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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流程

OBS最基础的入门操作包括创建桶、上传对象和下载对象，通过这三个操作就能完成
数据上传和下载。

图1-1为OBS大致的入门使用流程，实际上针对不同的使用方式有细微的差异，具体差
异请参考对应使用方式的指导文档，本入门指导旨在帮助您对OBS的入门操作有个初
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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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入门流程

1. 注册华为云，为帐号充值等，请参见步骤一：准备工作。

2. 除了控制台以外，通过其他方式访问OBS均需要提前获取访问密钥（AK/SK）用以
鉴权，请参见步骤二：获取访问密钥（AK/SK）。

3. 使用SDK、API和obsutil工具时需要提前获取终端节点（Endpoint），请参见步骤
三：获取终端节点（Endpoint）。

4. 使用工具（OBS Browser+、obsutil、obsfs）和SDK前，需要先下载对应工具或
SDK源码，并进行初始化配置，请参见步骤四：下载工具并初始化。

5. 桶是OBS中存储对象的容器，在上传对象前需要先创建桶，请参见步骤五：创建
桶。并行文件系统与OBS桶操作类似。

6. 将数据上传至OBS，请参见步骤六：上传对象。并行文件系统与OBS桶操作类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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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OBS中下载数据，请参见步骤七：下载对象。并行文件系统与OBS桶操作类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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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骤一：准备工作

使用OBS之前，您需要拥有一个华为云帐号或一个可用于访问OBS的IAM用户，本节将
介绍如何注册华为云、创建IAM用户、充值以及购买资源包。

注册华为云

如果您已有一个华为云帐号，请跳到下一个任务。如果您还没有华为云帐号，请参考
以下步骤注册。

1. 打开https://huaweicloud.com/intl/zh-cn/，单击“注册”。

2. 根据提示信息完成注册。

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跳转至您的个人信息界面。

创建 IAM 用户

IAM用户由帐号创建并管理，可以确保帐号及资源的安全性，有关IAM的详细介绍请参
见IAM用户。此处介绍如何创建一个具有OBS访问权限的IAM用户。若您不需要使用
IAM用户，可以略过此部分内容。

步骤1 在华为云官网，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控制台”，使用注册帐号登录控制台。

步骤2 在“控制台”页面，鼠标移动至右上方的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统一身份认
证”。

步骤3 创建用户组。

详细步骤请参见创建用户组，创建成功后，在“用户组权限”中选择“全局服务 > 对
象存储服务”，根据策略描述为该用户组配置一个或多个OBS策略。OBS相关的策略
请参见用户权限。

步骤4 创建用户。

详细步骤请参见创建用户，创建用户时“所属用户组”需选择步骤3创建的具有OBS权
限的用户组。

----结束

对象存储服务
快速入门 2 步骤一：准备工作

文档版本 02 (2020-04-1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

https://huaweicloud.com/intl/zh-cn/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iam/iam_02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iam/iam_03_000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productdesc-obs/obs_03_0045.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iam/iam_02_0001.html


为帐号充值

OBS默认采用按需计费，即按实际使用的时长、存储用量、请求次数等计费项进行收
费，以小时为单位，每小时整点结算，不设最低消费标准。具体价格请参见按需计费-
价格详情。

当您采用按需计费使用OBS时，建议您先为您的帐号充值，参考如何给华为云帐户充
值，确保帐号有足够余额可以正常使用OBS。若您帐号里有足够的余额，可略过此部
分内容。

购买资源包（可选）

OBS同时提供包年包月（资源包）计费方式，您可以购买包年包月套餐，提前规划资
源的使用额度和时长。OBS提供存储包、多AZ存储包、公网流出流量包和回源流量包
等多种资源包。不同资源包的价格详情及说明请参见包年包月-价格详情。

当您采用包年包月计费方式使用OBS时，您需要参照以下步骤购买对应的资源包。若
您不需要使用资源包，可略过此部分内容。

步骤1 使用帐号或IAM用户登录OBS控制台。

步骤2 在OBS控制台主页面右上角单击“购买资源包”，进入资源包购买页。

步骤3 根据界面提示进行信息配置。

步骤4 确认好配置后单击“加入清单”。

步骤5 在资源包清单中对资源包进行确认，无误后单击“立即购买”。

步骤6 确认订单无误后，单击“去支付”。

若发现订单有误，也可单击“上一步”修改订单后再继续购买。

步骤7 根据界面提示进行订单支付。

说明

资源包购买注意事项：

支持续订，暂不支持退订。资源包到期后，不会影响您在OBS上的使用和数据安全。您只要保证
云服务帐号上有足够的余额，系统会自动以按需计费的模式进行结算。

资源包每月重置规则说明：

按订购周期重置，即购买后每月同一天24:00:00重置资源额度。例如：您在4月15日任意时刻购
买6个月的公网流出流量包2TB并支付，您在4月15日到5月15日24:00:00间就会有2TB的公网流
出流量可以使用。我们会在5月16日00:00:00，重新给您2TB的公网流出流量，此2TB流量您可以
在5月16日00:00:00到6月15日24:00:00间使用，以此类推，直至购买的资源包到期为止。若上个
月有未使用完的额度，也会在每月重置时清零。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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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骤二：获取访问密钥（AK/SK）

