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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leport 方式详细指导

1.1 使用流程
Teleport方式数据快递服务使用流程如图1-1和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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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Teleport 方式使用流程图

表 1-1 使用流程简介

操作步骤 说明

登录DES管理控
制台

注册华为云，并开通数据快递服务。

创建桶 数据快递服务的数据 终存放在OBS中，需先在OBS创建桶。

创建服务单 就近选择华为数据中心，选择创建Teleport方式服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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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说明

接收设备并连线
配置

用户收到华为数据中心Teleport设备后开箱配置。

拷贝数据 用户将本地数据拷贝至Teleport存储系统。

下载并导入签名
文件

签名文件是服务单中Teleport设备的唯一标识，Teleport设备回
寄前需要将签名文件存入teleportshare根目录。

设备下电和封装 用户确保本地数据已全部存入Teleport后，将Teleport下电并封
装。

回寄设备 将Teleport回寄给华为数据中心，被回寄的Teleport存储系统中
需要包含签名文件。

启动数据上传 管理员将Teleport挂载到服务器，并且用户输入了AK/SK后，会
启动数据上传。

查看数据传输结
果

完成数据传输后，用户可下载数据传输报告，检查数据是否全
部上传成功。

 

1.2 登录 DES 管理控制台

背景信息

用户若要登录DES管理控制台使用DES，需首先注册华为云帐号，并充值开通DES服
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打开浏览器，登录华为云官网。

步骤2 注册华为云帐号。在华为云首页单击“注册”，根据提示信息完成注册。若已有华为
云帐号，请从步骤3开始。

步骤3 返回华为云首页，单击“登录”，输帐号名和密码，登录个人帐号。

步骤4 单击“控制台”，进入管理控制台首页。

步骤5 单击“充值”，系统自动跳转到充值窗口。

步骤6 根据界面提示信息，对帐号进行充值。

步骤7 充值成功后，关闭充值窗口，返回管理控制台首页。

步骤8 选择“服务列表 > 存储 > 数据快递服务”，开通并进入DES管理控制台。

说明

● 为确保数据的正常传输，建议在帐号费用充足的情况下使用DES。

● 若使用DES过程中欠费，会导致数据不能正常上传到OBS。因此建议及时查看帐号情况，若
已欠费，请及时充值续费。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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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建桶
对象存储服务（Object Storage Service，OBS）是一个基于对象的海量存储服务，为
客户提供海量、安全、高可靠、低成本的数据存储能力，包括：创建、修改、删除
桶，上传、下载、删除对象等。对象（Object）是OBS中数据存储的基本单位，一个
对象实际是一个文件的数据与其相关属性信息（元数据）的集合体。桶（Bucket）是
OBS中存储对象的容器。

用户使用数据快递服务传输的数据， 终都以对象的形式保存在OBS的桶中。因此使
用DES将数据存储到OBS，需先创建供数据存放的桶。创建桶具体操作请参见OBS创建
桶。

1.4 创建 Teleport 方式服务单

背景信息

用户需传输的数据量大，有几百TB数据待传输时，可选择创建Teleport方式服务单。
在用户成功提交服务单后，华为数据中心会邮寄Teleport设备给用户，实现用户本地数
据传输上云。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 > 存储 > 数据快递服务 DES”，进入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3 根据规划，切换数据中心。用户可就近选择数据中心，如图1-2。

图 1-2 Teleport 方式切换数据中心

步骤4 单击“购买数据快递服务”，进入服务单创建页面。

步骤5 设置“传输信息”，带“*”的为必选项，如图1-3。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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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设置 Teleport 方式传输信息

● “区域”：选择数据传输到华为云后存储的区域。

● “传输方式”：选择“Teleport方式”。

● “Teleport规格”：Teleport单设备支持60TB和120TB两种规格，若数据量超过
120TB，可申请多个Teleport方式服务单，多机组合使用。

● “对象类型”：用户根据待传输数据文件大小类型进行选择。

– 小文件：文件<10MB
– 普通文件：10MB≤文件<1GB
– 超大文件：文件≥1GB

● “对象数量范围”：用户预估的待传输数据文件数量范围，文件数量分为四个等
级，从一级到四级，选择的级别越大表明待传输数据文件数量越多。

– 一级：对象数量<10万个

– 二级：10万个≤对象数量<100万个

– 三级：100万个≤对象数量<1000万个

– 四级：对象数量≥1000万个

● “预估数据传输天数”：用户预估数据从本地数据中心拷贝到Teleport的时长（即
Teleport在用户数据中心停留的时长）。停留超过10天，每天将收取200元的超期
费用。该参数仅用于价格预估，实际价格以实际时长为准。

