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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常用的解压命令

安装与常见问题  

简介  

概述  

URLOS是一个Docker管理面板，它把服务器端软件应用的安装行为简化到极致，堪称服务器端的应用宝，具有 集群

管理 、 自动故障转移 、 自动负载均衡 等高级功能，可轻易搭建7*24小时在线的网站运行环境。

借助URLOS可轻松让网站在拥有多个主机的集群上运行，单机故障不会导致网站停止。

演示网址：http://demo.urlos.com:9968（用户名和密码使用默认的urlos，填写验证码后即可登录）

产品特点  

安全

基于Docker容器技术，应用均运行在具有隔离功能的容器中，如果某个应用出现问题（包括假死、真
死、漏洞、后门等问题），并不会影响其它应用的正常运行，大大提高安全性。
默认情况下以非特权用户在容器中隔离运行应用，应用出现安全漏洞或后门并不会影响母机安全，就如默
认情况下手机上的应用并不会威胁手机操作系统的安全一样。

稳定

最低只用3台服务器即可构建7*24小时在线的网站集群环境，如果其中1台服务器出故障，并不会影响网
站业务的正常运行（自动发现故障+自动故障转移+自动负载均衡），添加新的服务器到服务器集群即可全

af://n3
af://n4
af://n5
http://demo.urlos.com:9968/
af://n10


自动修复！
针对某网站进行CPU和内存资源的限制，解决“由于1个网站不稳定，导致同1台服务器上的100个网站都打
不开”的棘手问题。

包容

可在同1台服务器中运行100个不同的网站环境，互不冲突，包括NodeJs, Golang, Python, Lua, .NET,
PHP4X, PHP5.2, PHP5.3, PHP5.5, PHP5.6, PHP7.0, PHP7.1, PHP7.2等100种以上的网站运行环境。
可在同1台服务器中运行100个不同的操作系统，互不冲突，包括CentOS, Debian8X, Debian9X,
Ubuntu14X, Ubuntu16X, Ubuntu17X, Alpine等Linux操作系统。

易用

在网页控制面板上选择并安装应用软件，简易度接近手机软件的安装：选择应用->安装应用->自动部署应
用，根本无需考虑环境兼容性问题——解决环境兼容性问题是开发人员的事，不是您老的事！
只在安装URLOS时需要输入命令行，在使用URLOS的过程中，可远离命令行——所有需要SSH才能完成的
维护工作，都有改良空间，因为不够自动化、维护成本高、出错率高等等。

体贴

我们希望管理服务器就像管理自己的手机一样简单，安装和管理服务器端应用就像安装和管理手机应用一
样傻瓜化，没有教程也不需要教程，我们相信那一天很快就会来临！
我们期盼着有一天维护人员可以彻底解放和释放自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与亲朋友好友一起，在蓝天白云
下、高山流水间...尽情地欢愉、跳跃！

相关概念  

应用：应用存放于URLOS的应用市场，相当于手机上的APP；
镜像：用于存放应用安装包的存储介质，可理解安装软件的光盘；
插件：每个应用可选择绑定一个插件，在安装和启动应用时执行一些个性化或自动化操作，还能用户提交
的数据进行检查等；
服务：将应用安装并运行后，便可提供服务，如用于存储数据的数据库服务，用于提供WEB访问的网站服
务等，基于一个应用可安装并运行多个服务；
节点：装有Linux系统的服务器或云主机即为节点；
集群：集群由多个节点组成，具有可伸缩性、高可用性等特点，单个节点出现故障一般不会影响集群内的
业务；
容器：用于运行应用的“盒子”，运行在集群的节点上，当某个节点出故障时，可以迅速转移到集群中的另
一节点并启动应用，从而提供几乎不间断的服务；

环境要求  

硬件要求  

最低硬件配置：1核CPU，1G内存（1+1）提示：如果你的应用较多，而主机节点的硬件配置较低，建议在部
署节点时开通虚拟虚拟内存；

系统要求  

推荐安装系统：Ubuntu-16.04、Ubuntu-18.04、CentOS7.X、Debian8X、Debian9X的64位的 纯净的操作系

统 ；

安装UR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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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陆操作系统：使用ssh客户端工具登录系统，如果登录用户不是root，则执行 sudo -s 命令切换到root
用户；

2. 下载安装脚本并执行安装命令：

或

注：如果系统中没有curl工具，则需先执行“apt-get install -y curl || yum -y install curl”安装curl

3. 选择服务器所在区域的编号：服务器在中国选1，如果1不能安装则选2，如果服务器在海外则选3（如下
载过程比较缓慢，请换一个编号），然后按回车；

4. 选择Docker数据的存储目录：/data/docker选1，/home/docker选2，/var/lib/docker选3，然后按回
车；

5. 安装成功并重启服务器：安装完成后可能会自动重启服务器，重启过程一般需要1分钟左右；
6. 访问并使用URLOS：请在防火墙（或安全组）中开放9966,9967,9968,9969端口（入站规则）和8866端

口（出站规则），然后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s://您的服务器IP:9966”或“http://您的服务器IP:9968”访问
URLOS；用户名：urlos，密码：urlos

注：建议使用https协议登录URLOS，相对更安全!

