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 共18页

合作云服务器

快速入门

产品文档



合作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 共18页

【版权声明】

©2013-2022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云

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构成

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的

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复

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

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则，

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合作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 共18页

文档目录

快速入门

步骤一：选购合作云服务器

步骤二：登录Linux合作云服务器

步骤三：分区及格式化数据盘

步骤四：部署应用环境



合作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4 共18页

快速入门

步骤一：选购合作云服务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22:32

1. 首先，账号需要经过 实名认证  且 配置超级管理员权 。

2. 根据您需要选择合作云服务器的部署地域。

3. 选择合作云服务器的配置。 

 建议按照最小规模资源预先申请，根据实际性能的利用率灵活调整配置，按量模式支持随时变更配置。

4. 配置镜像和操作系统。 

应根据您的用户所在地理位置选择地域，访问客户端与合作云服务器的距离越近，越能获得较小的访问时延和较高

的访问速度。

目前合作云服务器节点对全球主流区域都有覆盖，亚太地区有印度和悉尼，北美地区有达拉斯，欧洲地区有伦敦和

阿姆斯特丹，南美地区有巴西。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uth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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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磁盘和网络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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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管理信息。 

目前系统盘和数据盘均支持云硬盘和本地硬盘。系统盘默认免费25G。数据盘本地硬盘仅包含一块，最大300G。

数据盘云硬盘包含4块，每块最大2T，整体容量最大8T。前期您可以按照实际需求来申请合适容量的磁盘，在后

续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业务的发展来灵活增加磁盘。

目前网络支持10M、100M、1000M三种规格，提供了10M内网或者10M公网内网、100M内网或者100M公网

内网、1000M内网或者1000M公网内网。从实际验证来看，目前100M规格网络 PPS 也能做到20万，且云硬盘

的 IOPS 最大能达到2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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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购买后，可在 控制台  页面中查看合作云服务器。

根据业务规划选择合作云服务器的所属项目。

根据实际业务管理方式灵活配置登录方式，可以自定义密码、关联密钥或者自动生成随机密码，自动生成的随机密

码会发送到站内信中。

填写完信息后，单击立即开通即可。

注意

如果账号欠费或者余额不足则无法正常开通。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o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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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登录Linux合作云服务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22:32

从本地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的几种方法

获取密码

如果您选择的是自动生成密码，请登录控制台，单击右侧站内信按钮，查收新购买的服务器页面中将包含合作云服务

器的登录管理员帐号和初始密码。如果您选择的是自定义密码，直接使用自定义密码即可。

远程密码登录

1. 下载远程链接软件 PuTTY，参考下载地址：

https://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latest.html  

打开 PuTTY 客户端，在 PuTTY Configuration 窗口中输入以下内容：

 全部输入完后，单击 “Open”，创建一个新对话。 

在 PuTTY 会话窗口中， 输入管理员帐号，按回车键。

Host Name：Linux 合作云服务器的公网 IP。

Port：与合作云服务器的通信端口，必须填22。（请确保合作云服务器的22端口已开放）

Connection type：选择 “SSH”。

https://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la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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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输入初始密码，回车完成登录。

2. 从本地 Linux 或 Mac OS 登录 Linux 合作云服务器，直接使用 SSH 命令进行连接，如：ssh root@Linux云

服务器公网 IP，然后输入 root 用户的初始密码，即可完成登录。

说明

 管理员帐号：ubuntu/CentOS/Debian：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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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分区及格式化数据盘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22:33

当您购买了数据盘时，需要格式化才可使用分区功能。未购买数据盘的用户可以跳过此步骤。这里以CentOS为例进

行说明。

1. 通过步骤二介绍的方法登录Linux合作云服务器。

2. 输入命令 fdisk -l  查看您的数据盘信息。 

在没有分区和格式化数据盘之前，使用 df -h  命令是无法看到数据盘的。在下面的示例中，有一个 54 GB 的数

据盘(/vdb)需要挂载。 

 

3. 执行以下命令，对数据盘进行分区。

按照界面的提示，依次输入 “n”（新建分区）、“p”（新建扩展分区）、“1”（使用第1个主分区），两次回

车（使用默认配置），输入 “wq”（保存分区表），回车开始分区。 

注意

 仅支持对数据盘进行分区，不支持对系统盘进行分区。若您强行对系统盘分区可能导致系统崩溃等严重问

题，针对此种情况腾讯云不承担赔偿责任。

fdisk /dev/v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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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以创建1个分区为例，开发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创建多个分区。 

4. 使用 fdisk -l  命令，即可查看到，新的分区 vdb1 已经创建完成。 

 

