若您在硬盘待挂载状态/硬盘挂载但服务器已经关机执行了扩容操作，扩容后的硬盘空间将自动识别。

注意

扩容文件系统操作不慎可能影响已有数据，因此强烈建议您在操作前手动 创建快照  备份数据。

扩容文件系统需要 重启实例  或重新扫描磁盘，将导致一定时间的业务中断，建议您选择合适的时间谨慎操作。

完成扩容操作后，强烈建议您按照 重新扫描磁盘  识别扩容后的容量。执行“刷新”等其他操作不能确保系统可识别扩容容量。

前提条件

已通过控制台 扩容云硬盘 。

该云硬盘已通过控制台挂载到 Windows 云服务器并已创建文件系统。详情请参见 挂载云硬盘 。

已登录待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的 Windows 云服务器。详情请参见 使用 RDP 登录 Windows 实例（推荐） 。

说明

本文以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操作系统的云服务器为例，不同操作系统的扩容操作可能略有不同，本文仅供参考。

操作步骤

注意

如通过控制台 扩容云硬盘  时，挂载该盘的云服务器正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则需要 重新扫描磁盘  待识别扩容后的云硬盘空间后再 扩容原有分区的文件系

统或新建分区 。

如通过控制台 扩容云硬盘  时，该盘处于待挂载状态或者挂载该盘的云服务器正处于关机状态，直接 扩容原有分区的文件系统或新建分区  即可。

如果云服务器的存储控制器的 Virtio 驱动版本低于58003，则请 重启实例  后再进行以下操作。可参考 查看 Virtio 驱动版本 ，确定正在使用的 Virtio 

驱动版本。

重新扫描磁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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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扫描完成后，查看数据盘是否已经变为扩容后的大小（本例中执行扫描操作后识别到硬盘由原来的10GB扩容到了50GB）。如下图所示： 

1. 右键单击磁盘空间的任一空白处，选择扩展卷。如下图所示：

扩容原有分区的文件系统或新建分区

您可根据实际需求，参考以下步骤扩容数据盘原有分区的文件系统，或创建新分区：

扩容原有分区的文件系统 创建新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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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扩展卷向导的指引完成扩展卷操作。

完成后新增的数据盘空间将会合入原有卷中。

1. 右键单击  ，并选择设备管理器。

2. 在“设备管理器”窗口中，展开存储控制器项，并双击 Tencent VirtIO SCSI controller。

3. 在 “Tencent VirtIO SCSI controller 属性”窗口中，选择驱动程序，查看当前版本。如下图所示，当前版本为58005。 

相关操作

查看 Virtio 驱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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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扩容云硬盘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Linu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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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盘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Linux）

在线扩展数据盘分区及文件系统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13:28

当通过控制台扩容了作为数据盘的云硬盘后，此时仅扩展了存储容量，还需进行云硬盘分区或文件系统的扩容。本文提供了不停服的扩容分区及文件系统步骤，您可

参考本文进行操作。

1. 登录云服务器，详情请参见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

2.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云硬盘的分区信息。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在按照本文操作前，请您给对应云硬盘创建快照，完成数据备份。详情请参见 创建快照 。 

如出现误操作导致数据丢失，则可回滚快照进行数据恢复。

已通过控制台扩容云硬盘容量，且该盘已挂载至云服务器。详情请参见 扩容云硬盘 。

Linux 云服务器内核不低于3.6.0版本，可使用 uname -a  命令查看内核版本。 

若内核版本低于3.6.0，可参考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Linux）  进行操作。

操作环境

资源 说明

操作系统 CentOS 8.0 64位

云硬盘（数据盘）
/dev/vdb ：使用 MBR 分区和 ext4 文件系统，已通过控制台由50GB扩容到60GB。

/dev/vdc ：使用 GPT 分区和 xfs 文件系统，已通过控制台由50GB扩容到60GB。

操作步骤

查看云硬盘分区信息

fdisk -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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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从图中获取以下信息：

3.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从图中获取以下信息：

1. 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命令，安装 gdisk 工具。

/dev/vdb  数据盘容量为60GB，包含 MBR 分区 /dev/vdb1 ，容量为50GB。

/dev/vdc  数据盘容量为60GB，包含 GPT 分区 /dev/vdc1 ，容量为50GB。

执行以下命令，确认已有分区的文件系统类型。

df -TH

/dev/vdb1  文件系统类型为 ext4，已挂载至 /mnt/disk1 。

/dev/vdc1  文件系统类型为 xfs，已挂载至 /mnt/disk2 。

扩容分区

若分区类型为 MBR，则请跳过此步骤。

若分区类型为 GPT，则请对应云服务器操作系统类型，执行以下命令安装工具。

CentOS Ubuntu 或 Debian

yum install gdisk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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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应云服务器操作系统类型，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growpart 工具。

3.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 growpart 工具扩容分区。 

本文以扩容 /dev/vdb1  分区为例，命令中 /dev/vdb  与 1  间需使用空格分隔。您可按需修改命令。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则表示分区扩容成功。

1. 根据 步骤3  获取到的文件系统类型，执行对应命令扩容文件系统：

执行以下命令，扩容 ext 文件系统。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

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扩容结果。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则表示已扩容成功。

3. 扩容成功后请检查数据完整性，观察云服务器中的业务是否正常运行。

如果有异常可以使用回滚快照的方式进行数据恢复，详情请参见 从快照回滚数据 。

CentOS Ubuntu 或 Debian

yum install -y cloud-utils-growpart

growpart /dev/vdb 1

扩容文件系统

扩容 ext 文件系统 扩容 xfs 文件系统

resize2fs /dev/vdb1 

df -TH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6


云硬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9 共83页

离线扩展数据盘分区及文件系统

确认扩展方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15:48

云硬盘是云上可扩展的存储设备，您可以在创建云硬盘后随时扩展其大小，以增加存储空间，同时不失去云硬盘上原有的数据。

在通过控制台完成 扩容云硬盘  后，您还需要在云服务器实例内部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已有分区内，您需要结合实际需求选择最佳的云硬盘扩展方式。本文档介

绍了在 Linux 云服务器上如何确定云硬盘的扩展方式。

1. 执行以下命令，查询云硬盘使用的分区形式。

操作场景

注意

扩容文件系统操作不慎可能影响已有数据，因此建议您在操作前手动 创建快照  备份数据。

前提条件

已通过控制台 扩容云硬盘 。

该云硬盘已挂载到 Linux 云服务器并已创建文件系统。详情请参见 挂载云硬盘 。

已登录待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的 Linux 云服务器。详情请参见 使用标准登录方式登录 Linux 实例（推荐） 。

操作步骤

以 root 用户

fdisk -l

若结果如下图所示无分区（仅展示 /dev/vdb），则说明需使用扩容文件系统形式。 

  

若结果如下两图所示（根据操作系统不同略有不同），则说明需使用 GPT 分区形式。 

若结果如下图所示（根据操作系统不同略有不同），则说明需使用 MBR 分区形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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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 步骤1  查询到的云硬盘分区形式，结合云硬盘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扩容方式。

注意

MBR 分区方式支持的磁盘最大容量为2TB。

若您的磁盘使用 MBR 分区方式，且需要扩容至超过2TB时，建议您重新创建并挂载一块数据盘，并采用 GPT 方式进行分区后将原有数据拷贝至新数

据盘上。

分区形式 扩容方式 说明

- 扩容文件系统 适用于没有创建分区、直接在裸设备上创建了文件系统的场景。

GPT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原有 GPT 分区 可用于格式化后未分区的云硬盘。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格式化成独立的 GPT 分区 可保持原有分区不变，使用扩容部分新建 GPT 分区。

