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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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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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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的相关费用。

如果您使用了VPC对等连接，您需要支付VPC对等连接的费用。更多信息，请参见VPC对等连接计费。

如果您使用了流量镜像，您需要支付流量镜像的费用。更多信息，请参见流量镜像功能计费。

如果您在VPC上创建了其他产品资源，您需要为您使用的这些资源付费。具体的计费信息，请参见您在VPC
上创建的产品资源的计费文档。例如：

您创建了VPC类型的ECS实例，您需要支付ECS实例的费用。更多信息，请参见ECS计费。

您创建了VPC类型的RDS实例，您需要支付RDS实例的费用。更多信息，请参见RDS计费。

您为VPC创建了公网NAT网关，您需要支付公网NAT网关的费用。更多信息，请参见NAT网关计费。

您为VPC创建了企业版或企业增强版IPv6网关，您需要支付IPv6网关的费用。更多信息，请参见IPv6网关计
费。

1.产品计费1.产品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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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VPC允许多个账号在一个集中管理、共享的VPC内创建云资源，例如云服务器ECS（Elast ic Compute
Service）、负载均衡SLB（Server Load Balancer）、云数据库RDS（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等。共
享VPC基于资源共享RS（Resource Sharing）机制，VPC的所有者可以将VPC内的非默认交换机共享给其阿里
云企业账号组织内的其他账号使用。

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

区域 支持共享VPC的地域

亚太

华北1（青岛）、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华北5（呼和浩特）、华北6（乌
兰察布）、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东5（南京-本地地域）、华南1（深
圳）、华南2（河源）、华南3（广州）、西南1（成都）、中国（香港）、日本（东
京）、韩国（首尔）、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菲律宾（马尼拉）、泰国（曼谷）、印度（孟买）

欧洲与美洲 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美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

中东与印度 阿联酋（迪拜）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VPC的所有者账号（资源所有者）可以将VPC内的非默认交换机共享给其他账号（资源使用者）使用，资源
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必须属于同一个资源目录。资源目录是一套多级账号和资源关系管理服务，企业可以在
资源目录中搭建其所有资源关系的目录结构。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共享概述。

2.多账号管理2.多账号管理
2.1. 共享VPC2.1. 共享VPC
2.1.1. 共享VPC概述2.1.1. 共享VPC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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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交换机后，资源使用者无需确认，默认直接接受共享。资源使用者可以在共享的交换机中创建云资源。
资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在同一个VPC内创建的云资源默认私网互通。

资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的权限资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的权限
资源所有者将交换机共享给资源使用者后，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对共享交换机及共享交换机内云资源的
操作权限如下表所示。

角色 支持的操作 不支持的操作

资源所有者

支持创建、查看、修改、删除共享交换机中的
由自身创建的资源。

支持查看资源使用者在共享交换机中所创建的
资源的属性，允许查看的资源属性仅限：

实例ID。

私网IP地址。

资源所属账号。

不支持修改、删除资源使用者在共享交换机中创
建的任何资源。

资源使用者

当交换机处于共享状态时，资源使用者支持在共
享交换机中创建、修改、删除云资源。

当交换机处于共享状态时，资源使用者不支持查
看、修改、删除共享交换机中其他账号（包含资
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的任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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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使用者

当交换机处于取消共享状态时，资源使用者支持
继续使用共享交换机中由自身创建的已有资源，
也支持查看、修改、删除共享交换机中由自身创
建的已有资源。

当交换机处于取消共享状态时，资源使用者不支
持查看与共享交换机相关联的资源（例如VPC、
路由表、私网网段、网络ACL），也不支持在已
经取消共享的交换机中创建资源。

角色 支持的操作 不支持的操作

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对其它网络资源的操作权限如下表所示。

网络资源 资源所有者可执行的操作 资源使用者可执行的操作

VPC 全部操作权限。 仅支持查看共享给自己的交换机所属的VPC。

交换机

全部操作权限。

说明 说明 如果要删除交换机，请确保交
换机已取消共享，且该交换机中的资源（包
括资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源）已
全部删除。

查看共享的交换机。

在共享的交换机内创建、修改、删除云资源。

路由表 全部操作权限。
仅支持查看共享给自己的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以
及路由条目。

网络ACL 全部操作权限。
仅支持查看共享给自己的交换机绑定的网络
ACL。

私网网段 查看VPC及VPC内所有交换机的私网网段。 仅支持查看共享给自己的交换机的私网网段。

流日志

支持创建VPC或交换机粒度的流日志，对资源
使用者的交换机下的弹性网卡生效。

支持创建弹性网卡粒度的流日志，仅对资源所
有者的弹性网卡生效。

无操作权限。

NAT网关

公网NAT网关和VPC NAT网关的全部操作权限。

说明说明

交换机中的资源（包括资源所有者
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源）可以通
过公网NAT网关与互联网通信。

公网NAT网关仅支持绑定资源所有
者的弹性公网IP。

无操作权限。

VPN网关

全部操作权限。

说明 说明 交换机中的资源（包括资源所
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源）可以通过
VPN网关与VPC外部网络互通。

无操作权限。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多账号管理 专有网络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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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企业网

全部操作权限。

说明 说明 交换机中的资源（包括资源所
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源）可以通过云
企业网与VPC外部网络互通。

无操作权限。

VPC对等连接

全部操作权限。

说明 说明 交换机中的资源（包括资源所
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源）可以通过
VPC对等连接与VPC外部网络互通。

无操作权限。

标签

共享行为不影响资源所有者为资源配置的标签。

资源所有者将交换机共享给资源使用者后，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都可以为各自的资源配置标签，
且标签互不可见也互不影响。当共享交换机取消共享后，系统会删除资源使用者在该共享交换机上配
置的标签。

网络资源 资源所有者可执行的操作 资源使用者可执行的操作

计费说明计费说明
在共享VPC中，每个资源使用者只需要为各自所创建的资源（例如，ECS实例、SLB实例和RDS实例等）付
费，而网关资源（例如，公网NAT网关、VPN网关等）及公网带宽费由资源所有者支付。各种云资源的计费
详情，请参见对应云资源的计费文档。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资源 默认限制 提升配额

单个VPC支持共享的资源使用者的数
量

20个

无法提升。

单个VPC内的单个交换机支持共享的
资源使用者的数量

20个

单个资源使用者支持接收的共享交换
机的数量

10个

单个VPC可用的IP数量
资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共享单个
VPC的IP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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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共享交换机下创建的云资源类
型

ECS实例

SLB实例

RDS实例

容器服务Terway组件

MongoDB实例

Redis实例

Kafka实例

Elastic Search

ACR实例

PolarDB MySQL集群
不涉及。

共享VPC对安全组的限制

资源使用者无法使用其他资源使
用者或资源所有者拥有的安全组
创建资源，包括默认安全组。

资源所有者无法使用资源使用者
拥有的安全组创建资源。

支持共享的交换机的类型 非默认交换机

资源 默认限制 提升配额

说明 说明 VPC的配额和使用限制仍以VPC为准，不因共享资源使用者的增加而变化。

开启VPC共享开启VPC共享
具体操作，请参见开启VPC共享。

VPC的所有者账号（资源所有者）可以将其账号下VPC内的交换机资源共享给其组织内的其他账号使用。共
享后，资源使用者可以在共享的交换机内创建云资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VPC的所有者账号（资源所有者）可以将VPC内的非默认交换机共享给其他账号（资源使用者）使用，资源
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必须属于同一个资源目录。资源目录是一套多级账号和资源关系管理服务，企业可以在
资源目录中搭建其所有资源关系的目录结构。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共享概述。

2.1.2. 资源所有者管理共享交换机2.1.2. 资源所有者管理共享交换机

2.1.2.1. 开启VPC共享2.1.2.1. 开启VPC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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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交换机后，资源使用者无需确认，默认直接接受共享。资源使用者可以在共享的交换机中创建云资源。
资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在同一个VPC内创建的云资源默认私网互通。

更多关于共享VPC的操作权限信息，请参见共享VPC概述。

步骤一：开通资源目录步骤一：开通资源目录
资源目录是一套多级资源关系管理服务。开通资源目录后，企业可以搭建其下所有资源关系的目录结构。

注意 注意 请确保要开通资源目录服务的账号已完成企业实名认证。

完成以下操作，邀请资源使用者加入资源共享目录：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目录资源目录 >  > 概览概览。

3. 单击开通资源目录开通资源目录，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开通资源目录后，系统会为您创建一个RootRoot 资源夹，并将当前的阿里云账号设置为管理账号。该管理
账号具有管理资源目录的所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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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目录资源目录 >  > 邀请成员邀请成员。