升级URLOS  

1. 登陆操作系统：使用ssh客户端工具登录系统，如果登录用户不是root，则执行 sudo -s 命令切换到root
用户。

2. 下载升级脚本并执行升级命令：

注：如果升级时无法停止MySQL程序，请使用强制升级：

3. 选择服务器所在区域。
4. 选择Docker数据的存储目录：必须设置成旧的docker存储目录（如果忘记了，请执行 cat

/etc/docker/daemon.json 查看！）

5. 访问并使用URLOS：安装完成后，请使用浏览器访问“https://您的服务器IP:9966”或“http://您的服务器
IP:9968”访问UrlOS

提示：如果是从0.3.x升级到0.4.x版本，请在升级后登录URLOS 修改已安装的数据库服务的密码 并 暴力部署 一次！

授权码绑定  

URLOS授权码绑定的方法：

1、在服务中心绑定IP。登录服务中心(https://www.urlos.com/)，在左侧菜单中找到“ 已购软件 > 绑定授权 ”，
在需要绑定的授权码后面点“ 修改 ”，在授权IP中填写服务器的 外网IP 地址。

curl -SO https://www.urlos.com/install && chmod 544 install && ./install

curl -O https://www.urlos.com/iu && sh iu

curl -SO https://www.urlos.com/update && chmod 544 update && ./update

curl -SO https://www.urlos.com/update && chmod 544 update && ./update latest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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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URLOS配置文件。使用SSH工具连接服务器，输入以下命令来更新URLOS配置文件中的授权码信息：

其中 BBBBBB 代表要绑定的授权码。

3、在浏览器中访问URLOS管理平台，登录后查看授权版本是否已经更新。

常见问题  

不能访问URLOS面板  

问题原因：未放行服务器端口

处理方法：找到云主机服务商网站，登录服务商管理系统，放行 9966 、 9967 、 9968 端口。

忘记URLOS主控端密码  

docker exec urlos /usr/local/urlos/bin/common/tools.sh updateLicenseKey BB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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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通过SSH命令重新初始化密码。

操作步骤如下：

1. 请确保URLOS为0.2.28以上版本，如不是，请先升级；
2. 通过SSH登录URLOS所在的母机，执行 sudo -s 切换为root用户；

3. 执行下面的命令修改密码（其中的newPassword为你的新密码）：

不能安装URLOS或安装失败  

问题原因1：用户所使用的系统不符合URLOS安装要求；

处理方法：更换为符合URLOS需求的系统，如：Ubuntu-16.04、Ubuntu-18.04、CentOS7.X、Debian8X、
Debian9X的64位的 纯净的操作系统 。

问题原因2：用户服务器访问无法正常访问安装镜像源；

处理方法：重新安装URLOS时，更换一下所在区域。

首页管理  

服务概览  

显示当前URLOS网络环境中运行的服务数量以及各自占比。

集群/节点/应用统计  

显示当前URLOS网络环境中的集群数量、节点数量以及应用市场所承载的应用数量。

docker exec urlos /usr/local/urlos/bin/common/tools.sh initAdminPassword new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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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运行环境  

显示主控容器名称、URLOS版本信息、服务器系统启动时间以及硬件资源使用情况。

建站流程  

显示URLOS基本建站流程：

1.添加集群和节点

2.安装网站环境

3.上传网站程序

4.检查网站端口放行情况

5.访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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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  

系统工具  

系统工具，主要用于执行一些系统操作，如清除缓存并同步应用、强制部署所有服务、取消当前任务计划、取消所有
任务计划、自动添加集群和本机节点、查看授权密钥、查看应用预共享密钥。

清除缓存并同步应用：清除所有缓存文件并同步最新应用。

强制部署所有应用：一次性部署所有服务，一般是迁移和测试时使用。

取消当前任务计划：取消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计划。

取消所有任务计划：取消包括正在执行和等待执行的所有任务计划。

自动添加集群和本机节点：创建一个集群并将urlos所在的节点加入到集群中。

查看授权密钥：查看URLOS的授权密钥。

查看应用预共享密钥：显示导入应用时的预共享密钥。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主要用于配置URLOS主控端的系统参数，常用配置如 使用强密码验证 、 Docker镜像加速源 、 Linux软件镜