MBR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原有 MBR 分区 可用于格式化后未分区的云硬盘。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格式化成独立的 MBR 分区 可保持原有分区不变，使用扩容部分新建 MBR 分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6#Ad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6#N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5#Ad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5#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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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扩展 MBR 分区及文件系统（小于2T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03 11:38:21

当您的云硬盘在已有 MBR 分区并已创建文件系统的情况下，已扩容至小于2TB。则请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

fdisk/e2fsck/resize2fs 自动扩容工具适用于 Linux 操作系统，用于将新扩容的云硬盘空间添加到已有的文件系统中，扩容能够成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以 root 用户执行以下命令，卸载分区。

本文挂载点以 /data 为例，则执行：

操作场景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原有 MBR 分区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格式化成独立的 MBR 分区

前提条件

已确认扩容分区格式，详情请参考 确认扩展方式 。

文件系统是 EXT2/EXT3/EXT4/XFS。

当前文件系统不能有错误。

扩容后的磁盘大小不超过2TB。

文档中使用的扩容工具仅支持 Python 2 版本，不支持 Python 3 版本。

操作步骤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原有 MBR 分区

以 root 用户执行以下命令，查询云硬盘的分区信息。

lsblk

返回信息如下图所示，则说明仅具备1个分区。您可使用工具进行自动扩容，详情请参见 使用工具扩容 。 

  

返回信息如下图所示，则说明已具备 vdb1 、 vdb2  两个分区。如果您具备2个或以上分区时，请参考 手动扩容  选择分区进行扩容。 

使用工具扩容 手动扩容

使用工具扩容的方式支持仅1个分区的场景。若存在2个及以上分区，请使用 手动扩容  方式。

说明

umount <挂载点>

umount /dat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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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以下命令，下载工具。

3. 执行以下命令，使用扩容工具进行扩容。

本文以硬盘路径以 /dev/vdb  ，文件系统在 vdb1  上为例，则执行：

4. 若输出 The filesystem on /dev/vdb1 is now XXXXX blocks long. 如下图所示，则表示扩容成功，请执行 步骤6 。 

5. 若输出 [ERROR] - e2fsck failed!! ，请执行以下步骤： 

a. 执行以下命令，修复文件系统所在分区。

本文以硬盘路径是 /dev/vdb 且文件系统在 vdb1 上为例，则执行：

b. 修复成功后，再次执行以下命令，使用扩容工具进行扩容。

6. ，手动挂载扩容后的分区，本文以挂载点以 /data  为例。

若扩容前已有分区且以分区路径以  /dev/vdb1 为例，则执行：

7.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扩容后的分区容量。

wget -O /tmp/devresize.py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tencentyun/tencentcloud-cbs-tools/master/devresize/devresize

python /tmp/devresize.py <硬盘路径>

python /tmp/devresize.py /dev/vdb

fsck -a <分区路径>

fsck -a /dev/vdb1

python /tmp/devresize.py /dev/vdb

执行以下命令

mount <分区路径> <挂载点>

mount /dev/vdb1 /data

d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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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返回类似如下图所示的信息，说明挂载成功，即可查看到数据盘：

8.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扩容后原分区的数据信息，确认新增加的存储空间是否扩容到文件系统中。

已挂载数据盘分区为20GB。如下图所示： 

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数据盘扩容后未分区的信息。

数据盘已扩容至30GB。如下图所示： 

3. 执行以下命令，解挂所有已挂载的分区。

本文以挂载点以 /data  为例，则执行：

ll /data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格式化成独立的 MBR 分区

1. 以 root 用户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已挂载的数据盘分区信息。

df -h

fdisk -l

umount <挂载点>

umou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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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建一个新分区。

本文以磁盘路径以 /dev/vdb  为例，则执行：

按照界面的提示，依次执行以下步骤：

i. 输入 p：查看现有分区信息，本文已有分区 /dev/vdb1 。

ii. 输入 n：新建分区。

iii. 输入 p：新建主分区。

iv. 输入 2：新建第2个主分区。

v. 按2次 Enter：分区大小使用默认配置。

vi. 输入 w：保存分区表，开始分区。 

 如下图所示： 

5.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新分区。

说明

请将云硬盘上所有分区都解挂后，再执行 步骤4 。

执行以下命令

fdisk <硬盘路径>

fdisk /dev/vdb

说明

本文以创建一个分区为例，您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创建多个分区。

fdis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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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分区 vdb2  已经创建完成。如下图所示： 

6. 执行以下命令，格式化新分区并创建文件系统，您可以自行选择文件系统的格式，例如 EXT2、EXT3 等。

本文以 EXT4 为例，则执行：

已成功创建 EXT4 文件系统，如下图所示： 

7.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新的挂载点。

本文以新挂载点以 /data1  为例，则执行：

8. 执行以下命令，手动挂载新分区。

本文以新分区路径 /dev/vdb2 ，新挂载点 /data1  为例，则执行：

9.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新分区信息。

mkfs.<fstype> <分区路径> 

mkfs.ext4 /dev/vdb2

mkdir <新挂载点>

mkdir /data1

mount <新分区路径> <新挂载点>

mount /dev/vdb2 /data1

d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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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如下图所示信息则说明挂载成功，即可以查看到数据盘：

10.  下命令，添加信息。

11.  命令，查看信息。

若返回如下图所示信息，则表示添加分区信息成功。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Windows）

如果您在使用云硬盘过程中遇到问题，可参考以下文档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并解决问题：

说明

若您希望云服务器在重启或开机时能自动挂载数据盘，则需要执行 步骤10  和 步骤11  添加新分区信息至 /etc/fstab 中。

执行以

echo '/dev/vdb2 /data1 ext4 defaults 0 0' >> /etc/fstab

执行以下

cat /etc/fstab

相关文档

常见问题

使用相关问题

功能相关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78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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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GPT 分区及文件系统（大于2TB）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4 17:38:38

当您的云硬盘在已有 GPT 分区并已创建文件系统的情况下，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

e2fsck/resize2fs 自动扩容工具适用于 Linux 操作系统，用于将新扩容的云硬盘空间添加到已有的文件系统中，扩容能够成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本文以磁盘路径以 /dev/vdc  为例，则执行：

若在过程中提示如下图所示信息，请输入 Fix 。如下图所示： 

扩容后的云硬盘大小为2040GB，已有分区的大小为10.7GB。如下图所示： 

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该云硬盘是否有已挂载分区。

本文以磁盘路径以 /dev/vdc  为例，则执行：

操作场景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原有 GPT 分区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格式化成独立的 GPT 分区

前提条件

已确认扩容分区格式，详情请参考 确认扩展方式 。

文件系统是 EXT 或 XFS。

当前文件系统不能有错误。

操作步骤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划分至原有 GPT 分区

1. 以 root 用户执行以下命令，确认云硬盘的容量变化。

parted <磁盘路径> print

parted /dev/vdc print

mount | grep '<磁盘路径>' 

mount | grep '/dev/vdc'

返回结果如下，则说明云硬盘上有一个分区（vdc1）挂载在 /data  上。 

执行以下命令，将云硬盘上的所有分区都解挂。

umount <挂载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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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挂载点以 /data  为例，则执行：