● “重复文件处理方式”：对上传到同一目的桶中重复文件的处理方式。选择“跳
过”表示不作修改，保留原有文件；选择“覆盖”表示用正在传输的文件替换原
有文件。

● （可选）“源数据”：用户根据数据目录，输入将拷贝到Teleport根目录下的文件
或文件夹名称。若输入文件或文件夹名称，表示将该文件数据或文件夹中的所有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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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到指定的目的桶中；若不输入，则默认将Teleport中所有文件传输到目的
桶。

一个输入框中只能输入一个文件或文件夹名称，若需要传输多个文件或文件夹，
可单击“添加”，输入多个不同的“源数据”目录名称。例如：用户待上传数据
目录下包含“file01”和“file02”两个文件夹，用户可将这两个文件夹分别输入
到不同的“源数据”的输入框中，且可以选择不同的“目的桶”，后续将两个文
件夹拷贝到Teleport设备传输，实现数据分类。

说明

文件夹名称不能包括以下字符：\/:*?"<>|，不能以.开头。

● “目的桶”：单击目的桶后面的“文件夹”图标，选择Teleport数据传输的目的
桶。若目的桶不存在，可单击“创建桶”创建可用的桶后，再刷新目的桶并重
试；也可以登录控制台，选择对象存储服务，创建可用的桶后，再刷新目的桶并
重试。

● （可选）“导入目录”：单击导入目录后面“文件夹”图标，选择数据即将导入
到桶中的具体目录。用户可自定义目录名称，后台会把数据保存在该目录中；若
不选择，则默认将数据直接导入目的桶。

说明

多只能创建10个“磁盘文件”或“导入目录”。

步骤6 选择收货地址。首次创建服务单需要新建收货地址，用于华为数据中心邮寄Teleport给
用户，必填信息如图1-4。

图 1-4 Teleport 方式新建收货地址

● “联系人”：输入联系人姓名。

● “收货地址”：输入联系人所在的省、市、区地址。

● “详细地址”：输入详细的小区或者街道地址以及门牌号等信息。

● “手机号码”：输入联系人手机号码。

● “验证码”：单击获取验证码。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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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多只能创建5条用户收货地址。

不支持跨境运输，不得将Teleport设备转移至创建服务单时所选择的国家/地区以外的地
址。

步骤7 服务单信息确认。单击“立即购买”，确认运输提示信息后，查看服务单详细信息。

说明

请仔细确认服务单信息，如果信息有误，可单击“上一步”进行修改。

步骤8 单击“立即购买”，提交服务单。服务单创建成功。

须知

此处单击“下载签名文件”可下载签名文件保存到本地，也可以在DES管理控制台服
务单列表处下载。

----结束

说明

一个服务单仅需上传一次访问密钥（AK/SK）。服务单创建完成后，即可在服务单列表中的操作
列单击“输入访问密钥（AK/SK）”上传AK/SK。获取 新访问密钥，请参考访问密钥
（AK/SK）管理。

1.5 接收设备并连线配置

1.5.1 Teleport 开箱

开箱前检查

收到华为数据中心邮寄的Teleport设备后，现场检查Teleport设备箱外观是否完整，确
保纽扣锁、拉手、滑轮正常可用，确认箱体外壳上粘贴的“开箱指导”是否完整清
晰。如有损坏，请将设备退回至华为数据中心。确保设备无损后，再签收。

前提条件
● 已经通过短信获取开箱的帐号和密码。

● 已经签收Teleport设备箱。根据下图确认Teleport设备型号，不同型号的开箱方式
不同。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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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ort V2 设备开箱步骤

步骤1 获取开箱密码。

步骤2 用密码打开A/B两个锁，手动打开C/D的卡扣。

步骤3 打开底座上的E/F两个卡扣，完成Teleport V2开箱

数据快递服务
用户指南 1 Teleport 方式详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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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Teleport V1 设备开箱步骤