像源 、 验证码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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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强密码验证：此项开启时，创建数据库和SFTP密码必须包含数字、英文字母大小写、符号等字符。如需关闭强
密码，则在选项值中填写“ 0 ”。

Docker镜像加速源：用于切换Docker镜像下载源，如在安装应用过程中出现超时或者安装缓慢的情况，请在此切换
其他镜像加速源。

目前可选择的加速源有：

registry.docker-cn.com

index.docker.io

registry.urlos.com:5000

?.mirror.aliyuncs.com



验证码类型：用于切换验证码显示类型，系统默认 牛人验证码 ，机器难以识别，可有效防止暴力破解。如图：

系统提供3种验证码类型：

1.牛人验证码

2.素人验证码

4.普通验证码

如需更换，则在选项值中填入相应数字。



资源管理  

主机集群  

打开 资源 菜单，选择 主机集群 ，然后在右边点击 添加集群 ，如下图：

基本信息  

打开 基本信息 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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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填写当前集群的名称，如 中国-广州-电信-01号机房-50号机柜 。

节点IP范围：填写当前集群的IP范围，如集群中有3个节点，分别为192.168.0.1、192.168.0.2、192.168.0.3，
则填写“ 192.168.0.1-3 ”。

本地存储  

打开 本地存储 选卡：

本地存储目录：请定义本集群内节点的本地存储目录（暂时仅支持本地存储），即用于存储数据的目录，通常
为数据盘的的挂载目录，如： /data/ , /home/

共享存储  

打开 共享存储 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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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挂载目录：用于挂载NFS(或NAS)的本地目录，即映射到本地节点的文件夹，一般可设置为 /nfs-data/ 。

NFS主机：请填写NFS服务器的IP或主机名，如 9d08f490cc-avt64.cn-zhangjiakou.nas.aliyuncs.com 。

NFS共享目录：服务器端共享的文件夹路径，一般是NFS服务器端的NFS存储目录的路径，如： /home/nfsDir

NFS版本：请选择NFS对应版本。

节点内核优化  

打开 节点内核优化 选卡：

一般情况下，请不要修改默认参数，以免不合理的设置造成节点性能下降。

容器DNS服务器  

打开 容器DNS服务器 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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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无特殊需求则不必设置该选项。

主机节点  

基本信息  

打开 基本信息 选卡：

主机名称：请输入主机名称，由字母、数字、中划线和点组成，如：IP100。注：仅有开发和维护模式下才可
以修改主机名称。

IP地址：请输入IP地址，如：192.168.1.188。

所在集群：选择当前节点所在集群。

节点类型： 管理节点 用于管理集群节点，当管理节点数量大于等于3个时，集群便有了自动修复功能，当集群

内某个节点宕机时，基于非单机应用构建的服务可实现自动迁移，业务几乎不中断； 工作节点 仅仅被用于运行

容器应用，其不具备管理功能。

状态：控制节点开启或关闭退出集群。

SSH登录  

打开 SSH登录 选卡：

af://n224
af://n225
af://n234


SSH用户名：请输入SSH用户名，除非你的Linux系统可以免密码切换(执行 su 或 sodu -s 命令时不需输入密码)
到root用户，否则必须使用root用户。

SSH端口：请输入SSH连接端口，如： 22 。

SSH登录方式：支持SSH密码或SSH密钥登录，请选择其一进行登录。

系统优化  

打开 系统优化 选卡：

虚拟内存：当节点的内存不够用时，可能会导致无法部署服务，开启虚拟内存可临时解决此问题，设置后不可
修改（如果条件允许，请尽量不要使用虚拟内存，因为虚拟内存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建议1G物理内存配置

1G虚拟内存，2G物理内存配置2G虚拟内存，依此类推 。

内存参数：用于调整系统Sysctl的值，内容为json格式，如：{"net.ipv4.tcp_mem": 10407,
"net.ipv6.conf.default.mtu": 1280}，注意：此处配置的内核参数相对集群中的内核参数具有优先级。

挂载硬盘  

打开 挂载硬盘 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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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设备：请添加硬盘设备，如： /dev/sdb

勾选将擦除硬盘的现有数据，并且将硬盘挂载到存储目录下的mounts目录上（一般为 /data/mounts

或 /home/mounts ）

挂载硬盘后可开启 快照备份 功能。

其他设置  

立即部署集群：如果需要一次性往同一集群中添加多个节点，可以在添加最后一个节点时再勾选此项，以便提高添加
和部署节点的效率。

容器网络  

简单理解成各容器之间可相互通信的网络，同一个容器网络下，容器之间可相互访问。

安装应用  

应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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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市场提供了种类丰富、数量繁多的服务器相关应用资源，几乎可囊括Docker官方镜像市场的全部应用镜像。