同一资源目录的成员才可以共享VPC中的交换机。您也可以在资源目录中创建成员，具体操作，请参
见创建成员。

说明 说明 发起邀请前，请确保：

被邀请方不存在待确认状态的邀请记录，若存在待确认状态的邀请记录时，不能被再次邀
请。

被邀请方的法律主体和邀请方一致，即企业账号认证的法律主体一致。

每日邀请数量不超过20条。

资源目录成员的邀请数量不超过20个。

5. 在邀请成员邀请成员页面，单击邀请成员邀请成员。

6. 在邀请成员邀请成员面板，填写邀请的账号UID/账号登录邮箱邀请的账号UID/账号登录邮箱、备注备注，确认并选中风险提示，然后单击确确
定定。

说明 说明 此处邮箱是注册账号时的登录邮箱，而非注册账号后绑定的备用邮箱。您可以一次性输
入多个阿里云账号实现批量邀请，多个阿里云账号间使用半角逗号（,）分隔。

步骤二：创建共享单元步骤二：创建共享单元
您可以通过创建共享单元，将VPC内的交换机共享给步骤一中邀请的资源目录中的成员使用。共享单元本身
也是一种云资源，拥有独立的ID和ARN（Aliyun Resource Name），您可以给共享单元分组和绑定标签，具
体操作，请参见资源共享概述。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  > 我的共享我的共享。

3.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要共享的VPC的所属地域。

共享VPC功能支持的地域信息，请参见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

4. 在我的共享我的共享页面，单击创建共享单元创建共享单元。

5. 在创建共享单元创建共享单元页面，根据以下信息配置共享单元，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共享单元名称共享单元名称 输入共享单元的名称。

选择共享的资源选择共享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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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地域 显示要创建共享单元的地域信息。

资源类型资源类型
选择要共享的资源类型。

本文选择交换机交换机 。

资源资源 选中要共享的具体资源，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

添加资源使用者添加资源使用者

添加方式添加方式

选择如何添加资源使用者。

通过资源目录添加通过资源目录添加 ：从资源目录中直接选择资源使用者。具体如下：

Root 资源夹Root 资源夹 ：选择Root资源夹，将资源共享给该资源目录下的所有成员。

资源夹资源夹 ：选择资源夹，将资源共享给该资源夹下的所有成员。

成员成员 ：选择成员，将资源共享给该成员。

该方式仅限资源目录的管理账号使用。

手动添加手动添加 ：先选择使用者类型，然后输入资源夹ID或成员UID，最后单击添加添加 。
具体如下：

阿里云账号阿里云账号 ：输入成员UID，将资源共享给该成员。

资源目录组织资源目录组织 ：自动获取资源目录ID，将资源共享给该资源目录下的所有成
员。

资源夹（组织单元）资源夹（组织单元） ：输入资源夹ID，将资源共享给该资源夹下的所有成
员。

配置 说明

6. 在我的共享我的共享页面，找到创建的共享单元，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当资源的共享状态共享状态为已关联已关联时，表示共享成功。资源共享后，资源使用者在接受资源目录邀请后便
可在共享的交换机内创建云资源。具体操作，请参见资源使用者在共享交换机中创建云资源。

当资源的共享状态共享状态为关联失败关联失败时，表示共享失败。共享失败的可能原因如下，请您排查后再添加要
共享的交换机：

要共享的资源使用者的账号与资源所有者的账号相同，即资源所有者不能将自己的交换机共享给自
己。

单个VPC共享的资源使用者的数量超过了20个。

单个VPC内的单个交换机共享的资源使用者的数量超过了20个。

单个资源使用者接收的共享交换机的数量超过了10个。

如果要取消共享，可以移除共享交换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在资源管理控制台移除共享交换机。如果直接删
除共享单元，与该共享单元关联的所有资源使用者都将失去对共享资源的访问权限。删除共享单元不会
删除共享资源。

您可以向共享单元中添加新的共享交换机，添加成功后，资源使用者也可以在该共享交换机下创建云资源。

添加共享交换机添加共享交换机

2.1.2.2. 添加共享交换机和使用者2.1.2.2. 添加共享交换机和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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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创建共享单元开启了VPC共享，具体操作，请参见开启VPC共享。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  > 我的共享我的共享。

3.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要添加共享交换机的地域。

共享交换机支持的地域信息，请参见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

4. 在我的共享我的共享页面，共享单元共享单元页签，找到目标共享单元，单击共享单元ID。

5. 在共享的资源共享的资源区域，单击编辑编辑。

6. 在交换机列表中，选择要添加共享的交换机，单击添加添加，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添加共享交换机后，您可以查看共享交换机的共享状态。

当资源的共享状态共享状态为已关联已关联时，表示共享成功。资源共享后，资源使用者在接受资源目录邀请后便
可在共享的交换机内创建云资源。具体操作，请参见资源使用者在共享交换机中创建云资源。

当资源的共享状态共享状态为关联失败关联失败时，表示共享失败。共享失败的可能原因如下，请您排查后再添加要
共享的交换机：

要共享的资源使用者的账号与资源所有者的账号相同，即资源所有者不能将自己的交换机共享给自
己。

单个VPC共享的资源使用者的数量超过了20个。

单个VPC内的单个交换机共享的资源使用者的数量超过了20个。

单个资源使用者接收的共享交换机的数量超过了10个。

在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查看已共享的交换机在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查看已共享的交换机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交换机交换机。

3.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共享交换机的地域。

4. 在交换机交换机页面，查看已共享的交换机。

已共享的交换机会标记为来自共享来自共享。

在资源管理控制台查看已共享的交换机在资源管理控制台查看已共享的交换机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  > 我的共享我的共享。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多账号管理 专有网络VPC

15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0635.html#task-2454653
https://resourcemanager.console.aliyun.co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0633.html#concept-2438978/section-dwv-o7q-4ar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0637.html#task-2450369
https://vpcnext.console.aliyun.com/vpc
https://resourcemanager.console.aliyun.com/


3.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要查看共享交换机的地域。

4. 在我的共享我的共享页面，单击共享的资源共享的资源页签，查看该账号下所有已共享的交换机。

5. （可选）找到目标共享交换机，单击共享单元共享单元列下的查看查看，查看该共享交换机所属的共享单元。

6. （可选）找到目标共享交换机，单击资源使用者资源使用者列下的查看查看，查看该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

在资源管理控制台移除共享交换机在资源管理控制台移除共享交换机
您可以移除已共享的交换机，移除后，资源使用者将不能在该交换机下创建云资源。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  > 我的共享我的共享。

3. 在顶部状态栏，选择要移除共享交换机的地域。

4. 在我的共享我的共享页面，共享单元共享单元页签，找到目标共享单元，单击共享单元ID。

5. 在共享的资源共享的资源区域，单击编辑编辑。

6. 在已选择共享的资源已选择共享的资源区域，找到要移除的交换机，单击移除移除，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在资源管理控制台添加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在资源管理控制台添加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
您可以向共享单元中添加新的资源使用者，添加成功后，该资源使用者也可以在共享的交换机下创建云资
源。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  > 我的共享我的共享。

3.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要添加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的地域。

4. 在我的共享我的共享页面，共享单元共享单元页签，找到目标共享单元，单击共享单元ID。

5. 在资源使用者资源使用者区域，单击编辑编辑。

6. 在添加资源使用者添加资源使用者区域，配置使用者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通过资源目录添加通过资源目录添加：从资源目录中直接选择资源使用者。具体如下：

Root 资源夹Root 资源夹：选择Root资源夹，将资源共享给该资源目录下的所有成员。

资源夹资源夹：选择资源夹，将资源共享给该资源夹下的所有成员。

成员成员：选择成员，将资源共享给该成员。

该方式仅限资源目录的管理账号使用。

手动添加手动添加：先选择使用者类型，然后输入资源夹ID或成员UID，最后单击添加添加。具体如下：

阿里云账号阿里云账号：输入成员UID，将资源共享给该成员。

资源目录组织资源目录组织：自动获取资源目录ID，将资源共享给该资源目录下的所有成员。

资源夹（组织单元）资源夹（组织单元）：输入资源夹ID，将资源共享给该资源夹下的所有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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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管理控制台查看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在资源管理控制台查看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
共享交换机后，您可以查看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包括使用者ID、使用者类型、共享单元数量和可以使用的
交换机数量。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  > 我的共享我的共享。

3.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要查看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的地域。

4. 在我的共享我的共享页面，单击资源使用者资源使用者页签，查看该账号下的所有资源使用者。

5. （可选）找到目标资源使用者，单击共享单元共享单元列下的查看查看，查看该资源使用者所属的共享单元。

6. （可选）找到目标资源使用者，单击共享的资源共享的资源列下的查看查看，查看该资源使用者可以使用的共享交换
机。

在资源管理控制台移除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在资源管理控制台移除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
您可以移除已添加的资源使用者，移除后，该资源使用者将不能在共享的交换机下创建云资源。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  > 我的共享我的共享。

3.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要移除共享交换机的使用者的地域。

4. 在我的共享我的共享页面，共享单元共享单元页签，找到目标共享单元，单击共享单元ID。

5. 在资源使用者资源使用者区域，单击编辑编辑。

6. 在已添加的资源使用者已添加的资源使用者区域，找到要移除的资源使用者，在操作操作列单击移除移除，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共享交换机的所有者共享交换机后，资源使用者无需确认，可以直接使用共享交换机。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
共享交换机中创建云资源以及如何查看共享交换机。

