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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门概述

您可以使用独享型负载均衡或共享型负载均衡创建一个负载均衡实例，将访问请求分
发到多台弹性云服务器上。

该快速入门以具体场景为例，指引您使用共享型负载均衡快速创建一个负载均衡实
例，将访问请求分发到两台弹性云服务器上。

● 基础版：适用于业务有大量访问请求，需要通过ELB实例将访问流量分发到两台弹
性云服务器进行处理，实现业务流量的负载分担。同时，通过配置健康检查，负
载均衡实例可以监控弹性云服务器的运行状况，自动将访问流量分发到正常工作
的弹性云服务器进行处理，消除单点故障，提升业务的可用性。

图 1-1 基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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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延伸：可根据业务的实际访问量，将快速入门场景中的两台弹性云服务器扩
展到多台。以满足实际业务流量下的负载分担需求。

● 进阶版：适用于只有一个域名，但是有多个业务需要通过该域名对外提供服务，
根据不同的URL来决定需要访问的应用。通过配置基于URL的转发策略，将来自同
一个域名不同URL的请求转发到不同的后端服务器组处理。基于域名和URL的转发
策略功能，目前仅支持协议类型为HTTP、HTTPS的监听器。

图 1-2 进阶版

方案延伸：可根据业务的实际访问量，将快速入门场景中两个后端服务器组中的
弹性云服务器分别扩展到多台，实现后端服务器组内多台弹性云服务器的负载分
担。并且负载均衡实例可以通过健康检查，监控弹性云服务器的运行状况，自动
将访问流量分发到正常工作的弹性云服务器进行处理，消除单点故障，提升业务
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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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门流程

图1为基础版入门使用流程，图2为进阶版入门使用流程。

图 2-1 入门流程-基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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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入门流程-进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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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备工作

在使用弹性负载均衡服务前，您需要完成本文中的准备工作。

● 注册华为云账号并实名认证

● 为帐户充值

● 创建IAM用户

注册华为云账号并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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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步骤创建。

1. 打开https://www.huaweicloud.com/，单击“注册”。

2. 根据提示信息完成注册，详细操作请参见“如何注册华为云管理控制台的用
户？”。

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跳转至您的个人信息界面。

3. 参考“实名认证”完成个人或企业帐号实名认证。

为帐户充值

对于共享型负载均衡，ELB实例本身不收取费用，但如果ELB实例绑定了弹性公网IP，
则会收取弹性公网IP的相关费用。详见计费说明（共享型）。

对于独享型负载均衡，目前支持按需计费模式，详见计费说明（独享型）。

因此，在使用弹性负载均衡服务前，您需要确保帐户有足够金额。

关于充值，请参见“如何给华为云账户充值”。

创建 IAM 用户

如果您需要多用户协同操作管理您帐号下的资源，为了避免共享您的密码/访问密钥，
您可以通过IAM创建用户，并授予用户对应权限。这些用户可以使用特别的登录链接
和自己单独的用户帐号访问华为云平台，帮助您高效的管理资源，您还可以设置帐号
安全策略确保这些帐号的安全，从而降低您的企业信息安全风险。

如果您已注册华为云平台账号但尚未为自己创建一个IAM用户，则可以使用IAM控制台
自行创建。

以创建ELB管理员为例，具体步骤如下：

弹性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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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帐号和密码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右上方登录的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统一身份认证”。

3.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用户”，在“用户”界面，单击“创建用户”。

4. 在“创建用户”界面填写“用户信息”。

– 用户名：设置一个用户名，如“elb_administrator”。

– 邮箱：IAM用户绑定的邮箱，仅“访问方式”选择“首次登录时设置”时必
填，选择其他访问方式时选填。

– 手机号（选填）：IAM用户绑定的手机号。

– 描述（选填）：输入用户描述信息，如“ELB管理员”。

5. 在“创建用户”界面选择“访问方式”为“华为云管理控制台访问”，设置控制
台登录密码为“自定义”并输入密码，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图 3-1 选择访问方式

说明

ELB管理员用于登录管理控制台管理用户。如果您为自己创建ELB管理员，建议使用自定义
方式设置密码。如果您为他人创建ELB管理员，建议使用“首次登录时设置”的方式，由
用户自己设置密码。