安装数据库服务  

以安装MySQL-5.7-数据库为例，点击 安装 按钮：

基本信息  

打开 基本信息 选卡：

af://n263
af://n266


服务名称：以字母开头，由小字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设置后不可修改。为方便识别，将服务命名为
mysql5_7_1 ，表示MySQL5.7数据库的第1个应用。

运行节点：请选择运行该服务的运行节点，可选择同一集群环境下任意节点。

部署方式：请选择部署服务的方式， 关联部署 为强制部署本服务和相关服务， 暴力部署 为先删除现有服务后再

部署。部署时的服务中断时间：智能部署<强制部署<暴力部署；部署成功率：智能部署<强制部署<暴力部署。
一般情况下， 推荐使用的智能部署 。

服务端口：需要对外网开放访问权限时才需要填写服务端口，多个请用空格隔开，如： 80 443 ；或使用“服务

端口:容器端口/IP协议”的格式进行填写，如： 8080:80/tcp  53:53/udp ，如果是tcp协议，则可省略“/tcp”，
即 8080:80  53:53/udp ，mysql一般使用 3306 端口。

设置  

打开 设置 选卡：

root用户密码：此密码为mysql应用的root用户密码。

快照与备份  

打开 快照与备份 选卡：

af://n274
af://n279


在此项中可开启快照和远程加密备份功能，其中快照功能可设置快照间隔时间和快照保留时间；远程加密备份功能可
设置备份间隔时间和备份执行时间。

资源限制  

打开 资源限制 选卡：

该功能可限制当前应用所能使用的服务器硬件资源占比。

单容器最大CPU核心数限制：单容器最大CPU核心数限制。

单容器最大内存数限制：每容器的单容器最大内存数限制。注意： 过低的内存限制可能会导致某些应用程序启动失

败 。

其他设置  

打开 其他设置 选卡：

af://n283
af://n290


容器网络：容器网络可理解为容器的局域网，使用不同容器网络的服务不能互相访问，除非应用本身支持“跨域
访问”，一般情况下，用户无需设置。

部署优先级：在同一个容器网络中，当优先级小的服务未部署成功时，其它服务将无法部署（也即无法启
动），其值为1~99的整数。

状态：开启或关闭

安装网站环境  

以安装PHP-7.1-网站环境为例，点击 安装 按钮：

基本信息  

打开 基本信息 选卡：

af://n297
af://n300


服务名称：以字母开头，由小字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设置后不可修改。为方便识别，将服务命名为
php7_1_1 ，表示php7.1环境的第1个应用。

运行节点：请选择运行该服务的运行节点，可选择同一集群环境下任意节点。

部署方式：请选择部署服务的方式， 关联部署 为强制部署本服务和相关服务， 暴力部署 为先删除现有服务后再

部署。部署时的服务中断时间：智能部署<强制部署<暴力部署；部署成功率：智能部署<强制部署<暴力部署。
一般情况下， 推荐使用的智能部署 。

服务端口：需要对外网开放访问权限时才需要填写服务端口，多个请用空格隔开，如： 80 443 ；或使用“服务

端口:容器端口/IP协议”的格式进行填写，如： 8080:80/tcp  53:53/udp ，如果是tcp协议，则可省略“/tcp”，
即 8080:80  53:53/udp ，网站环境一般使用 80 端口。

网站  

打开 网站 选卡：

网站域名：请填写网站域名，多个请用空格或换行符隔开，如： a.com www.a.com

子目录域名：格式为“子目录名:域名”，多个请分行填写，如 bbs:bbs.abc.com 即为bbs子目录绑定

bbs.abc.com域名。

最大的并发数：最输入Nginx的最大并发数，一般情况下无需修改。

af://n308


上传大小限制：请输入上传大小限制，单位为M，如：20M，请依照实际需求设置。

索引目录：即网站的索引目录名。如果留空，索引文件直接放在网站根目录/data/www下；如果值为public，
则网站的索引目录需放在/data/www/public下。一般情况下无需填写。