在共享交换机创建云资源在共享交换机创建云资源
资源使用者可以在共享交换机中创建不同类型的云资源。

通过交换机交换机页面，您可以创建云服务器ECS（Elast ic Compute Service）实例、传统型负载均衡CLB（Classic
Load Balancer）实例和云数据库RDS（Relational Database Service）实例。如果您需要创建其他类型的云
资源，请参见相应云资源的创建文档。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交换机交换机。

3. 在顶部状态栏，选择共享交换机的地域。

4. 在交换机交换机页面，找到目标共享交换机，在操作操作列单击创建创建，然后选择要创建的云资源。

您可以创建ECS实例、

CLB

实例和RDS实例，具体的参数配置，请参见对应云资源的创建文档。

 单击此处，查看云资源创建文档。

创建ECS实例

创建CLB实例

2.1.3. 资源使用者在共享交换机中创建云资源2.1.3. 资源使用者在共享交换机中创建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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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RDS MySQL实例

使用Terway网络插件

创建Redis实例

创建MongoDB单节点实例

创建消息队列Kafka资源

添加阿里云Elastic Search数据源

创建ACR实例

创建按量付费PolarDB MySQL引擎集群

在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查看共享交换机在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查看共享交换机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交换机交换机。

3.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共享交换机的地域。

4. 在交换机交换机页面，查看共享交换机。

共享交换机会标记为来自共享来自共享。

在资源管理控制台查看共享交换机在资源管理控制台查看共享交换机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  > 共享给我共享给我。

3.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要查看共享交换机的地域。

4. 在共享给我共享给我页面，单击共享单元ID。

5. 在共享的资源共享的资源区域，查看共享交换机的信息。

企业可以使用资源目录RD（Resource Directory）将多账号有序组织和管理，然后通过共享VPC快速实现多
账号间的网络互通。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2.1.4. 使用资源目录和共享VPC实现多账号网络互通2.1.4. 使用资源目录和共享VPC实现多账号网络互通

2.1.4.1. 方案概述2.1.4.1. 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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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计算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业务放在了云端，企业采购的云资源也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问题
是：企业如何高效地管控云资源。按组织结构划分业务、业务之间强隔离及多种结算模式等需求之下，单账
号模式已无法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如果企业只是简单的使用多账号模式来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就会面临以
下问题：

多账号管理问题多账号管理问题

无序、散落的多个阿里云账号不便于集中管理，企业需要进一步做精细化管控。

多账号网络互通问题多账号网络互通问题

企业可以采用云企业网CEN（Cloud Enterprise Network）将多个账号间的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进行连接，以实现多账号间的网络互通。但随着业务复杂度的增加，会面临如下的新问题：

分散配置导致无法进行网络集中运维

企业网络架构是一张经过规划的大网，当网络设施分散在每个业务账号之下时，企业网络运维人员很难
做到网络的集中控制。

重复网络资源配置导致成本增加

在每个账号内进行VPC的配置，使得企业的配置维护成本和实例费用成本都在增加。

VPC数量增多导致网络复杂度提升

为了满足企业的业务需要，VPC数量会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是网络复杂度、管理难度和配额（例如：
CEN可挂载的VPC数量限制）等问题。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阿里云提供了资源目录解决多账号管理问题，提供了资源共享RS（Resource Sharing）和共享VPC解决多账
号网络互通问题。具体如下：

使用资源目录构建多账号管理体系使用资源目录构建多账号管理体系

阿里云资源目录是面向企业提供的一套多级资源和账号关系管理服务。企业可以基于自身的组织结构或业
务形态，在资源目录中构建目录结构，将企业的多个账号分布到这个目录结构中的相应位置，从而形成资
源间的多层级关系。企业可依赖设定的组织关系进行资源的集中管理，满足企业资源在财资、安全、审计
及合规方面的管控需要。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目录。

使用资源共享构建成员间的共享关系使用资源共享构建成员间的共享关系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多账号管理 专有网络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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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目录内，企业可以使用阿里云提供的资源共享服务，将一个账号下的指定资源共享给一个或多个目
标账号使用，通过共享单元建立成员间的共享关系。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共享概述。

概念 说明

共享单元
共享单元是资源共享的实例。共享单元本身也是一种云资源，拥有独立的ID和
ARN（Aliyun Resource Name）。共享单元包括：资源所有者、资源使用者和共享的
资源。

资源所有者
资源所有者是资源共享的发起方，也是共享资源的拥有者，通常为资源目录的管理账
号或成员。

资源使用者

资源使用者是资源共享的受益方，对共享的资源具有特定的操作权限，通常为资源目
录内的一个或多个成员。

说明 说明 资源使用者对共享资源的具体操作权限，由资源所属的云服务定
义。例如：共享专有网络（VPC）的交换机（vSwitch）资源后，资源使用者的操
作权限请参见共享VPC权限说明。

共享的资源 共享的资源通常为某个云服务的某类资源。

资源目录组织共享
资源目录组织共享是指将资源共享给整个资源目录（Root资源夹）、资源夹或成员。
具体操作，请参见启用资源目录组织共享。

共享VPC共享VPC

企业可以基于资源共享机制，在资源目录内，将一个成员的VPC交换机（vSwitch）共享给其他成员使
用，使多个成员在一个集中管理、共享的VPC内创建云资源，例如：云服务器ECS、负载均衡SLB、云数据
库RDS等。共享交换机后，资源使用者无需确认，默认直接接受共享。资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在同一
VPC内创建的云资源默认私网互通。更多信息，请参见共享VPC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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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VPC的具体实现细节如下：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多账号管理 专有网络VPC

21 > 文档版本：20220707



多账号共享同一个交换机多账号共享同一个交换机

企业可将VPC的交换机在多账号间进行共享，不用为每个账号单独配置VPC，极大减少了VPC的使用数
量。

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的权限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的权限

资源所有者将交换机共享给资源使用者后，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对共享交换机及共享交换机内云资
源的操作权限如下表所示。

角色 支持的操作 不支持的操作

资源所有者

支持创建、查看、修改、删除共享交换机
中的由自身创建的资源。

支持查看资源使用者在共享交换机中所创
建的资源的属性，允许查看的资源属性仅
限：

实例ID。

私网IP地址。

资源所属账号。

不支持修改、删除资源使用者在共享交换机中
创建的任何资源。

资源使用者

当交换机处于共享状态时，资源使用者支持在
共享交换机中创建、修改、删除云资源。

当交换机处于共享状态时，资源使用者不支持
查看、修改、删除共享交换机中其他账号（包
含资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的任何资源。

当交换机处于取消共享状态时，资源使用者支
持继续使用共享交换机中由自身创建的已有资
源，也支持查看、修改、删除共享交换机中由
自身创建的已有资源。

当交换机处于取消共享状态时，资源使用者不
支持查看与共享交换机相关联的资源（例如
VPC、路由表、私网网段、网络ACL），也不
支持在已经取消共享的交换机中创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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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对其它网络资源的操作权限如下表所示。

网络资源 资源所有者可执行的操作 资源使用者可执行的操作

VPC 全部操作权限。 仅支持查看共享给自己的交换机所属的VPC。

交换机

全部操作权限。

说明 说明 如果要删除交换机，请确保
交换机已取消共享，且该交换机中的资源
（包括资源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
源）已全部删除。

查看共享的交换机。

在共享的交换机内创建、修改、删除云资
源。

路由表 全部操作权限。
仅支持查看共享给自己的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
以及路由条目。

网络ACL 全部操作权限。
仅支持查看共享给自己的交换机绑定的网络
ACL。

私网网段 查看VPC及VPC内所有交换机的私网网段。 仅支持查看共享给自己的交换机的私网网段。

流日志

支持创建VPC或交换机粒度的流日志，对资
源使用者的交换机下的弹性网卡生效。

支持创建弹性网卡粒度的流日志，仅对资
源所有者的弹性网卡生效。

无操作权限。

NAT网关

公网NAT网关和VPC NAT网关的全部操作权
限。

说明说明

交换机中的资源（包括资源所有
者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源）可
以通过公网NAT网关与互联网通
信。

公网NAT网关仅支持绑定资源所
有者的弹性公网IP。

无操作权限。

VPN网关

全部操作权限。

说明 说明 交换机中的资源（包括资源
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源）可以通
过VPN网关与VPC外部网络互通。

无操作权限。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多账号管理 专有网络VPC

23 > 文档版本：20220707



云企业网

全部操作权限。

说明 说明 交换机中的资源（包括资源
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源）可以通
过云企业网与VPC外部网络互通。

无操作权限。

VPC对等连
接

全部操作权限。

说明 说明 交换机中的资源（包括资源
所有者和资源使用者创建的资源）可以通
过VPC对等连接与VPC外部网络互通。

无操作权限。

标签

共享行为不影响资源所有者为资源配置的标签。

资源所有者将交换机共享给资源使用者后，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都可以为各自的资源配置标
签，且标签互不可见也互不影响。当共享交换机取消共享后，系统会删除资源使用者在该共享交
换机上配置的标签。

网络资源 资源所有者可执行的操作 资源使用者可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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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隔离安全隔离

企业将单个VPC中的不同交换机共享给不同账号后，网络是默认连通的。在某些场景下，企业希望将不
同的交换机进行隔离。企业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隔离：