3.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parted 分区工具。

本文以磁盘路径以 /dev/vdc  为例，则执行：

4. 执行以下命令，将显示和操纵单位变成 sector（默认为GB）。

5. 命令，查看分区信息，并记录已有分区的 Start 值。

6. 执行以下命令，删除原有分区。

由上图可知云硬盘上有一个分区，Number 为“1”，则执行：

7. 执行以下命令，确定分区已删除，回显信息如下图所示。

umount /data

返回结果如下所示，则无已挂载分区，请执行下一步。

parted <磁盘路径>

parted /dev/vdc

unit s

执行以下

print

注意

 请务必记录 Start 值。删除分区并新建后，Start 值必须保持不变，否则将会引起数据丢失。

rm <分区 Number>

rm 1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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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执行以下命令，新建一个主分区。

100%表示此分区到磁盘的最末尾，且由 步骤5  可得 Start 值，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填写。本文中原分区删除前扇区由2048s开始，则 Start 值为2048，执

行：

如果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状态，请输入 Ignore 。 

9.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新分区是否已创建成功。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即表示新分区已创建成功。

10.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 parted 工具。

11.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的分区表变更同步至操作系统。

12.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扩容后的分区。

本文以新建分区是1（即分区路径是 /dev/vdc1 ）为例，则执行：

返回如下图所示结果：

13.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对新建分区上的文件系统进行扩容操作。

注意

如果误删分区，可立即执行 rescue  命令，并根据提示输入 Start、End 值确认恢复分区。

mkpart primary <原分区起始扇区> 100%

mkpart primary 2048s 100%

print

quit

partprobe

e2fsck -f <分区路径>

e2fsck -f /dev/vdc1

EXT 文件系统执行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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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分区路径以 /dev/vdc1  为例，则执行：

扩容成功则如下图所示：

本文以分区路径是 /dev/vdc1 为例，则执行：

14. 执行以下命令，手动挂载新分区。

本文以分区路径以 /dev/vdc1 ，挂载点 /data  为例，则执行：

15.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新分区。

返回如下图信息说明挂载成功，即可以查看到数据盘。

本文以磁盘路径是 /dev/vdc 为例，则执行：

若在过程中提示如下图所示信息，请输入 Fix 。 

resize2fs <分区路径>

resize2fs /dev/vdc1

XFS 文件系统执行以下命令：

xfs_growfs <分区路径>

xfs_growfs /dev/vdc1

mount <分区路径> <挂载点>

mount /dev/vdc1 /data

df -h

将扩容部分的容量格式化成独立的 GPT 分区

1. 以 root 用户执行以下命令， 确认云硬盘的容量变化。

parted <磁盘路径> print

parted /dev/vdc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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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后的云硬盘大小为2147GB，已有分区的大小为2040GB。如下图所示： 

2.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该云硬盘是否有已挂载分区。

本文以磁盘路径以 /dev/vdc  为例，则执行：

本文以挂载点以 /data  为例，则执行：

3.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parted 分区工具。

本文以磁盘路径以 /dev/vdc  为例，则执行：

4. 下命令，查看分区信息，并记录已有分区的 End 值，以此值作为下一个分区的起始偏移值。

5. 执行以下命令，新建一个主分区。此分区将从已有分区的末尾开始，覆盖硬盘所有的新增空间。

由 步骤4  可得 End 值，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本文中 End 值为2040GB， 则执行：

mount | grep '<磁盘路径>' 

mount | grep '/dev/vdc'

返回结果如下，则说明云硬盘上有一个分区（vdc1）挂载在 /data  上。 

执行以下命令，将云硬盘上的所有分区都解挂。

umount <挂载点>

umount /data

返回结果如下所示，则无已挂载分区，请执行下一步。

parted '<磁盘路径>'

parted '/dev/vdc'

执行以

print

mkpart primary star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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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新分区是否已创建成功。

输出结果如下，则已成功新建分区：

7. 执行以下命令，退出 parted 工具。

8. 执行以下命令，格式化新建的分区。您可以自行选择文件系统的格式，例如 EXT2、EXT3 等。

本文以 EXT4 为例，则执行： 

9. 执行以下命令，手动挂载新分区。

本文以分区路径以 /dev/vdc2 ，挂载点 /data  为例，则执行：

10.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新分区。

返回如下图信息说明挂载成功，即可以查看到数据盘。

扩展分区及文件系统（Windows）

如果您在使用云硬盘过程中遇到问题，可参考以下文档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并解决问题：

mkpart primary 2040GB 100%

print

quit

mkfs.<fstype> <分区路径> 

mkfs.ext4 /dev/vdc2

mount <分区路径> <挂载点>

mount /dev/vdc2 /data

df -h

相关文档

常见问题

使用相关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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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关问题

裸数据盘扩展文件系统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15:05

操作场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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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如何在云服务器内部扩容文件系统，此方式适用于未在云硬盘上创建分区，直接创建文件系统的场景。

1. 执行以下命令，确认云硬盘的文件系统类型。

2. 根据云硬盘文件系统的类型，执行不同的命令进行扩容。

执行以下命令扩容 EXT 文件系统（以 /dev/vdb  为例）。

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则扩容成功。

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文件系统的硬盘空间情况。

操作步骤

df -ihT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则文件系统类型为 EXT。 

返回结果如下图所示，则文件系统类型为 XFS。 

说明

EXT 文件系统具备以下容量限制：

EXT3 文件系统最大支持16TB，单个文件2TB。

EXT4 文件系统最大支持1EB，单个文件16TB。

扩容 EXT 文件系统 扩容 XFS 文件系统

resize2fs /dev/vdb

d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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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云硬盘类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6:33:00

腾讯云云硬盘支持业务运行状态时对存储硬件类型的调整，您可以在服务在线的情况下升级类型以满足业务发展对性能的更高要求。费用结算后，云硬盘类型将立即

生效，调整云硬盘类型的费用说明请参见 调整云硬盘类型费用说明 。 

目前，调整云硬盘类型仅支持升级，不支持降级。详情如下：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进入云硬盘列表。

2. 在目标弹性云硬盘所在行，选择更多 > 调整云硬盘类型。

3. 在“调整云硬盘类型”对话框中，选择需要调整的目标云硬盘类型，勾选同意说明后，单击立即转换。

4. 完成可能需要支付的订单后，等待操作完成。

操作场景

普通云硬盘能调整为高性能云硬盘、通用性 SSD 云硬盘和 SSD 云硬盘。

高性能云硬盘能调整为通用性 SSD 云硬盘和 SSD 云硬盘。

SSD 云硬盘暂时无法升级。

前提条件

云服务器状态：对于已挂载至云服务器的云硬盘，仅支持在该云服务器处于运行中或已关机状态时调整云硬盘类型。

云硬盘状态：仅支持云硬盘处于已使用或未挂载状态时调整云硬盘类型。

暂不支持调整系统盘和非弹性数据盘的云硬盘类型。

不支持广州一区调整云硬盘类型。

当前可用区有可用的升级云硬盘类型，且当前硬盘大小在目标云硬盘支持的范围内时，才支持调整云硬盘类型。

调整云硬盘类型操作并不会改变硬盘大小，您可以在调整完成后通过 扩容云硬盘  进行硬盘大小调整。

调整云硬盘类型操作并不会改变云硬盘的生命周期、硬盘 ID、硬盘设备名和挂载点。

注意事项

调整云硬盘类型操作采用数据拷贝的方式将源端云硬盘上的数据拷贝至目的端云硬盘，受限于数据量大小及数据传输速度，此操作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完成，请您耐

心等待。调整过程中对云硬盘性能可能产生少量影响，若为重要的服务应用，推荐您在业务低谷期进行调整操作。

暂不支持云硬盘类型降级。

建议您在调整操作完成后，开机并登录云服务器确认数据完整性。

操作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95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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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云硬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41:52