步骤1 将Teleport设备箱侧放在地面，触摸屏朝上，不影响物理锁扣解锁，方便打开箱子侧面
的屏幕保护盖。Teleport设备箱如图1-5。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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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Teleport 设备箱

步骤2 触摸屏幕，屏幕亮。

说明

如果遇到触摸屏不亮的情况，请使用通用USB接口对其充电数分钟后再使用。

步骤3 单击“开箱 > 密码输入”，输入“user”帐号，单击“完成”，输入密码，单击“开
箱”。听见“吱”的声响，设备箱解锁成功。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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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user”帐号和密码会以短信通知方式提供给用户，密码默认为服务单号后6位。

步骤4 打开设备箱两侧共6个锁扣，取下两侧的保护盖，完成Teleport开箱。

----结束

1.5.2 配置管理网络连线
完成Teleport设备开箱后，可看到前侧电源按钮和指示灯，后侧控制框线缆接口。通过
局域网将Teleport设备后侧的管理网口与维护终端网口连接，建立管理通道，实现终端
对存储设备的管理和维护。

连接网线至管理网口，网口1为管理网口，一般只需连接管理网口来进行配置管理，如
图1-6。

图 1-6 连接网线至管理网口

1.5.3 配置业务网络连线
通过网线将控制框GE/10GE电端口与应用服务器端口进行连接，现有普通网线或光纤
作为业务线，分别将Teleport设备GE电端口和10GE电端口连接到业务网络，建立业务
通道，实现Teleport设备与应用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交换。

Teleport设备的GE电端口和10GE电端口连接方式，如图1-7和图1-8。用户根据实际情
况，分别选用普通网线或光纤与用户应用服务器直接连接。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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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GE 电端口通过普通网线连接

图 1-8 10GE 电端口通过光纤连接

说明

● 10GE电端口与GE电端口的连线方法相同，只是网卡硬件类型不同。

● 用户待传输数据量大，建议优先选择10GE电端口。若应用服务器未配置10GE电端口，可使
用网口绑定方式连线。

1.5.4 设备上电
连线完成后，Teleport设备需要上电检查运行状态。上电时只需按一下电源按钮。当控
制框电源指示灯绿色闪烁，表示Teleport设备开始正常上电。系统正常上电后指示灯状
态如图1-9和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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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 存储系统上电前，请确保所有线缆已经全部正确连接。上电后再调整线缆连接方式
可能导致存储系统异常。

● 对于配置两个控制器的存储系统，初次上电或清除系统配置后重新上电存储系统
前，请确保控制器A连线正常并位于控制框中，否则会导致存储系统上电失败。

● 上电过程中，请不要插拔光纤、网线、保险箱盘或接口模块，以免丢失系统数据。

● 请勿长按电源按钮，长按超过5秒钟将导致存储系统下电。

● 存储系统上电需要15~30分钟。

图 1-9 Teleport 设备指示灯（前视图）

表 1-2 指示灯状态说明

编号 说明

1 硬盘模块运行指示灯（绿色常亮）

2 硬盘模块定位/告警指示灯（熄灭）

3 控制框定位指示灯（蓝色闪烁）

4 控制框告警指示灯（熄灭）

5 控制框电源指示灯/电源按钮（绿色常亮）

 

1.5.5 修改逻辑 IP 地址
Teleport设备通过逻辑端口访问共享文件系统，逻辑端口作为区分不同服务的端口，只
有当Teleport设备逻辑IP与用户的业务IP地址属于同一网段时，才能使Teleport存储系
统与用户业务网段相连通。

用户在使用Teleport存储系统前，需修改逻辑IP地址，使之与用户业务IP地址属于同一
网段，且修改后的逻辑IP不能与管理IP同网段，否则会修改失败。本小节主要介绍如何
修改逻辑端口属性。

前提条件

通过短信已经获取DeviceManager界面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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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1 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s://IP地址:8088”（默认IP地址192.168.128.101），登录
Teleport设备的DeviceManager界面。其中“IP地址”为DeviceManager设备的管理IP
地址。

步骤2 选择“资源分配 > 端口”，进入端口页面。

步骤3 在端口列表上方菜单栏选择“逻辑端口”页签。

图 1-10 选择逻辑端口

步骤4 选中系统自带的逻辑端口，单击“属性”，系统弹出“逻辑端口属性”对话框。如图
1-11。

“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需要修改成和用户业务网络同一网段，以便用
户客户端可以通过这个逻辑IP访问Teleport设备中的共享文件系统；“主用端口”选择
正确连接业务线缆的端口。其余参数保持默认值，无需修改。

