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存储服务

最佳实践

文档版本

08

发布日期

2020-08-3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22。 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
播。

商标声明
和其他华为商标均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
本文档提及的其他所有商标或注册商标，由各自的所有人拥有。

注意
您购买的产品、服务或特性等应受华为公司商业合同和条款的约束，本文档中描述的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或
特性可能不在您的购买或使用范围之内。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华为公司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
明或保证。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除非另有约定，本文档仅作为使用指导，本文
档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

对象存储服务
最佳实践

目录

目录
1 OBS 最佳实践汇总..................................................................................................................... 1
2 搬迁本地数据至 OBS..................................................................................................................3
2.1 概述.............................................................................................................................................................................................. 3
2.2 OBS 工具方式............................................................................................................................................................................ 4
2.3 CDM 方式................................................................................................................................................................................... 4
2.4 DES 磁盘方式............................................................................................................................................................................. 5
2.5 DES Teleport 方式.................................................................................................................................................................... 6
2.6 云专线方式................................................................................................................................................................................. 6

3 迁移第三方云厂商数据至 OBS.................................................................................................. 8
3.1 概述.............................................................................................................................................................................................. 8
3.2 OMS 方式................................................................................................................................................................................... 8

4 OBS 之间数据迁移................................................................................................................... 11
5 使用备份软件实现本地数据备份至 OBS................................................................................ 13
5.1 概述............................................................................................................................................................................................ 13
5.2 使用 Commvault 备份本地 SAP HANA........................................................................................................................... 13

6 在 ECS 上通过内网访问 OBS................................................................................................... 16
6.1 方案概述................................................................................................................................................................................... 16
6.2 资源成本及规划...................................................................................................................................................................... 17
6.3 实施步骤................................................................................................................................................................................... 18
6.3.1 场景一：在 Windows ECS 上使用 OBS Browser+通过内网访问 OBS................................................................. 18
6.3.2 场景二：在 Linux ECS 上使用 obsutil 通过内网访问 OBS...................................................................................... 21

7 使用自定义域名托管静态网站.................................................................................................25
7.1 方案概述................................................................................................................................................................................... 25
7.2 资源和成本规划...................................................................................................................................................................... 26
7.3 操作流程................................................................................................................................................................................... 27
7.4 实施步骤................................................................................................................................................................................... 28
7.4.1 准备工作................................................................................................................................................................................ 28
7.4.2 上传静态网站文件.............................................................................................................................................................. 29
7.4.3 配置静态网站托管.............................................................................................................................................................. 30
7.4.4 绑定自定义域名................................................................................................................................................................... 31
7.4.5 创建和配置域名托管.......................................................................................................................................................... 32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i

对象存储服务
最佳实践

目录

7.4.6 验证........................................................................................................................................................................................ 33
7.4.7 （后续操作）更新静态网站............................................................................................................................................. 33

8 OBS 数据一致性校验............................................................................................................... 36
8.1 方案概述................................................................................................................................................................................... 36
8.2 校验上传对象的一致性......................................................................................................................................................... 39
8.3 校验下载对象的一致性......................................................................................................................................................... 41

9 性能优化最佳实践.................................................................................................................... 44
10 Web 端通过 PostObject 接口直传 OBS..............................................................................45
11 移动应用直传..........................................................................................................................52
11.1 方案概述................................................................................................................................................................................. 52
11.2 使用临时安全凭证直传 OBS............................................................................................................................................. 52
11.3 使用预签名 URL 直传 OBS................................................................................................................................................ 56

12 小程序直传 OBS..................................................................................................................... 61
13 通过 Nginx 反向代理访问 OBS............................................................................................ 66
A 修订记录................................................................................................................................... 71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ii

对象存储服务
最佳实践

1 OBS 最佳实践汇总

1

OBS 最佳实践汇总

本文汇总了基于对象存储服务（OBS，Object Storage Service）常见应用场景的操作
实践，为每个实践提供详细的方案描述和操作指导，帮助用户轻松构建基于OBS的存
储业务。
表 1-1 OBS 最佳实践一览表
最佳实践

说明

搬迁本地数据至OBS

本章节根据用户本地（个人电脑或自建存储服务器）
数据大小，介绍了几种将本地数据搬迁至OBS的方
式，并针对不同方式提供了对应操作流程及指导。

迁移第三方云厂商的数据至
OBS

本章节根据存储在第三方云厂商的数据量及迁移场
景，介绍了几种迁移方式，并针对不同方式提供了对
应操作流程及指导。

OBS之间数据迁移

本章节介绍如何在华为云对象存储服务OBS之间进行
跨账号、跨地域、以及同地域内的数据迁移。

使用备份软件实现本地数据
备份至OBS

本章节描述了备份本地数据至OBS的背景以及OBS支
持的备份软件，并以Commvault备份软件为例，介绍
了备份本地数据至OBS的基本流程。

在ECS上通过内网访问OBS

ECS支持通过公网和华为云内网两种方式访问OBS，
为优化性能、节省开支，建议通过华为云内网访问
OBS。本章节详细描述了在ECS上如何通过华为云内
网访问OBS服务。

使用自定义域名托管静态网
站

本章节详细描述了在OBS上使用自定义域名托管静态
网站的操作流程及步骤，无需搭建网站服务器，即可
快速发布个人及企业静态网站。

OBS数据一致性校验

对象数据在上传下载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网络劫
持、数据缓存等原因，存在数据不一致的问题。本章
介绍如何利用OBS提供的通过计算MD5值的方式，对
上传下载的数据进行一致性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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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BS 最佳实践汇总

最佳实践

说明

性能优化最佳实践

本章节介绍如何通过给对象添加随机前缀名，对高速
率访问请求进行水平扩展，以达到提升访问速率，降
低访问时延的效果。

Web端通过PostObject接
口直传OBS

本章节介绍一种在Web端利用PostObject接口直传文
件至OBS的方法，即使用表单上传方式上传文件至
OBS。该方案省去了应用服务器这一步骤，提高了传
输效率，不会对服务器产生压力，且服务端签名后直
传可以保证传输的安全性。

移动应用直传

本章节介绍了应用客户端访问OBS的两种方法，从而
更好地保护应用数据，避免被攻击后数据泄露以及越
权访问的风险。

小程序直传OBS

本章节通过一个示例程序演示了如何通过微信小程序
上传文件至OBS。

通过Nginx反向代理访问
OBS

本章节介绍如何通过在ECS上配置Nginx反向代理，实
现通过固定IP地址访问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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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搬迁本地数据至 OBS

2

搬迁本地数据至 OBS

2.1 概述
背景
传统的自建存储服务器已不能满足大量的数据存储需求，主要原因可以归类为以下三
点：
●

数据存储量受限于搭建服务器时使用的硬件设备，如果存储量不够，需要重新购
买存储硬盘，进行人工扩容。

●

前期安装难、设备成本高、初始投资大、自建周期长、无法匹配快速变更的企业
业务。

●

需承担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漏洞、误操作等各方面的数据安全风险。

OBS提供海量、稳定、安全的云存储能力，无需事先规划存储容量，存储资源可线性
无限扩展，用户永远不必担心存储容量不够用。在OBS上可以存储任何类型和大小的
非结构化数据，多级可靠性架构以及服务端加密、日志管理、权限控制等功能，保障
存储在OBS上的数据高度稳定和安全。在成本方面，OBS即开即用，免去了自建存储
服务器带来的资金、时间及人力成本的投入，后期的设备维护也全部交由OBS处理。
华为云提供搬迁方案，帮助用户将自建存储服务器上的数据短时间、低成本、安全、
高效地搬迁至OBS。用户可根据数据量、耗时、费用等需求选择适合的方案进行数据
搬迁。

搬迁方案
针对不同的搬迁场景及需求，华为云提供如表2-1所示的几种搬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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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搬迁方案
搬迁方式

适用数据量

要求

耗时

费用

OBS工具方
式（在线）

不高于1TB的数
据量

要求用户公网带
宽空闲，需要人
工操作客户端或
脚本启动数据上
传

家用100Mbps带
宽，1TB耗时1天
左右

数据传输不
收取费用，
仅OBS收取
基本的存储
费用

CDM方式
（在线）

单次小于8TB的
数据量

需要用户单独购
买CDM服务

1TB~8TB/天
（取决于网络和
数据读取源的读
写性能）

根据购买
CDM实例规
格以及使用
时长收费，
具体参见
CDM价格详
情

DES磁盘方
式（离线）

单次小于30TB
的数据量

需要用户自己提
供磁盘

请参见从创建
DES服务单到数
据导入华为云需
要多长时间？

根据磁盘数
量以及使用
时长收费，
具体参见
DES价格详
情

DES
Teleport方
式（离线）

单次
30TB~500TB的
数据量

由华为数据中心
邮寄Teleport给
用户使用

请参见从创建
DES服务单到数
据导入华为云需
要多长时间？

根据磁盘数
量以及使用
时长收费，
具体参见
DES价格详
情

云专线方式
（实时）

每月大于100TB
的数据量，需
要实时在线上
传

需要部署专线

根据专线带宽决
定

根据专线距
离以及带宽
收费，具体
参见云专线
价格详情

2.2 OBS 工具方式
OBS工具方式适用于百GB规模的数据搬迁。OBS提供OBS Browser+、obsutil等多种客
户端工具，方便用户在本地直接将数据上传至OBS。由于上传需要占用用户公网带
宽，为不影响用户在公网上的主营业务，建议利用公网带宽空闲的时间上传数据。
各工具使用场景及操作指导，请参见OBS工具指南。

2.3 CDM 方式
简介
云数据迁移（Cloud Data Migration，CDM）提供同构/异构数据源之间批量数据迁移
服务。CDM通过创建定时作业，将用户自建存储服务器上的文件系统、数据库、对象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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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等数据源与华为云OBS进行连接，从而实现定时、自动地将本地数据搬迁至
OBS。
图 2-1 CDM 方式搬迁数据示意图

1.

创建OBS桶
通过OBS控制台或OBS Browser+创建桶，用于存放原始数据。

2.

购买CDM
购买CDM服务，即创建CDM集群，用于管理连接与作业。

3.

配置连接与作业
在创建CDM集群中创建一个源连接和一个目的连接，分别与用户本地数据源和云
端OBS连接。然后再创建CDM作业，执行从本地数据搬迁到云端OBS的任务。

4.

启动数据传输
运行CDM作业，启动数据传输。用户可以通过作业管理界面查看作业进度。

2.4 DES 磁盘方式
DES磁盘方式同样采用离线的方式将用户数据磁盘（USB、eSATA接口的磁盘等）快递
至华为云，实现数据高效传输。磁盘方式适用于30TB以下的数据量搬迁。
图 2-2 DES 磁盘方式搬迁数据示意图

1.

创建OBS桶
通过OBS控制台或OBS Browser+创建桶，用于存放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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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DES磁盘方式服务单
登录DES控制台，创建一个磁盘方式的服务单。然后将DES提供的签名文件导入本
地数据磁盘并邮寄给华为云数据中心。

3.