网络ACL：实现跨交换机级别的访问控制。

安全组：实现实例级别的访问控制，并且支持跨账号安全组的互相引用。

说明 说明 使用安全组设置两个实例间禁止访问规则实现网络隔离，该方法主要用以弥补在相同交
换机内的实例之间无法采用网络ACL进行网络隔离的缺失。当然，企业仍然可以使用安全组跨账号
引用能力，在安全组内配置源IP地址和目标IP地址，实现不同交换机、不同账号间的网络隔离。

方案优势方案优势
该方案具备以下优势：

运维部门集中规划、配置和管理VPC，并将VPC的交换机共享给业务部门。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多账号管理 专有网络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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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部门只能查看和管理自己交换机中的资源，可以根据业务需求添加或删除交换机中的云服务器、数据
库等资源。

企业采用统一的网络架构和安全策略，业务部门可以聚焦自身业务需求。

企业可以将网络和安全能力作为一个服务供业务部门使用，将运维体系标准化和流程化，并提升整个组织
的IT效率。

在资源目录内，一个成员（资源所有者）可以将自己专有网络（VPC）内的交换机（vSwitch）共享给另外一
个成员（资源使用者）使用。本文将提供一个示例，为您介绍具体的操作。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操作前，您需要了解共享VPC的使用限制，请参见使用限制。

步骤一：使用资源目录管理多账号步骤一：使用资源目录管理多账号

2.1.4.2. 操作指南2.1.4.2. 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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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资源目录支持企业通过创建成员和邀请成员两种方式将企业所有账号集中在一个资源目录内进行管
理。请使用管理账号完成以下操作。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管理最佳实践。

1. 开通资源目录。

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资源目录。

2. 根据企业组织结构创建资源夹。

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资源夹。

3. 创建成员或邀请成员。

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成员或邀请阿里云账号加入资源目录。

步骤二：资源所有者创建共享单元步骤二：资源所有者创建共享单元
资源所有者在资源管理控制台创建共享单元，然后添加需要共享的VPC资源和资源使用者。

1. 创建共享单元，并添加需要共享的VPC资源和资源使用者。

i. 登录资源共享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  > 我的共享我的共享。

iii. 在顶部状态栏，选择要共享的VPC的所属地域。

iv. 单击创建共享单元创建共享单元。

v. 在创建共享单元创建共享单元页面，输入共享单元名称共享单元名称（例如：Finance_VPC）。

vi. 在选择共享的资源选择共享的资源区域，先选择资源类型，然后选中需要共享的资源（例如：交换机vsw-
bp183p93qs667muql****），最后单击添加添加。

vii. 在选择资源使用者选择资源使用者区域，先输入账号UID（例如：177242285274****），然后单击添加添加。

viii. 单击确定确定。

2. 查看共享单元详情。

i. 在共享单元列表中，查看共享单元ID/名称共享单元ID/名称、状态状态和创建时间创建时间。

如果共享单元状态显示为已启用已启用，表示共享单元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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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共享单元ID链接，查看共享单元详情。

如果共享的资源共享的资源和资源使用者资源使用者的状态显示为已关联已关联，表示共享的资源和资源使用者添加成功。

3. （可选）修改共享单元信息。

在共享单元详情页面，单击各个区域的编辑编辑可以修改共享单元名称、添加或移除共享的资源、添加或移
除资源使用者。具体操作，请参见资源所有者修改共享单元名称、资源所有者添加或移除共享资源或资源所有者
添加或移除资源使用者。

步骤三：资源使用者查看和使用共享的交换机步骤三：资源使用者查看和使用共享的交换机
资源所有者共享交换机后，资源使用者无需确认，默认直接接受共享的交换机。资源使用者可以查看共享给
自己的交换机，并在共享的交换机中创建云资源，例如：云服务器ECS、负载均衡SLB、云数据库RDS等。

1. 使用资源使用者账号（例如：成员177242285274****）登录控制台，查看共享的交换机（vsw-
bp183p93qs667muql****）。

说明 说明 资源使用者可以在资源管理控制台或者VPC控制台查看共享的交换机。具体操作，请参
见查看共享交换机。

说明 说明 虽然资源所有者共享的是交换机，但因网络需要，在专有网络控制台会产生专有网络、
路由表和交换机三条共享记录。

2. 在VPC控制台，资源使用者可以修改共享的专有网络、路由表及交换机的名称和描述信息。

说明 说明 该信息为资源使用者私有，资源所有者不能查看或修改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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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使用者在共享交换机内创建云资源。

i. 在交换机交换机页面，找到目标共享交换机，单击操作操作列下的创建创建，然后选择要创建的云资源。

具体操作，请参见：

说明 说明 资源使用者也可以在各云产品控制台创建对应的云资源。其中，配置网络时，请选
择共享的交换机。

ii. 查看交换机内创建的云资源。

资源使用者可以在VPC控制台或云产品控制台查看创建成功的云资源。下图为在VPC控制台查看的
结果：

2.2. 加入云企业网2.2. 加入云企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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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企业网CEN（Cloud Enterprise Network）可以帮助您在VPC间，VPC与本地数据中心间搭建私网通信通
道，实现全网资源的互通。您可以将VPC加入同阿里云账号下的云企业网，也可以通过跨账号授权后将VPC
加入到其他阿里云账号下的云企业网。

加入同账号下的云企业网加入同账号下的云企业网
您可以将VPC加入同阿里云账号下的云企业网实例中，使VPC与同阿里云账号云企业网实例中的其他VPC或本
地数据中心互通。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VPC连接。

云企业网跨阿里云账号授权云企业网跨阿里云账号授权
您可以先进行云企业网跨阿里云账号授权，授权后，再将VPC加入到其他阿里云账号下的云企业网，实现
VPC与其他阿里云账号云企业网中的网络实例互通。更多信息，请参见VPC实例授权和创建VPC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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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后，系统会自动为您创建一张系统路由表并为其添加系统路由来
管理VPC的流量。系统路由表不能创建和删除，但您可以在系统路由表中创建自定义路由条目，将指定目标
网段的流量路由至指定的目的地。

路由表路由表
系统路由表系统路由表

创建VPC后，系统会默认创建一张系统路由表来控制VPC的路由，VPC内所有交换机默认使用系统路由表。
您不能创建也不能删除系统路由表，但可以在系统路由表中创建自定义路由条目。

自定义路由表自定义路由表

您可以在VPC内创建自定义路由表，将自定义路由表和交换机绑定，更灵活地进行网络管理。具体操作，
请参见创建自定义路由表。

网关路由表网关路由表

您可以在VPC内创建自定义路由表，将自定义路由表和IPv4网关绑定，该路由表被称为网关路由表。网关
路由表用来控制进入VPC的公网流量的路由，可以将公网流量重定向到VPC中的安全设备（例如虚拟防火
墙）做统一安全防护。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和管理IPv4网关。

管理路由表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一个VPC最多可以拥有包括系统路由表在内的10张路由表。

一个交换机只能绑定一张路由表，交换机的路由策略由其关联的路由表管理。多个交换机可以绑定同一张
路由表。

交换机创建后，该交换机默认与系统路由表绑定。

如果您需要将交换机绑定的自定义路由表更换成系统路由表，直接将自定义路由表与交换机解绑即可。如
果您需要绑定其他路由表，可以直接更换交换机绑定的自定义路由表。

自定义路由表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自定义路由表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

区域 支持自定义路由表的地域

亚太

华北1（青岛）、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华北5（呼和浩特）、华北6（乌
兰察布）、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东5（南京-本地地域）、华南1（深
圳）、华南2（河源）、华南3（广州）、西南1（成都）、中国（香港）、日本（东
京）、韩国（首尔）、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菲律宾（马尼拉）、泰国（曼谷）、印度（孟买）

欧洲与美洲 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美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

中东 阿联酋（迪拜）

路由条目路由条目

3.网络连接3.网络连接
3.1. 路由策略3.1. 路由策略
3.1.1. 路由表概述3.1.1. 路由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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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表中的每一项是一条路由条目。路由条目由目标网段、下一跳类型、下一跳三部分组成。目标网段即您
希望网络流量传输到的IP地址范围；下一跳类型即用于传输网络流量的云产品，例如，ECS实例、VPN网关或
辅助弹性网卡等；下一跳即所选择的具体传输网络流量的云产品实例。

路由条目包括系统路由、自定义路由和动态路由。

系统路由系统路由

系统路由分为IPv4路由和IPv6路由，您不能修改系统路由。

创建VPC和交换机后，系统会在路由表中会自动添加以下IPv4路由：

以100.64.0.0/10为目标网段的路由条目，用于VPC内的云产品通信。

以交换机网段为目标网段的路由条目，用于交换机内的云产品通信。

例如，您创建了一个网段为192.168.0.0/16的VPC，并在该VPC下创建了两个网段为192.168.1.0/24和
192.168.0.0/24的交换机，则该VPC的路由表中会有以下三条系统路由，表中的“-”表示VPC内部。

目标网段 下一跳 路由类型 描述

100.64.0.0/10 - 系统路由 Created by system.