单击“确定”后，系统弹出高危提示对话框，勾选“我已阅读上述信息，了解执行此
操作带来的后果。”再单击“确定”。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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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修改逻辑端口 IP 地址

步骤5 系统弹出“成功”对话框，提示操作成功。单击“确定”。

须知

在客户端访问NFS/CIFS共享时，必须使用逻辑端口地址来访问共享文件系统。

----结束

1.6 拷贝数据
Teleport在寄送给用户前，根据用户的需要，管理员会创建CIFS或NFS共享文件系统。

CIFS共享文件系统使用Windows客户端，NFS共享文件系统使用Linux或者Unix客户
端，这两种方式将共享文件系统挂载到客户端，然后将数据拷贝至挂载的共享路径，
相当于将数据拷贝至Teleport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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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S 共享文件系统拷贝数据

介绍CIFS共享如何拷贝数据。

前提条件

● 已经准备好需要上传的数据。

● 已经完成Teleport连线和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Windows客户端。

步骤2 进入“映射网络驱动器”对话框。右键单击“计算机”，选择“映射网络驱动器”。

步骤3 挂载CIFS共享路径。

在“文件夹”文本框中输入“\\192.168.100.10\teleportshare”，单击“完成”。

说明

其中192.168.100.10为用户修改的逻辑端口IP，teleportshare是共享文件系统的共享名称，共享
文件系统名称在Teleport出厂时已经创建好，用户无需自己创建。

步骤4 将本地数据拷贝至teleportshare共享目录。

----结束

NFS 共享文件系统拷贝数据

介绍NFS共享如何拷贝数据。

前提条件

● 已经准备好需要上传的数据。

● 已经完成Teleport连线和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Linux/Unix服务器。

步骤2 挂载NFS共享的文件系统。

在Linux/Unix本地创建一个挂载点，比如mkdir -p /mnt/folder，然后执行命令mount
-t nfs 192.168.100.10:/teleportshare /mnt/folder。

说明

其中192.168.100.10为用户修改的逻辑端口IP，teleportshare是共享文件系统的共享名称，共享
文件系统名称在Teleport出厂时已经创建好，用户无需自己创建。

步骤3 将本地数据拷贝至/mnt/folder目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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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载并导入签名文件

前提条件
● 已经完成Teleport方式服务单的申请。

● 已经完成Teleport连线和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操作列单击“下载签名文件”，将签名文件下载到本地。

步骤3 将下载到本地的签名文件导入“teleportshare”根目录。

签名文件是服务单与Teleport设备一一对应的唯一标识，一个服务单生成一个签名文
件。管理员收到Teleport设备后，将Teleport设备挂载到服务器上，系统根据签名文件
自动匹配服务单，避免人为干预带来的误操作。签名文件信息如表1-3。

表 1-3 签名文件

参数 说明

version 服务版本号。

OrderURN 包括服务名称、服务区域、标识码和服务单号。

 

----结束

1.8 设备下电和封装

前提条件
● 已经完成数据和签名文件的拷贝。

● 通过短信已经获取DeviceManager界面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操作步骤

步骤1 长按前面板电源按钮超过5秒钟，电源灯会不断闪烁，直到灯熄灭下电完成。

步骤2 Teleport设备下电

步骤3 将电源线和网线拔出，装进Teleport箱子中。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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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将箱子两端的盖子盖上，并把6个锁扣扣上。完成整个Teleport设备的下电和封装。

----结束

1.9 回寄设备
设备下电和封装之后，请联系客户经理或者数据中心接口人安排物流，将设备回寄到
华为云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接口人联系方式请登录DES管理控制台，查看服务单详情
获取。

说明

不支持跨境运输，不得将Teleport设备转移至创建服务单时所选择的国家/地区以外的地址。

1.10 启动数据上传

前提条件
● 已经完成Teleport方式服务单的申请。

说明

如果用户在创建完服务单后已经输入了访问密钥（AK/SK），那么此处就不用再重复输入。设备
回寄后管理员会直接启动数据上传。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选择服务单列表“待输入访问密钥（AK/SK）”状态服务单，在操作列单击“输入访
问密钥（AK/SK）”。

