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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购买指引

本节介绍如何在控制台购买云耀云服务器。云耀云服务器默认使用“包年/包月”的购
买方式，云平台随机分配可用区、使用默认安全组、默认分配弹性公网IP。购买云耀
云服务器为您提高了配置效率，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快速购买搭建了简单应用的云耀云
服务器，更加方便快捷。

说明

如果开通了企业项目，云耀云服务器默认创建在default企业项目下。如果当前帐号没有default
企业项目的权限，请申请权限后再购买云耀云服务器。

购买流程：

● 步骤一：配置选型。

● 步骤二：购买云耀云服务器。

● 步骤三：重置密码并登录云耀云服务器。

● 步骤四：（可选）购买并挂载数据盘。

● 步骤五：（可选）搭建网站并完成网站域名配置。

云耀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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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骤一：配置选型

云耀云服务器提供了表2-1所示的几种配置类型的云耀云服务器，您可以根据您的实际
应用场景选择适合您的云服务器配置类型。

表 2-1 云耀云服务器配置选型

类型 实例规格 云硬盘 带宽 适用场景

入门型 1vCPUs |
1G

40GB 高IO 1Mbit/s 面向轻型负载提供基础的计算能
力，适用于入门级网站搭建应
用。

基本型 1vCPUs |
2G

40GB 高IO 1Mbit/s 面向小型负载提供适合的计算能
力，适用于小型网站、软件及应
用。

进阶型 2vCPUs |
4G

40GB 高IO 2Mbit/s 面向中小型负载提供适合的计算
能力，适用于中小型网站、软
件、应用及系统。

随心购 您可以根据具体的业务场景自定义云服务器的规格。

 

网站搭建的操作指导请参考华为云网站搭建指导。

云耀云服务器
快速入门 2 步骤一：配置选型

文档版本 03 (2020-04-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bestpractice-ecs/zh-cn_topic_0130995884.html


3 步骤二：购买云耀云服务器

操作场景

本节操作介绍购买云耀云服务器的操作步骤。

购买须知

购买时，为减少您配置参数的时间，部分参数由系统自动分配，以下参数配置供你了
解系统的默认配置。

表 3-1 云耀云服务器的默认配置

参数 配置

计费方式 仅支持“包年/包月”。

可用区 云平台随机分配，不可修改。

镜像 支持使用“公共镜像”、“私有镜像”和“市场镜像”。

说明

● 仅在切换操作系统时支持使用私有镜像。

● 使用私有镜像切换操作时，仅支持使用系统盘镜像或整机镜
像。

VPC 默认虚拟私有云，不可修改。

安全组 默认安全组，单击了解：默认的安全组规则。

弹性公网IP 自动分配。

说明
购买HECS时如果选择的是自定义配置，带宽类型选择“暂不配
置”，那么支持在购买完成后挂载弹性公网IP。

磁盘 默认只分配系统盘，无数据盘。

您可以在购买时添加一块数据盘，或在购买完成后添加磁
盘。

云服务器名称 默认云服务器名称“hecs_4位随机数字”，可在云服务器
创建成功后修改。

云耀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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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配置

密码 ● 创建时设置：创建云服务器时设置登录密码。

● 创建后设置：请在云服务器创建成功后通过“重置密
码”进行设置。

 

前提条件

购买云耀云服务器仅支持“包年/包月”的计费方式，请您在购买前确保已完成注册和
充值。详细操作请参见如何注册公有云管理控制台的用户？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3. 选择“计算 > 云耀云服务器”。

4. 单击“购买云耀云服务器”。

系统进入购买页。

5. 选择“区域”。

不同区域的云服务产品之间内网互不相通。请就近选择靠近您业务的区域，可减
少网络时延，提高访问速度。

说明

可用区随机分配，不可修改。

6. 选择“镜像”。

– 公共镜像：常见的标准操作公共镜像，所有用户可见，包括操作系统以及预
装的公共应用。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自助配置应用环境或相关软件。

部分公共镜像推荐配套使用表3-2的可选功能。

表 3-2 公共镜像支持的可选功能

名称 描述 开启方法

主机安
全

选择部分操作系统的公共镜像
时，系统推荐您配套使用公有云
提供的企业主机安全服务。企业
主机安全提供双因子认证登录，
帐户破解防护、弱口令检测等功
能，保护云服务器免遭暴力破解
攻击。

勾选“主机安全基础版”。
勾选后，系统自动安装主机
安全Agent，开启帐号防
御，启用主机安全服务的基
础功能。

查看主机安全状态请参考主
机安全。

云耀云服务器
快速入门 3 步骤二：购买云耀云服务器

文档版本 03 (2020-04-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qs-consolehome/zh-cn_topic_0016739341.html
https://auth.huaweicloud.com/authui/login?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hecs/hecs_03_006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hecs/hecs_03_0063.html


名称 描述 开启方法

主机监
控

选择部分操作系统的公共镜像
时，系统推荐您配套使用公有云
提供的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采集
丰富的操作系统层面监控指标，
用于监控服务器资源使用情况，
也可查询数据用于资源的故障排
查。

勾选“开启详细云监控”。
勾选后，通过在云服务器中
安装Agent插件，为用户提
供服务器的系统级、主动
式、细颗粒度监控服务。

安装Agent后的监控指标请
参考云耀云服务器支持的操
作系统监控指标（安装
Agent）

 

– 市场镜像：市场镜像是提供预装操作系统、应用环境和各类软件的优质第三
方镜像。无需配置，可一键部署，满足建站、应用开发、可视化管理等个性
化需求。

7. 选择“配置”。

配置选型请参考步骤一：配置选型

8. 您还可以为云耀云服务器添加一块数据盘，磁盘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默认
磁盘属性为VBD。

9. 设置密码。

a. 创建时设置密码。

指使用设置初始密码方式作为云服务器的鉴权方式，此时，您可以通过用户
名密码方式登录云服务器。

Linux操作系统时为root用户的初始密码，Windows操作系统时为
Administrator用户的初始密码。

密码复杂度需满足表3-3要求。

表 3-3 创建云服务器时密码设置规则

参数 规则 样例

密码 ● 密码长度范围为8到26位。

● 密码至少包含以下4种字符中的3种：

– 大写字母

– 小写字母

– 数字

– 特殊字符，包括“$”、“!”、“@”、
“%”、“-”、“_”、“=”、“+”、
“[”、“]”、“:”、“.”、“/”、
“^”、“,”、“{”、“}”和“?”