数据库  

打开 数据库 选卡：

数据库主机名：请选择数据库服务。

数据库密码：请输入数据库密码。注：数据库用户名为网站的服务名称。

数据库字符集：请选择数据库字符集，一般情况下默认使用 utf8_general_ci 即可。

数据库名：与本网站的服务名称一致，即本例中的 php7_1_1 。

数据库用户名：与本网站的服务名称一致，即本例中的 php7_1_1 。

如有疑问，请通过SFTP下载 /data/database-info.json 文件查看详情。

快照与备份  

打开 快照与备份 选卡：

af://n317
af://n327


在此项中可开启快照和远程加密备份功能，其中快照功能可设置快照间隔时间和快照保留时间；远程加密备份功能可
设置备份间隔时间和备份执行时间。

攻击防护  

打开 攻击防护 选卡，初始状态默认关闭攻击防护功能，根据实际需求开启相关防护：

af://n331


基本防护 ：基本防护功能可限制网站带宽和低级的CC攻击，如需更高级的防攻击功能，请配合高级防护使用。

每IP连接数：每个IP的最大连接数限制。

每连接下载速度：每个连接的最大下载速度限制。

每秒请求数：每IP在每秒的最大请求数。

高级防护 ：限制每IP在一定时间的总请求数，对非浏览器访问直接过滤，建议在遭遇恶意攻击时开启。

防护网址：支持正则匹配，默认值"/"表示防护所有网页，配置成".(php|jsp|cgi)$"表示防护以"php|jsp|cgi"为
扩展名的网址。

防护时长：请选择防护时长，一般为10秒即可。

最大请求数：一定时间内的请求数达到此数量时，即显示错误页面。

客户端保持时长：如果某客户端合法则放入白名单，保持一段时间后再重新检查.