操作场景

通过控制台访问OBS，您首先要使用您的华为云帐号或IAM用户登录控制台，在这种场
景下OBS通过您的帐号或IAM用户信息进行鉴权。

而在使用其他方式访问OBS时，例如工具（OBS Browser+、obsutil、obsfs）、SDK或
API，不需要您提供华为云帐号或IAM用户登录信息，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帐号或IAM用
户的访问密钥（AK/SK）来进行鉴权。所以您在使用这些方式访问OBS时，需要提前获
取访问密钥（AK/SK）。

访问密钥（AK/SK）的介绍请参见常用概念。

以下步骤将指导您如何获取访问密钥（AK/SK）。此外，OBS还支持通过临时AK/SK和
securitytoken进行认证鉴权，获取临时AK/SK和securitytoken的方法，请单击这里。

前提条件

IAM用户若希望使用AK/SK访问OBS，必须要帐号为其开启“编程访问”。开启方法请
参见查看或修改IAM用户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控制台。

步骤2 鼠标指向界面右上角的登录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

步骤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访问密钥”。

步骤4 单击“新增访问密钥”，进入“新增访问密钥”页面。

步骤5 输入当前用户的登录密码。

步骤6 通过邮箱或者手机进行验证，输入对应的验证码。

说明

在统一身份认证服务IAM中创建的用户，如果创建时未填写邮箱或者手机号，则只需校验登录密
码。

步骤7 单击“确定”，下载访问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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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访问密钥泄露，会带来数据泄露风险，且每个访问密钥仅能下载一次，为了帐号安全性，建
议您定期更换并妥善保存访问密钥。

访问密钥的增删启停等操作，请参见管理IAM用户访问密钥。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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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骤三：获取终端节点（Endpoint）

操作场景

使用SDK、API或obsutil工具前，需要先获取OBS的终端节点（Endpoint）信息，方便
您在调用接口或初始化obsutil工具时使用。

操作步骤

请在地区和终端节点页面获取OBS各区域的终端节点（Endpoint）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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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步骤四：下载工具并初始化

操作场景

在使用工具（OBS Browser+、obsutil、obsfs）或SDK访问OBS前，您需要提前下载对
应的工具或SDK源码，并进行相关的初始化配置。

操作步骤

表 5-1 工具下载和初始化

工具 下载方法 初始化配置方法

OBS Browser+ 下载OBS Browser+ 登录OBS Browser+

obsutil 下载obsutil 初始化obsutil

obsfs 方式一：通过下载获取obsfs
方式二：通过编译生成obsfs

初始化obsfs

SDK 下载SDK，具体参考各语言开发
指南的下载章节

安装和初始化SDK，具体参考
各语言开发指南的快速入门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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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步骤五：创建桶

操作场景

桶是OBS中存储对象的容器，在上传对象前需要先创建桶。OBS提供多种使用方式，
您可以根据使用习惯、业务场景选择不同的工具来创建桶。

操作步骤

表 6-1 不同访问方式创建桶的方法

访问方式 创建桶方法

控制台 通过控制台创建桶

OBS Browser+ 通过OBS Browser+创建桶

obsutil 通过obsutil创建桶

SDK 使用SDK创建桶，具体参考各语言开发指南的创建桶章节

API 通过API创建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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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步骤六：上传对象

操作场景

桶创建成功后，您可以通过以下多种方式将文件上传至桶，OBS最终将这些文件以对
象的形式存储在桶中。

约束与限制

● 通过OBS管理控制台上传的文件有大小和数量限制。

– 在部分支持批量上传的区域，每次最多支持100个文件同时上传，总大小不超
过5GB。如果只上传1个文件，则这个文件最大为5GB。

– 在部分不支持批量上传的区域，每次只能上传1个文件，大小不超过50MB。

● 通过OBS Browser+和obsutil可以上传小于48.8TB的文件。OBS Browser+最多同
时一次上传500个文件，obsutil没有上传文件数量限制。

● 通过SDK或API的PUT上传、POST上传和追加写，可以上传小于5GB的文件。

● 通过SDK或API的多段上传以及SDK的断点续传，可以上传小于48.8TB的文件。

操作步骤

表 7-1 不同访问方式上传对象的方法

访问方式 上传对象方法

控制台 通过控制台上传对象

OBS Browser+ 通过OBS Browser+上传对象

obsutil 通过obsutil上传对象

SDK 通过Java SDK上传对象

API PUT上传

POST上传

追加写

多段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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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步骤七：下载对象

操作场景

对存储在OBS中的文件，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以下多种方式下载。

操作步骤

表 8-1 不同访问方式下载对象的方法

访问方式 下载对象方法

控制台 通过控制台下载对象

OBS Browser+ 通过OBS Browser+下载对象

obsutil 通过obsutil下载对象

SDK 通过Java SDK下载对象

API 通过API下载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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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04-15 第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 客户端工具OBS Browser下线，新增OBS Browser+的说明。

2019-09-21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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