当您需要将磁盘属性为数据盘的弹性云硬盘挂载到另一台云服务器上使用时，您可以主动地从云服务器卸载该弹性云硬盘，并将其挂载到其他云服务器上。卸载弹性

云硬盘并不会清除该硬盘上的数据。

目前支持卸载磁盘属性为数据盘的弹性云硬盘，不可卸载系统盘和非弹性云硬盘。卸载云硬盘前需先执行 umount （Linux）或脱机（Windows）操作，否则可

能会导致该云服务器再次挂载弹性云硬盘时无法识别。

卸载数据盘前，请确保您已了解以下注意事项和前提条件：

1. 录 云硬盘控制台 。

2.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卸载云硬盘：

  a. 单个卸载：单击状态为“已挂载”的目标云硬盘所在行的更多 > 卸载。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Windows 操作系统 Linux 操作系统

为了保证数据完整性，建议您暂停对该磁盘的所有文件系统的读写操作，否则未完成读写的数据会丢失。

卸载弹性云硬盘时需要先将磁盘设为脱机状态，否则在不重启云服务器的情况下，您可能将无法再次挂载弹性云硬盘。如下图所示：

操作步骤

使用控制台卸载云硬盘 使用 API 卸载云硬盘

登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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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批量卸载：勾选多个状态为“已挂载”的目标云硬盘，单击列表上方的卸载。 

3. 在弹出的“卸载云硬盘”提示框中，确认警告事项，单击确认，完成卸载。

若您的 Windows 云服务器无法通过控制台卸载云硬盘，请参考 Windows 云服务器无法卸载云硬盘  排查并解决问题。

相关问题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7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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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云硬盘信息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10:45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控制台查看您的云硬盘信息，方法如下：

2. 在该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到的信息包括：ID/名称、监控、状态、可用区、属性、云硬盘类型、云硬盘容量、关联实例、计费模式、项目、标签以及可自定义展示

的其他更多云硬盘字段信息。

3. 您可选择右上角的 ，在弹出的“自定义列表字段”窗口中，选择您想显示的列表字段信息。

2. 在列表中找到需查看的云硬盘，单击 ID/名称，进入云硬盘详情页面。

3. 在云硬盘详情页面，您可以查看到包括云硬盘参数、操作日志、历史数据备份点、快照链和硬盘监控等详细信息。

操作场景

在 云硬盘  控制台查看某个地域下所有云硬盘实例的信息。

在云硬盘详情页中查看某个云硬盘实例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查看云硬盘列表信息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进入云硬盘列表页面。

查看云硬盘详细信息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并在页面上方选择云硬盘所在地域。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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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云硬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48:30

当云硬盘不再使用且已备份重要数据时，您可以通过销毁云硬盘来释放虚拟资源。销毁云硬盘后，将不会对该云硬盘收取费用。销毁云硬盘时，会同时删除云硬盘中

所有数据且不可找回，已经销毁的云硬盘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非弹性云硬盘的生命周期跟随云服务器，只能在云服务器销毁时被销毁，具体操作请参考 销毁实例 。 

弹性云硬盘的生命周期独立于云服务器，因此可以独立于云服务器而销毁，本文档主要介绍销毁弹性云硬盘的相关操作。

弹性云硬盘支持以下销毁方式：

每个主体可享受1块包年包月云硬盘五天无理由退还，及单个账号下可享受每年199块包年包月云硬盘普通自助退还，退费细则请参考 退费说明 。超过可退

还数量后，您将无法手动销毁包年包月云硬盘。

销毁云硬盘时删除的数据不会被任何人通过任何途径访问，云硬盘系统中已删除的数据一定会被完全擦除。主要通过以下机制保证数据擦除的完整性：

当您不再需要包年包月云硬盘时，可以手动销毁。云硬盘的状态一旦变为“待回收”，就不再产生相关费用，系统将对该云硬盘作停服处理（云硬盘不可用，仅

保留数据）且被移入回收站中保留7天。7天内完成 续费  可恢复云硬盘并继续使用，7天内未续费将自动销毁，您也可以登录回收站将其彻底销毁。 

每个主体可享受1块包年包月云硬盘五天无理由退还，及单个账号下可享受每年199块包年包月云硬盘普通自助退还，退费细则请参考 退费说明 。超过可退还数

量后，您将无法手动销毁包年包月云硬盘。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

2.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销毁云硬盘：

a. 单个销毁：在状态为“待挂载”的目标云硬盘所在行，选择更多 > 销毁/退还。 

b. 批量销毁：勾选多个状态为“待挂载”的目标云硬盘，单击列表上方的销毁/退还。

3. 在弹出的“销毁云硬盘”提示框中，勾选“已阅读并同意 退费细则 ”，单击提交。 

 目标云硬盘停止计费，作停服处理（云硬盘不可用，仅保留数据）且被移入回收站中。 

操作场景

手动销毁 自动销毁

包年包月云硬盘支持未到期手动销毁，销毁后该云硬盘将在回收站保留7天，也可在回收站中彻底销毁。

按量计费云硬盘支持手动销毁，立即生效。

数据擦除机制

删除云硬盘逻辑空间的操作会被作为元数据记录，并发起对物理磁盘空间的写零操作，强制永久性删除。一切对该逻辑空间的读操作，存储系统会确保返回全零。

云硬盘被彻底释放时，存储系统立即销毁元数据，确保无法继续访问数据。同时，该云硬盘对应的物理存储空间会被回收，物理空间再次被分配前一定是清零过

的。

前提条件

云硬盘处于“待挂载”状态，对于已挂载使用的云硬盘，需要先 卸载 。

已根据业务需求备份重要数据。

操作步骤

手动销毁包年包月云硬盘 手动销毁按量计费云硬盘

使用控制台手动销毁未过期云硬盘

注意

销毁云硬盘时，会同时删除云硬盘中所有数据且不可找回，已经销毁的云硬盘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49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80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807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80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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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彻底销毁处在 回收站  中的包年包月云硬盘。

1. 登录 云硬盘回收站  。

2.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彻底销毁云硬盘：

a. 单个销毁：在状态为“待回收”的目标云硬盘所在行，选择释放。 

b. 批量销毁：勾选多个状态为“待回收”的目标云硬盘，单击列表上方的批量释放。

3. 在弹出框中输入验证码，单击确定完成销毁。

  目标云硬盘被彻底销毁且不可找回。

彻底销毁回收站中包年包月云硬盘

注意

销毁云硬盘时，会同时删除云硬盘中所有数据且不可找回，已经销毁的云硬盘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recycle/cb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recycle/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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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云硬盘性能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19:24

云硬盘性能通常情况下与云硬盘容量相关，您可在云硬盘未达到性能最大值时，通过调整其容量以获得更高的性能。其中，增强型 SSD 云硬盘支持在性能达到基准

性能的最大值后，通过配置额外性能以突破基准性能限制。您可在满足条件时，按需进行额外性能配置并随时调整额外性能。详情请参见 增强型 SSD 云硬盘性能说

明 。

在满足前提条件时，您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性能升级：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

2. 选择地域，选择您需要调整性能的云硬盘。

3. 选择目标云硬盘的更多 > 调整性能。

4. 在弹出的“调整性能”窗口，选择您需要调整的目标配置。

5. 勾选说明，开始调整。

在满足前提条件时，您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性能降级：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