● 密码不能包含用户名或用户名的逆序。

● Windows系统的云服务器，不能包含用户名
中超过两个连续字符的部分。

YNbUwp!
dUc9MClnv
说明
样例密码随机
生成，请勿复
制使用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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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系统不会定期自动修改云服务器密码。为安全起见，建议您定期修改密码。

b. 创建后设置

暂不设置云服务器的密码。待云服务器创建成功后，您需要单击“操作”列
下的“重置密码”，根据界面提示，为云服务器设置密码，然后登录云服务
器。

10. 设置云耀云服务器购买时长。

购买云耀云服务器默认使用“包年/包月”方式，用户需要设置购买时长，最短为
1个月，最长为3年。

可勾选“自动续费”，按月购买，自动续费周期为1个月；按年购买，自动续费周
期为1年。

11. 设置您购买云耀云服务器的数量。

– 购买数量：设置您购买的云耀云服务器数量。

– 配置费用：用户购买当前配置云耀云服务器的价格。

12. 勾选同意协议，单击“立即购买”，并根据界面提示完成支付。

云耀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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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骤三：重置密码并登录云耀云服务器

操作场景

购买云耀云服务器时，如果您选择的是创建后重置密码，那么购买完成后，请在控制
台通过“重置密码”功能设置登录密码。本文介绍在管理控制台重置云服务器密码、
通过控制台远程登录。

了解更多云耀云服务器的登录方法请参考

● Windows云服务器登录方式概述。

● Linux云服务器登录方式概述。

重置云服务器密码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控制台左上角的 ，选择区域和项目。

3. 选择“计算 > 云耀云服务器”。

4. 选中待重置密码的云耀云服务器，并选择“操作”列下的“ 重置密码”。

说明

系统支持批量重置密码功能。批量重置的操作如下：

1. 勾选待重置密码的多台云耀云服务器。

2. 单击云服务器列表页上方的“重置密码”。

3. 根据界面提示，设置新密码。

设置成功后，批量重置密码的多台云耀云服务器登录密码相同。

5. 根据界面提示，设置云耀云服务器的新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运行中的云服务器重置密码需重启后新密码才能生效，请勾选“自动重启”。

6. 单击“确认”。

系统执行重置密码操作，该操作预计需要10分钟，请勿频繁执行。

通过控制台登录云服务器(VNC 方式)
1. 在待登录的云服务器的操作列下，单击“操作”列下的“远程登录”。

2. 根据界面提示登录云服务器。

– Windows操作系统：界面提示“Press CTRL+ALT+DELETE to log on”，请
单击远程登录操作面板上方的“Send CtrlAltDel”按钮进行登录。

云耀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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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单击“Send CtrlAltDelete”

– Linux操作系统：根据界面提示先输入用户名，再输入密码。

图 4-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3. 输入云服务器密码。

登录Linux操作系统云服务器请先输入用户名，再输入密码。

说明

登录云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 Windows操作系统用户名：Administrator

● Linux操作系统用户名：root

云耀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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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步骤四：（可选）购买并挂载数据盘

如果当前云服务器系统盘容量不能满足您的存储需要，您可以在购买了云服务器之
后，单独购买云硬盘并挂载给云服务器。

图 5-1 入门流程

● 挂载云硬盘操作请参考：新增磁盘。

● 挂载云硬盘操作请参考：挂载非共享云硬盘、挂载共享云硬盘

● 初始化数据盘操作请参考：初始化数据盘。

云耀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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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步骤五：（可选）搭建网站并完成网站域名

配置

操作场景

如果您需要使用创建的云服务器搭建一个对外展示的网站或者Web应用程序，请按以
下步骤进行相关的配置操作。

操作步骤

1. 建站参考

如果您使用的是公共镜像创建的云服务器，那么购买完成后可以参考以下建站指
导完成完网站或应用程序的搭建。

– 搭建WordPress博客平台，请参考部署WordPress博客系统

– 搭建Discuz论坛平台，请参考搭建Discuz 论坛网站。

– 更多建站参考，可点击 华为云网站搭建指导。

2. 已有域名，请执行3。
如需购买域名，请单击“购买域名”。

3. 域名解析

– 华为云注册的域名：请单击解析域名。详细操作帮助请单击：公网域名解
析。

– 在其他注册商注册的域名：请单击转入域名。详细操作帮助请单击：转入域
名。

4. 网站备案

网站必须先办理网站备案，备案成功后您的域名才可指向备案服务商处的服务器
开通访问。单击了解：备案流程。

5. SSL证书（服务器端采用HTTPS服务时需要）

SSL证书管理是华为联合全球知名数字证书服务机构，为您提供一站式证书的全生
命周期管理，实现网站的可信身份认证与安全数据传输。单击了解：购买SSL证书

云耀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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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20-04-30 第三次正式发布。

步骤二：购买云耀云服务器，使用公共镜像创建HECS时，支
持选择主机监控。

2020-03-30 第二次正式发布。

步骤二：购买云耀云服务器，使用公共镜像创建HECS时，支
持选择主机安全。

2020-02-06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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