192.168.1.0/24 - 系统路由
Created with vSwitch(vsw-
m5exxjccadi03tvx0****) by system.

192.168.0.0/24 - 系统路由
Created with vSwitch(vsw-
m5exxjccadi03tvx0****) by system.

如果您的VPC开通了IPv6，VPC的系统路由表中会自动添加以下IPv6路由：

以  ::/0 为目标网段，下一跳为IPv6网关实例的自定义路由条目，用于VPC内云产品经IPv6地址与互
联网通信。

以交换机IPv6网段为目标网段的系统路由条目，用于交换机内的云产品通信。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创建了自定义路由表，并且绑定了开通了IPv6网段的交换机，您需要手动添加
一条以  ::/0 为目标网段，下一跳为IPv6网关实例的自定义路由条目。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
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

自定义路由自定义路由

您可以添加自定义路由来替换系统路由或将目标流量路由到指定的目的地。在添加自定义路由时，您可以
指定的下一跳类型包括：

ECS实例ECS实例：将指向目标网段的流量转发至VPC内的一台ECS实例。

当需要通过该ECS实例部署的应用访问互联网或其他应用时，配置此类型的路由。

VPN网关VPN网关：将指向目标网段的流量转发至指定的VPN网关。

当需要通过VPN网关连接本地网络或者其他VPC时，配置此类型的路由。

NAT 网关NAT 网关：将指向目标网段的流量转发至指定的NAT网关。

当需要通过NAT网关连接互联网时，配置此类型的路由。

路由器接口（边界路由器方向）路由器接口（边界路由器方向）：将指向目标网段的流量转发至指定的边界路由器。

当需要使用高速通道连接本地网络（物理专线接入）时，配置此类型的路由。

辅助弹性网卡辅助弹性网卡：将指向目标网段的流量转发至指定的辅助弹性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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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路由器转发路由器：将指向目标网段的流量转发至转发路由器。

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将指向目标网段的流量转发至高可用虚拟IP。

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将指向目标网段的流量转发至VPC对等连接。

IPv6网关IPv6网关：将指向目标网段的流量转发至指定的IPv6网关。

当需要通过IPv6网关进行IPv6通信时，配置此类型的路由。只有为系统路由表添加路由，且系统路由表
关联的交换机所在地域已有IPv6网关时，可以将流量转发至指定的IPv6网关。

动态路由动态路由

通过云企业网学习的路由或者通过VPN网关、边界路由器BGP路由协议学习的路由。

路由优先级路由优先级
路由优先级的生效规则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目标网段相同目标网段相同

负载分担：仅下一跳为路由器接口（边界路由器方向）时支持负载分担 ，且需要配合健康检查使用。

主备方式：仅下一跳为路由器接口（边界路由器方向）时支持主备方式，且需要配合健康检查使用。

其余情况不支持目标网段相同。自定义路由和动态路由的目标网段不支持和系统路由的网段相同，自定
义路由也不能和动态路由的目标网段相同。

目标网段重叠目标网段重叠

根据最长掩码匹配规则确定如何路由网络流量。自定义路由和动态路由的目标网段可以包含系统路由的网
段，但不能比系统路由的网段更加明细。

目标网段不同目标网段不同

当目标网段不同时，下一跳可以相同。

例如，下表为某VPC的路由表， 表中的“-”表示VPC内部。

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路由条目类型

100.64.0.0/10 - - 系统

192.168.0.0/24 - - 系统

0.0.0.0/0 ECS实例 i-bp15u6os7nx2c9h9**** 自定义

10.0.0.0/24 ECS实例 i-bp1966ss26t47ka4**** 自定义

目标网段为  100.64.0.0/10 和  192.168.0.0/24 的两条路由均为系统路由。目标网段
为  0.0.0.0/0 和  10.0.0.0/24 的两条路由为自定义路由，表示将访问  0.0.0.0/0 地址段的流量转发
至ID为  i-bp15u6os7nx2c9h9**** 的ECS实例，将访问  10.0.0.0/24 地址段的流量转发至ID为  i-
bp1966ss26t47ka4**** 的ECS实例。根据最长掩码匹配规则，在该VPC中，访问  10.0.0.1 的流量会转发
至  i-bp1966ss26t47ka4**** ，而访问  10.0.1.1 的流量会转发至  i-bp15u6os7nx2c9h9**** 。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资源 默认限制 提升配额

单个VPC支持创建的路由器的数量 1个 无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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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VPC支持创建的自定义路由表的
数量

9个
您可以前往配额管理页面自助提升配
额。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配额。

单个路由表支持创建的自定义路由条
目的数量

200条

不支持创建自定义路由表的VPC

VPC中含有以下ECS实例规格族中的
任一ECS实例则不支持创建自定义路
由表：

ecs.c1、ecs.c2、ecs.c4、
ecs.ce4、ecs.cm4、ecs.d1、
ecs.e3、ecs.e4、ecs.ga1、
ecs.gn4、ecs.gn5、ecs.i1、
ecs.m1、ecs.m2、ecs.mn4、
ecs.n1、ecs.n2、ecs.n4、ecs.s1、
ecs.s2、ecs.s3、ecs.se1、
ecs.sn1、ecs.sn2、ecs.t1、
ecs.xn4

更多信息，请参见VPC高级功能。

升级不支持VPC高级功能的ECS实例
的规格或释放不支持VPC高级功能的
ECS实例。

升级操作，请参见包年包月实例
升配规格和按量付费实例变配规
格。

释放操作，请参见释放实例。

单个路由表支持绑定的标签数量 20个

资源 默认限制 提升配额

路由示例路由示例
您可以通过在路由表中添加自定义路由条目控制VPC的出入流量。

VPC私网路由

如上图所示，当您在VPC内的一台ECS实例（ECS01）自建了NAT网关，VPC内的云资源需要通过该ECS实
例访问公网时，可以添加以下自定义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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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0.0.0.0/0 ECS实例 ECS01

VPC互通（VPC对等连接）

如上图所示，当两个VPC（VPC1 172.16.0.0/12和VPC2 192.168.0.0/16）通过VPC对等连接建立连接后，
您还需要在两个VPC中分别添加以下路由：

VPC1的路由配置

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192.168.0.0/16 VPC对等连接
pcc-aaabbb（VPC对等连接实例
ID）

VPC2的路由配置

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172.16.0.0/12 VPC对等连接
pcc-aaabbb（VPC对等连接实例
ID）

VPC互通（VPN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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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当使用VPN网关连接两个VPC（VPC1 172.16.0.0/12和VPC2 10.0.0.0/8）时，配置完VPN网
关后，需要在VPC中分别添加以下路由：

VPC1的路由配置

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10.0.0.0/8 VPN网关 VPN网关1

VPC2的路由配置

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172.16.0.0/12 VPN网关 VPN网关2

连接本地IDC（高速通道）

如上图所示，当使用高速通道物理专线连接VPC和本地网络时，配置完物理专线和边界路由器后，需要配
置以下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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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C端的路由配置

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192.168.0.0/16 路由器接口（边界路由器方向） 路由器接口RI1

边界路由器的路由配置

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192.168.0.0/16 指向物理专线 路由器接口RI3

172.16.0.0/12 指向VPC 路由器接口RI2

本地网络的路由配置

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172.16.0.0/12 本地网关 本地网关设备

连接本地IDC（VPN网关）

如上图所示，当使用VPN网关连接VPC（网段：172.16.0.0/12）和本地网络（网段：192.168.0.0/16）
时，配置好VPN网关后，需要在VPC内添加以下路由：

目标网段 下一跳类型 下一跳

192.168.0.0/16 VPN网关 配置的VPN网关

路由表由路由条目组成，每条路由条目指定了网络流量的目的地。除系统路由表外，您还可以创建自定义路
由表来管理网络流量。

任务任务

3.1.2. 创建和管理路由表3.1.2. 创建和管理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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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

创建自定义路由表

编辑路由表的基本信息

添加和删除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

绑定交换机和路由表

解绑交换机和路由表

删除自定义路由表

查看与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查看与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
您可以在控制台查看与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信息。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交换机交换机。

3. 选择要查看绑定路由表的交换机所属的地域。

4. 在交换机交换机页面，找到目标交换机，单击交换机的ID。

5. 在交换机基本信息交换机基本信息区域，单击路由管理路由管理页签，在已绑定路由表已绑定路由表区域，查看路由表路由表的ID及类型信息。

路由表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系统系统：该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是系统路由表。在系统路由表右侧单击绑定绑定，在绑定路由表绑定路由表对话框中
选择自定义路由表，即可为该交换机绑定自定义路由表。

自定义自定义：该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是自定义路由表，在自定义路由表右侧单击更换路由表绑定更换路由表绑定，在绑绑
定路由表定路由表对话框中选择其他自定义路由表，即可为该交换机更换自定义路由表。

创建自定义路由表创建自定义路由表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3. 选择要创建自定义路由表的地域。