2. 选择地域，选择您需要调整性能的云硬盘。

3. 选择目标云硬盘的更多 > 调整性能。

4. 在弹出的“调整性能”窗口，选择您需要调整的目标配置。

5. 勾选说明，开始调整。

注意

当前仅增强型 SSD 云硬盘支持性能独立调整。

基准性能  已达到最大值，才可独立调整 额外性能 。

云硬盘性能调整期间不影响业务运行及正常使用。

云硬盘性能调整费用说明

性能升级

对于包年包月云硬盘：性能升级按照生命周期的剩余时间补齐新配置与旧配置的差价。具体情形按照实际情况计算，您可以在付款页面查看。

对于按量计费云硬盘：立即生效，并开始按新配置的价格进行计费。

性能降级

对于包年包月云硬盘：性能降级将通过计算生命周期内剩余时间的价值与新购新配置价值的差价进行退费。具体情形按照实际情况计算，您可以在付款页面查看。

对于按量计费云硬盘：立即生效，并开始按新配置的价格进行计费。

性能升级

使用控制台进行性能升级 使用 API 进行性能升级

性能降级

使用控制台进行性能降级 使用 API 进行性能降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1896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1896#.E5.A2.9E.E5.BC.BA.E5.9E.8B-ssd-.E4.BA.91.E7.A1.AC.E7.9B.98.E5.9F.BA.E5.87.86.E6.80.A7.E8.83.B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1896#.E5.A2.9E.E5.BC.BA.E5.9E.8B-ssd-.E4.BA.91.E7.A1.AC.E7.9B.98.E9.A2.9D.E5.A4.96.E6.80.A7.E8.83.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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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数据防护配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4 14:40:48

云硬盘会因到期或账户欠费等因素被系统回收，为避免此类因素造成的数据丢失，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加强云硬盘的数据防护：

1. 登录云服务器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云硬盘 。

2. 在云硬盘页面上方，选择云硬盘所在地域。

3. 您可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以下方式进行设置：

1. 选择列表右上角的 ，打开自定义列表字段设置窗口。

2. 在弹出的“自定义列表字段”窗口中，勾选到期/欠费保护并单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其余字段您可结合实际情况选择。

3. 打开需设置云硬盘所在行的到期/欠费保护开关，即可完成设置。如下图所示： 

1. 登录云服务器控制台，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 云硬盘 。

操作场景

云硬盘到期/欠费保护 ：开启云硬盘到期/欠费保护后，若您的云硬盘因到期、账户欠费等因素导致被系统回收，此时系统将自动创建快照保护您的数据。

快照保护 ：开启快照保护后，创建云硬盘时默认关联定期快照策略。

说明

云硬盘回收机制及欠费处理说明请参见 欠费说明 。

国内地域用户目前可享受80GB的快照免费额度，超出额度或不符合免费额度策略的快照容量将纳入计费。详情请参见 快照计费概述 。

操作步骤

设置云硬盘到期/欠费保护

设置单个云硬盘 设置多个云硬盘 设置可用区下所有云硬盘

设置快照保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index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06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361#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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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云硬盘页面上方，选择云硬盘所在地域。

3. 您可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以下方式进行设置：

1. 在“云硬盘”页面，单击列表上方的新建。

2. 在弹出的购买数据盘窗口中，勾选定期快照，并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定期快照策略。如下图所示：

3. 云硬盘创建成功后，即可关联所选定期快照策略。

创建云硬盘时关联定期快照策略 云硬盘购买页默认关联定期快照策略

说明

其余参数设置说明请参见 创建云硬盘 。

相关文档

创建云硬盘

定期快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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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数据备份点

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0 09:30:26

对于配置了数据备份点配额的云硬盘，腾讯云将自动创建数据备份点为其备份数据。您可在新购云硬盘时为其设置数据备份点配额，或按需调整及退还已有云硬盘的

数据备份点配额。

本文介绍调整云硬盘数据备份点配额时的费用说明，及具体操作步骤。

某用户在广州地域下，于2022年05月01日购买了一块时长为1个月的200GB 包年包月 SSD 云硬盘，且未设置数据备份点配额额。在2022年05月05日调

整数据备份点配额至1。则升配费用计算如下：

最终总升配费用 = 20 ×（27 /（365/12））× 0.5 = 8.88元

操作场景

注意

目前数据备份点配额最大支持1个。

数据备份点配额计费仅与云硬盘大小相关，与其他因素均无关。

降低/退还数据备份点配额至0个时，您的已有数据盘备份点将会同步删除。如需保留重要该备份点数据，可将其转化为快照，详情请参见 将数据备份点

转为快照 。

调整费用说明

提升数据备份点配额 降低/退还数据备份点配额

费用规则

针对不同计费方式的云硬盘：

包年包月云硬盘：提升数据备份点配额按照生命周期的剩余时间补齐新配置与旧配置的差价。具体情况以实际情况为准，您可以在付款页面查看。

按量计费云硬盘：立即生效，并开始按新配置的价格进行计费。

包年包月云硬盘具体费用规则：

遵循按天补差价，升配费用 = 按月升配差价 × 升配月数 × 适用折扣。

按月升配差价：新老配置原价按月的单价。

升配月数：升配的费用按天折算到月

升配天数 = 资源到期时间 - 当前时间

升配月数 = 升配天数 /（365/12）

适用折扣：根据升配月数匹配官网适用折扣，其中折扣为官网生效的折扣。

说明

本操作不影响资源到期时间。

本操作可以使用代金券和平台赠送余额（赠送金）抵扣费用。

计费示例

说明

以下价格仅作示例用，非官网实际价格，数据备份点价格请参考 云硬盘数据备份点配额价格总览 。

按月升配差价 = 220 - 200 = 20元/月

升配天数 = 27天

适用折扣 = 5折

操作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736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backup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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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升数据备份点配额：

在满足 使用限制  时，您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升数据备份点配额：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并在页面上方选择云硬盘所在地域。

2. 在列表中找到需要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的云硬盘，选择其所在行右侧的更多 > 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窗口，选择您需要调整的目标配置。

4. 单击下一步，确认费用明细，并勾选“已阅读并同意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费用说明”。

5. 单击确定，即可开始调整。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降低/退还数据备份点配额：

在满足 使用限制  时，您可通过以下方式降低/退还数据备份点配额：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并在页面上方选择云硬盘所在地域。

2. 在列表中找到需要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的云硬盘，选择其所在行右侧的更多 > 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如下图所示： 

提升数据备份点配额

通过控制台提升数据备份点配额 通过 API 提升数据备份点配额

降低/退还数据备份点配额

通过控制台降低/退还数据备份点配额 通过 API 降低/退还数据备份点配额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73592#restriction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73592#restriction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云硬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6 共83页

3. 在弹出的“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窗口，选择您需要调整的目标配置。

4. 单击下一步，确认费用明细，并勾选“已阅读并同意调整数据备份点配额费用说明”。

5. 单击确定，即可开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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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据备份点恢复云硬盘数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10:19

云硬盘数据备份点为云硬盘提供了连续的可用数据备份服务，当您已具备数据备份点后，可将云硬盘数据恢复到历史的数据备份点时刻，以减轻因病毒、入侵和误操

作等原因导致的数据损失。本文介绍如何使用已有数据备份点恢复云硬盘数据至该备份时刻。

使用数据备份点恢复数据时，会产生以下影响：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并在页面上方选择其所在地域。

2. 在列表中找到需恢复数据的云硬盘，单击 ID/名称，进入云硬盘详情页面。

3. 在详情页中选择历史数据备份点页签，找到需使用的数据备份点，单击其所在行右侧的回滚备份点。如下图所示：

4. 在弹出的“恢复备份点数据”弹窗中确认信息，若当前云硬盘挂载的云服务器处于运行状态则还需勾选关机提示。

5. 确认后，单击确定即可开始恢复。

操作场景

注意事项

需要将云服务器关机，将影响业务连续性。建议您提前进行准备，在业务低峰期进行操作。

会导致云硬盘内数据备份点时刻后的数据被清除，请您提前评估。

操作步骤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index


云硬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68 共83页

将数据备份点转为快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09:55

云硬盘数据备份点完全跟随云硬盘实例的生命周期，在云硬盘到期或主动退还后，数据备份点也将结束其生命周期。您可将重要日期的数据备份点提前转化为 快

照 ，使其生命周期独立，并可长期保留重要的数据备份。

本文介绍如何通过控制台，将重要的数据备份点转化为快照。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并在页面上方选择其所在地域。