IP白名单：白名单中的IP不需检查即可访问网站，多个IP请换行。

IP黑名单：黑名单中的IP不可访问网站，多个IP请换行。

上传下载  

打开 上传下载 选卡，一般情况下，该功能为关闭状态，如果需要向服务器传输和管理网站文件，请点击 开启 按钮激

活功能：

af://n347


URLOS推荐使用SFTP安全文件传送协议来提高安全性。

SFTP端口：请输入SFTP端口，建议为22001，该端口不可与其他服务的端口相同。

SFTP密码：请输入SFTP密码（SFTP用户名为服务名称）。

SFTP用户名：root（不可修改）。

SFTP使用帮助：

1. 支持SSH和SFTP登录，用户名为root——此root用户与节点本身的root用户没有任何关系，可任意修改密
码，请勿混淆；

2. 强烈推荐你使用URLSSH，其同时支持SSH登录和SFTP文件管理，软件下载网址：https://www.urlos.co
m/urlssh；

3. SFTP服务与网站环境不在同一个容器中，是完全隔离的，故登录后仅能管理网站数据，不能修改网站环
境；

4. 网站数据在/mounts/目录下；
5. 经SFTP传输的数据是加密的，很难被监听，相比FTP更安全；

安全证书  

打开 安全证书 选卡：

https://www.urlos.com/urlssh
af://n368


URLOS可设置SSL安全证书，支持手动填写SSL证书以及自动申请和自动更新SSL证书。

手动填写SSL证书：

Https证书公钥：请输入Https证书公钥（public.pem）。

Https证书私钥：请输入Https证书私钥（private.key）。

强制使用HTTPS：当存在SSL证书时，是否开启http自动跳转至https访问网站。

自动申请并更新证书：

点击 允许 即开启自动申请。

注意：

1. 无论手动和还是自动SSL，都需要在 基本信息 选卡中的 服务端口 里添加 80 和 443 端口，并且在服务器中

放行80和443端口;
2. 域名必须正确解析 ，以便位于国外的LetsEncrypt官方服务器可访问并验证域名的合法性；

3. 由于受到网络等影响，自动申请证书有可能会失败，可尝试更换DNS的nameserver后也无法申请或更新
证书；

4. 某些小厂的DNS解析服务可能导致申请证书失败，请尽量使用大厂的DNS解析服务！

PHP配置  

打开 PHP配置 选卡：

af://n391


目前PHP配置可修改最大内存、短标签、FPM最大进程数。

Nginx配置  

打开 Nginx配置 选卡：

该功能允许用户对nginx配置进行适当修改，比如添加网站伪静态规则等，如果用户对Nginx配置不甚熟悉，请不要
修改该配置，一旦设置出错有可能导致网站不可访问。

资源限制  

打开 资源限制 选卡：

该功能可限制当前应用所能使用的服务器硬件资源占比。

单容器最大CPU核心数限制：单容器最大CPU核心数限制。

单容器最大内存数限制：每容器的单容器最大内存数限制。注意： 过低的内存限制可能会导致某些应用程序启动失

败 。

af://n395
af://n399


其他设置  

打开 其他设置 选卡：

容器网络：容器网络可理解为容器的局域网，使用不同容器网络的服务不能互相访问，除非应用本身支持“跨域
访问”，一般情况下，用户无需设置。

部署优先级：在同一个容器网络中，当优先级小的服务未部署成功时，其它服务将无法部署（也即无法启
动），其值为1~99的整数。

状态：开启或关闭

安装CDN网站加速  

URLOS付费版支持CDN网站加速，免费版本暂不开放支持。

购买应用  

URLOS付费版用户如需使用CDN网站加速功能，请登录URLOS服务中心(https://www.urlos.com)，在 应用中心  > 应

用市场 中找到CDN网站加速应用：

点击 安装 进入应用购买页面：

af://n406
af://n413
af://n415
https://www.urlos.com/


购买成功即可安装CDN网站加速。

基本信息  

打开 基本信息 选卡：

服务名称：以字母开头，由小字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设置后不可修改。为方便识别，将服务命名为
php7_1_1 ，表示php7.1环境的第1个应用。

运行节点：请选择运行该服务的运行节点，可选择同一集群环境下任意节点。

部署方式：请选择部署服务的方式， 关联部署 为强制部署本服务和相关服务， 暴力部署 为先删除现有服务后再

部署。部署时的服务中断时间：智能部署<强制部署<暴力部署；部署成功率：智能部署<强制部署<暴力部署。
一般情况下， 推荐使用的智能部署 。

af://n421


服务端口：需要对外网开放访问权限时才需要填写服务端口，多个请用空格隔开，如： 80 443 ；或使用“服务

端口:容器端口/IP协议”的格式进行填写，如： 8080:80/tcp  53:53/udp ，如果是tcp协议，则可省略“/tcp”，
即 8080:80  53:53/udp ，网站环境一般使用 80 端口。

网站  

打开 网站 选卡：

网站域名：请填写网站域名，多个请用空格或换行符隔开，如： a.com www.a.com

源站设置  

打开 源站设置 选卡：

源站网址：请输入源站网址，如：https://www.urlos.com或http://www.urlos.com

源站IP：请输入源站IP，如：192.168.44.33

替换主机头：是否替换主机头（提示：某些源网站可能不支持替换主机头）

目录缓存  

打开 目录缓存 选卡：

af://n429
af://n434
https://www.urlos.com/
http://www.urlos.com/
af://n441


可设置源站中哪些目录需要缓存，并设置缓存更新时间，目前最多可设置5个缓存目录。推荐将静态文件目录设置为
缓存目录，如：js文件目录、css文件目录、图片文件目录、静态HTML目录等。缓存成功后，访客通过CDN节点域名
访问网站时，可从当前节点中读取静态文件，从而起到加速目的。

文件缓存  

打开 文件缓存 选卡：

可指定需要缓存的文件类型以及缓存更新时间。

格式为：需要缓存的文件后缀名，留空则使用默认值，多个用“ | ”隔开，如：jpg|png|css|js|mov|mp4|mp3

安全证书  

打开 安全证书 选卡：

af://n445
af://n450


CDN也可设置SSL安全证书，支持手动填写SSL证书以及自动申请和自动更新SSL证书。

手动填写SSL证书：

Https证书公钥：请输入Https证书公钥（public.pem）。

Https证书私钥：请输入Https证书私钥（private.key）。

强制使用HTTPS：当存在SSL证书时，是否开启http自动跳转至https访问网站。

自动申请并更新证书：

点击 允许 即开启自动申请。

注意：

1. 无论手动和还是自动SSL，都需要在 基本信息 选卡中的 服务端口 里添加 80 和 443 端口，并且在服务器中

放行80和443端口;
2. 域名必须正确解析 ，以便位于国外的LetsEncrypt官方服务器可访问并验证域名的合法性；

3. 由于受到网络等影响，自动申请证书有可能会失败，可尝试更换DNS的nameserver后也无法申请或更新
证书；

4. 某些小厂的DNS解析服务可能导致申请证书失败，请尽量使用大厂的DNS解析服务！

Nginx配置  

打开 Nginx配置 选卡：

af://n473


该功能允许用户对nginx配置进行适当修改，比如添加网站伪静态规则等，如果用户对Nginx配置不甚熟悉，请不要
修改该配置，一旦设置出错有可能导致网站不可访问。

CDN调优  

打开 CDN调优 选卡：

缓存目录层级：可设置缓存目录深度。

缓存文件总大小：设置缓存文件大小时，请考虑好磁盘的容量，否则可能会导致磁盘不够用。

资源限制  

打开 资源限制 选卡：

该功能可限制当前应用所能使用的服务器硬件资源占比。

af://n477
af://n483


单容器最大CPU核心数限制：单容器最大CPU核心数限制。

单容器最大内存数限制：每容器的单容器最大内存数限制。注意： 过低的内存限制可能会导致某些应用程序启动失

败 。

其他设置  

打开 其他设置 选卡：

容器网络：容器网络可理解为容器的局域网，使用不同容器网络的服务不能互相访问，除非应用本身支持“跨域
访问”，一般情况下，用户无需设置。

部署优先级：在同一个容器网络中，当优先级小的服务未部署成功时，其它服务将无法部署（也即无法启
动），其值为1~99的整数。

状态：开启或关闭

服务管理  

网站服务  

网站服务列表专门为网站类型的服务而设置，其中可包括网站环境类型（php网站环境、java网站环境、静态网站环
境等）、网站系统类型（CMS系统、博客系统、BBS系统、电商系统等），可在此集中管理。