6. （可选）将用户加入到“admin”用户组，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admin”用户组拥有所有操作权限，如果您想为IAM用户精细授权，请参阅创建
用户并授权使用ELB。
创建成功后，用户列表中显示新创建的IAM用户。IAM用户可以使用列表上方的
IAM用户登录链接登录控制台。

弹性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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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享型负载均衡快速入门（基础版）

操作场景

假如您有一个Web应用，由于业务量比较大，需要使用两个弹性云服务器（简称ECS）
进行业务负载分担。

共享型负载均衡可以将访问流量根据流量分配策略分发到后端多台服务器，实现业务
的负载分担。同时消除了单点故障，提升了业务的可用性。

前提条件
● 后端服务器的安全组已经开通了业务需要使用的端口（也可以先开通所有端口，

业务部署完成后再限制不使用的端口）。具体操作可参见“后端服务器配置安全
组”。

● 由于共享型弹性负载均衡通过“100.125.0.0/16”网段的IP与后端服务器互访，为
了保证健康检查功能正常使用，后端服务器的安全组必须开通“100.125.0.0/16”
网段。

注意

● 共享型实例四层监听器开启“获取客户端IP”功能后，后端服务器安全组规则
和网络ACL规则均无需放通100.125.0.0/16网段及客户端IP地址。

● 独享型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未开启“跨VPC后端”功能时，后端服务器安全组
规则和网络ACL规则均无需放通ELB所在的VPC网段。

创建弹性云服务器

负载均衡只负责流量转发，不具备处理请求的能力。因此，需要通过ECS实例处理用户
的请求。

在当前场景中，弹性云服务器需要创建并绑定弹性公网IP （简称EIP）。ECS绑定EIP仅
作为本次示例中配置ECS后端业务所需，用户实际使用时，需要根据自身业务规划确定
ECS是否绑定EIP。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在管理控制台左上角单击 图标，选择区域和项目。

弹性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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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项目选择“华北-北京四”。

3.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4. 在“弹性云服务器”界面单击“购买弹性云服务器”，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参数，
并单击“立即购买”。

示例中使用的两台弹性云服务器的规格如下：

表 4-1 弹性云服务器规格

参数项 参数值

名称 ECS01、ECS02

操作系统 CentOS 7.2 64bit

CPU 2vCPUs

内存 4GB

系统盘 40GB

数据盘 100GB

公网带宽 5 Mbit/s

区域 华北-北京四

 

5. 单击“提交”。

搭建后端服务

在ECS实例上部署Nginx，编辑HTML页面，使访问ECS01时返回一个标题为
“Welcome to ELB test page one!”的页面，访问ECS02时返回一个标题为
“Welcome to ELB test page two!”的页面。

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2. 安装nginx。

a. 使用wget命令，下载对应当前操作系统版本的Nginx安装包。此处以CentOS
7.6版本的操作系统为例。
wget http://nginx.org/packages/centos/7/noarch/RPMS/nginx-release-
centos-7-0.el7.ngx.noarch.rpm

b. 执行以下命令，建立Nginx的yum仓库。此处以CentOS 7.6版本的操作系统为
例。
rpm -ivh nginx-release-centos-7-0.el7.ngx.noarch.rpm

c.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Nginx。
yum -y install nginx

d.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Nginx并设置开机启动。
systemctl start nginx
systemctl enable nginx

e. 在任意终端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ECS的公网IP地址”，显示如下页面，说
明nginx安装成功。

弹性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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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nginx 安装成功

3. 修改ECS实例ECS01的html页面。

Nginx的默认根目录是“/usr/share/nginx/html”，修改“index.html”页面，用
来标识到ECS01的访问。

a. 执行以下命令打开文件“index.html”。

vim /usr/share/nginx/html/index.html
b. 按i键进入编辑模式。

c. 修改打开的“index.html”文件。

修改文件内容，涉及内容修改部分如下所示：
 ...
    <body>
        <h1>Welcome to <strong>ELB</strong> test page one!</h1>

        <div class="content">
            <p>This page is used to test the <strong>ELB</strong>!</p>