2. 在列表中找到需恢复数据的云硬盘，单击 ID/名称，进入云硬盘详情页面。

3. 在详情页中选择历史数据备份点页签，找到需转化的数据备份点，选择其所在行右侧的更多 > 备份点转化为快照。如下图所示： 

4. 在弹出的“数据备份点转化为快照”窗口中，输入“快照名称”。

5. 确认信息后，单击确定即可开始转化。

完成后，您可前往 快照列表  页面查看。

操作场景

注意事项

快照已 商业化 ，将数据备份点转为快照操作将生成新的快照资源，将以正常快照进行计费，计费详情可参考 快照价格总览 。

数据备份点转为快照后将自动删除，不会继续占用数据备份点配额。

操作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79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413#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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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数据备份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09:26

对于已配置数据备份点配额的云硬盘，腾讯云会自动为其创建及管理数据备份点，以保证备份数据的更新轮转，详情请参见 云硬盘数据备份点配额 。

数据备份点本身不计费，保留数据备份点不会产生额外费用。若您希望自行删除数据备份点，可参考本文进行操作。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并在页面上方选择其所在地域。

2. 在列表中找到需恢复数据的云硬盘，单击 ID/名称，进入云硬盘详情页面。

3. 在详情页中选择历史数据备份点页签，找到需删除的数据备份点，单击其所在行右侧的删除。如下图所示：

4. 在弹出的“删除数据备份点”窗口中，单击确定后即可删除。

操作场景

注意

删除数据备份点操作无法恢复，备份数据删除后无法找回。

操作步骤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73592#quota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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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快照

创建快照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4 16:33:33

您可参考以下视频及文档，创建快照以保存云硬盘指定时刻的数据：

通过云硬盘可以创建快照，从而保存指定时刻的云硬盘数据。腾讯云使用增量的方式创建快照，即仅创建与上一次快照相比新更改的数据，因此在数据量改动不大的

情况下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完成快照的创建。尽管快照是以增量方式创建，但删除快照不会影响您使用任何快照数据，未删除的快照均能将云硬盘恢复至该快照状

态。

您可以在云硬盘的任何状态下创建快照，但快照只能保存当前时间点已完成写入的数据。若应用程序或进程正在写入数据，这部分数据可能无法被保存至该时间点创

建的快照。根据实际业务情况，您可以选择暂时停止所有写入并及时创建快照，或者先将该云硬盘从云服务器中 卸载 ，创建快照后再重新 挂载  ，以便获得数据完整

的快照。

对于数据库类型业务，建议先将数据库中所有表锁定为只读状态，防止在创建快照时有新数据写入，造成新数据无法被快照捕获。本文以 mysql 为例，进行如下操

作：

1. 执行 FLUSH TABLES WITH READ LOCK  命令关闭所有打开的表，并使用全局读锁锁定所有数据库的所有表。如下图所示： 

2. 对云硬盘创建快照。

3. 执行 UNLOCK TABLES  解除锁定。如下图所示： 

操作场景

前提条件

您已经成功 创建云硬盘 。

当前地域内您的快照个数和总容量未达最大值，详细信息请参考 快照使用限制 。

注意事项

创建的快照大小可能会比硬盘的实际数据大，具体原因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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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照仅保留硬盘上该时刻已经写入的数据，不会保留该时刻在内存中未写入硬盘的数据（例如，Linux 系统 /run  目录下的文件）。强烈建议您在创建快照前关

机或确保内存数据已写入硬盘并暂停硬盘读写，并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操作。

数据库层面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67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145#.E5.BF.AB.E7.85.A7.E4.BD.BF.E7.94.A8.E9.99.90.E5.88.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7820#.E4.B8.BA.E4.BB.80.E4.B9.88.E5.9C.A8.E6.96.87.E4.BB.B6.E7.B3.BB.E7.BB.9F.E4.B8.8B.E6.9F.A5.E7.9C.8B.E7.A3.81.E7.9B.98.E7.9A.84.E4.BD.BF.E7.94.A8.E9.87.8F.E5.92.8C.E5.BF.AB.E7.85.A7.E5.A4.A7.E5.B0.8F.E4.B8.8D.E4.B8.80.E8.87.B4.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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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角度而言，数据在处理过程中通常先存放在内存缓冲区，等到适当的时候再写入云硬盘，以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因此，在创建快照时，存在缓冲区中尚未写

入云硬盘的数据将无法被写入快照以及从快照中恢复，对数据一致性产生影响。

执行 sync  命令，将文件系统内存缓冲区中的数据强制立刻写入云硬盘内，且在创建快照前避免写入新数据。执行命令后无错误信息返回，即缓存中的数据已写入

云硬盘内。如下图所示：

2. 单击目标云硬盘所在行右侧的创建快照。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创建快照”对话框中，输入快照名称，并单击确定。

您可以使用 CreateSnapshot 接口创建快照，具体操作请参考 创建快照 。

系统层面

操作步骤

使用控制台创建快照

1. 登录 云硬盘控制台 。

使用 API 创建快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564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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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照回滚数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6 14:39:05

在某些变更导致数据错误或数据丢失时，可以回滚快照数据至创建该快照的云硬盘，从而使该云硬盘的数据恢复到创建快照时的状态。

1. 登录 快照列表  页面。

2. 单击目标快照所在行的回滚。

3. 在“回滚数据”页面中，确认回滚信息并单击确定即可开始回滚。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使用 ApplySnapshot 接口来执行快照回滚，具体操作请参考 回滚快照 。

操作场景

只支持回滚快照数据至源云硬盘，不支持快照回滚到其它云硬盘。

可执行回滚操作的场景：

若源云硬盘处于“待挂载”状态（即未挂载至云服务器），则可以直接执行回滚操作。

若源云硬盘已挂载至云服务器，需对应云服务器处于关机状态才能执行回滚操作。

操作步骤

使用控制台回滚快照

注意

源云硬盘的数据将回滚到创建快照时刻的数据，此时刻之后的数据将被清除，请谨慎操作！

使用 API 回滚快照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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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47:13

快照是数据共享和迁移的重要方式，从快照创建的云硬盘拥有快照中的全部数据，您可以使用快照创建等于或大于该快照容量的云硬盘。

本文档指导您在 快照列表  页面，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 创建云硬盘  时，通过配置参数“快照”来指定相应快照创建云硬盘。

1. 登录 快照列表  页面。

2. 在目标快照所在行，选择更多 > 新建云硬盘。

3. 在“购买数据盘”对话框中设置以下参数：

操作场景

使用快照创建相同大小的数据盘时，新数据盘无需初始化，直接 挂载  并通过右键单击  > 磁盘管理，在“磁盘管理”中设置联机到云服务器后即可正常读

写。

使用快照创建容量大于快照的数据盘时，系统只完成块设备级的磁盘扩容，并没有实现文件系统的扩展或分区形式的自动转换。新数据盘 挂载  后只能使用源快照

的文件系统和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新磁盘空间。需手动扩展文件系统甚至转换分区形式。