af://n490
af://n497
af://n498


这里重点说明如何管理已创建的服务，点击 更多 显示菜单，包括服务日志、快照和备份列表、手动快照备份、容器

信息、查看活动容器数、创建相似服务、停止并删除服务。

服务日志  

打开 服务日志 ：

在服务日志中，可以查看当前服务产生的所有事件、对应容器名称、对应节点以及时间节点，通过分析服务日志，可
以帮助用户检查和监控服务健康状况。

快照和备份列表  

打开 快照和备份列表 ：

af://n503
af://n507


该功能允许用户管理快照与远程加密备份，可对快照备份执行 恢复 与 删除 操作。

手动快照备份  

用户可随时执行手动快照备份，点击 手动快照备份 ，弹出对话框：

点击 确认 按钮即可完成快照备份。

容器信息  

打开 容器信息 ：

该功能可展示当前容器的相关信息，阅读容器信息需要用户具备一定的docker容器基础知识，普通用户可不必理
解。

查看活动容器数  

查看当前服务的活动容器数量。

af://n511
af://n515
af://n519


创建相似服务  

可直接创建一个相似的服务实例，被创建的服务是区别于当前服务的，是一个全新的服务。

停止并删除服务  

停止当前服务，并且删除服务。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列表专门为数据库类型的服务而设置，可在此集中管理。

af://n522
af://n525
af://n528


管理数据库  

选择一个数据库服务，点击打开 管理数据库 功能：

该功能提供了对数据库的添加、查看、修改、删除等功能。

添加数据库  

点击界面右上方的 添加数据库 按钮，进入添加数据库功能：

af://n531
af://n535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手动添加数据库。

修改数据库  

点击 修改 按钮：

通过该功能，可修改数据库密码、字符集类型、描述、状态。

af://n539


删除  

可删除数据库。

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列表是专为各种Linux轻量系统(如Ubuntu、Alpine、CentOS等)的管理而设置，测试系统仅用于测试使
用， 不可作为生产环境 使用！

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可在应用市场中快速安装各种系统对程序代码进行开发调试、测试，不会破坏宿主机环境，非常
方便。

数据缓存  

对数据缓存类型的应用进行集中管理，如Memcached。

所有服务  

该列表展示了所有的服务，除了之前以做归类的网站服务、数据存储、测试系统、数据缓存，还有未归类的代理服
务、SFTP服务等。

监控分析  

网站统计  

可查看网站服务的访问情况，功能包括流量概况、实时访客、受访分析、性能分析：

af://n544
af://n546
af://n550
af://n552
af://n554
af://n555


开启监控分析功能  

在服务器内存达到2G或者更高的情况下，才可开启监控分析功能，URLOS免费版暂不开发此功能。

在左侧系统菜单中找到 系统设置 选项，在系统设置列表中点击修改 日志数据集中存储节点 ：

进入修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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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选项值 一项，在此设置日志数据保存在哪个节点主机中，将节点的ID填入即可，点击提交即开启监控分析功

能。如何查看节点ID：在左侧菜单打开 资源 > 主机节点 ，在节点列表查看节点ID。

微信查看主机监控  

登录URLOS服务中心，找到 已购软件>绑定授权 菜单，打开授权码绑定列表，点击 修改 操作：

进入修改界面后，打开 软件监控设置 选卡，填写域名与监控API软件通信密钥。这里所填写的域名必须拥有合法有效

的SSL证书，且将SSL证书文件替换URLOS默认的SSL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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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替换方法：

1、使用SFTP工具连接主机，打开URLOS的证书目录“ /data/urlos/certs ”；

2、将你的SSL证书文件名修改为“ urlos.ssl.key ”和“ urlos.ssl.crt ”；

3、把改名后的证书文件上传替换URLOS的默认证书。

注意：主机请开放9966端口，否则提交时会提示域名验证超时！

完成以上配置后，打开【URLOS】公众号，点击公众号底部菜单“ 主机管理 > 主机监控 ”即可查看相关监控信息。

网站日志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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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监控功能将会记录集群中所有主机的网站访问日志，并将所有日志集中存储在某一主机节点中，若网站流量巨
大，则日志文件也会非常庞大，因此URLOS提供了日志清理功能，可让用户选择清理自定义时段内的日志数据。