            <div class="alert">
                <h2>ELB01</h2>
                <div class="content">
                    <p><strong>ELB test (page one)!</strong></p>
                    <p><strong>ELB test (page one)!</strong></p>
                    <p><strong>ELB test (page one)!</strong></p>
                </div>
            </div>
        </div>
    </body>

d. 按Esc键退出编辑模式，并输入:wq保存后退出。

4. 修改ECS实例ECS02的html页面。

Nginx的默认根目录是“/usr/share/nginx/html”，修改“index.html”页面，用
来标识到ECS02的访问。

a. 执行以下命令打开文件“index.html”。

vim /usr/share/nginx/html/index.html
b. 按i键进入编辑模式。

c. 修改打开的“index.html”文件。

修改文件内容，涉及内容修改部分如下所示：
...
    <body>
        <h1>Welcome to <strong>ELB</strong> test page two!</h1>

        <div class="content">
            <p>This page is used to test the <strong>ELB</strong>!</p>

            <div class="alert">
                <h2>ELB02</h2>

弹性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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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class="content">
                    <p><strong>ELB test (page two)!</strong></p>
                    <p><strong>ELB test (page two)!</strong></p>
                    <p><strong>ELB test (page two)!</strong></p>
                </div>
             </div>
        </div>
    </body>

d. 按Esc键退出编辑模式，并输入:wq保存后退出。

5. 使用浏览器分别访问“http://ECS01的公网IP地址”和“http://ECS02的公网IP地
址”，验证nginx服务。

如果页面显示修改后的html页面，说明nginx部署成功。

– ECS01的html页面：

图 4-2 ECS01 的 nginx 部署成功页面

– ECS02的html页面：

图 4-3 ECS02 的 nginx 部署成功页面

新建负载均衡器

在当前场景中，ELB需要创建并绑定弹性公网IP （简称EIP）。ELB绑定EIP仅作为本次
示例中通过ELB访问后端业务所需，用户实际使用时，需要根据自身业务规划确定ELB
是否绑定EIP。具体原则请参见公网和私网负载均衡器。

1. 在管理控制台左上角单击 图标，选择区域和项目。

弹性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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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项目选择与使用的弹性云服务器保持一致，选择“华北-北京四”。

2.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网络 > 弹性负载均衡”。

3. 在“负载均衡器”界面单击“购买弹性负载均衡”，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参数，如
下图所示。

图 4-4 购买弹性负载均衡器

4. 单击“立即购买”。

5. 确认配置信息，并单击“提交”。

6. 创建完成后，在“负载均衡器”界面，选择对应的区域即可看到新建的负载均衡
器。

添加监听器

负载均衡监听器通过指定的协议和端口进行流量转发。同时监听器将根据健康检查的
配置自动检查其后端服务器的运行状况。如果发现某台服务器运行不正常，则会停止
向该服务器发送流量，并重新将流量发送至正常运行的服务器。

弹性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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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数据转发示意图

1.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网络 > 弹性负载均衡”。

2. 在“负载均衡器”界面，单击需要添加监听器的负载均衡名称“elb-01”。

3. 切换到“监听器”页签，单击“添加监听器”。

4. 配置监听器，单击“下一步”。

– 名称：监听器名称，示例为“listener-HTTP”。

– 前端协议/端口：负载分发的协议和端口，示例为“HTTP/80”。

弹性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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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配置监听器

5. 配置后端服务器组和开启健康检查，单击“完成”。

– 后端服务器组

▪ 名称：后端服务器组名称，示例为“server_group-ELB”。

▪ 分配策略类型：负载均衡采用的算法，示例为“加权轮询算法”。

– 健康检查配置

▪ 协议：前端协议为TCP、HTTP或者HTTPS时，健康检查支持TCP和HTTP
协议，设置后不可修改，示例为“HTTP”。

▪ 域名：健康检查的请求域名。示例为“www.example.com”。

▪ 端口：健康检查端口号，示例为“80”。

未配置健康检查端口时，默认使用后端服务器端口进行健康检查。配置
后，使用配置的健康检查端口进行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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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配置后端服务器组

图 4-8 开启健康检查

6. 在新添加的监听器下，单击后端服务器组页签的“添加”。

图 4-9 添加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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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勾选需要添加的服务器，设置业务端口，单击“完成”。

– 服务器勾选“ECS01”和“ECS02”。

– 业务端口：业务所使用的端口，示例为“80”。

图 4-10 添加服务器

验证负载均衡服务

负载均衡实例配置完成后，可通过访问ELB实例对应的域名，验证是否实现访问到不同
的后端服务器。

1. 修改本地PC的“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文件，将域名映射到
创建的ELB实例的EIP上。