步骤3 根据界面提示，将后台往OBS桶中上传数据时需要使用的访问密钥（AK/SK），输入到
弹出的对话框中。如图1-12。

图 1-12 输入访问密钥（Teleport 方式）

● Access Key ID（AK）：后台往OBS桶中上传数据时需要使用的接入证书，一个AK
对应唯一用户。

数据快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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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 Access Key（SK）：后台往OBS桶中上传数据时需要使用的安全证书，SK
与AK一一对应，形成访问OBS时的密钥对，确保访问安全。

说明

若没有访问密钥（AK/SK），请通过单击右上角用户名，并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
证”，进入“我的凭证”界面，单击“管理访问密钥”页签下方的“新增访问密钥”，创
建密钥。

步骤4 单击“确定”，提交AK/SK。AK/SK提交成功，且后台验证AK/SK无误后，数据便开始
上传。

----结束

1.11 查看传输报告

前提条件

数据已传输完成。

背景信息

数据传输完成后，用户可以下载数据传输报告检查数据是否全部上传成功。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选择服务单列表中“已完成”状态服务单，单击操作列的“更多 > 下载传输报告”。
如图1-13。

图 1-13 下载传输报告（Teleport 方式）

步骤3 查看数据传输报告，传输报告包含如表1-4信息。

表 1-4 数据传输报告参数

参数 说明

CapacityByteSize 传输的总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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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SuccessByteSize 传输成功的字节数

FailByteSize 传输失败的字节数

TotalWrittenFiles 传输成功的文件个数

TotalFiles 传输的总文件个数

 

说明

Teleport挂载上传数据时，生成“xxx/deshare/DES服务单/数据源目录”的挂载前 做传输密
钥，比数据源目录层级多2级。但不影响数据在OBS目录结构，会保留Teleport设备中数据源目
录结构。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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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磁盘方式详细指导

2.1 使用流程
磁盘方式数据快递服务使用流程如图2-1和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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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磁盘方式使用流程图

表 2-1 磁盘方式使用流程简介

操作步骤 说明

登录DES管理控
制台

需注册华为云，并开通数据快递服务。

创建桶 数据快递服务的数据 终是存放在OBS中，需先在OBS创建桶。

创建服务单 支持就近选择华为数据中心，选择创建磁盘方式服务单。

拷贝数据 用户将本地数据拷贝至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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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说明

下载签名文件 签名文件是服务单中磁盘的唯一标识，磁盘寄送前需要将签名文
件存入磁盘根目录。

寄送磁盘到华为
数据中心

被寄送的磁盘中需要包含签名文件。

输入访问密钥
（AK/SK）

管理员收到用户的磁盘并将磁盘挂载到服务器后，会短信通知用
户上传AK/SK密钥，启动数据上传。

查看数据传输结
果

数据传输完成后，用户可下载数据传输报告，检查数据是否全部
上传成功。

接收回寄磁盘 用户确认无误后，管理员回寄磁盘。

 

2.2 登录 DES 管理控制台

背景信息

用户若要登录DES管理控制台使用DES，需首先注册华为云帐号，并充值开通DES服
务。

操作步骤

步骤1 打开浏览器，登录华为云官网。

步骤2 注册华为云帐号。在华为云首页单击“注册”，根据提示信息完成注册。若已有华为
云帐号，请从步骤3开始。

步骤3 返回华为云首页，单击“登录”，输帐号名和密码，登录个人帐号。

步骤4 单击“控制台”，进入管理控制台首页。

步骤5 单击“充值”，系统自动跳转到充值窗口。

步骤6 根据界面提示信息，对帐号进行充值。

步骤7 充值成功后，关闭充值窗口，返回管理控制台首页。

步骤8 选择“服务列表 > 存储 > 数据快递服务”，开通并进入DES管理控制台。

说明

● 为确保数据的正常传输，建议在帐号费用充足的情况下使用DES。

● 若使用DES过程中欠费，会导致数据不能正常上传到OBS。因此建议及时查看帐号情况，若
已欠费，请及时充值续费。

----结束

2.3 创建桶
对象存储服务（Object Storage Service，OBS）是一个基于对象的海量存储服务，为
客户提供海量、安全、高可靠、低成本的数据存储能力，包括：创建、修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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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上传、下载、删除对象等。对象（Object）是OBS中数据存储的基本单位，一个
对象实际是一个文件的数据与其相关属性信息（元数据）的集合体。桶（Bucket）是
OBS中存储对象的容器。