例如，使用 MBR 分区形式且容量为1TB的数据盘快照新建1块3TB数据盘。由于 MBR 支持的最大磁盘空间为2TB，您需要将数据盘格式化并使用 GPT 重新

分区，该操作会删除原有数据。 因此，请根据您的实际需求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使用控制台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参数项 参数说明

可用区
必选参数。

云硬盘所在的可用区，在云硬盘创建完成后不支持修改。

云硬盘类型
必选参数。 

云硬盘类型信息请参见 云硬盘类型。

容量

必选参数。 

云硬盘的容量，规格大小请参见 性能指标。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时，容量大小不能低于快照大小。当您未指定云硬盘的容量时，

容量默认和快照大小保持一致。

快照

可选参数。使用快照创建云硬盘时，需勾选“使用快照创建云硬盘”并选择您需要使用的快照。

使用快照创建的云硬盘容量默认等于快照大小，您可以调整容量大于该默认值。

通过快照创建云硬盘时，磁盘类型和快照源云硬盘默认保持一致，您可以调整云硬盘类型。

硬盘名称

可选参数。 

最多支持20个字符，以大小写字母或中文开头，可由大小写字母、中文、数字和特殊符号 ._:- 组成。在云硬盘创建完成后允许

修改。

创建单个云硬盘：磁盘名称是云硬盘名称。

批量创建云硬盘：一次创建多个云硬盘时，磁盘名称为云硬盘名称的前缀，最终云硬盘名称组成为“磁盘名称_数字”，

从“硬盘名称_0” - “硬盘名称_49”。

所属项目
必选参数。 

创建云硬盘时，可以为云硬盘设置所属项目。默认项目为“默认项目”。

标签

可选参数。 

您可以在创建云硬盘时为云硬盘绑定标签，标签用于标识云资源，可通过标签实现对云资源的分类和搜索。关于标签的更多详细

信息，请参考 标签产品文档。

计费模式

必选参数。 

云硬盘支持的计费类型有以下两种：

包年包月。如果选择该模式，则必须设置“购买时长”。

按量计费。

定期备份

可选参数。 

您可以在创建云硬盘时选择定期备份，可根据已创建的定期快照策略，对该云硬盘进行定期创建快照。关于定期备份的更多详细

信息，请参考 定期快照。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3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2353#performan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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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

a. 规格确认无误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使用代金券，单击提交订单。

b. 完成支付。

5. 您可在 云硬盘列表  页面查看已创建的云硬盘，新建的弹性云硬盘为“待挂载”状态，可参考 挂载云硬盘  将云硬盘挂载至同一可用区内的云服务器。

您可以使用 CreateDisks 接口创建快照，具体操作请参考 创建云硬盘 。

购买数量 可选参数。 

数量默认为“1”，表示只创建一个云硬盘。目前最多可批量创建50个云硬盘。

购买时长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包年包月，则该项为必选参数。可选取的时间范围为1个月 - 5年。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按量计费，则不涉及该参数。

自动续费

如果如果“计费模式”选择包年包月，则该项为可选参数。选择自动续费后，设备将在到期后且账户余额足够时，按月自动

续费。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按量计费，则不涉及该参数。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按量计费，则完成创建。

如果“计费模式”选择包年包月，则进入“核对信息”页面。

使用 API 从快照创建云硬盘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cb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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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快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22 17:41:15

腾讯云云硬盘 快照  开放了定期快照功能，该功能便于开发者灵活设置备份任务策略。 

建议针对不同业务采用不同的定期快照策略，推荐设置如下表：

您可参照下表进一步了解定期快照策略所包含内容及特性，以便更好的在业务中使用快照。

功能概览

业务场景 快照频率 快照保留时间

核心业务 使用定期快照，策略设置为每天1次 7天 - 30天

非核心、非数据类业务 使用定期快照，策略设置为每周1次 7天

归档业务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手动制作快照，无需设置固定频率 一个月到数个月

测试业务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手动制作快照，无需设置固定频率 用完及时删除

策略说明

策略项 说明

对象 所有云硬盘，包括系统盘和数据盘。

执行策略 自动快照时间点可具体到每小时 - 每天，设置执行策略后，长期有效。修改已有执行策略时，修改成功后立即生效。

定期销毁（重要）
定期快照提供定期销毁的功能，事先设置快照的生存周期（1天 - 30天），到期后将自动删除自动生成的快照，有效降低备份成本。

若不设置定期销毁策略，则自动快照将长期保留。

批量 可勾选多块云硬盘，针对多块云硬盘批量执行同一定期快照策略。

命名规则

自动快照的命名为 snap_yyyyMMdd_HH。其中，yyyyMMdd 是当天的日期，HH 为小时。

您也可以手动修改快照命名。

例如，snap_20180418_11表示2018年4月18日11时创建的自动快照。

生命周期（重要）

快照的生命周期有两种：

手动创建的快照，生命周期默认为长期保存，只要账户余额充足，则可长期保留。

定期快照，根据创建规则，可设定定期销毁的时间点，也可设置为长期保留。

快照冲突

自动快照与自定义快照在使用上没有冲突，但在创建过程中时间有可能冲突。

当正在对某一块磁盘执行自动快照时，用户需要等待自动快照完成后，才能创建自定义快照（反之同理）。

如果磁盘数据量大，一次快照时长超过两个自动快照时间点间隔，则下一个时间点不自动快照自动跳过。例如，用户设置9:00、

10:00以及11:00为自动快照时间点，9:00执行自动快照的使用时长为70分钟（即10:10才完成），那么10:00将不再执行自动快

照，下个快照时间点为11:00。

快照额度
每块磁盘具有一定的快照额度，若某块磁盘的快照数量达到额度上限，自动快照任务会被挂起、阻塞。快照额度主要是为了避免开发者

遗忘了某个自动快照策略，导致存储成本无止境攀升。

ASP 指定期快照策略，即 Auto Snapshot Policy。

ASP 额度 单个腾讯云账户下，每一个地域最多设定30个 ASP 策略。单个 ASP 最多关联200块硬盘。

保存周期
对于自动快照，控制台会显示回收的倒计时。支持手动将自动快照的保存周期修改为永久保留。

对于手动创建快照，显示永久保留。

ASP 暂停功能
 ASP 自动快照策略提供手动触发暂停的功能，暂停后，将不会再自动创建新的快照。但已经生成的自动快照的生命周期不受暂停功能

影响，仍然会根据设定的规则定期销毁或长期保存。

操作日志 显示所有自动快照的创建过程，与手动添加的快照相同。

操作指引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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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定期快照策略  页面。

3. 单击新建。如下图所示：

4. 在新建快照策略页面中，设置以下参数并单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1. 登录 定期快照策略  页面。

2. 选择地域。

3. 单击目标策略所在行的关联云硬盘。

4. 在关联云硬盘页面中，勾选需要关联的云硬盘。如下图所示：

创建定期快照策略

说明

单个腾讯云账户下同一地域内最多支持创建30个定期快照策略。

2. 选择地域。

参数项 参数说明

名称 必选参数。定期快照策略的名称，最多支持60个字符。

所属地域 必选参数。当前页面下该参数不可更改，具体设置方法请参见 步骤2 。

备份日期 必选参数。执行定期快照的日期，可勾选范围：每周日 - 每周六。

备份时间点
必选参数。执行定期快照的时间点，可勾选范围：00:00 - 23:00每个整点（根据后台实际运行情况，设定的定时快照的时间和控制台

实际创建快照时间可能存在差异，快照里的数据以控制台创建的时间为准）。

快照保留时间
必选参数。

保留固定天数后自动删除，天数可选1 - 30。默认为保留30天。

关联云硬盘

说明

同一定期快照策略最多支持关联200个云硬盘。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as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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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

