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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标签实现资源快速分类及查询

1.1 场景介绍
本手册基于华为云标签管理服务实践所编写，通过一个企业应用示例指导您在拥有大
量云资源时，如何使用标签管理服务对云资源进行快速分类及查询。

某公司购买了一批公有云资源，包括弹性云服务器（ECS）、云硬盘（EVS）等，现有
如下需求：

● 将所拥有的资源按业务部门及资源规格等类型进行划分。

● 需要可以快速定位到使用频率较高的华北-北京四区域、运维部下的规格类型为通
用型的弹性云服务器。

● 有一批云服务器计划迁移至华为云，需要在迁移完成后快速准确地为其添加标签
加以区分。

虽然各服务控制台支持标签功能，可以为各服务控制台下对应的资源添加标签，但需
要切换区域切换服务控制台来进行操作，这样不仅效率低下，还不能完全满足以上需
求。

标签管理服务提供跨服务跨区域的标签搜索功能，并支持可视化的标签编辑操作和标
签批量管理，具有全局性、可组合搜索、高效管理的特点，解决了以上多资源面临的
管理难问题。

1.2 按部门和规格为 ECS 添加标签
在标签管理服务控制台上，您可以为帐户下所有云资源添加标签，实现云资源的自定
义分类。以华北-北京四区域的15台ECS为例，需要为这15台ECS配置如表1-1所示的两
组标签。

表 1-1 ECS 标签样例

ECS(台) 标签（键/值）

1~5 规格/计算加速型 部门/开发部

6~10 规格/内存密集型 部门/运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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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台) 标签（键/值）

11~15 规格/通用型 部门/测试部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管理与监管 > 标签管理服务”，进入标签管理服务界面。

3. 单击“资源标签”，进入资源标签页面。

4. 设置资源搜索条件。

– 设置搜索区域为“华北-北京四”。

– 设置搜索的资源类型为“ECS-ECS”。

5. 单击“搜索”。

搜索结果区域将展示“华北-北京四”下的15台弹性云服务器。

图 1-1 搜索资源

6. 选中其中5台计算加速型ECS。
7. 单击列表上方的“管理标签”，进入管理标签页面。

8. 在“添加标签”区域，设置标签的“键”和“值”。

“键”和“值”的设置可按如上表格设置为“规格/计算加速型”及 “部门/开发
部”等。

9. 单击“确定”。

标签添加完成，其他10台可按照同样方法添加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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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添加标签

类似地，也可按照上述操作步骤为EVS等资源添加部门或其他标签进行资源划分。如表
1-2所示。

表 1-2 EVS 标签样例

EVS(个) 标签（键/值）

1~5 规格/超高IO 部门/开发部

6~10 规格/高IO 部门/测试部

11~15 规格/普通IO 部门/运维部

 

1.3 通过已设置标签快速查询资源
完成对资源的分类工作即添加标签之后，可以通过TMS的快速查询功能快速定位到使
用频率较高的华北-北京四区域、测试部下的规格类型为通用计算型的ECS。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选择“管理与监管 > 标签管理服务”，进入标签管理服务界面。

3. 单击“资源标签”，进入资源标签页面。

4. 设置资源搜索条件。

– 设置搜索区域为“华北-北京四”。

– 设置搜索的资源类型为“ECS-ECS”。

– 设置搜索指定标签“规格/通用计算型”及“部门/测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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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搜索资源

5. 单击“搜索”。

搜索结果区域将展示华北-北京四区域、测试部下的规格类型为通用计算型的
ECS。

完成资源的查询后，搜索结果将展示对应的资源及资源名称，单击某一资源的资
源名称即可进入该资源的详情页，可查看该资源的具体信息或进行其他的操作。

1.4 通过预定义标签快速标识云资源
在进行资源迁移或者业务扩展需要创建更多云资源时，可直接将资源与预定义标签关
联，这将大幅提升资源迁移过程中的迁移效率，避免了大量重复建立标签过程中产生
的错误与效率低下的问题。

现计划将一批ECS迁移至华为云中，需迁移完成后快速准确地为其添加如按部门和规格
为ECS添加标签所示三种业务部门的标签加以区分，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

图 1-4 创建或导入预定义标签

● 创建预定义标签。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 登录管理控制台。

b. 选择“管理与监管 > 标签管理服务”，进入标签管理服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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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击“预定义标签”，进入预定义标签管理页面。

d. 单击“创建标签”。

e. 在“创建标签”区域，设置标签的“键”和“值”。“键”和“值”的设置
请参考表1-1。

f. 单击“确定”，预定义标签创建完成。

● 导入存量标签。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 登录管理控制台。

b. 选择“管理与监管 > 标签管理服务”，进入标签管理服务界面。

c. 单击“预定义标签”，进入预定义标签管理页面。

d. 单击“导入”，选择待导入的存量标签文件。

e. 单击“确定”。

预定义标签导入成功。

说明

预定义标签导入功能仅支持内容编码格式为“UTF-8”的“.csv”文件。文件内标签
样式需与TMS的导入模板保持一致。

创建或导入的预定义标签将展示在页面列表中。

有以下两种途径可以使用预定义标签为新迁入的资源添加标签：

● 在TMS控制台上为新迁移的ECS添加标签，如图1-5所示。

图 1-5 TMS 控制台添加标签

● 在ECS控制台上为新迁移的ECS添加标签，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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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ECS 控制台添加标签

在TMS或ECS服务控制台上为这批新迁入的ECS添加标签时，在标签输入框的下拉列表
中可直接选择预定义标签，从而实现资源与预定义标签的关联，避免了再次手动输入
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率与效率低下的问题。当资源与预定义标签关联后，即可实现通过
标签快速查询资源，具体查询操作请参考通过已设置标签快速查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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