ELB实例的EIP请在负载均衡器的基本信息界面查看。

图 4-11 本地 PC 的 hosts 文件

2. 在本地PC的命令行窗口，执行以下命令测试域名映射ELB实例的EIP是否成功。

ping www.example.com
如有回复数据包，则说明域名映射成功。

3. 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www.example.com”，显示如下页面，说明本次访问请
求被ELB实例转发到弹性云服务器"ECS01"，"ECS01"正常处理请求并返回请求的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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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访问到 ECS01

4. 再次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www.example.com”，显示如下页面，说明本次访
问请求被ELB实例转发到弹性云服务器"ECS02"，"ECS02"正常处理请求并返回请
求的页面。

图 4-13 访问到 EC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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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享型负载均衡快速入门（进阶版）

操作场景

假如您有两个Web应用，需要部署在两个弹性云服务器（简称ECS）上。对外提供同一
个访问域名“www.example.com”，根据不同的URL（/ELB01/和/ELB02/）来决定需
要访问的应用。

共享型负载均衡可以配置基于域名和URL的转发策略，将来自不同域名或者不同URL的
请求转发到不同的后端服务器组处理。此功能目前仅支持协议类型为HTTP、HTTPS的
监听器。

本文以HTTP转发为例，通过配置ELB的转发策略，实现基于访问同一个域名下的不同
的URL，ELB实例根据URL将访问请求转发到不同的后端服务器组进行处理。

前提条件
● 后端服务器的安全组已经开通了业务需要使用的端口（也可以先开通所有端口，

业务部署完成后再限制不使用的端口）。具体操作可参见“后端服务器配置安全
组”。

● 由于共享型弹性负载均衡通过“100.125.0.0/16”网段的IP与后端服务器互访，为
了保证健康检查功能正常使用，后端服务器的安全组必须开通“100.125.0.0/16”
网段。

注意

● 共享型实例四层监听器开启“获取客户端IP”功能后，后端服务器安全组规则
和网络ACL规则均无需放通100.125.0.0/16网段及客户端IP地址。

● 独享型负载均衡四层监听器未开启“跨VPC后端”功能时，后端服务器安全组
规则和网络ACL规则均无需放通ELB所在的VPC网段。

创建弹性云服务器

负载均衡只负责流量转发，不具备处理请求的能力。因此，需要通过ECS实例处理用户
的请求。

在当前场景中，弹性云服务器需要创建并绑定弹性公网IP （简称EIP），ECS绑定EIP仅
作为本次示例中配置ECS后端业务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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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在管理控制台左上角单击 图标，选择区域和项目。

区域和项目选择“华北-北京四”。

3.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计算 > 弹性云服务器”。

4. 在“弹性云服务器”界面单击“购买弹性云服务器”，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参数，
并单击“立即购买”。

示例中使用的两台弹性云服务器的规格如下：

表 5-1 弹性云服务器规格

参数项 参数值

名称 ECS01、ECS02

操作系统 CentOS 7.2 64bit

CPU 2vCPUs

内存 4GB

系统盘 40GB

数据盘 100GB

公网带宽 5 Mbit/s

区域 华北-北京四

 
5. 单击“提交”。

搭建后端服务

在ECS实例上部署Nginx，编辑HTML页面，使访问ECS01时返回一个标题为
“Welcome to ELB test page one!”的页面，访问ECS02时返回一个标题为
“Welcome to ELB test page two!”的页面。

1. 登录弹性云服务器。

2. 安装nginx。

a. 使用wget命令，下载对应当前操作系统版本的Nginx安装包。此处以CentOS
7.6版本的操作系统为例。
wget http://nginx.org/packages/centos/7/noarch/RPMS/nginx-release-
centos-7-0.el7.ngx.noarch.rpm

b. 执行以下命令，建立Nginx的yum仓库。此处以CentOS 7.6版本的操作系统为
例。
rpm -ivh nginx-release-centos-7-0.el7.ngx.noarch.rpm

c.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Nginx。
yum -y install nginx

d.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Nginx并设置开机启动。
systemctl start nginx
systemctl enable nginx

e. 在任意终端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ECS的公网IP地址”，显示如下页面，说
明nginx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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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nginx 安装成功