用户使用数据快递服务传输的数据， 终都以对象的形式保存在OBS的桶中。因此使
用DES将数据存储到OBS，需先创建供数据存放的桶。创建桶具体操作请参见OBS创建
桶。

说明

用户可根据数据目录的个数来决定创建桶的个数，一个服务单 多可使用10个桶。

2.4 创建磁盘方式服务单

背景信息

用户数据已存储在自己的磁盘中，并能邮寄自己的磁盘到华为数据中心，可选择创建
磁盘方式服务单。华为数据中心支持用户磁盘类型参见表2-2。

说明

一个服务单 多支持12块磁盘，且一块磁盘只包含一个分区。

表 2-2 磁盘兼容性

兼容性 支持规格

磁盘规格 SATA 2.5英寸、SATA 3.5英寸、SAS 3.5英寸。

磁盘接口 USB2.0、USB3.0、SAS、SATA。

磁盘文件系统 EXT2、EXT3、EXT4、FAT32、EXFAT、NTFS。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列表 > 存储 > 数据快递服务 DES”，进入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3 根据规划，切换数据中心。用户可就近选择数据中心，如图2-2。

图 2-2 磁盘方式切换数据中心

步骤4 单击“购买数据快递服务”，进入服务单创建页面。

步骤5 设置“传输信息”，带“*”的为必选项，如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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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设置磁盘方式传输信息

● “区域”：选择数据传输到华为云后存储的区域。

● “传输方式”：选择“磁盘方式”。

● “对象类型”：用户根据待传输数据文件类型进行选择。

– 小文件：文件<10MB
– 普通文件：10MB≤文件<1GB
– 超大文件：文件≥1GB

● “对象数量范围”：用户预估的待传输数据文件数量范围，文件数量分为四个等
级，从一级到四级，选择的级别越大表明待传输数据文件数量越多。

– 一级：对象数量<10万个

– 二级：10万个≤对象数量<100万个

– 三级：100万个≤对象数量<1000万个

– 四级：对象数量≥1000万个

● “设备个数”：用户存储待传输数据的磁盘个数。一个磁盘方式服务单 多可设
置12块磁盘。

● “重复文件处理方式”：设置对同一目录下重复文件的处理方式。选择“跳过”
表示不作修改，保留原有文件；选择“覆盖”表示用正在传输的文件替换原有文
件。

● （可选）“磁盘文件”：输入用户磁盘根目录下文件或文件夹名称。若输入文件
或文件夹名称，表示将该文件数据或文件夹中的所有数据传输到指定的目的桶
中；若不输入，则默认将磁盘中所有文件传输到目的桶。

一个输入框中只能输入一个文件或文件夹名称，若需要传输多个文件或文件夹，
可单击“添加”，输入多个不同的磁盘目录。例如：用户磁盘中的根目录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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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01”和“test02”两个文件夹，用户可将这两个文件夹分别输入到不同的
“磁盘文件”的输入框中，且可以选择不同的“目的桶”，实现数据分类。

说明

文件夹名称不能包括以下字符：\/:*?"<>|，不能以.开头。

● “目的桶”：单击目的桶后面的“文件夹”图标，选择磁盘数据传输的目的桶。
若目的桶不存在，可单击“创建桶”，创建可用的桶后，再刷新目的桶并重试；
也可以登录控制台，选择对象存储服务，创建可用的桶后，再刷新目的桶并重
试。

● （可选）“导入目录”：单击导入目录后面“文件夹”图标，选择数据即将导入
到桶中的具体目录。用户可自定义目录名称，后台会把数据保存在该目录中；若
不选择，则默认将数据直接导入目的桶。

说明

多只能创建10个“磁盘文件”或“导入目录”。

步骤6 选择收货地址。首次创建服务单需要新建收货地址，用于华为数据中心回寄磁盘给用
户，需输入内容如图2-4。

图 2-4 磁盘方式新建收货地址

● “联系人”：输入联系人姓名。

● “收货地址”：输入联系人所在的省、市、区地址。

● “详细地址”：输入详细的小区或者街道地址以及门牌号等信息。

● “手机号码”：输入联系人手机号码。

● “短信验证码”：单击获取验证码。

说明

多只能创建5条收货地址。

不支持跨境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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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服务单信息确认。单击“立即购买”，确认运输提示信息后，查看服务单详细信息。