启动数据传输
华为云数据中心收到用户的磁盘并将磁盘挂载到物理服务器后，会短信通知用户
填写访问密钥（AK和SK）来启动数据上传。数据传输完成后，用户可以通过DES
控制台和OBS控制台两种途径查看传输结果。同时华为云数据中心也会将用户磁
盘回寄给用户。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磁盘方式详细指导。

2.5 DES Teleport 方式
Teleport是数据快递服务（Data Express Service，DES）专为30TB~500TB范围内数据
搬迁至OBS而定制的存储设备，具有防尘防水、抗震抗压以及GPS锁定、传输加密等多
重安全防护机制，配合离线传输的方式，能安全、高效的完成大规模数据搬迁。
图 2-3 DES Teleport 方式搬迁数据示意图

1.

创建OBS桶
通过OBS控制台或OBS Browser+创建桶，用于存放原始数据。

2.

创建DES Teleport服务单
DES提供Teleport和磁盘两种数据快递方式，在当前场景下选择Teleport方式。

3.

接收并导入数据至Teleport
成功创建DES服务单后，用户将接收到由华为数据中心邮寄的Teleport设备。接着
进行简单配置操作使Teleport与用户客户端连接起来，然后执行数据拷贝并将设备
回寄给华为云数据中心。

4.

启动数据传输
在华为云数据中心收到回寄的Teleport后，用户可以在DES控制台上输入访问密钥
启动数据从Teleport到OBS指定桶的传输。数据传输完成后，用户可以通过DES控
制台和OBS控制台两种途径查看传输结果。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Teleport方式详细指导。

2.6 云专线方式
云专线方式由用户自己购买云专线服务（Direct Connect，DC），直接将用户本地的
网络与华为云网络打通，实现专线直接访问OBS等服务。云专线方式适用于需要频繁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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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时地将本地数据搬迁至OBS的场景。专线提供的低时延、高带宽，可以满足用户
随时上传数据至OBS的需求。
图 2-4 云专线方式搬迁数据示意图

1.

创建OBS桶
登录OBS控制台，创建一个或多个用于存储用户数据的桶。

2.

开通云专线服务
登录云专线控制台，根据业务需求填写专线申请并提交订单，待管理员审核通过
后，用户支付订单，联系运营商安排工程师接通两端物理线路，华为工程师配合
进行连接配置。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开通云专线。

3.

启动数据传输
专线搭建成功后，用户便可以通过控制台、工具、API、SDK等多种方式将本地数
据上传至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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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迁移第三方云厂商数据至 OBS

3.1 概述
有大量数据在第三方云厂商对象存储上的用户，需要先将第三方云厂商上的对象数据
下载到本地，再通过OBS控制台、客户端等工具上传到OBS，整个过程耗时又耗力，
容易存在漏传、误传等问题。
针对迁移第三方云厂商的对象数据至OBS的场景，华为云提供OMS服务。通过迁移服
务，用户只需在控制台配置简单的连接参数以及迁移任务，即可把数据从第三方云厂
商轻松、平滑地迁移至OBS。如表3-1所示，用户可根据适用场景、迁移速率和费用选
择适合的迁移方式。
表 3-1 迁移方案
迁移方式

适用场景

支持的迁移
源端

迁移速率

费用

OMS方式

适用于大规模对象数
据（500TB以下）全
量或增量迁移场景。

请参见OMS
支持迁移的
第三方云厂
商

10~20TB
/天

收费方法请参
见OMS计费
说明。

说明
低成本、500TB以上的数据迁移请在华为云上提交工单或联系人工客服，根据您的业务模型，为
您定制适合超大规模数据迁移的方案。

3.2 OMS 方式
OMS是一种云上的对象数据迁移服务，具有安全、高效等优势。数据迁移时，采用
HTTPS数据加密通道，确保数据的传输安全。在重复迁移过程中，只迁移有变动或新
增的对象，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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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OMS 方式迁移数据示意图

1.

创建OBS桶
登录OBS控制台，创建桶用于存放迁移数据。

2.

创建OMS迁移任务
在OMS控制台创建迁移任务，通过配置访问密钥、桶名等参数将第三方云厂商
（源端）与OBS（目的端）关联。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对象存储迁移任务。

3.

开始数据迁移
执行OMS迁移任务，开始数据迁移。数据迁移过程中，可以在OMS查看任务执行
状态以及查看到最终结果。

迁移示例
1.

阿里云OSS迁移至华为云OBS
本方案介绍了如何将阿里云对象存储（Object Storage Service，简称OSS）上的
数据迁移到华为云对象存储OBS。
具体方案请参见操作教程。

2.

腾讯云COS迁移至华为云OBS
本方案介绍了如何将腾讯云对象存储（Cloud Object Storage，简称COS）上的数
据迁移到华为云对象存储OBS。
具体方案请参见操作教程。

3.

优刻得US3迁移至华为云OBS
本方案介绍了如何将优刻得对象存储（US3）上的数据迁移到华为云对象存储
OBS。
具体方案请参见操作教程。

4.

金山云KS3迁移至华为云OBS
本方案介绍了金山云对象存储（Kingsoft Standard Storage Service，简称KS3）
上的数据迁移到华为云对象存储OBS。
具体方案请参见操作教程。

5.

HTTP/HTTPS数据源迁移至华为云OBS
本方案介绍了如何将网络资源迁移至华为云对象存储OBS。
具体方案请参见操作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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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迁移第三方云厂商数据至 OBS

业务割接方案
如涉及业务割接，请参考以下方案。
1.

使用“源端/目的端双写方案”方案迁移增量对象数据

2.

使用"多次同步方案"迁移增量对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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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BS 之间数据迁移

本教程介绍如何通过对象存储迁移服务OMS实现对象存储服务OBS之间跨帐号、跨区
域、以及同区域内的数据迁移。
●

跨帐号迁移：不同的华为云帐号之间桶数据迁移。

●

跨区域迁移：不同区域之间的桶数据迁移。

●

同区域迁移：同区域内的桶数据迁移。

什么是对象存储迁移服务
对象存储迁移服务（Object Storage Migration Service，OMS）是一种线上数据迁移
服务，可以帮助您将其他云服务商对象存储服务中的数据在线迁移至华为云的对象存
储服务（Object Storage Service，OBS）中，也可以在对象存储服务OBS之间进行灵
活的数据迁移。
使用对象存储迁移服务，您只需在控制台填写源端OBS数据信息和目的端OBS数据信
息，并创建迁移任务或创建迁移任务组即可，迁移任务与迁移任务组的区别请参见迁
移任务与迁移任务组的适用场景。

注意

● 2023年1月1日前，对象存储迁移服务（OMS）处于免费期，免费期结束后服务将
根据您累计使用的迁移流量进行收费，计费方式简单灵活、易于预测。迁移过程中
会调用源端和目的端的对象存储服务的API进行数据的上传、下载，所以会产生一
定的API请求及下载流量费用，具体费用说明请参见计费说明。
● 跨帐号迁移过程除了会产生对象存储迁移服务费用（2023年1月1日前免费）外，还
会产生请求费用和流量费用。
●

请求费用：该项费用在调用OBS API时产生，按请求次数计费，包括PUT/
POST/COPY/LIST/GET/HEAD等。

●

流量费用：源端下载数据时，会产生流量费用，流量由数据的实际大小决定，
费用由源端数据所在云服务商收取；数据上传至华为云OBS不收取流量费用。

● 对象存储迁移服务暂不支持迁移多版本的对象存储数据。
● OMS同样适用于OBS桶和并行文件系统桶之间的数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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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流程
迁移流程如图4-1所示，具体操作请参见华为云OBS之间迁移操作指导。
图 4-1 OBS 之间数据迁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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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备份软件实现本地数据备份至 OBS

5.1 概述
传统的备份与恢复方案需要将备份数据写入磁带等存储设备，然后再运输至数据中
心。在此过程中数据的安全及完整性依赖很多因素，比如硬件、人员等等。无论是从
前期搭建数据中心还是后期的维护，都使得传统的备份与恢复方案面临着管理复杂、
投入成本高的难题。
云存储定位于简单、安全、高效且低成本，使其成为磁带等传统存储设备的非常有吸
引力的替代品。OBS即一种云存储服务，它提供海量、可弹性扩展的存储服务。OBS
所有的业务、存储节点采用分布集群方式工作使得OBS的可扩展性更高。提供数据多
份冗余、一致性检查等功能使得存储在OBS中的数据更加安全、可靠。OBS按照使用
量付费，使得成本易于预测。
Commvault、爱数云备份服务（AnyBackup Cloud）等第三方备份软件，都支持对接
OBS进行数据备份。通过这些备份软件，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制定合适的备份策
略，达到安全、高效的备份目的。

5.2 使用 Commvault 备份本地 SAP HANA
SAP HANA是基于内存计算技术的高性能实时数据计算平台，多应用于需要处理大量
实时业务数据的企业。备份软件Commvault，与SAP HANA 、OBS无缝集成，支持在
线数据库、日志的备份。当SAP HANA系统出现故障或业务迁移时，Commvault能帮
助用户从OBS快速、轻松地恢复数据，从而为SAP HANA提供企业级数据保护。
说明
在本场景下推荐使用Commvault V11版本。

逻辑架构
此处以使用Commvault备份本地单节点部署的SAP HANA为例，其逻辑架构如图5-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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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逻辑架构

逻辑架构中各组件说明如表5-1所示：
表 5-1 组件说明
Name

说明

iDataAgent (iDA)

备份客户端代理，Commvault备份软件的组成部分，部署在
SAP HANA节点上，负责获取SAP HANA上需要备份的数据。

CommServe (CS)

备份服务器，Commvault备份软件的组成部分，部署在备份管
理节点，负责全局备份策略的制定和备份业务的调度。

Media Agent
(MA)

备份介质，Commvault备份软件的组成部分，部署在备份业务
节点，负责直接将备份数据存储至OBS。

OBS

在备份场景下OBS负责存储备份数据，桶是OBS中存储数据的
容器，最终数据都存储在OBS桶中。

说明
一个CommCell是一个备份管理域 ，是软件的逻辑组合 ，包含获取数据 、传输数据 、管理数据
和信息的所有软件组件。

备份流程
1.

安装和预配置备份软件
在备份SAP HANA场景下，需要安装和配置备份服务器（CommServe）、备份介
质（MediaAgent）及SAP HANA备份客户端代理（iDataAgent）三个组件。

2.

创建备份存储空间（OBS桶）
a.

登录OBS控制台，创建一个桶，作为备份数据存储空间。详细创建桶操作请
参见创建桶。

b.

在CommCell Console上创建云存储库，输入OBS终端节点地址、访问密钥、
桶名，用以将Commvault的备份介质（MediaAgent）与OBS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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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CommCell Console是用于管理CommCell环境、监视和控制活动作业以及查看与活动
相关的事件的图形用户界面。

3.

制定Commvault备份策略
在Commcell Console上创建备份策略，指定数据备份的周期、时间以及加密方式
等。

4.

检查备份执行情况
备份策略执行期间，用户可以通过Commcell Console查看备份执行情况。

5.