3. 修改ECS实例ECS01的html页面。

Nginx的默认根目录是“/usr/share/nginx/html”，移动并修改“index.html”页
面，用来标识到ECS01的访问。

a.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创建“ELB01”目录，并复制一个“index.html”文件到
“ELB01”目录下。

mkdir /usr/share/nginx/html/ELB01
cp /usr/share/nginx/html/index.html /usr/share/nginx/html/ELB01/

b. 执行以下命令打开文件“index.html”。

vim /usr/share/nginx/html/ELB01/index.html
c. 按i键进入编辑模式。

d. 修改打开的“index.html”文件。

修改文件内容，涉及内容修改部分如下所示：
 ...
    <body>
        <h1>Welcome to <strong>ELB</strong> test page one!</h1>

        <div class="content">
            <p>This page is used to test the <strong>ELB</strong>!</p>

            <div class="alert">
                <h2>ELB01</h2>
                <div class="content">
                    <p><strong>ELB test (page one)!</strong></p>
                    <p><strong>ELB test (page one)!</strong></p>
                    <p><strong>ELB test (page one)!</strong></p>
                </div>
            </div>
        </div>
    </body>

e. 按Esc键退出编辑模式，并输入:wq保存后退出。

4. 修改ECS实例ECS02的html页面。

Nginx的默认根目录是“/usr/share/nginx/html”，移动并修改“index.html”页
面，用来标识到ECS02的访问。

a.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创建“ELB02”目录，并复制一个“index.html”文件到
“ELB02”目录下。

mkdir /usr/share/nginx/html/ELB02
cp /usr/share/nginx/html/index.html /usr/share/nginx/html/ELB02/

b. 执行以下命令打开文件“index.html”。

vim /usr/share/nginx/html/ELB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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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i键进入编辑模式。

d. 修改打开的“index.html”文件。

修改文件内容，涉及内容修改部分如下所示：
...
    <body>
        <h1>Welcome to <strong>ELB</strong> test page two!</h1>

        <div class="content">
            <p>This page is used to test the <strong>ELB</strong>!</p>

            <div class="alert">
                <h2>ELB02</h2>
                <div class="content">
                    <p><strong>ELB test (page two)!</strong></p>
                    <p><strong>ELB test (page two)!</strong></p>
                    <p><strong>ELB test (page two)!</strong></p>
                </div>
             </div>
        </div>
    </body>

e. 按Esc键退出编辑模式，并输入:wq保存后退出。

5. 使用浏览器分别访问“http://ECS01的公网IP地址/ELB01/”和“http://ECS02的公
网IP地址/ELB02/”，验证nginx服务。

如果页面显示修改后的html页面，说明nginx部署成功。

– ECS01的html页面：

图 5-2 ECS01 的 nginx 部署成功页面

– ECS02的html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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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ECS02 的 nginx 部署成功页面

新建负载均衡器

在当前场景中，ELB需要创建并绑定弹性公网IP （简称EIP）。ELB绑定EIP仅作为本次
示例中通过ELB访问后端业务所需。用户实际使用时，需要根据自身业务规划确定ELB
是否绑定EIP。具体原则请参见公网和私网负载均衡器。

1. 在管理控制台左上角单击 图标，选择区域和项目。

区域和项目选择与使用的弹性云服务器保持一致，选择“华北-北京四”。

2.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网络 > 弹性负载均衡”。

3. 在“负载均衡器”界面单击“购买弹性负载均衡”，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参数，如
下图所示。

图 5-4 购买弹性负载均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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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立即购买”。

5. 确认配置信息，并单击“提交”。

6. 创建完成后，在“负载均衡器”界面，选择对应的区域即可看到新建的负载均衡
器。

添加监听器

负载均衡监听器通过指定的协议和端口进行流量转发。同时监听器将根据健康检查的
配置自动检查其后端云服务器的运行状况。如果发现某台云服务器运行不正常，则会
停止向该云服务器发送流量，并重新将流量发送至正常运行的云服务器。

此处以负载均衡转发客户端的HTTP请求配置为例。配置基于域名和URL的转发策略，
将来自域名“www.example.com”+“/ELB01/”URL的请求转发到ECS“ELB01”所
在的后端服务器组处理，将来自域名 “www.example.com”+“/ELB02/”URL的请
求转发到ECS“ELB02”所在的后端服务器组处理。如下图所示：

图 5-5 数据转发示意图

1.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选择“网络 > 弹性负载均衡”。

2. 在“负载均衡器”界面，单击需要添加监听器的负载均衡名称。

3. 切换到“监听器”页签，单击“添加监听器”。

4. 配置监听器，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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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监听器名称，示例为“listener-HTTP”。