 单击此处，查看自定义路由表功能支持的地域信息。

区域区域 支持自定义路由表的地域支持自定义路由表的地域

亚太

华北1（青岛）、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华北5（呼和浩特）、华北6（乌
兰察布）、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东5（南京-本地地域）、华南2（河
源）、华南1（深圳）、华南3（广州）、西南1（成都）、中国（香港）、日本（东
京）、韩国（首尔）、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菲律宾（马尼拉）、泰国（曼谷）、印度（孟买）

欧洲与美洲 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美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

中东 阿联酋（迪拜）

4.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单击创建路由表创建路由表。

5. 在创建路由表创建路由表页面，根据以下信息配置路由表，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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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资源组资源组 选择自定义路由表所属的资源组。

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选择自定义路由表所属的VPC。

如果VPC中含有以下ECS实例规格族中的任一实例，则不支持为该VPC创建自定义路由表。
ECS实例规格如下：

ecs.c1、ecs.c2、ecs.c4、ecs.ce4、ecs.cm4、ecs.d1、ecs.e3、ecs.e4、ecs.ga1、
ecs.gn4、ecs.gn5、ecs.i1、ecs.m1、ecs.m2、ecs.mn4、ecs.n1、ecs.n2、ecs.n4、
ecs.s1、ecs.s2、ecs.s3、ecs.se1、ecs.sn1、ecs.sn2、ecs.t1、ecs.xn4

如需创建自定义路由表，请升级不支持VPC高级功能的ECS实例的规格或释放不支持VPC高
级功能的ECS实例。

升级ECS实例操作，请参见包年包月实例升配规格和按量付费实例变配规格。

释放ECS实例操作，请参见释放实例。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VPC中含有ECS实例规格族限制中的任一实例，且您已经创建了
自定义路由表，为了保证正常使用自定义路由表功能，请升级ECS实例规格或释放ECS
实例。更多信息，请参见VPC高级功能。

名称名称 输入自定义路由表的名称。

描述描述 输入自定义路由表的描述。

创建自定义路由表后，您可以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查看路由表类型路由表类型为自定义自定义的路由表。

系统会在自定义路由表中自动添加以下系统路由：

以100.64.0.0/10为目标网段的路由条目，用于VPC内的云产品通信。

以路由表所属VPC内的交换机网段为目标网段的路由条目，用于交换机内的云产品通信。

例如，您VPC的网段为192.168.0.0/16，该VPC下已经创建了两个网段分别为192.168.1.0/24和
192.168.0.0/24的交换机，则您在该VPC创建的自定义路由表中会有如下三条系统路由，表中的“-”表
示该VPC内部。

目标网段 下一跳 类型

100.64.0.0/10 - 系统路由

192.168.1.0/24 - 系统路由

192.168.0.0/24 - 系统路由

编辑路由表的基本信息编辑路由表的基本信息
您可以修改系统路由表或自定义路由表的名称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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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路由表所属的地域。

4.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找到目标路由表，单击路由表的ID。

5. 在路由表详情页面，在名称名称右侧单击编辑编辑，修改路由表的名称。

6. 在描述描述右侧单击编辑编辑，修改路由表的描述信息。

添加和删除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添加和删除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
添加和删除路由条目之前，请您了解以下信息：

创建VPC后，系统会自动为您创建一张系统路由表并为其添加系统路由条目来管理VPC的流量。您不能在
系统路由表中创建系统路由条目，也不能删除系统路由条目，但您可以创建自定义路由条目并将指定目标
网段的流量路由至指定目的地。

系统路由表和自定义路由表都支持添加和删除自定义路由条目。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路由表所属的地域。

4.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找到目标路由表，单击路由表的ID。

5. 在路由表详情页面，单击路由条目列表路由条目列表页签，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添加自定义路由条目

单击自定义路由条目自定义路由条目页签，然后单击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在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面板，根据以下信息配置路由
条目，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名称名称 输入自定义路由条目的名称。

目标网段目标网段

输入要转发到的目标网段。

说明 说明 当所选路由表是系统路由表，且路由表所在地域支持分配IPv6网段
时，目标网段目标网段 可以选择IPv6网段IPv6网段 或IPv4网段IPv4网段 。支持分配IPv6网段的地域情况，请
参见VPC支持的地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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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选择下一跳类型：

ECS实例ECS实例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ECS实例。关于ECS实
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云服务器ECS。

适用于将指定网络访问路由至ECS实例进行流量统一转发和管理的场景，例如，将一
台ECS实例配置为公网网关管理其他ECS实例访问公网。

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高可用虚拟IP实
例。关于高可用虚拟IP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高可用虚拟IP概述 。

VPN网关VPN网关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VPN网关。关于VPN网
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VPN网关。

NAT 网关NAT 网关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NAT网关。关于NAT
网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NAT网关。

辅助弹性网卡辅助弹性网卡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辅助弹性网卡。
关于辅助弹性网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弹性网卡概述。

转发路由器转发路由器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转发路由器。 关于
转发路由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转发路由器工作原理。

IPv6网关IPv6网关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IPv6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IPv6网关。关于
IPv6网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IPv6网关。

说明 说明 当所选路由表是系统路由表，路由表所在地域支持分配IPv6网段，
且目标网段目标网段 选择IPv6网段IPv6网段 时，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支持选择IPv6网关IPv6网关 、ECS实例ECS实例 和辅辅
助弹性网卡助弹性网卡 。

资源组资源组
选择下一跳所属的资源组。

仅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选择ECS实例ECS实例 或辅助弹性网卡辅助弹性网卡 时，需要配置该选项。

ECS实例ECS实例 、高可用高可用
虚拟IP虚拟IP、VPN网VPN网
关关 、NAT 网NAT 网
关关 、辅助弹性网辅助弹性网
卡卡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
器器 、IPv6网关IPv6网关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下一跳类型产品对应的具体下一跳实例。

您也可以跳转至对应下一跳类型产品的创建页面新建实例。

配置 说明

删除自定义路由条目

a. 找到目标自定义路由条目，在操作操作列单击删除删除。

b. 在删除路由条目删除路由条目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绑定交换机和路由表绑定交换机和路由表
在VPC内创建自定义路由表，然后将其和交换机绑定来控制该交换机的路由，称之为子网路由。使用子网路
由可以更灵活地管理网络。

一张路由表可以绑定至多台交换机，一台交换机只能绑定一张系统路由表或自定义路由表。交换机绑定自定
义路由表后，会自动解绑系统路由表。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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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路由表所属的地域。

4.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找到目标自定义路由表，单击路由表的ID。

5. 在路由表详情页面，单击已绑定交换机已绑定交换机页签，然后单击绑定交换机绑定交换机。

6. 在绑定交换机绑定交换机对话框，选择要绑定的交换机，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在已绑定交换机已绑定交换机页签，在交换机交换机列单击交换机的ID，跳转到交换机详情页面，然后单击路由管路由管
理理页签，在已绑定路由表已绑定路由表处，查看该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为自定义路由表。

解绑交换机和路由表解绑交换机和路由表
您可以解除交换机中已绑定的自定义路由表，解除绑定后，该交换机自动绑定其系统路由表。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路由表所属的地域。

4.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找到目标自定义路由表，单击路由表的ID。

5. 在路由表详情页面，单击已绑定交换机已绑定交换机页签，找到目标交换机，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解绑解绑。

6. 在解绑路由表解绑路由表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交换机与自定义路由表解绑后，会自动绑定系统路由表。

删除自定义路由表删除自定义路由表
您可以删除自定义路由表，但您不能删除系统路由表。如果删除的自定义路由表绑定了交换机，请先解绑交
换机。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路由表所属的地域。

4.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找到目标自定义路由表，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删除删除。

5. 在删除路由表删除路由表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DescribeRouteTableList：查询路由表列表。

CreateRouteTable：创建自定义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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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yRouteTableAttributes：修改路由表的名称和描述。

CreateRouteEntry：创建自定义路由条目。

DeleteRouteEntry：删除自定义路由条目。

AssociateRouteTable：将创建的自定义路由表和同一VPC内的交换机绑定。

UnassociateRouteTable：将路由表和交换机解绑。

DeleteRouteTable：删除自定义路由表。

您可以在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内创建自定义路由表，并在自定义路由表中添加自定义路由
条目，然后将自定义路由表绑定至交换机来控制该交换机的流量，方便您更灵活地进行网络管理，以上操作
被称为子网路由。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完成子网路由前，您需要了解以下信息：

每个VPC最多可以拥有包括系统路由表在内的10张路由表。

每个交换机只能绑定一张系统路由表或自定义路由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经创建了VPC和交换机。具体操作，请参见搭建IPv4专有网络。

步骤一：创建自定义路由表步骤一：创建自定义路由表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3. 选择要创建自定义路由表的地域。

 单击此处，查看自定义路由表功能支持的地域信息。

区域区域 支持自定义路由表的地域支持自定义路由表的地域

亚太

华北1（青岛）、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华北5（呼和浩特）、华北6（乌
兰察布）、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东5（南京-本地地域）、华南2（河
源）、华南1（深圳）、华南3（广州）、西南1（成都）、中国（香港）、日本（东
京）、韩国（首尔）、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菲律宾（马尼拉）、泰国（曼谷）、印度（孟买）