（可选）执行数据恢复
在SAP HANA源机上执行数据恢复。
说明
Commvault的具体操作请参见Commvault官方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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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ECS 上通过内网访问 OBS

6.1 方案概述
应用场景
某企业基于弹性云服务器（Elastic Cloud Server，ECS）构建好基础的业务后，随着数
据增长，硬盘已无法满足大量的图片、视频等数据存取需求。了解到华为云提供有海
量、弹性的云存储服务OBS后，决定将OBS作为数据存储资源池，以减轻服务器负
担。
在ECS上可以通过公网和华为云内网两种网络访问OBS。当有存取对象数据的需求时，
公网方式响应速度会因为网络质量而受到影响，读取数据还将收取一定的流量费用。
为最大化的优化性能、节省开支，企业管理者希望通过内网的方式访问OBS。
说明
当通过内网访问OBS时，需要确保待访问的OBS资源与ECS属于同一个区域，如果不属于同一个
区域，将采用公网访问。

方案架构
在已搭建的ECS上通过配置内网DNS，由内网DNS解析OBS域名，即可实现在ECS上经
由内网访问OBS。访问过程示意图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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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内网访问 OBS 示意图

●

对于Windows ECS，推荐使用OBS Browser+工具，实现内网访问OBS的目的，详
细操作请参见：
在Windows ECS上使用OBS Browser+通过内网访问OBS

●

对于Linux ECS，推荐使用obsutil工具，实现内网访问OBS的目的，详细操作请参
见：
在Linux ECS上使用obsutil通过内网访问OBS

当在ECS上通过内网访问OBS时，即可在内网进行数据读取、备份归档等业务，而不影
响外网带宽。

6.2 资源成本及规划
最佳实践中涉及的资源如下：
表 6-1 资源说明
资源

资源说明

弹性云服务器
（ECS）

● Windows系统：需安装OBS Browser+

对象存储服务
（OBS）

OBS作为数据存储资源池，以减轻服务器负担。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 Linux系统：需安装obsutil
须知
确保待访问的OBS资源与ECS属于同一个区域。如果不属于同一个区
域，将采用公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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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资源说明

虚拟私有云（VPC）

VPC主要负责为ECS构建隔离的、用户自主配置和管理的虚拟
网络环境，提升用户云中资源的安全性，简化用户的网络部
署。
子网是VPC中用来为ECS提供IP地址管理、DNS服务的一个网
络，子网内ECS的IP地址都属于该子网。

云解析服务
（DNS）

DNS提供内网DNS，专门用于处理华为云内网域名以及OBS
域名的解析请求，简化域名解析流程，减少因访问公网产生
的流量费用。

6.3 实施步骤
6.3.1 场景一：在 Windows ECS 上使用 OBS Browser+通过内网访
问 OBS
OBS Browser+是一款用于访问和管理对象存储服务的图形化工具，支持通过配置内网
DNS服务器地址的方式，使在华为云上的Windows ECS通过内网直接访问OBS，下面
将介绍具体操作流程和操作步骤。

注意

OBS Browser+需通过公网下载，或者从其他可以访问公网的云服务器下载后传到当前
云服务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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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图 6-2 在 Windows ECS 上使用 OBS Browser+通过内网访问 OBS 的流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Windows ECS
1.

登录华为云，在页面右上角单击“控制台”，进入“管理控制台”页面。

2.

在服务列表中，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ECS”。

3.

选择待登录的云服务器，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具体操作请参见登录Windows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2 查看Windows ECS是否已配置内网DNS
在Windows ECS上，您可以通过图形界面和命令行两种方式查看当前的DNS配置。此
处以通过命令行方式为例，介绍如何查看DNS配置。
1.

成功登录弹性云服务器后，打开cmd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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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ipconfig /all命令，查看“DNS服务器”是否为当前ECS所在区域的内网DNS
地址。
说明
华为云针对各区域提供了不同的内网DNS服务器地址，具体请参见华为云提供的内网DNS
服务器地址。

–

否，执行步骤3。

–

是，执行步骤5。

步骤3 配置内网DNS
修改ECS的DNS服务器地址为华为云提供的内网DNS，可以通过修改VPC子网DNS地址
和修改本地DNS配置两种方式实现。
●

方式一：修改VPC子网DNS地址
确定ECS所在VPC，并修改VPC子网的DNS服务器地址为内网DNS地址后，可以使
整个VPC内的ECS都通过内网DNS进行解析，从而访问在华为云内网的OBS服务。
详细操作请参见修改子网网络信息。

●

方式二：修改本地DNS配置
采用此方式配置的内网DNS会在ECS每次重启后失效，在重启后需要重新配置内网
DNS才可以通过内网访问OBS。此处以通过命令行配置为例，介绍如何在本地修
改DNS配置。

1.

打开cmd命令行。

2.

运行以下命令，配置首选DNS服务器地址。

netsh interface ip set dns name="本地连接" source=static addr=内网DNS服务器地址 register=primary

说明

3.

–

本地连接：网卡名称，需要根据实际正在使用的网卡进行修改。

–

内网DNS服务器地址：需要根据ECS所在区域选择内网DNS服务器地址，具体的地址信
息请参见华为云提供的内网DNS服务器地址。

（可选）运行以下命令，配置备选DNS服务器地址。

netsh interface ip add dns name="本地连接" addr=备选DNS服务器地址 index=2

说明
–

本地连接：网卡名称，需要根据实际正在使用的网卡进行修改。

–

备选DNS服务器地址：是在首选DNS服务器出现故障、不可用或无法解析请求的域名时
使用的DNS服务器，因此您可以设置为华为云内网DNS服务器的地址。

步骤4 确认是否已经是内网访问OBS
具体方法请参见如何判断是否内网访问OBS？
步骤5 下载OBS Browser+
OBS Browser+下载地址及具体操作请参见下载OBS Browser+。
步骤6 登录OBS Browser+
由于OBS Browser+默认使用公网访问OBS，因此在登录OBS Browser+时，“服务提
供商”和“服务器地址”需要按照以下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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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提供商：选择“其他对象存储服务”。

●

服务器地址：根据ECS所在区域输入OBS在此区域的终端节点（Endpoint）和端口
号（HTTPS协议端口号为“443”，HTTP协议端口号为“80”。系统默认服务器
为HTTPS服务器）。
示例：obs.ap-southeast-1.myhuaweicloud.com:443
说明
OBS区域和终端节点信息请参见地区和终端节点。

步骤7 开始使用OBS Browser+
成功登录OBS Browser+后，便可以在Windows ECS上直接通过华为云内网访问OBS，
进行基本的数据存取操作以及其他的高级设置操作。
详细使用指南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工具指南（OBS Browser+）。
----结束

6.3.2 场景二：在 Linux ECS 上使用 obsutil 通过内网访问 OBS
obsutil是适用于Windows、macOS和Linux操作系统的命令行工具，支持通过配置内
网DNS服务器地址的方式，使在华为云上的Linux ECS通过内网直接访问OBS，下面将
介绍其具体操作流程和操作步骤。

注意

obsutil需通过公网下载，或者从其他可以访问公网的云服务器下载后传到当前云服务
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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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图 6-3 在 Linux ECS 上使用 obsutil 通过内网访问 OBS 的流程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Linux ECS
1.

登录华为云，在页面右上角单击“控制台”，进入“管理控制台”页面。

2.

在打开的控制台首页，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3.

选择待登录的云服务器，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由于购买Linux ECS时设置的登录鉴权方式不同，登录方式因此也存在差异，不同
方式登录的具体操作请参见登录Linux弹性云服务器。

步骤2 查看Linux ECS是否已配置内网DNS
1.

成功登录Linux ECS后，打开命令行终端。

2.

运行cat /etc/resolv.conf命令，查看首行“nameserver”后的IP地址是否为当前
ECS所在区域的内网DNS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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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华为云针对各区域提供了不同的内网DNS服务器地址，具体请参见华为云提供的内网DNS
服务器地址。

–

否，执行步骤3。

–

是，执行步骤5。

步骤3 配置内网DNS
修改ECS的DNS服务器地址为华为云提供的内网DNS，可以通过修改VPC子网DNS地址
和修改本地DNS配置两种方式实现。
●

方式一：修改VPC子网DNS地址
确定ECS所在VPC，并修改VPC子网的DNS服务器地址为内网DNS地址后，可以使
整个VPC内的ECS都通过内网DNS进行解析，从而访问在华为云内网的OBS服务。
详细操作请参见修改子网网络信息。

●

方式二：修改本地DNS配置
此处以CentOS 6.x 64bit弹性云服务器为例，介绍如何修改本地DNS配置。
a.

打开命令行终端。

b.

运行以下命令，打开“/etc/resolv.conf”文件。

c.

按下i键进入编辑模式，在“/etc/resolv.conf”文件中按照以下格式，在原有
的DNS服务器地址之前新增内网DNS服务器地址。

vi /etc/resolv.conf

nameserver 内网DNS服务器地址

说明

▪
▪
▪
d.

内网DNS服务器地址：需要根据ECS所在区域选择内网DNS服务器地址，具体的地
址信息请参见华为云提供的内网DNS服务器地址。
新增的DNS服务器地址必须位于所有原有的DNS服务器地址之前。
DNS服务器按照nameserver顺序选择，且仅在前一个DNS服务器出现故障、不可
用或无法解析请求的域名时，才选择下一个DNS服务器。因此，后续如果想切换
成公网方式，需要将首行DNS地址改为公网的DNS，或者在已有DNS服务器地址
前增加一条公网DNS服务器地址。

按下Esc键，并输入:wq!，保存并退出文件。
说明
修改后的DNS地址在保存“/etc/resolv.conf”文件的修改操作后立即生效。

步骤4 确认是否已经是内网访问OBS
具体方法请参见如何判断是否内网访问OBS？
步骤5 下载obsutil
obsutil最新版本和下载链接请参见下载obsutil。
步骤6 配置obsutil
使用obsutil之前，您需要配置obsutil与OBS的对接信息，包括OBS终端节点
（Endpoint）和访问密钥（AK和SK）。具体操作请参见obsutil指南的初始化配置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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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其中OBS终端节点（Endpoint）需要根据ECS所在区域输入。OBS区域和终端节点信息请参见地
区和终端节点。

步骤7 使用obsutil
obsutil配置成功后，便可以在Linux ECS上直接通过内网访问OBS，进行基本的数据存
取操作以及其他的高级设置操作。
常见的数据存储操作请参见：
●

上传对象

●

下载对象

详细使用指南请参见对象存储服务工具指南（obsutil）。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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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自定义域名托管静态网站

7.1 方案概述
应用场景
当企业有大量静态网站需要提供给用户访问，却不想搭建网站服务器时，可以将静态
网站托管在OBS桶中，用户可以直接通过OBS桶绑定的自定义域名访问托管的静态网
站。

方案架构
图 7-1 使用自定义域名访问静态网站示意图

1.

企业将静态网站托管至OBS桶中，并为OBS桶绑定对外的自定义域名。

2.