说明

请仔细查看服务单信息，如果信息有误，单击“上一步”进行修改。

步骤8 单击“立即购买”，提交服务单，服务单创建成功。

须知

此处单击“下载签名文件”可下载签名文件保存到本地，也可以在DES管理控制台服
务单列表处下载。

----结束

说明

一个服务单仅需上传一次访问密钥（AK/SK）。服务单创建完成后，即可在服务单列表中的操作
列单击“输入访问密钥（AK/SK）”上传AK/SK。获取 新访问密钥，请参考访问密钥
（AK/SK）管理。

2.5 拷贝数据
用户将服务器上的数据拷贝到满足要求的磁盘中。

表 2-3 磁盘兼容性

兼容性 支持规格

磁盘规格 SATA 2.5英寸、SATA 3.5英寸、SAS 3.5英寸。

磁盘接口 USB2.0、USB3.0、SAS、SATA。

磁盘文件系统 EXT2、EXT3、EXT4、FAT32、EXFAT、NTFS。

 

2.6 下载并导入签名文件
用户将磁盘寄送到华为数据中心前，需将签名文件存入磁盘。

前提条件
● 已创建DES服务单。

● 已完成数据拷贝。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操作列单击“下载签名文件”，将签名文件下载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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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将签名文件导入磁盘的根目录。

签名文件是服务单与磁盘一一对应的唯一标识，一个服务单生成一个签名文件。管理
员收到磁盘后，将磁盘挂载到服务器上，系统根据签名文件自动匹配磁盘与服务单，
避免了人为干预带来的误操作。签名文件信息如表2-4。

表 2-4 签名文件

参数 说明

version 服务版本号。

OrderURN 包括服务名称、服务区域、标识码和服务单号。

 

须知

● 将下载到本地的签名文件拷贝到磁盘根目录。

● 当一个服务单有多个磁盘时，需拷贝签名文件到每个磁盘中。

----结束

2.7 邮寄磁盘
将签名文件和数据拷贝到磁盘后，用户需封装完好待邮寄磁盘，并联系附近的物流
点，将设备邮寄到华为数据中心。邮寄地址请登录DES管理控制台，查看服务单详情
获取数据中心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说明

● 磁盘在邮寄途中出现的磁盘损坏问题，由用户承担全部责任。

● 磁盘在接收后，因华为方导致的磁盘损坏问题，二次传输产生的全部费用由华为方承担。华
为方赔偿用户新的磁盘，并配合用户保障数据完整传入OBS。

● 不支持跨境运输。

2.8 启动数据上传
数据中心管理员接收用户磁盘，并将磁盘挂载到服务器后，会短信通知用户输入访问
密钥（AK/SK），访问密钥（AK/SK）验证成功后启动数据上传。

前提条件

用户收到输入访问密钥（AK/SK）短信通知。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选择服务单列表中“待输入访问密钥（AK/SK）”状态服务单，在操作列单击“输入
访问密钥（AK/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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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根据界面提示，将后台上传数据到OBS桶中需要的访问密钥（AK/SK），输入到弹出的
对话框中。如图2-5。

图 2-5 输入访问密钥（磁盘方式）

● Access Key ID（AK）：后台往OBS桶中上传数据时需要使用的接入证书，一个AK
对应唯一用户。

● Secret Access Key（SK）：后台往OBS桶中上传数据时需要使用的安全证书，SK
与AK一一对应，形成访问OBS时的密钥对，确保访问安全。

● 说明

若没有访问密钥（AK/SK），请通过单击右上角用户名，并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
证”，进入“我的凭证”界面，单击“管理访问密钥”页签下方的“新增访问密钥”，创
建密钥。

步骤4 单击“确定”，提交AK/SK。AK/SK提交成功，且后台验证AK/SK无误后，数据便开始
上传。

----结束

2.9 查看传输报告

前提条件

数据已传输完成。

背景信息

数据传输完成后，用户会收到来自华为云的通知短信。用户查看传输报告确认数据传
输无误后，管理员会回寄磁盘。

操作步骤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选择服务单列表中“已完成”状态服务单，在操作列单击“更多 > 下载传输报告”，
如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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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下载传输报告（磁盘方式）