欧洲与美洲 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美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

中东 阿联酋（迪拜）

4.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单击创建路由表创建路由表。

5. 在创建路由表创建路由表页面，根据以下信息配置路由表，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资源组资源组 选择自定义路由表所属的资源组。

3.1.3. 子网路由3.1.3. 子网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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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选择自定义路由表所属的VPC。

如果VPC中含有以下ECS实例规格族中的任一实例，则不支持为该VPC创建自定义路由表。
ECS实例规格如下：

ecs.c1、ecs.c2、ecs.c4、ecs.ce4、ecs.cm4、ecs.d1、ecs.e3、ecs.e4、ecs.ga1、
ecs.gn4、ecs.gn5、ecs.i1、ecs.m1、ecs.m2、ecs.mn4、ecs.n1、ecs.n2、ecs.n4、
ecs.s1、ecs.s2、ecs.s3、ecs.se1、ecs.sn1、ecs.sn2、ecs.t1、ecs.xn4

如需创建自定义路由表，请升级不支持VPC高级功能的ECS实例的规格或释放不支持VPC高
级功能的ECS实例。

升级ECS实例操作，请参见包年包月实例升配规格和按量付费实例变配规格。

释放ECS实例操作，请参见释放实例。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VPC中含有ECS实例规格族限制中的任一实例，且您已经创建了
自定义路由表，为了保证正常使用自定义路由表功能，请升级ECS实例规格或释放ECS
实例。更多信息，请参见VPC高级功能。

名称名称 输入自定义路由表的名称。

描述描述 输入自定义路由表的描述。

配置 说明

创建自定义路由表后，您可以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查看路由表类型路由表类型为自定义自定义的路由表。

系统会在自定义路由表中自动添加以下系统路由：

以100.64.0.0/10为目标网段的路由条目，用于VPC内的云产品通信。

以路由表所属VPC内的交换机网段为目标网段的路由条目，用于交换机内的云产品通信。

例如，您VPC的网段为192.168.0.0/16，该VPC下已经创建了两个网段分别为192.168.1.0/24和
192.168.0.0/24的交换机，则您在该VPC创建的自定义路由表中会有如下三条系统路由，表中的“-”表
示该VPC内部。

目标网段 下一跳 类型

100.64.0.0/10 - 系统路由

192.168.1.0/24 - 系统路由

192.168.0.0/24 - 系统路由

步骤二：添加自定义路由条目到自定义路由表步骤二：添加自定义路由条目到自定义路由表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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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自定义路由表所属的地域。

4.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找到目标自定义路由表，单击路由表的ID。

5. 在自定义路由表详情页面，选择路由条目列表路由条目列表 >  > 自定义路由条目自定义路由条目页签，然后单击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

6. 在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面板，根据以下信息配置路由条目，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名称名称 输入自定义路由条目的名称。

目标网段目标网段

输入要转发到的目标网段。

说明 说明 当所选路由表是系统路由表，且路由表所在地域支持分配IPv6网段
时，目标网段目标网段 可以选择IPv6网段IPv6网段 或IPv4网段IPv4网段 。支持分配IPv6网段的地域情况，请参
见VPC支持的地域信息。

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选择下一跳类型：

ECS实例ECS实例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ECS实例。关于ECS实例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云服务器ECS。

适用于将指定网络访问路由至ECS实例进行流量统一转发和管理的场景，例如，将一台
ECS实例配置为公网网关管理其他ECS实例访问公网。

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高可用虚拟IP实例。
关于高可用虚拟IP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高可用虚拟IP概述 。

VPN网关VPN网关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VPN网关。关于VPN网关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VPN网关。

NAT 网关NAT 网关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NAT网关。关于NAT网
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NAT网关。

辅助弹性网卡辅助弹性网卡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辅助弹性网卡。关
于辅助弹性网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弹性网卡概述。

转发路由器转发路由器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转发路由器。 关于转
发路由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转发路由器工作原理。

IPv6网关IPv6网关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IPv6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IPv6网关。关于IPv6
网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IPv6网关。

说明 说明 当所选路由表是系统路由表，路由表所在地域支持分配IPv6网段，
且目标网段目标网段 选择IPv6网段IPv6网段 时，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支持选择IPv6网关IPv6网关 、ECS实例ECS实例 和辅助辅助
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

资源组资源组
选择下一跳所属的资源组。

仅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选择ECS实例ECS实例 或辅助弹性网卡辅助弹性网卡 时，需要配置该选项。

ECS实例ECS实例 、高可用高可用
虚拟IP虚拟IP、VPN网VPN网
关关 、NAT 网NAT 网
关关 、辅助弹性网辅助弹性网
卡卡 、转发路由转发路由
器器 、IPv6网关IPv6网关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下一跳类型产品对应的具体下一跳实例。

您也可以跳转至对应下一跳类型产品的创建页面新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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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绑定交换机和自定义路由表步骤三：绑定交换机和自定义路由表
您可以将创建的自定义路由表绑定到交换机上，控制该交换机的路由。一个交换机只能关联一张自定义路由
表或系统路由表。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路由表所属的地域。

4.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找到目标自定义路由表，单击路由表的ID。

5. 在路由表详情页面，单击已绑定交换机已绑定交换机页签，然后单击绑定交换机绑定交换机。

6. 在绑定交换机绑定交换机对话框，选择要绑定的交换机，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在已绑定交换机已绑定交换机页签，在交换机交换机列单击交换机的ID，跳转到交换机详情页面，然后单击路由管路由管
理理页签，在已绑定路由表已绑定路由表处，查看该交换机绑定的路由表为自定义路由表。

NAT网关（NAT Gateway）是一种网络地址转换服务，提供NAT代理（SNAT和DNAT）能力。阿里云NAT
网关分为公网NAT网关和VPC NAT网关，公网NAT网关提供公网地址转换服务，而VPC NAT网关提供私网地
址转换服务，您可以根据业务需求灵活选择。

产品类型产品类型
公网NAT网关：一款企业级针对公网访问的安全网关产品，提供公网地址转换服务，具有100 Gbps的转发
能力及跨可用区的容灾能力。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公网NAT网关。

VPC NAT网关：为VPC内的ECS实例提供访问外部私有网络的能力，也能使ECS实例对外提供私网访问服
务。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VPC NAT网关。

NAT网关产品优势NAT网关产品优势
安全防护安全防护

NAT网关的SNAT功能具有安全防护的能力，只有当VPC内的ECS实例主动访问外部才可以建立连接进行通
信，而外部无法主动访问VPC内的ECS实例。SNAT功能会屏蔽VPC内ECS实例对外的端口，保护VPC内的
ECS实例免受外部的入侵和攻击。

高性能高性能

3.2. NAT网关3.2. NAT网关
3.2.1. 什么是NAT网关3.2.1. 什么是NAT网关

专有网络VPC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网络连接

> 文档版本：20220707 46

https://vpcnext.console.aliyun.com/vpc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94181.html#concept-200553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95510.html#concept-2174852


NAT网关是基于阿里云自研分布式网关，使用SDN技术推出的一款虚拟网络硬件。NAT网关支持100 Gbps
的转发能力，为大规模公网应用提供支撑。

节约成本节约成本

NAT网关的规格、EIP的规格和个数均可以随时升降，轻松应对业务变化，同时NAT网关还可以按使用量计
费。

区域高可用性区域高可用性

NAT网关跨可用区部署，可用性高。单个可用区的故障都不会影响NAT网关的业务连续性。

相关产品相关产品
什么是专有网络

什么是弹性公网IP

什么是共享带宽

什么是云企业网

公网NAT网关可以提供公网地址转换功能，使您VPC内的ECS实例能够访问互联网和提供互联网访问服务。
本文介绍如何创建和管理公网NAT网关实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公网NAT网关支持以下两种配置方式。

配置方式 配置说明 使用流程

非VPC全通模式

创建公网NAT网
关时，只购买公
网NAT网关。购
买成功公网NAT
网关之后，需要
手动将EIP绑定至
公网NAT网关，
之后配置SNAT
条目。

i. 创建公网NAT网关。

ii. 创建EIP。

iii. 将EIP绑定到公网NAT网关。

iv. 创建SNAT条目。

VPC全通模式

创建公网NAT网
关时，购买公网
NAT网关且直接
绑定EIP至公网
NAT网关，之后
系统使用绑定的
EIP配置SNAT条
目。

VPC全通模式支持以下两种方式：

在购买页面创建公网NAT网关实例和EIP实例。创建完成后，EIP会自动
绑定到创建的公网NAT网关实例上。绑定EIP后，系统会使用该EIP创建
一条以公网NAT网关实例所在VPC为粒度的SNAT条目。

在购买页面创建公网NAT网关实例，然后选择已有EIP实例绑定到创建
的公网NAT网关实例上。绑定EIP后，系统会使用该EIP创建一条以公网
NAT网关实例所在VPC为粒度的SNAT条目。