用户访问自定义域名时，即可直接访问到存储在OBS桶中的静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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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您可能需要了解一些关于OBS静态网站托管的基本概念及操作，详情请参
阅静态网站托管。

方案优势
●

快速构建基于静态内容的网站，简化建站流程，降低运营成本。

●

无需搭建服务器，静态网站轻松上线。

7.2 资源和成本规划
本节介绍最佳实践中资源规划情况，包含以下内容：
表 7-1 资源和成本规划说明
资源

资源说明

成本说明

OBS

需要创建一个OBS桶用于存放静态
网站文件，同时在OBS桶上完成静
态网站托管配置和自定义域名绑
定。

OBS的使用涉及以下几项费用：
● 存储费用：静态网站文件存储
在OBS中产生的存储费用。
● 请求费用：用户访问OBS中存
储的静态网站文件时产生的请
求费用。
● 流量费用：用户使用自定义域
名通过公网访问OBS时产生的
流量费用。
实际产生的费用与存储的文件大
小、用户访问所产生的请求次数
和流量大小有关，请根据自己的
业务进行预估。

静态网站
文件

● 静态网站首页：
访问静态网站时返回的索引页
面，即首页。

免费

示例：index.html
● 404错误页面：
当访问错误的静态网站路径
时，返回的404错误页面。
示例：error.html
自定义域
名

用户自己的域名地址，需要绑定在
OBS桶上。
按照工信部要求，您绑定自定义域
名的桶如果在以下区域，需要提前
完成ICP备案。

准备自定义域名涉及域名注册费
用，由域名注册商收取，具体费
用以实际为准。

包括：华北-北京一、华北-北京
四、华东-上海一、华东-上海二、
华南-广州
示例：www.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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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资源说明

成本说明

DNS

OBS桶绑定的自定义域名需要在
DNS上配置CNAME记录。

免费

本例中，静态网站文件的示例如下：
●

●

index.html的内容为：

<html>
<head>
<title>Hello OBS!</title>
<meta charset="utf-8">
</head>
<body>
<p>欢迎使用OBS静态网站托管功能</p>
<p>这是首页</p>
</body>
</html>

error.html的内容为：

<html>
<head>
<title>Hello OBS!</title>
<meta charset="utf-8">
</head>
<body>
<p>欢迎使用OBS静态网站托管功能</p>
<p>这是404错误页面</p>
</body>
</html>

7.3 操作流程
您需要先在OBS管理控制台上创建一个桶，用于存放静态网站资源，并启用该桶的静
态网站托管，然后通过OBS提供的绑定自定义域名功能，将自定义域名与新创建的桶
绑定，再通过云解析服务（Domain Name Service，DNS）创建和配置域名托管，实
现自定义域名访问托管在OBS上的静态网站。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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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使用自定义域名托管静态网站流程图

7.4 实施步骤
7.4.1 准备工作
注册域名
如果您拥有一个已注册的域名，可跳过本步骤。
如果您还没有，请选择一个合适的注册商注册一个属于自己企业的域名。在本场景
下，以数据规划中的示例域名www.example.com进行注册，在实际操作中，您需要将
此域名替换为您自己规划的域名。

创建桶
桶名没有特殊要求，您只需要按照界面提示的命名规则创建一个桶用于存储静态网站
文件。此处以创建一个桶名称为example的桶为例，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打开OBS管理控制台，根据页面提示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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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页面上方单击“创建桶”。
步骤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以下参数。
●

区域：根据就近原则选择离业务较近的区域。

●

默认存储类别：推荐选择“标准存储”。
说明
您也可以根据网站的访问频率以及对响应速度的要求，选择“低频访问存储”或“归档存
储”。存储类别详情介绍请参见桶存储类别简介。

●

桶名称：输入“example”。

●

桶策略：选择“公共读”使桶内对象能够被任何用户访问。

●

默认加密：不勾选。

步骤4 单击“立即创建”，完成桶创建。
----结束

7.4.2 上传静态网站文件
整理好待上传的静态网站文件，在OBS控制台重复执行以下步骤，直至所有的静态网
站文件都上传至准备工作创建的桶中。
说明
在支持批量上传的区域，OBS控制台每次最多支持100个文件同时上传，总大小不超过5GB，如
果网站文件较多，建议使用OBS Browser+上传，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使用OBS Browser+上传
文件或文件夹。

步骤1 单击待操作的桶名称，进入桶概览页面后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对象”。
步骤2 单击“上传对象”，系统将弹出如图7-3所示对话框。
图 7-3 上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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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添加待上传的文件。
说明
● 不可加密上传静态网站文件。
● 存储类别建议选择“标准”。如果静态网站文件的存储类别为“归档存储”，则需要先恢复
才能被访问，具体恢复步骤请参见恢复归档存储文件。
● 网站首页文件（index.html）和404错误页面（error.html），需要存放在桶的根目录下。

步骤4 单击“上传”完成文件上传。
----结束

7.4.3 配置静态网站托管
上传完静态网站文件后，您需要执行以下步骤，将当前桶设置为静态网站托管模式。
说明
您也可以将整个静态网站直接重定向至另一个桶或域名，配置操作请参见重定向请求。

步骤1 单击桶名称，进入桶概览页面后单击“基础配置 > 静态网站托管”。
步骤2 单击“配置静态网站托管”按钮。
步骤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开启静态网站托管并选择“配置到当前桶”，将“默认首页”配
置为数据规划中的index.html，将“默认404错误页面”配置为数据规划中的
error.html，如图7-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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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配置静态网站托管

说明
您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配置重定向规则，实现网站内容重定向，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静态网站托
管。

步骤4 单击“确定”。
----结束

7.4.4 绑定自定义域名
步骤1 单击桶名称进入“概览”页面，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域名管理”。
步骤2 单击“绑定用户域名”，在“用户域名”输入“www.example.com”，如图7-5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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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绑定用户域名

步骤3 单击“确定”，完成自定义域名绑定到桶域名。
----结束

7.4.5 创建和配置域名托管
为了方便对您的自定义域名和静态网站统一管理，实现业务全面云化，您可以直接在
华为云提供的云解析服务（Domain Name Service，DNS）上托管您的自定义域名。
托管完成后，后续域名解析的管理都可以在云解析服务上进行，包括：管理记录集、
管理反向解析、设置域名泛解析等等。
说明
您也可以直接在域名注册商域名解析中添加一条别名记录，指向桶的访问域名。例如：桶
“www.example.com”所处区域“中国-香港”，则需要在域名注册商添加一条值为
“www.example.com CNAME www.example.com.obs-website.apsoutheast-1.myhuaweicloud.com”的记录。

使用云解析服务创建和配置域名托管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创建公网域名。
在云解析服务中创建公网域名，使用准备工作中注册的根域名“example.com”作为
创建公网域名。详细的创建方法请参见配置网站解析章节中的“添加域名”部分内
容。
步骤2 添加别名记录。
在云解析服务中为托管域名子域名“www.example.com”添加记录集，配置该子域名
别名指向OBS的静态网站托管域名。在添加别名记录时参数配置如下：
●

主机记录：输入“www”。

●

类型：选择“CNAME – 将域名指向另外一个域名”。

●

线路类型：选择“全网默认”。

●

TTL(秒)：保持默认。

●

值：需指向的域名。若绑定自定义域名时没有开启CDN加速，此处填写OBS的桶
的静态网站托管域名；若开启了CDN加速，此处填写CDN提供的加速域名（即
CNAME）。

详细的创建方法请参见增加CNAME类型记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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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域名注册商处修改域名解析服务器地址。
在域名注册商处，将该根域名对应的NS记录中域名解析服务器地址修改为云解析服务
（DNS）服务器的地址，具体地址为云解析服务中该公网域名记录集中NS记录的值字
段内容信息。
详细的更改域名解析服务器地址的方法请参见配置网站解析章节中的“更改域名的
DNS服务器”部分。
说明
更改后的域名解析服务器地址将于48小时内生效，具体生效时间请以域名注册商处的说明为
准。

----结束

7.4.6 验证
●

在浏览器中输入访问地址：www.example.com，验证能否访问到配置的默认首
页，如图7-6所示。
图 7-6 默认首页

●

在浏览器中输入一个桶中不存在的静态文件访问地址，例如：
www.example.com/imgs，验证能否访问到配置的404错误页面，如图7-7所示。
图 7-7 404 错误页面

说明
由于浏览器缓存等原因，您可能需要清除浏览器缓存后才能查看到预期效果。

7.4.7 （后续操作）更新静态网站
后续如果需要对网站某个静态文件（如：图片、音乐、html文件、css文件等）进行更
新，您可以重新上传该静态文件。但需要注意的是，默认情况下，在OBS同一路径下
新上传的文件会覆盖OBS上已存在的同名文件。为避免文件覆盖的情况，您可以选择
启用OBS的多版本控制功能。利用多版本控制，可以保留静态文件的多个版本，使您
更方便地检索和还原各个版本，在意外操作或应用程序故障时快速恢复数据。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

对象存储服务
最佳实践

7 使用自定义域名托管静态网站

启用多版本控制
步骤1 登录OB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桶列表中单击待操作的桶，进入“概览”页面。
步骤3 在“基本信息”区域的“多版本控制”后，单击“编辑”，如图7-8所示。
图 7-8 多版本控制

步骤4 勾选“启用”后单击“确定”，启用目标桶中对象的多版本控制。
----结束
关于多版本控制的更多介绍以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多版本控制。

更新静态文件
步骤1 登录OB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桶列表中单击待操作的桶，进入“概览”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对象”。
步骤4 单击“上传对象”，或选择待更新文件所在文件夹后单击“上传对象”，系统将弹出
如图7-9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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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上传对象

步骤5 添加待上传文件。
说明
● 不可加密上传静态网站文件。
● 存储类别建议选择“标准”。如果静态网站文件的存储类别为“归档存储”，则需要先恢复
才能被访问，具体恢复步骤请参见恢复归档存储文件。

步骤6 单击“上传”完成文件上传。
在同一路径下新上传的同名文件会作为“最新版本”显示在对象列表，每次访问此文
件时，都是访问的此文件的最新版本，以此达到更新静态网站文件的效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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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BS 数据一致性校验

8.1 方案概述
应用场景
对象数据在上传下载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网络劫持、数据缓存等原因，存在数据不
一致的问题。

方案架构
OBS提供通过计算MD5值的方式对上传下载的数据进行一致性校验。默认情况下，
OBS不会进行一致性校验，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在上传下载时主动启用校验。
说明
● 各种方式的一致性校验结果互通，即无论您使用以下何种方式在上传时通过了一致性校验，
都可以使用其他方式在下载时校验一致性。
● 下载对象时，只有当待下载对象具有MD5值时，MD5校验才会生效。
● 启用MD5进行数据一致性校验会影响上传下载性能。

表 8-1 校验数据一致性的方式
方式

说明

操作指导

obsutil

命令行工具，可以通过简单的一行
命令实现上传下载，并且在命令中
选择是否采用MD5校验。

使用obsutil校验上传对象的
一致性

图形化界面工具，可以一键开启或
关闭MD5校验，同时提供任务管
理，方便查看校验状态。

使用OBS Browser+校验上传
对象的一致性

OBS Browser
+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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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说明