步骤3 查看数据传输报告，传输报告包含如表2-5信息。

表 2-5 数据传输报告

参数 说明

CapacityByteSize 传输的总字节数

SuccessByteSize 传输成功的字节数

FailByteSize 传输失败的字节数

TotalWrittenFiles 传输成功的文件个数

TotalFiles 传输的总文件个数

 

说明

用户磁盘挂载上传数据时，生成“xxx/deshare/DES服务单/数据源目录”的挂载前 做传输密
钥，比数据源目录层级多2级。但不影响数据在OBS目录结构，会保留用户磁盘中数据源目录结
构。

----结束

2.10 接收回邮磁盘
用户通过查看传输报告，确认数据传输无误之后，管理员会回邮磁盘给用户，用户需
要耐心等待并接收磁盘。

说明

华为方会回邮完好无损的磁盘。收到磁盘后，请确保磁盘无损坏再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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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服务单

在使用数据快递服务过程中，用户可登录DES管理控制台随时查看服务单状态，跟踪
数据传输动态。同时用户可修改、取消和删除已创建的服务单。

查看服务单详情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服务单号前的下拉箭头，查看“服务单详情”、“邮寄信息”和“处理进度”。

“服务单详情”包含传输配置详细信息、Access Key ID；“邮寄信息”包含数据中心
详细联系信息、用户详细联系信息；“处理进度”包含提交服务单、开始传输数据、
服务单完成等时间信息，如图3-1。

图 3-1 查看服务单详情

----结束

修改服务单

仅支持在以下三种服务单状态下修改服务单：Teleport方式服务单状态为“服务单审核
中”、磁盘方式服务单状态为“待寄送磁盘”、磁盘方式服务单状态为“传输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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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被修改的服务单状态为“服务单审核中”或“待寄送磁盘”，修改后的服务单
根据正常服务单处理流程继续执行。

● 若被修改服务单状态为“传输失败”，修改后的服务单提交成功后，服务单状态
仍然为“传输失败”。此时需重新输入AK/SK，校验无误启动数据上传后，服务
单状态才会由“传输失败”转换为“正在传输数据”。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待修改服务单操作列的“更多 > 修改服务单”。

步骤3 进入服务单修改界面（同服务单创建界面），分别按照Teleport方式和磁盘方式，根据
实际情况修改服务单信息。

步骤4 单击“立即购买”，确认服务单详情信息，提交服务单。

----结束

取消服务单
● Teleport方式服务单已创建，在状态显示“准备寄送设备”前可取消服务单，即在

“服务单审核中”、“设备初始化中”和“准备寄送设备”三个状态下均可取消
服务单。

● 磁盘方式服务单已创建，但用户还未寄送磁盘到华为数据中心，即服务单状态为
“待寄送磁盘”时可取消服务单。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单击待操作服务单操作列的“更多 > 取消服务单”。

步骤3 进入取消服务单提示界面，单击“确认”，取消数据快递服务单。

步骤4 服务单取消后，服务单状态会变为“已取消”。

----结束

删除服务单
● Teleport方式的服务单状态为“服务单审核中”或“已取消”时可删除服务单。

● 磁盘方式的服务单状态为“待寄送磁盘”、“已取消”、“已过期”时可删除服
务单。

步骤1 登录DES管理控制台。

步骤2 在操作列单击“更多 > 删除服务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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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订记录

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9-04-15 第八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界面新增“对象类型”、“对象数量范围”和“重复文
件处理方式”模块。

更新“创建Teleport方式服务单”和“创建磁盘方式服
务单”章节。

2019-03-01 第七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更新“创建Teleport方式服务单”。

2019-01-18 第六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界面新增“源数据”支持数据分类上传。

2018-11-30 第五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接收Teleport并连线配置”指导优化。

2018-09-08 第四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管理控制台界面优化。

2018-06-15 第三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界面新增“目的桶”和“导入目录”支持手工选择；

界面新增备注功能。

2018-03-30 第二次正式发布。

本次更新说明如下：

新增Teleport数据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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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修订记录

2016-09-30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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