选择需要清理的时间段：

日志管理  

任务计划  

可通过任务计划列表查看各项任务的执行情况，帮助排查相关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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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记录了URLOS程序系统运行的相关事件，帮助用户了解URLOS运行情况。

###快速入门###  

5分钟从0开始创建网站  

URLOS安装完成后，如何从0开始创建一个网站？以下将演示以最快捷的方式创建网站，以创建wordpress博客网站
举例：

1.添加集群和节点

如果当前仅有一个服务器(节点)，可使用URLOS提供的 自动添加集群和节点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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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只需请填写SSH密码或SSH密钥即可：

集群和节点添加完成之后，打开应用市场，先安装MySQL数据库服务：



打开创建MySQL数据库界面，在 基本信息 中填写服务名称、选择运行节点、部署方式默认即可、服务端口填写为

3306即可，然后在 设置 中输入数据库密码，提交。

完成了数据库服务的创建，在应用市场中找到wordpress，点击安装：

在wordpress创建页面中完善 基本信息 、 网站 、 数据库 相关信息，点击提交：

待部署完成后，在浏览器中输入域名，博客网站访问成功，此刻，使用URLOS在最短的时间里成功创建了一个博客
网站。

外部连接MySQL数据库  

以上篇创建的MySQL和wordpress为例，打开网站服务，找到myblog这个网站，点击 修改并部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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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库选卡中，可以找到 数据库主机名 、 数据库名 、 数据库用户名 等相关信息：

外部连接时，把 数据库主机名 更改为 IP地址 即可。

通过命令行进入容器和退出容器  

举例，如何进入wordpress应用的容器内部。

使用SSH客户端连接服务器：

输入以下命令，查看正在运行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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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可以看到wordpress对应的容器ID是： 117247cb8001 ，容器名称是：

myblog.1.i4dnv8wrq6lpuusu5yfkrmwh5 ，注意：每次重启容器，容器ID会改变，容器名称则不会改变。

如何进去这个容器的内部？可使用” docker exec -it 容器名称 /bin/sh “命令进入容器内部：

进入容器后，输入 ls 命令，此刻发现这个容器内部的目录结构与宿主机非常相似：

继续尝试进入目录： /mounts/myblog/data/www/ ，发现博客网站文件，这些文件就存在于容器中：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对容器内部的修改，只在当前有效，如重启容器后，所有的修改都会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输入 exit 命令即可退出容器：

docker ps

docker exec -it myblog.1.i4dnv8wrq6lpuusu5yfkrmwh5 /bin/sh



 

制作自己的Docker镜像  

1. 下载ubuntu-16.04的docker镜像：

下载完成后使用命令 docker images  查看镜像

2. 运行镜像

注： --name 自定义容器名 ，不使用此参数的话，自动生成容器名； --p 端口映射，母机端口：容器端口； --v
挂载目录 母机目录：容器目录；

3. 进入容器

4. 执行命令 apt-get update

5. 安装nginx

nginx目录默认安装在 /etc/nginx ，可以使用 ls /etc/nginx  查看

6. 执行命令 exit  退出容器

7. 将容器打包成镜像

test_ubuntu 这个可以是容器名、容器ID xiaoming/nginx:ubuntu-16.04 镜像仓库：镜像标签 可以执行命令
docker commit --help 查看参数

8. 登录docker

之后输入账户密码（需要到 hub.docker.com 注册账户）

9. 将镜像上传到docker云端

xiaoming 这个必须是注册账户的ID,在注册账户时填写 如果需要修改镜像名，可使用

docker pull ubuntu:16.04

docker run -itd --name test_ubuntu -p 80:80 -v /data/ww:/var/www/html ubuntu:16.04

docker exec -it test_ubuntu bash

apt-get install -y nginx

docker commit test_ubuntu xiaoming/nginx:ubuntu-16.04

docker login

docker push xiaoming/nginx:ubuntu-16.04 

docker tag xiaoming/nginx:ubuntu-16.04 xiaoqiang/nginx:ubuntu-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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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命令 docker tag --help  可以查看具体参数

Linux常用的解压命令  

在Linux中最常见的就是zip和tar这两种压缩文件，下面介绍这两种压缩文件如何解压：

1、zip文件如何解压？

可使用“ unzip 文件名 ”命令，如：

2、tar文件如何解压？

可使用“ tar -xf 文件名 ”命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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