操作指导

OBS SDK

开发者可以通过OBS SDK进行二次
开发，自行判断MD5校验结果，
并根据实际业务进行结果处理。

使用OBS SDK校验上传对象
的一致性
使用OBS SDK校验下载对象
的一致性

上传对象时，OBS会先在客户端计算出对象的MD5值然后携带上传至OBS，OBS服务
端再根据上传的对象内容计算出MD5值，最终与携带上传的MD5值进行对比，如果对
比结果一致，对象上传成功，否则上传失败。使用MD5值对上传数据进行一致性校验
的示意图如图8-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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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校验上传对象的一致性

下载对象时，OBS会将对象已有的MD5值与根据下载的对象内容计算出来的MD5值进
行对比，如果对比结果一致，对象下载成功，否则下载失败。使用MD5值对下载数据
进行一致性校验的示意图如图8-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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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校验下载对象的一致性

8.2 校验上传对象的一致性
obsutil、OBS Browser+以及OBS SDK都支持在上传对象时进行一致性校验，您可以根
据自己的业务选择任意一种方式进行校验。本文分别介绍了几种方式在上传对象时进
行一致性校验的操作指导。

方式一：使用 obsutil 校验上传对象的一致性
obsutil支持在上传对象时通过附加参数（vmd5）来校验数据的一致性。
以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传本地一个位于D盘的test.txt文件至mytestbucket桶为例，
开启一致性校验的命令示例如下：
obsutil cp D:\test.txt obs://mytestbucket/test.txt -vmd5

校验通过后，对象上传成功，系统显示Upload successfully的回显信息。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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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使用 OBS Browser+校验上传对象的一致性
OBS Browser+默认关闭MD5校验，在OBS Browser+上启用MD5校验一致性并上传对
象的步骤如下：
步骤1 登录OBS Browser+。
步骤2 单击客户端右上方的

，并选择“高级设置”。

步骤3 勾选“MD5校验”，如图8-3所示。
图 8-3 配置 MD5 校验

步骤4 单击“确定”。
步骤5 选择待上传文件的桶，上传文件。
●

若MD5校验成功，则文件上传成功。

●

若MD5校验失败，则文件上传失败，且在任务管理中提示失败原因：校验文件
MD5失败。

----结束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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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三：使用 OBS SDK 校验上传对象的一致性
OBS提供Java、Python等多种语言的SDK，各SDK通过在上传对象时设置对象的
Content-MD5值以开启一致性校验。如何计算并设置对象MD5值请前往OBS SDK参见
各自开发指南的setObjectMetadata接口。
此处以使用OBS Java SDK上传Windows本地D盘一个名为text.txt的文本文件至
mytestbucket为例，上传过程使用MD5值校验数据一致性的示例代码如下：
String endPoint = "https://your-endpoint";
String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String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创建ObsClient实例
ObsClient obsClient = new ObsClient(ak, sk, endPoint);
// 计算并设置MD5值
ObjectMetadata metadata = new ObjectMetadata();
File file = new File("D:\\text.txt");
FileInputStream fis = new FileInputStream(file);
InputStream is = (InputStream)fis;
String contentMd5 = obsClient.base64Md5(is);
metadata.setContentMd5(contentMd5);
// 带MD5值上传文件
obsClient.putObject("mytestbucket", "text.txt", file, metadata);

说明
● 对象数据的MD5值必须经过Base64编码。
● OBS服务端会将该MD5值与对象数据计算出的MD5值进行对比，如果不匹配则上传失败，返
回HTTP 400错误。如果匹配，对象上传成功，返回HTTP 200状态码。

8.3 校验下载对象的一致性
OBS Browser+、obsutil以及OBS SDK都支持在下载对象时进行一致性校验，您可以根
据自己的业务选择任意一种方式进行校验，本文就几种方式如何使用一致性校验进行
了详细说明。

前提条件
待下载对象已有MD5值，如果没有MD5值，将不会进行一致性校验。对象的MD5值需
要在上传的时候计算并设置，详细操作请参见校验上传对象的一致性。

方式一：使用 obsutil 校验下载对象的一致性
obsutil支持在下载对象时通过附加参数（vmd5）来校验下载数据的一致性。
以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载mytestbucket桶中的test.txt文件至本地为例，开启数据一
致性校验的步骤如下：
步骤1 执行以下命令，检查待下载对象是否具有MD5信息。
obsutil stat obs://test-bucket/test.txt

●

返回的对象基本信息中，包含MD5信息，如下图所示，执行步骤2。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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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含MD5信息，下载对象时无法进行一致性校验。

步骤2 执行以下命令，下载对象。
obsutil cp obs://mytestbucket/test.txt D:\test.txt -vmd5

●

对象下载成功且通过一致性校验，回显信息如下：

●

如果桶中对象没有MD5值，对象能够下载成功，但不会校验一致性，回显信息如
下：

----结束

方式二：使用 OBS Browser+校验下载对象的一致性
OBS Browser+默认关闭MD5校验，在OBS Browser+上启用MD5校验一致性并下载对
象的步骤如下：
步骤1 登录OBS Browser+。
步骤2 单击客户端右上方的

，并选择“高级设置”。

步骤3 勾选“MD5校验”，如图8-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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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配置 MD5 校验

步骤4 单击“确定”。
步骤5 选择待下载文件的桶，下载文件。
●

若MD5校验成功，则文件下载成功。

●

若MD5校验失败，则文件下载失败，且在任务管理中提示失败原因：校验文件
MD5失败。

----结束

方式三：使用 OBS SDK 校验下载对象的一致性
OBS SDK对待下载对象的自定义元数据中的MD5值和下载到本地的对象的MD5值进行
对比，通过对比结果判断下载对象的一致性。
此处以使用OBS Java SDK下载mytestbucket桶中一个名为test.txt的文本文件为例，下
载过程使用MD5值校验数据一致性的示例代码如下：

String endPoint = "https://your-endpoint";
String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String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创建ObsClient实例
final ObsClient obsClient = new ObsClient(ak, sk, endPoint);
// 获取对象的MD5值
ObjectMetadata metadata = obsClient.getObjectMetadata("mytestbucket", "test.txt");
String md5Origin = metadata.getUserMetadata("contentMd5");
// 计算下载后对象的MD5值
Obsobject obsobject = obsClient.getObject("mytestbucket", "test.txt");
String md5Download = obsClient.base64Md5(obsobject.getObjectContent());
// 对比MD5值
if(md5Origin.contentEquals(md5Download))
System.out.println("Object MD5 validation passes!\n");
else
System.out.println("Object MD5 validation failed!\n");

说明
在以上示例代码中，获取对象MD5值时的contentMd5是在上传时设置的自定义元数据，实际开
发中需要根据自定义的元数据名称修改。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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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优化最佳实践

OBS按照对象名的UTF-8编码范围来进行分区管理，对系统进行水平扩展与动态负载均
衡。如果用户在对象命名规则上使用了顺序前缀（如时间戳或字母顺序），可能导致
大量对象的请求访问集中于某个特定分区，造成访问热点。热点分区上的请求速率受
限，访问时延上升。
推荐使用随机前缀对象名，这样请求就会均匀分布在多个分区，达到水平扩展的效
果。
示例：
比如典型的日志归档场景，可能上传的对象名都是如下形式：
yourbucket/obslog/20190610-01.log.tar.gz
yourbucket/obslog/20190610-02.log.tar.gz
yourbucket/obslog/20190610-03.log.tar.gz
yourbucket/obslog/20190610-04.log.tar.gz
...
yourbucket/obslog/20190611-01.log.tar.gz
yourbucket/obslog/20190611-02.log.tar.gz
yourbucket/obslog/20190611-03.log.tar.gz
yourbucket/obslog/20190611-04.log.tar.gz

建议为对象名添加3位以上16进制哈希前缀：
yourbucket/6ac-obslog/20140610-01.log.tar.gz
yourbucket/b42-obslog/20140610-02.log.tar.gz
yourbucket/17f-obslog/20140610-03.log.tar.gz
yourbucket/ac9-obslog/20140610-04.log.tar.gz
...
yourbucket/95d-obslog/20140611-01.log.tar.gz
yourbucket/4a5-obslog/20140611-02.log.tar.gz
yourbucket/ea2-obslog/20140611-03.log.tar.gz
yourbucket/ba3-obslog/20140611-04.log.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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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eb 端通过 PostObject 接口直传 OBS

背景信息
常见的Web端上传方法是用户通过浏览器上传文件至应用服务器，再由应用服务器上
传至OBS，数据需要在应用服务器中转，传输效率较低，且多任务同时上传时应用服
务器压力大。
本文介绍一种在Web端利用PostObject接口直传文件至OBS的方法，即使用表单上传
方式上传文件至OBS。如图10-1所示，该方案省去了应用服务器这一步骤，提高了传
输效率，不会对服务器产生压力，且服务端签名后直传可以保证传输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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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Web 端 PostObject 直传流程图

前提条件
已创建桶。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桶。

操作步骤
配置分为两大步：配置跨域资源共享和使用表单上传。
第一步：配置跨域资源共享
在通常的网页请求中，由于同源安全策略SOP的存在，不同域之间的网站脚本和内容
是无法进行交互的。
跨域资源共享CORS是一种网络浏览器的规范机制，定义了一个域中加载的客户端Web
应用程序与另一个域中的资源交互的方式。OBS支持CORS规范，允许跨域请求访问
OBS中的资源。
步骤1 在OBS管理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对象存储”。
步骤2 在桶列表单击待操作的桶，进入“概览”页面。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访问权限控制 > CORS规则”。
步骤4 单击“创建”，系统弹出“创建CORS规则”对话框，如图10-2所示。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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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个桶最多可设置100条CORS规则。

图 10-2 创建 CORS 规则

步骤5 在“CORS规则”中配置“允许的来源”、“允许的方法”、“允许的头域”、“补充
头域”和“缓存时间”。
说明
若该OBS桶同时开启了CDN加速，CDN需配置HTTP header，详见HTTP header配置。

表 10-1 CORS 规则
参数

说明

配置建议

允许的来
源

必选参数，指定允许的跨域请求的来
源，即允许来自该域名下的请求访问该
桶。

*

允许多条匹配规则，以回车换行为间
隔。每个匹配规则允许使用最多一个
“*”通配符。例如：
http://rds.example.com
https://*.vbs.example.com

允许的方
法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必选参数，指定允许的跨域请求方法，
即桶和对象的几种操作类型。包括：
Get、Post、Put、Delete、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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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配置建议

允许的头
域

可选参数，指定允许的跨域请求的头
域。只有匹配上允许的头域中的配置，
才被视为是合法的CORS请求。

*

允许的头域可设置多个，多个头域之间
换行隔开，每行最多可填写一个*符号，
不支持&、:、<、空格以及中文字符。
补充头域

可选参数，指CORS响应中带的补充头
域，给客户端提供额外的信息。

● ETag

补充头域可设置多个，多个头域之间换
行隔开，不支持*、&、:、<、空格以及中
文字符。

● x-obs-api

● x-obs-request-id
● Content-Type
● Content-Length
● Cache-Control
● Content-Disposition
● Content-Encoding
● Content-Language
● Expires
● x-obs-id-2
● x-reserved-indicator
● x-obs-version-id
● x-obs-copy-sourceversion-id
● x-obs-storage-class
● x-obs-delete-marker
● x-obs-expiration
● x-obs-website-redirectlocation
● x-obs-restore
● x-obs-version
● x-obs-object-type
● x-obs-next-appendposition