1. 登录 定期快照策略  页面。

2. 选择地域。

3. 找到目标策略所在行，单击“定期快照”栏下的开关按钮即可开启或关闭该定期快照策略。

1. 登录 定期快照策略  页面。

2. 选择地域。

3. 单击目标策略所在行的修改策略。

4. 在修改快照策略页面中，修改相关参数（参数说明请参见 步骤4 ）并单击确定。

1. 登录 定期快照策略  页面。

2. 选择地域。

3.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删除定期快照策略：

 a. 单个删除：选择目标策略所在行右侧的更多 > 删除。 

 b. 批量删除：勾选需要删除的定期快照策略，单击列表上方的删除。

1. 登录 快照列表  页面。

2. 选择地域。

3. 单击目标自动快照的 ID。

4. 在详情页中，单击长期保存，将自动快照设置为永久保留。如下图所示：

开启/关闭定期快照策略

修改定期快照策略

删除定期快照策略

将自动快照转为永久保留的快照

说明

若自动快照策略中快照保留时间已设置为永久保留，则无需对该策略自动生成的快照执行以下操作。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as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as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as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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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返回快照列表，可查看到该快照的保留时间变为永久保留。如下图所示：



云硬盘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79 共83页

跨地域复制快照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14 11:32:48

云硬盘快照目前已支持跨地域复制功能，您可以通过该功能将数据、服务方便地迁移到其他地域，也可以基于跨地域复制能力构建您的业务跨地域容灾体系。

快照跨地域复制目前处于灰度内测阶段，您可以 申请  使用腾讯云云硬盘快照跨地域复制。

1. 登录 快照列表  页面。

2. 单击目标快照所在行的跨地域复制。

3. 设置以下参数：

选择地域时，请注意快照配额和地域限制的情况。

4. 单击确定即可开始复制，源快照将增加状态提示，目标地域将新增一个快照。 

5. 复制完成后，可在目标地域的快照列表中查看新快照。

跨地域复制过程中：

使用限制

内测申请：快照跨地域复制目前处于灰度使用阶段，需要 申请  才能使用该功能。

支持地域：请参见 地域和可用区 。

金融专区：金融专区仅支持金融专区之间的复制。

不支持系统盘快照。

操作步骤

新快照名称：填写新快照的名称，最多支持60个字符，可选参数。 

  默认命名中将带有源快照 ID 和地域信息，格式为 Copied <源快照 ID> from <源快照地域> ，例如 Copied snap-oi5spwt2 from ap-shanghai 。

地域：选择您需要复制到的目标地域，必选参数。

注意

快照跨地域复制过程中，不允许删除源快照。

源快照状态：可前往源地域 快照列表  中，源快照所在行的状态栏进行查看。

目标快照状态：可前往目标地域的快照列表页面进行查看。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b2cvqq65qr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b2cvqq65qr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3235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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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快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1-12 15:46:47

当快照无需再使用时，可以删除快照以释放虚拟资源。

1. 登录  快照列表  页面。

2.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删除快照：

 a. 单个删除：单击待删除的快照所在行的删除。 

 b. 批量删除：勾选所有待删除的快照（确保快照没有在任务状态中），单击列表上方的删除。

3. 单击确定。

操作场景

说明事项

删除快照时仅删除该快照专有的数据，不会对创建快照的云硬盘有任何影响。

腾讯云提供的每份快照数据都可以单独还原云硬盘至该时刻数据状态，删除某个云硬盘较早时间创建的快照不会影响您继续使用较晚时间的快照。

若快照具备关联镜像，则请 删除镜像  后再删除该快照。

删除快照时，会同时删除快照中所有数据且数据不可找回，已删除的快照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操作步骤

使用控制台删除快照 使用 API 删除快照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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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快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3 10:12:46

共享快照是将已经创建好的 数据盘快照  共享给其他用户使用。用户可通过简单的操作相互共享快照，并利用获取的快照快速创建云硬盘并挂载使用。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

2. 单击右上角的账号名称，选择账号信息。

3. 在账号信息管理页面，查看并记录主账号的账号 ID。 

4. 通知对方将获取到的账号 ID 发送给自己。

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共享快照给其他用户：

1. 进入 快照列表  页面。 

2. 选择需共享的快照所在行右侧的更多 > 共享快照。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共享快照窗口中，输入对端账号唯一 ID。

4. 单击共享即可共享该快照。

5. 通知对方前往 快照列表  页面，并选择共享快照页签，即可查看已共享的快照。 

 如需共享给多个用户，请重复上述步骤。

操作场景

注意事项

每个快照最多可以共享给50个用户。

由系统盘及加密云硬盘创建的快照，不支持共享。

已共享给其他用户的快照需取消共享才可删除，您可单击目标快照 ID 进入快照详情页取消共享。

快照支持共享到对方账号相同地域内。如需共享到不同地域，需先复制快照到对应地域再进行共享，可参见 跨地域复制快照 。

不支持将获取的共享快照再次共享给其他用户。

共享快照功能为免费功能，被共享的对端不收取该快照的费用。

操作步骤

获取对端账号唯一 ID 

腾讯云共享快照通过对端主账号唯一 ID 进行识别，即您首先需获取对方所使用的腾讯云账号的主账号的唯一 ID。获取途径如下：

进行快照共享

通过控制台共享快照 通过 API 共享快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5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snapsho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1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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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与告警
最近更新时间：2023-03-17 16:24:15

为云硬盘提供良好的监控环境是保持数据高可靠性的重要部分。您可以使用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服务监控已 挂载  在 CVM 实例上的云硬盘，查看云硬盘的指标数

据，并分析和设置有关云硬盘的告警。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从运行状态下的云服务器实例中收集硬盘的原始数据，并将数据展示为易读的图表形式，统计数据默认保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62/57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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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一个月。您可以观察这一个月内不同时间段磁盘的相关情况，更好地了解使用量和读写等方面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控制台  或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API  获取数据，更多详情请参考 获取特定指标的监控数据  和 获取监控视图及报表 。 

目前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为云硬盘提供了如下的监控指标：

关于具体的监控指标说明，请参考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产品文档 。

指标名称 指标中文名称 计算方式 指标含义 单位 统计粒度（period）

DiskReadIops 硬盘读 IOPS
硬盘在统计周期内读 IOPS 

的平均值
每秒从硬盘读到内存中的 IO 次数 次数 10s、60s、300s

DiskReadTraffi

c
硬盘读流量

硬盘在统计周期内读吞吐量

的平均值
数据从硬盘读取到内存中的速率

KB/

s
10s、60s、300s

DiskWriteIops 硬盘写 IOPS
硬盘在统计周期内写 IOPS 

的平均值
每秒从内存写到硬盘中的 IO 次数 次数 10s、60s、300s

DiskWriteTraffi

c
硬盘写流量

硬盘在统计周期内写吞吐量

的平均值
数据从内存写入到硬盘中的速率

KB/

s
10s、60s、300s

DiskAwait 硬盘 IO 等待时间
硬盘在统计周期内 ioawait 

的平均值

在采样周期内有百分之几的时间 CPU 

空闲并且有仍未完成的 I/O 请求
ms 10s、60s、300s

DiskSvctm 硬盘 IO 服务时间
硬盘在统计周期内 svctm 

的平均值
IO 服务时间 ms 10s、60s、300s

DiskUtil 硬盘 IO 繁忙比率
硬盘在统计周期内 io_util 

的平均值

硬盘有 IO 操作的时间（即非空间时间）

的比率
% 10s、60s、300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cv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48/46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1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14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