– 前端协议/端口：负载分发的协议和端口，示例为“HTTP/80”。

图 5-6 配置监听器

5. 配置后端服务器组和开启健康检查，单击“完成”。

– 后端服务器组

▪ 名称：后端云服务器组名称，示例为“server_group-ELB”。

▪ 分配策略类型：负载均衡采用的算法，示例为“加权轮询算法”。

– 健康检查配置

▪ 协议：前端协议为TCP、HTTP或者HTTPS时，健康检查支持TCP和HTTP
协议，设置后不可修改，示例为“HTTP”。

▪ 域名：健康检查的请求域名。示例为“www.example.com”。

▪ 端口：健康检查端口号，示例为“80”。

未配置健康检查端口时，默认使用后端服务器端口进行健康检查。配置
后，使用配置的健康检查端口进行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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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配置后端服务器组

图 5-8 开启健康检查

添加转发策略

1. 在新添加的监听器下，单击转发策略后面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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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添加转发策略

2. 配置转发策略，单击“下一步”。

– 名称：转发策略的名称，示例为“forwarding_policy-ELB01”。

– 域名：触发转发的域名，仅支持精确域名。示例为“www.example.com”。

– URL：触发转发的URL，示例为“/ELB01/”。

– URL匹配规则：匹配的优先级为“精确匹配 > 前缀匹配 > 正则匹配”，示例
为“精确匹配”。

图 5-10 配置转发策略

3. 添加后端服务器组和开启健康检查，单击“完成”。

– 后端服务器组

▪ 名称：后端服务器组名称，示例为“server_group-ELB01”。

▪ 分配策略类型：负载均衡采用的算法，示例为“加权轮询算法”。

– 健康检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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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前端协议为TCP、HTTP或者HTTPS时，健康检查支持TCP和HTTP
协议，设置后不可修改，示例为“HTTP”。

▪ 域名：健康检查的请求域名。示例为“www.example.com”。

▪ 端口：健康检查端口号，示例为“80”。

未配置健康检查端口时，默认使用后端服务器端口进行健康检查。配置
后，使用配置的健康检查端口进行健康检查。

图 5-11 配置后端服务器组

图 5-12 开启健康检查

4. 单击新添加的转发策略，在右侧的“后端服务器组”页签，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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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添加服务器

5. 勾选需要添加的服务器，设置业务端口，单击“完成”。

– 服务器勾选“ECS01”。

– 业务端口：业务所使用的端口，示例为“80”。

图 5-14 添加服务器

6. 重复执行1~5，添加另一条转发策略、创建后端服务器组，并添加ECS02。配置参
数如下图所示。

图 5-15 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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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后端服务器组

验证负载均衡服务

负载均衡器配置完成后，可通过访问ELB实例对应的域名以及指定的URL，验证是否实
现访问到不同的后端服务器。

1. 修改本地PC的“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文件，将域名映射到
创建的ELB实例的EIP上。

ELB实例的EIP请在负载均衡器的基本信息界面查看。

图 5-17 本地 PC 的 hosts 文件

2. 在本地PC的命令行窗口，执行以下命令测试域名映射ELB实例的EIP是否成功。

ping www.example.com
如有回复数据包，则说明域名映射成功。

3. 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www.example.com/ELB01/”，显示如下页面，说明本
次访问请求被ELB实例转发到弹性云服务器"ECS01"，"ECS01"正常处理请求并返
回请求的页面。

图 5-18 访问到 ECS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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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LB01/"表示访问的是名为“ELB01”的默认目录，"ELB01"表示访问的是名为“ELB01”
的文件。所以，此处"ELB01"后面的“/”符号必须保留。

4. 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www.example.com/ELB02/”，显示如下页面，说明本
次访问请求被ELB实例转发到弹性云服务器"ECS02"，"ECS02"正常处理请求并返
回请求的页面。

图 5-19 访问到 EC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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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订记录

版本日期 变更说明

2022-02-11 第四次正式发布。

新增：

● 入门流程。

● 准备工作。

2020-05-30 第三次正式发布。

变更如下：

增强型负载均衡更名为共享型负载均
衡。

2018-12-30 第二次正式发布。

变更如下：

匹配最新界面，修改界面参数。

2018-06-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弹性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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