缓存时间

必选参数，请求来源的客户端可以缓存
的CORS响应时间，以秒为单位，默认为
100秒。

根据实际业务设置。

步骤6 单击“确定”。
“CORS规则”页签显示“创建CORS规则成功”提示创建桶的CORS配置成功。CORS
配置会在两分钟内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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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S配置成功后，便仅允许跨域请求来源的地址通过允许的方法访问OBS的桶。例
如：为桶“testbucket”允许的来源配置为“https://www.example.com”，允许的方
法配置为“GET”，允许的头域和补充的头域配置为“*”，缓存时间设置为
“100”，则OBS仅允许来源为“https://www.example.com”的“GET”请求访问桶
“testbucket”，且不限制该请求的头域，请求来源的客户端可缓存的该CORS请求的
响应时间为100秒。
----结束
第二步：使用表单上传
以BrowserJS为例，演示如何直接使用SDK计算签名。
基于表单上传是使用HTML表单形式上传对象到指定桶中，对象最大不能超过5GB。
您可以通过ObsClient.createPostSignatureSync生成基于表单上传的请求参数。使用
BrowserJS代码模拟表单上传的完整代码示例，可单击此处下载：post-objectsample。您也可以通过如下步骤进行表单上传：
步骤1 使用ObsClient.createPostSignatureSync生成用于鉴权的请求参数。
使用SDK生成用于鉴权的请求参数包括两个：
●

Policy：对应表单中policy字段。

●

Signature：对应表单中的signature字段。

代码示例如下：

// 创建ObsClient实例
var obsClient = new ObsClient({
access_key_id: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secret_access_key: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server : 'https://your-endpoint',
signature : 'obs'
});
// 设置表单参数
var formParams = {
// 设置对象访问权限为公共读
'x-obs-acl': obsClient.enums.AclPublicRead,
// 设置对象MIME类型
'content-type': 'text/plain'
};
// 设置表单上传请求有效期，单位：秒
var expires = 3600;
var res = obsClient.createPostSignatureSync({Expires:expires, FormParams: formParams});
// 获取表单上传请求参数
console.log('\t' + res.Policy);
console.log('\t' + res.Signature);

步骤2 准备表单HTML页面。
表单HTML代码示例如下：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head>
<body>
<form action="http://bucketname.your-endpoint/" method="post" enctype="multipart/form-data">
Object key
<!-- 对象名 -->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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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type="text" name="key" value="objectname" />
<p>
ACL
<!-- 对象ACL权限 -->
<input type="text" name="x-obs-acl" value="public-read" />
<p>
Content-Type
<!-- 对象MIME类型 -->
<input type="text" name="content-type" value="text/plain" />
<p>
<!-- policy的base64编码值 -->
<input type="hidden" name="policy" value="*** Provide your policy ***" />
<!-- AK -->
<input type="hidden" name="AccessKeyId" value="***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 签名串信息 -->
<input type="hidden" name="signature" value="*** Provide your signature ***"/>
<input name="file" type="file" />
<input name="submit" value="Upload" type="submit" />
</form>
</body>
</html>

说明
● HTML表单中的policy，signature的值均是从ObsClient.createPostSignatureSync的返回结果
中获取。
● 表单HTML示例可单击此处下载：PostDemo。

步骤3 将生成的请求参数填入HTML页面。
步骤4 选择本地文件，进行表单上传。
----结束

知识扩展
采用BrowserJS SDK直接计算签名时，AK/SK可能会展现在前端界面，有一定风险。
您还可以采用客户端-服务端模型，服务端可以采用Java、Python等SDK计算POST上
传签名，客户端采用JavaScript向服务端获取签名信息后利用签名信息访问OBS。
其中，计算POST上传签名信息请参考各SDK语言：
●

Java

●

Python

●

PHP

●

BrowserJS

●

Node.js

除POST上传外，在其他场景中，为了避免前端代码直接使用AK/SK访问OBS造成敏感
信息泄露，可以通过后台计算临时URL，前端使用临时URL授权访问OBS。
利用GO SDK计算临时URL，前端JS使用临时URL列举OBS桶内对象。示例如下：
1.

GO SDK后台计算列举桶临时URL。

// 引入依赖包
import (
"fmt"
"obs"
"strings"
)

文档版本 08 (2020-08-31)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0

对象存储服务
最佳实践

10 Web 端通过 PostObject 接口直传 OBS

var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var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var endpoint = "https://your-endpoint"
// 创建ObsClient结构体
var obsClient, _ = obs.New(ak, sk, endpoint)
func main() {
input := &obs.CreateSignedUrlInput{}
input.Expires = 3600

}

2.

// 生成列举对象临时URL
// 指定为GET请求，传入桶名
input.Method = obs.HttpMethodGet
input.Bucket = "bucketname"
output, _ := obsClient.CreateSignedUrl(input)
// 获取生成的临时URL及请求头域信息
fmt.Printf("SignedUrl:%s\n", output.SignedUrl)
fmt.Printf("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v\n", output.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前台获取到签名URL SignedUrl及请求头域信息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后，访问OBS进行列举桶操作。

// 使用GET请求获取对象列表
var bucketName = 'bucketname';
var method = 'GET';

// SignedUrl为上一步骤中后端服务计算得到的临时URL，
//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为上一步骤中后端服务计算临时URL时使用的请求头域，前台实际请求应
保持一致；
var reopt = {
method : method,
url : SignedUrl,
withCredentials: false,
headers : ActualSignedRequestHeaders || {},
validateStatus: function(status){
return status >= 200;
},
maxRedirects : 0,
responseType : 'text',
};
axios.request(reopt).then(function (response) {
if(response.status < 300){
console.log('Listing object using temporary signature succeed.');
}else{
console.log('Listing object using temporary signature failed!');
console.log('status:' + response.status);
console.log('\n');
}
console.log(response.data);
console.log('\n');
}).catch(function (err) {
console.log('Listing object using temporary signature failed!');
console.log(err);
console.log('\n');
});

其中，生成临时授权访问URL请参考各SDK语言：
●

Java

●

Python

●

Go

●

Nod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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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直传

11.1 方案概述
在互联网中，使用OBS作为存储在移动APP（手机Android、iOS应用）中获得了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Android和iOS应用使用OBS服务时，不能直接存储访问密钥（AK/
SK），这样可能会导致访问密钥（AK/SK）被黑客软件破解获取，进而可能导致存放
在云存储中的文件数据被窃取，甚至被篡改。
为了更好地保护应用数据，避免被攻击后数据泄露以及越权访问的风险，为您推荐以
下两种方法。
●

方法一：使用临时安全凭证直传OBS

●

方法二：使用预签名URL访问OBS

方法一使用临时的AK/SK，可以避免AK/SK泄露的风险。推荐您优先使用临时安全凭证
直传OBS。

11.2 使用临时安全凭证直传 OBS
方案架构
使用的方式，可以将应用客户端的数据直传至OBS，或者将存储在OBS里的数据进行
下载。具体流程如图11-1。
OBS支持使用临时安全凭证（临时AK/SK和securitytoken）进行授权访问，同时支持为
临时安全凭证配置权限策略来指定使用该临时安全凭证时允许执行的操作。什么是临
时安全凭证？
移动应用客户端可以使用指定了权限策略的临时安全凭证来访问OBS，实现数据直
传，整个过程不会暴露用户的永久AK/SK，降低了帐号泄露带来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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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使用临时安全凭证直传 OBS 流程

角色分析如下：
●

应用客户端：即最终用户手机上的APP，负责向应用服务器发出申请临时安全凭
证的请求，以及访问OBS完成数据上传或下载。

●

应用服务器：即提供该Android/iOS应用的开发者开发的APP后台服务，用于用户
管理和授权管理等。

●

对象存储服务：即华为云对象存储服务，负责处理移动应用的数据请求。

●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即华为云统一身份认证服务，负责生成临时安全凭证。

实现流程如下：
1.

应用客户端向应用服务器申请一个临时操作凭证。

2.

应用服务器向统一身份认证服务请求临时安全凭证。

3.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向应用服务器返回临时安全凭证。

4.

应用服务器将临时安全凭证发放给应用客户端。

5.

应用客户端使用安全凭证完成OBS数据上传下载。

前提条件
已创建桶，并将桶权限设置为私有读写或者公共读私有写。
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桶和配置桶策略。

资源和成本规划
最佳实践中涉及的资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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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资源说明
资源

资源说明

应用客户端（APP
Client）

最终用户手机上的APP，负责向应用服务器发出申请临时安全
凭证的请求，以及访问OBS完成数据上传或下载。

应用服务器（APP
Server）

提供该Android/iOS应用的开发者开发的APP后台服务，用于
用户管理和授权管理等。

对象存储服务
（OBS）

华为云对象存储服务，负责处理移动应用的数据请求。

统一身份认证服务
（IAM）

华为云统一身份认证服务，负责生成临时安全凭证。

实施步骤
步骤1 获取OBS SDK开发包和IAM SDK开发包。
OBS SDK请在SDK开发指南中获取。
IAM SDK开发包请在IAM开发工具包获取。
步骤2 模拟应用服务器向IAM请求临时安全凭证和返回安全凭证。
过程如下：
1.

获取用户的IAM用户Token。
API请参见获取IAM用户Token（使用密码），SDK请参见开发工具包（SDK）。

2.