5. 分区后需要对分好的区进行格式化，您可自行选择文件系统的格式，如 ext2、ext3 等。本例以 “ext3” 为例： 

使用下面的命令对新分区进行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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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 mydata 目录并将分区挂载在该目录下：

最后用以下命令查看。

出现如图信息则说明挂载成功，即可以查看到数据盘了。

7. 如果希望合作云服务器在重启或开机时能自动挂载数据盘，必须将分区信息添加到 /etc/fstab 中。如果没有添

加，则合作云服务器重启或重新开机后，无法自动挂载数据盘。 

使用以下命令添加分区信息。

mkfs.ext3 /dev/vdb1

mkdir /mydata

mount /dev/vdb1 /mydata

df -h

echo '/dev/vdb1 /mydata ext3 defaults 0 0' >> /etc/f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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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出现如图信息则说明分区信息添加成功。

cat /etc/f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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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部署应用环境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5:22:33

本文档旨在介绍几种 Linux 环境下基本的软件安装和环境配置，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是否安装。

本文档均以 CentOS 7.1 64位为例进行说明。

安装及启动 nginx

1. 执行以下命令，进行进行 nginx 的安装。

当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确认信息时，输入 y 。 

2.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 nginx 服务。

3. 执行以下命令，测试 nginx 服务。

注意

 新手用户并不是每一步都必须执行，请在确定了服务器用途后再进行相应配置。

yum install nginx

service nginx start

wget http://127.0.0.1



合作云服务器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5 共18页

安装 PHP 及相应组件

1. 执行以下命令，进行 PHP 的安装。

当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确认信息时，输入 y 。 

2.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 php-fpm 服务。

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 php-fpm 配置。

根据上图可知 php-fpm 默认配置的监听端口为9000，只需将 php 解析的请求转发到127.0.0.0:9000即可。

4. 执行以下命令，查找 nginx 配置文件。

5. 执行 vi  命令，修改配置文件。即在配置文件中找到以下片段，根据实际需求修改配置文件。

yum install php php-fpm

service php-fpm start

cat /etc/php-fpm.d/www.conf |grep -i 'listen ='

nginx -t

server 

  listen       80

  root   /usr/share/nginx/html

  server_name  localhost

  #charset koi8-r;

  #access_log  /var/log/nginx/log/host.access.log  main;

  location / 

   index  index.html index.htm

  

  #error_page  404              /404.html;

  # redirect server error pages to the static page /50x.html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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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存配置文件，并执行以下命令，重启 nginx 服务。

7. 执行以下命令，在 web 目录下创建 index.php。

8. 写入如下内容：

9. 在浏览器中，访问 CentOS 云服务器公网 IP+PHP 网页名称，查看环境配置是否成功。页面显示 “hello 

world”，即表示配置成功，如下图所示： 

 

  error_page   500 502 503 504  /50x.html

  location = /50x.html 

   root   /usr/share/nginx/html

  

  # pass the PHP scripts to FastCGI server listening on 127.0.0.1:9000

  #

  location ~ .php$ 

   fastcgi_pass   127.0.0.1:9000

   fastcgi_index   index.php

   fastcgi_param  SCRIPT_FILENAME  $document_root$fastcgi_script_name

   include        fastcgi_params

  

;

{

;

}

\ {

;

;

;

;

}

}

service nginx restart

vi /usr/share/nginx/html/index.php

<?php

echo "<title>Test Page</title>"

echo "hello world"

?>

;

;

说明

 若您无法访问此网页，请查看您的服务器是否配置了安全组导致端口无法被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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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ilezilla 实现本地 Windows 上传文件到 Linux 服务器/从 Linux 服务器下载文件

1. 本地安装 Filezilla 客户端。下载地址可参考： https://www.filezilla.cn/download/client

2. 单击文件 > 站点管理器。

3. 单击新站点，并输入以下内容：

4. 单击连接，等待连接 Linux 合作云服务器。 

说明

本方法仅适合本地为 Windows 系统的用户，可实现将本地文件上传至 Linux 服务器/下载 Linux 服务

器上的文件。

本地为 Linux 系统的用户可直接使用 SCP 命令进行上传下载。

主机：Linux 云服务器的公网 IP

端口：远程连接端口，默认22

协议：选择 “SFTP”ssh 文件传输协议

登录类型：选择正常

用户：Linux 云服务器的登录用户，默认为 root

密码：Linux 云服务器的登录密码

https://www.filezilla.cn/download/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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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成功后，左侧为本地文件，右侧为服务器端文件。

需要上传本地文件至服务器时，在左侧需要上传的文件上右键单击上传，文件即可上传到右侧服务器文件目录下。

需要下载服务器文件至本地时，在右侧需要下载的文件上右键单击下载，文件即可下载到左侧本地文件目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