使用Token获取临时安全凭证（临时AK/SK和securitytoken），获取时需要通过
Policy字段指定该安全凭证允许执行的操作权限。
API请参见通过token获取临时访问密钥和securitytoken，SDK请参见开发工具包
（SDK）。

示例：获取一个有效期为900秒的临时安全凭证，该凭证只允许上传数据到桶hicompany的APPClient/APP-1/目录下。
{

"auth":{
"identity":{
"policy":{
"Version":"1.1",
"Statement":[STS
{
"Action":[
"obs:object:PutObject"
],
"Resource":[
"obs:*:*:object:hi-company/APPClient/APP-1/*"
],
"Effect":"Allow"
}
]
},
"token":{
"duration-seconds":900,
"id":"MIIDkgYJKoZIhvcNAQcCoIIDgzCCA38CAQExDTALMEXXXXX..."
},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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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oken"

步骤3 初始化应用客户端中OBS client。
初始化示例：
●

Android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endPoint = "https://your-endpoint";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private static final String token = "*** Provide your Security Token ***";
private static ObsClient obsClient;
// 创建ObsClient实例
ObsConfiguration config = new ObsConfiguration();
config.setSocketTimeout(30000);
config.setConnectionTimeout(10000);
config.setEndPoint(endPoint);
obsClient = new ObsClient(ak, sk,token,config);
// 使用访问OBS
// 关闭obsClient
obsClient.close();

说明

●

–

endPoint即终端节点，可通过地区和终端节点查询。

–

ak和sk即临时AK/SK，token即securitytoken，获取方式请参见访问密钥（AK/SK）。

iOS

NSString *endPoint = @"your-endpoint";
NSString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NSString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 初始化身份验证
OBSStaticCredentialProvider *credentailProvider = [[OBSStaticCredentialProvider alloc]
initWithAccessKey:AK secretKey:SK];
securityTokencredentailProvider.securityToken = @"*** Provide your Security Token ***";
// 初始化服务配置
OBSServiceConfiguration *conf = [[OBSServiceConfiguration alloc] initWithURLString:endPoint
credentialProvider:credentialProvider];
// 初始化
clientOBSClient *client = [[OBSClient alloc] initWithConfiguration:conf];

说明

●

–

endPoint即终端节点，可通过地区和终端节点查询。

–

ak和sk即临时AK/SK，token即securitytoken，获取方式请参见访问密钥（AK/SK）。

web js

// 未引入AMD，直接通过构造函数创建ObsClient实例
var obsClient = new ObsClient({
access_key_id: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secret_access_key: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security_token: '*** Provide your Security Token ***'
server : 'https://your-endpoint'
});
// 使用访问OBS

// 引入AMD，通过依赖注入的构造函数创建ObsClient实例
var obsClient;
define(['ObsClient'], function(ObsClient){
obsClient = new ObsClient({
access_key_id: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secret_access_key: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security_token: '*** Provide your Security Token ***'
server : 'https://your-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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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使用访问OBS

说明
–

endPoint即终端节点，可通过地区和终端节点查询。

–

ak和sk即临时AK/SK，token即securitytoken，获取方式请参见访问密钥（AK/SK）。

----结束

11.3 使用预签名 URL 直传 OBS
方案架构
应用客户端每个请求都将向应用服务器申请预签名URL，该预签名URL有效期由应用服
务器管理。具体流程如图11-2。
图 11-2 移动应用访问 OBS 数据流程

角色分析如下：
●

应用客户端：即最终用户手机上的APP，负责向应用服务器申请包含预签名的
URL，以及访问OBS完成数据上传或下载。

●

应用服务器：即提供该Android/iOS应用的开发者开发的APP后台服务，用于管理
凭证信息以及发放预签名URL。

●

OBS：即华为云对象存储，负责处理移动应用的数据请求。

实现流程如下：
1.

移动应用客户端向应用服务器申请一个预签名的URL。
Android和iOS应用使用OBS服务时，不需要存储访问密钥（AK/SK）。应用在上
传前必须向用户的应用服务器申请访问OBS的URL，并携带必须信息，包括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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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资源路径和资源名称。比如上传操作需要标识该URL为上传请求，需要包
含上传的路径以及上传对象的名称；下载操作需要标识该URL为下载请求，需要
包含所下载对象的名称。
2.

应用服务器作为可信设备，在应用服务器上存储访问密钥（AK/SK）。应用服务
器在验证客户端身份合法之后，使用应用服务器保存的访问密钥（AK/SK）以及
客户端访问的资源、操作类型生成预签名URL。举例：

https://examplebucket.obs.ap-southeast-1.myhuaweicloud.com/objectkey?
AccessKeyId=AccessKeyID&Expires=1532779451&Signature=0Akylf43Bm3mD1bh2rM3dmVp1Bo%3D

3.

Android/iOS移动应用获取此URL，直接使用该URL操作数据，比如上传或者下载
操作。
URL中会包含用户的AK、签名、有效期、资源等信息，任何拿到这个URL的人均
可执行这个操作。OBS服务收到这个请求并验证签名后，认为该请求就是签发
URL的用户自己在执行操作。例如构造一个携带签名信息的下载对象URL，拿到相
应URL的人能下载这个对象，但该URL只在Expires指定的失效时间内有效（如果
使用临时访问密钥，有效期为临时访问密钥有效时长和Expires的最小值）。URL
中携带签名主要用于在不提供给其他人SK的情况下，让其他人能用预签发的URL
来进行身份认证，并执行预定义的操作。

前提条件
●

创建桶。
在OBS控制台上创建桶。需要将桶权限设置为私有读写或者公共读私有写。
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见创建桶和配置桶策略。

●

获取访问密钥（AK/SK）。
预签名URL需要通过访问密钥生成，请参考访问密钥（AK/SK）获取。其中访问
密钥（AK/SK）对应的用户需设置所需的最小权限，具体权限设置方法参考向IAM
用户授予OBS资源权限。

资源和成本规划
最佳实践中涉及的资源如下：
表 11-2 资源说明
资源

资源说明

应用客户端（APP
Client）

最终用户手机上的APP，负责向应用服务器申请包含预签名的
URL，以及访问OBS完成数据上传或下载。

应用服务器（APP
Server）

提供该Android/iOS应用的开发者开发的APP后台服务，用于
管理凭证信息以及发放预签名URL。

对象存储服务
（OBS）

华为云对象存储服务，负责处理移动应用的数据请求。

实施步骤
步骤1 配置应用服务器。
1.

获取SDK开发包。
请在Java SDK开发指南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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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成预签名URL的代码。
预签名URL的计算方法请参考URL中携带签名。
下述示例以在应用服务器中使用Java语言开发进行举例。
说明
应用服务器需要根据APP操作类型，识别公共请求消息头与自定义请求消息头，并将其加
入到预签名URL生成签名计算中。
–

公共请求消息头，请参考构造请求。

–

自定义请求消息头，请参考对应操作的API文档。例如PUT上传，参考PUT上传API。

// 本次请求的桶的endpoint
String endPoint = "http://your-endpoint";
// 替换为您的AK、SK
String ak = "*** Provide your Access Key ***";
String sk = "*** Provide your Secret Key ***";
// 创建ObsClient实例
ObsClient obsClient = new ObsClient(ak, sk, endPoint);
// 替换您的过期时间，单位是秒
long expireSeconds = 3600L;
// 替换成您对应的操作
TemporarySignatureRequest request = new TemporarySignatureRequest(HttpMethodEnum.PUT,
expireSeconds);
// 替换为请求本次操作访问的桶名和对象名
request.setBucketName("bucketname");
request.setObjectKey("objectname");
TemporarySignatureResponse response = obsClient.createTemporarySignature(request);
// 成功返回预签名URL，如下打印URL信息
System.out.println(response.getSignedUrl());

更多相关介绍和示例代码，请参见使用URL进行授权访问。
步骤2 移动应用客户端使用获取到的预签名URL发送OBS请求。
public class Demo extends Activity
{
private static String bucketName = "my-obs-bucket-demo";
private static String objectKey = "my-obs-object-key-demo";
private static OkHttpClient httpClient;
private static StringBuffer sb;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sb = new StringBuffer();
/*
* Constructs a client instance with your account for accessing OBS
*/
httpClient = new OkHttpClient.Builder().followRedirects(false).retryOnConnectionFailure(false)
.cache(null).build();
final TextView tv = (TextView)findViewById(R.id.tv);
tv.setText("Click to start test");
tv.set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tv.setClickable(false);
AsyncTask<Void, Void, String> task = new DownloadTask();
task.exe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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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lass DownloadTask extends AsyncTask<Void, Void, String>
{
@Override
protected String doInBackground(Void... params)
{
try
{
/*
* 这里需要您自己构造上传对象请求到应用服务器来生成到OBS请求的预签名URL
* 假如响应结果存放在：response，通过方法获取getSignedUrl()
*/
sb.append("Uploading a new object to OBS from a file\n\n");
Request.Builder builder = new Request.Builder();
// 使用PUT请求上传对象
Request httpRequest =
builder.url(response.getSignedUrl()).put(RequestBody.create(MediaType.parse(contentType), "Hello
OBS".getBytes("UTF-8"))).build();
Call c = httpClient.newCall(httpRequest);
Response res = c.execute();
sb.append("\tStatus:" + res.code());
if (res.body() != null) {
sb.append("\tContent:" + res.body().string() + "\n");
}
res.close();
/*
* 这里需要您自己构造下载对象请求到应用服务器来生成到OBS请求的预签名URL
* 假如响应结果存放在：response，通过方法获取getSignedUrl()
*/
sb.append("Downloading an object\n\n");
Request.Builder builder = new Request.Builder();
// 使用GET请求下载对象
Request httpRequest = builder.url(response.getSignedUrl()).get().build();
OkHttpClient httpClient = new
OkHttpClient.Builder().followRedirects(false).retryOnConnectionFailure(false).cache(null).build();
Call c = httpClient.newCall(httpRequest);
Response res = c.execute();
System.out.println("\tStatus:" + res.code());
if (res.body() != null) {
sb.append("\tContent:" + res.body().string() + "\n");
}
res.close();
return sb.toString();
}
catch (Exception e)
{
sb.append("\n\n");
sb.append(e.getMessage());
return sb.toString();
}
finally
{
if (httpClient != null)
{
try
{
/*
* Close obs client
*/
httpClient.close();
}
catch (IOException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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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PostExecute(String result)
{
TextView tv = (TextView)findViewById(R.id.tv);
tv.setText(result);
tv.setOnClickListener(null);
tv.setMovementMethod(ScrollingMovementMethod.getInstance());
}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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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程序直传 OBS

背景信息
微信小程序作为当下流行的移动应用，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如何通过微信小程序上
传文件至对象存储服务OBS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将通过一个示例程序进行演
示。

注意事项
●

计算签名时依赖引用“crypto-js”及“js-base64”两个开源组件，因此需要在微
信小程序项目中设置使用NPM模块。

●

在微信小程序中进行编译时，如果在引入“crypto-js”包时出现“Maximum call
stack size exceed”报错，请升级微信小程序开发客户端至最新版本。

●

上传过程中返回405时，请检查指定的endpoint是否为对应上传桶的桶域名。

操作步骤
步骤1 设置桶的跨域访问权限。
微信小程序基于BrowerJS进行开发，受同源安全策略的要求，不同域间的网站脚本和
内容如需交互，需要配置跨域资源共享（CORS）规范。华为云对象存储服务OBS支持
CORS规范，允许跨域访问OBS中的资源，具体配置步骤请参见配置跨域资源共享。
CORS规则配置项建议：
表 12-1 CORS 规则
参数

说明

配置建议

允许的来
源

必选参数，指定允许的跨域请求的来
源，即允许来自该域名下的请求访问该
桶。

*

允许多条匹配规则，以回车换行为间
隔。每个匹配规则允许使用最多一个
“*”通配符。例如：
http://rds.example.com
https://*.vbs.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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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配置建议

允许的方
法

必选参数，指定允许的跨域请求方法，
即桶和对象的几种操作类型。包括：
Get、Post、Put、Delete、Head。

全选

允许的头
域

可选参数，指定允许的跨域请求的头
域。只有匹配上允许的头域中的配置，
才被视为是合法的CORS请求。

*

允许的头域可设置多个，多个头域之间
换行隔开，每行最多可填写一个*符号，
不支持&、:、<、空格以及中文字符。
补充头域

可选参数，指CORS响应中带的补充头
域，给客户端提供额外的信息。

● ETag

补充头域可设置多个，多个头域之间换
行隔开，不支持*、&、:、<、空格以及中
文字符。

● x-obs-api

● x-obs-request-id
● Content-Type
● Content-Length
● Cache-Control
● Content-Disposition
● Content-Encoding
● Content-Language
● Expires
● x-obs-id-2
● x-reserved-indicator
● x-obs-version-id
● x-obs-copy-sourceversion-id
● x-obs-storage-class
● x-obs-delete-marker
● x-obs-expiration
● x-obs-website-redirectlocation
● x-obs-restore
● x-obs-version
● x-obs-object-type
● x-obs-next-appendposition

缓存时间

必选参数，请求来源的客户端可以缓存
的CORS响应时间，以秒为单位，默认为
100秒。

根据实际业务设置。

步骤2 配置小程序上传域名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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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利用白名单机制管理跨域访问，想要实现数据上传，需要在微信小程序平
台域名白名单中配置桶的访问域名。
1.

获取桶的访问域名。
在桶列表单击待操作的桶，进入“概览”页面。在“基本信息”下查看桶的访问
域名。

2.

在微信小程序服务器域名配置中指定桶域名为合法域名。

步骤3 计算POST上传签名。
POST上传前需要根据上传时自定义使用的policy字段计算相关签名信息，签名计算规
则请参见基于浏览器上传的表单中携带签名，计算签名相关源代码如下：
对policy进行base64编码（GetPolicy.js）：
const Base64 = require('js-base64');
function getPolicyEncode(policy) {
// 传入表单上传的policy字段，对policy进行Base6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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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 encodedPolicy = Base64.encode(JSON.stringify(policy));
return encodedPolicy;

module.exports = getPolicyEncode;

计算签名的源代码（GetSignature.js）：
const Crypto = require('crypto-js');
const Base64 = require('js-base64');
function getSignature(policyEncoded, SecretKey){
// 利用SK对Base64编码后的policy结果进行HMAC-SHA1签名计算
const bytes = Crypto.HmacSHA1(policyEncoded, SecretKey);
// 对计算结果进行Base64编码，得到最终的签名信息
const signature = Crypto.enc.Base64.stringify(bytes);
return signature;
}
module.exports = getSignature;

步骤4 使用小程序直传数据至对象存储桶中。
基于步骤3中得到的编码后的policy字段及signature字段，可以调用小程序中的上传接
口，选择本地文件并上传。具体代码示例如下：
配置AK、SK、访问域名等信息的配置文件（Configuration.js）：
●

使用永久访问秘钥（AK/SK）

// 指定OBS服务相关信息：AK，SK，EndPoint
var Configuration = {
AccessKeyId: 'your access key ID',
//AK
SecretKey: 'your secret access key ID',
//SK
EndPoint: 'https://your-test-bucket.obs.myhuaweicloud.com',
};

//完整的桶访问域名

module.exports = Configuration;

●

使用临时访问秘钥（AK/SK/securitytoken）
获取临时AK/SK和securitytoken的方法，请参见获取临时AK/SK和
securitytoken。

// 指定OBS服务相关信息：AK，SK，SecurityToken，EndPoint
var Configuration = {
AccessKeyId: 'your access key ID',
//AK
SecretKey: 'your secret access key ID',
//SK
SecurityToken: 'your SecurityToken',
//securityToken
EndPoint: 'https://your-test-bucket.obs.myhuaweicloud.com',
};

//完整的桶访问域名

module.exports = Configuration;

说明
配置文件中传入的EndPoint应该为完整的桶访问域名，例如：https://
bucketName.obs.myhuaweicloud.com，其中bucketName即小程序上传的目标桶名。
// 引入配置文件
const config = require('./Configuration.js');
// 引入policy编码计算方法
const getPolicyEncode = require('./getPolicy.js');
// 引入签名计算方法
const getSignature = require('./GetSignature.js');
const OBSupload = function (filePath){
if(!filePath){
wx.showT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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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Invalid filePath',
icon: 'Please re-select path',
});

}
else{
const fileName = 'testMiniprogram.jpg'; // 指定上传到OBS桶中的对象名
const OBSPolicy = {
档

}

// 设定policy内容，policy规则定义可参考步骤3中的超链接签名计算规则文

"expiration": "2021-12-31T12:00:00.000Z",
"conditions": [
{ "bucket": "your-test-bucket" }, // 桶名要和配置文件中endpoint中的桶名保持一致
// { "x-obs-security-token": config.SecurityToken } // 如果是临时访问秘钥鉴权，必须设置该值
{ 'key': fileName }
]

const policyEncoded = getPolicyEncode(OBSPolicy);
// 计算base64编码后的policy
// 计算signature
const signature = getSignature(policyEncoded, config.SecretKey);
wx.uploadFile({
url: config.EndPoint,
filePath: filePath,
name: 'file',
header: {
'content-type': 'multipart/form-data; boundary=-9431149156168',
},
formData: {
// 从配置文件中获取到的AK信息、计算得到的编码后policy及signature信息
'AccessKeyID': config.AccessKeyId,
'policy': policyEncoded,
'signature': signature,
'key': fileName,
// "x-obs-security-token": config.SecurityToken, // 如果是临时访问秘钥鉴权，必须设置该值
},
success: function(res){
console.log(res.statusCode);
//打印响应状态码
if(res.statusCode=='204'){
console.log('Uploaded successfully', res)
wx.showToast({
title: 'Uploaded successfully',
icon: 'Success'
});
}
else{
console.log('Uploaded failed', res)
wx.showToast({
title: 'Uploaded failed',
icon: 'Fail'
});
}
},
fail: function(e){
console.log(e);
}
})
}

}

module.exports = OBSupload;

----结束

相关操作
上传完成后，要获取对应对象的访问URL，请参见如何获取对象访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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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过 Nginx 反向代理访问 OBS

应用场景
一般情况下，用户会通过OBS提供的桶访问域名（例如https://bucketname.obs.apsoutheast-1.myhuaweicloud.com）或者绑定的自定义域名来访问OBS。
但在某些场景下，用户需要通过固定的IP地址访问OBS，例如：某些企业出于安全考
虑，对于可访问的外部地址需要设置黑白名单，而这个时候对于OBS的访问则需要一
个固定的IP地址。同样出于安全考虑，华为云OBS桶访问域名通过DNS解析的IP地址是
会发生变化的，所以用户无法获取某个桶长期有效的固定IP地址。
此时，可以通过在ECS上搭建Nginx反向代理服务器，来实现通过固定IP地址访问
OBS。

方案架构
本实践将Nginx部署在ECS上，搭建Nginx反向代理服务器。用户对代理无感知，只需
要将请求发送到反向代理服务器，然后由反向代理服务器向OBS获取数据，再返回给
用户。反向代理服务器和OBS对外看做一个整体，仅暴露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隐藏了
OBS真实的域名或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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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通过 Nginx 反向代理访问 OBS 原理

约束与限制
●

已明确OBS桶所在区域和桶的访问域名，如中国-香港区域的桶：nginxobs.obs.ap-southeast-1.myhuaweicloud.com。查看方法

●

已在同区域购买Linux操作系统的ECS，本文以CentOS系统为例。购买ECS方法

●

ECS已绑定EIP，EIP用于从公网下载必要的Nginx安装包。

实施步骤
步骤1 在ECS上安装Nginx
此处以CentOS 7.6版本的操作系统为例。
1.

登录用于搭建Nginx反向代理服务器的ECS。

2.

使用wget命令，下载对应当前操作系统版本的Nginx安装包。

3.
4.
5.
6.

wget http://nginx.org/packages/centos/7/noarch/RPMS/nginx-release-centos-7-0.el7.ngx.noarch.rpm

执行以下命令，建立Nginx的yum仓库。

rpm -ivh nginx-release-centos-7-0.el7.ngx.noarch.rpm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Nginx。

yum -y install nginx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Nginx并设置开机启动。

systemctl start nginx
systemctl enable nginx

在任意终端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ECS弹性公网IP地址”，显示如下图所示，说
明Nginx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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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Nginx 安装成功

步骤2 修改Nginx配置文件，反向代理OBS桶
1.
2.

执行以下命令，打开“default.conf”配置文件。
vim /etc/nginx/conf.d/default.conf

按“i”键进入编辑模式，修改“default.conf”配置文件。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 #此处填写ECS弹性公网IP地址
location / {
proxy_pass https://nginx-obs.obs.ap-southeast-1.myhuaweicloud.com; #此处填写OBS桶访问域
名，以http://或https://开头
index index.html index.htm ; #指定网站初始页。如果包括多个文件，Nginx会根据文件的枚举顺
序来检查。
}
}

表 13-1 配置文件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server_name

提供反向代理服务的IP地址，即需要暴露给终端用户访问的固
定IP地址。
此处填写搭建Nginx反向代理服务的ECS弹性公网IP地址，即当
前登录的ECS弹性公网IP地址。

proxy_pass

被代理服务器的地址。
此处填写前提条件获取的OBS桶的访问域名，注意需要以
http://或https://开头，例如：
https://nginx-obs.obs.ap-southeast-1.myhuaweicloud.com
注意：
当使用API、SDK、obsutil调用时，此处填写区域域名，例如：
obs.ap-southeast-1.myhuaweicloud.com

3.
4.
5.

按“Esc”，输入“:wq”保存并退出。
执行以下命令，测试Nginx配置文件状态。

nginx -t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Nginx服务使配置生效。

systemctl stop nginx
systemctl start nginx

步骤3 (可选)配置OBS桶策略，允许Nginx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访问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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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OBS桶为公共读，或者访问私有桶内对象时在URL中携带签名，则可跳过此
步骤。
如果您的OBS桶为私有桶，且不希望使用携带签名的URL访问桶内资源，则建议配置以
下桶策略：仅允许Nginx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访问OBS桶。
1.

在OBS管理控制台左侧导航栏选择“对象存储”。

2.

在桶列表单击待操作的桶，进入“概览”页面。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访问权限控制 > 桶策略”。

4.

单击“创建”。

5.

在桶策略模板第一行，单击右侧的“自定义创建”。

6.

配置如下参数。
表 13-2 桶策略参数配置
参数

说明

策略配置方式

可视化视图

策略名称

自定义

策略内容

效果

允许

被授权用户

– 被授权用户：匿名用户
– 用户策略：包含以上用户

资源

– 资源范围：同时选择当前桶和桶内对象
– 资源策略：包含以上资源

动作

– 选择动作：Get*和List*
– 操作策略：包含以上动作

条件

– 条件运算符：IpAddress
– 键：SourceIp
– 值：

▪
▪

如果ECS使用公网DNS，取值为：
ECS的弹性公网IP地址
如果ECS使用华为云内网DNS，取值为：
100.64.0.0/10,214.0.0.0/7,ECS的私有IP地

址

说明
取值需要同时配置三个IP地址（IP地址段），之
间用英文逗号（,）隔开。
其中，100网段和214网段为ECS内网访问OBS的
网段。

7.

单击右下角的“配置确认”。

8.

单击右下角的“创建”，完成桶策略创建。

步骤4 验证反向代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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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意终端使用ECS弹性公网IP地址+对象名访问OBS资源，如果能正常访问，则说明
配置成功。
例如访问http://ECS弹性公网IP地址/ocean.jpg
图 13-3 使用固定 IP 地址访问 OBS 资源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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