具体操作，请参见VPC全通模式组合购买公网NAT网关和弹性公网IP。

本文以非VPC全通模式介绍创建和管理公网NAT网关的方法。

3.2.2. 创建和管理公网NAT网关实例3.2.2. 创建和管理公网NAT网关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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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PC内创建第一个公网NAT网关时，系统会在VPC的路由表中自动添加一条目标网段为0.0.0.0/0，下一
跳为公网NAT网关的路由条目，用于将流量路由到公网NAT网关。路由表中配置了这条路由条目，公网访
问的流量才能正确到达公网NAT网关。因此，创建公网NAT网关后，请确保VPC的路由表中已存在目标网
段0.0.0.0/0，下一跳为公网NAT网关的路由条目。如果没有该路由条目，请手动添加。具体操作，请参
见添加和删除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

如果创建公网NAT网关前，VPC的路由表中已经存在目标网段为0.0.0.0/0的路由条目，系统不会自动添加
指向公网NAT网关的0.0.0.0/0路由条目。请在创建公网NAT网关后，修改原有路由条目的下一跳指向公网
NAT网关。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经创建了VPC和交换机。具体操作，请参见搭建IPv4专有网络。

创建公网NAT网关创建公网NAT网关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单击创建NAT 网关创建NAT 网关。

3. 首次使用NAT网关时，在创建公网NAT网关页面关联角色创建关联角色创建区域，单击创建关联角色创建关联角色。角色创建成
功后即可创建NAT网关。

关于NAT网关服务关联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服务关联角色。

4. 在创建公网NAT网关页面，配置以下购买信息，然后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

配置 说明

付费模式付费模式
默认选择为按量付费按量付费 ，即一种先使用后付费的付费模式。更多信息，请参见公网
NAT网关计费。

所属地域所属地域 选择需要创建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所属专有网络所属专有网络 选择公网NAT网关所属的VPC。创建后，不能修改公网NAT网关所属的VPC。

关联交换机关联交换机 选择公网NAT网关实例所属的交换机。

计费类型计费类型
默认选择为按使用量计费按使用量计费 ，即按公网NAT网关实际使用量收费。更多信息，请参
见公网NAT网关计费。

计费周期计费周期
默认选择为按小时按小时 ，即按使用量计费公网NAT网关的计费周期为1小时，不足1小时
按1小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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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设置公网NAT网关实例的名称。

实例名称长度为2~128个字符，以英文大小字母或中文开头，可包含数字、下划线
（_）和短划线（-）。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选择公网NAT网关的访问模式。支持以下两种模式：

VPC全通模式（SNAT ）VPC全通模式（SNAT ） ：选择了VPC全通模式，在公网NAT网关创建成功后当
前VPC内所有实例即可通过该公网NAT网关访问公网。

选择VPC全通模式（SNAT ）VPC全通模式（SNAT ） 后，您需要配置弹性公网IP（Elastic IP Address，
简称EIP）的相关信息。

稍后配置稍后配置 ：如需稍后配置或有更多配置需求，可在购买完成后，前往控制台进行
配置。

选择稍后配置稍后配置 ，则只购买公网NAT网关实例。

本文选择稍后配置稍后配置 。

配置 说明

5. 在确认订单确认订单页面确认公网NAT网关的配置信息，选中服务协议并单击确认订单确认订单。
当出现恭喜，购买成功！恭喜，购买成功！的提示后，说明您创建成功。

绑定EIP绑定EIP
公网NAT网关需要绑定EIP才能正常工作。一个公网NAT网关最多可绑定20个EIP。您可以通过配额管理申请
更多配额。更多信息，请参见管理配额。绑定EIP前，请确保您已经创建了公网NAT网关。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3.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公网NAT网关实例，然后在弹性公网IP弹性公网IP列单击立即绑定立即绑定。

4. 在绑定弹性公网IP绑定弹性公网IP对话框，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所在资源组所在资源组 选择EIP所在的资源组。

选择弹性公网IP选择弹性公网IP

选择要绑定到公网NAT网关的EIP。

从已有弹性公网IP中选择从已有弹性公网IP中选择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已有的EIP实例。

新购弹性公网IP并绑定新购弹性公网IP并绑定 ：系统为您创建1个按使用流量计费的按量付费EIP，并绑定到
公网NAT网关。

绑定成功后，在公网NAT网关实例的弹性公网IP弹性公网IP列将会显示出绑定的EIP。

解绑EIP解绑EIP
请确保要解绑的EIP没有被任何SNAT条目或DNAT条目占用。如有占用，请先删除SNAT条目和DNAT条目。
具体操作，请参见移除SNAT条目和删除DNAT条目。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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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公网NAT网关，然后在弹性公网IP弹性公网IP列单击EIP。

4. 在绑定的弹性公网IP绑定的弹性公网IP页签，选中要解绑的EIP，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解除绑定解除绑定。

说明 说明 如果您未删除该EIP关联的SNAT条目和DNAT条目，您可以在操作操作列单击强制解绑强制解绑
NATNAT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系统会删除该EIP关联的SNAT条目和DNAT条目，然后将
该EIP解绑。

5. 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公网NAT网关删除公网NAT网关
您可以删除按量付费类型的公网NAT网关实例，存量的包年包月公网NAT网关实例不支持删除操作。删除公
网NAT网关前，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公网NAT网关没有绑定EIP，如有绑定请解绑。具体操作，请参见解绑EIP。

DNAT列表中没有DNAT条目，如有请删除。具体操作，请参见删除DNAT条目。

SNAT列表中没有SNAT条目，如有请删除。具体操作，请参见移除SNAT条目。

公网NAT网关实例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页面未开启删除保护删除保护。如开启，请关闭删除保护删除保护。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3.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公网NAT网关，然后在操作操作列选择  >  > 删除删除。

4. 在删除网关删除网关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需要强制删除公网NAT网关及其资源时，请在删除网关删除网关对话框，选中强制删除（删除 NAT  网关强制删除（删除 NAT  网关
及其包含资源）及其包含资源）。强制删除公网NAT网关时，系统会自动解绑EIP、删除该公网NAT网关下的SNAT条目
或DNAT条目，请您谨慎操作。

更多操作更多操作

标记公网NAT网关标记公网NAT网关
随着公网NAT网关实例数量的增多，会加大您对公网NAT网关实例的管理难度。通过标签将公网NAT网关实
例进行分组管理，有助于您搜索和筛选实例。

标签是您为实例分配的标记，每个标签都由一对键值对（Key-Value）组成。标签的使用说明如下：

一个公网NAT网关实例的每条标签的标签键（Key）必须唯一。

不支持未绑定公网NAT网关实例的空标签存在，标签必须绑定在实例上。

不同地域中的标签信息不互通。

例如，在华东1（杭州）地域创建的标签在华东2（上海）地域不可见。

您可以修改标签的键和值，也可以删除公网NAT网关实例的标签。如果删除公网NAT网关实例，绑定在实
例上的标签也会被删除。

一个公网NAT网关实例最多可以绑定20条标签，暂不支持提升配额。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3.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公网NAT网关实例，将鼠标悬停在标签标签列的 图标上，然后在气泡框

单击添加添加。

专有网络VPC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网络连接

> 文档版本：20220707 5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1142.html#task-491131/section-7py-3so-vmw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1147.html#task-491135/section-cw5-dfo-ixn
https://vpc.console.aliyun.com/nat
https://vpc.console.aliyun.com/nat


4. 在编辑标签编辑标签对话框，根据以下信息配置标签，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标签键标签键

标签的标签键，支持选择已有标签键或输入新的标签键。

标签键最多支持64个字符，不能以  aliyun 或  acs: 开头，不能包
含  http:// 和  https:// 。

标签值标签值

标签的标签值，支持选择已有标签值或输入新的标签值。

标签值最多支持128个字符，不能以  aliyun 或  acs: 开头，不能包
含  http:// 和  https:// 。

5. 返回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单击标签筛选标签筛选，在标签筛选标签筛选对话框根据标签键和标签值来筛选公网NAT网关
实例。

编辑公网NAT网关编辑公网NAT网关
您可以修改公网NAT网关的名称和描述。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3.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公网NAT网关实例，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管理管理。

4.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页签，编辑公网NAT网关的名称和描述。

编辑公网NAT网关的名称

在实例名称实例名称右侧单击编辑编辑，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公网NAT网关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名称长度
为2~128个字符，以英文字母或中文开头，可包含数字、下划线（_）和短划线（-）。

编辑公网NAT网关的描述信息

在描述描述右侧单击编辑编辑，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描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描述长度为2~256个字符，
不能以  http:// 和  https:// 开头。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创建和管理SNAT条目

创建和管理DNAT条目

CreateNatGateway：创建公网NAT网关实例。

AssociateEipAddress：绑定EIP。

UnassociateEipAddress：解绑EIP。

TagResources：为公网NAT网关添加标签。

ModifyNatGatewayAttribute：编辑公网NAT网关的基本信息。

DeleteNatGateway：删除公网NAT网关。

本文指导您配置公网NAT网关的SNAT条目，实现无公网IP的ECS实例通过公网NAT网关访问互联网。

操作视频操作视频

3.2.3. 使用公网NAT网关SNAT功能访问互联网3.2.3. 使用公网NAT网关SNAT功能访问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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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以下视频了解如何使用公网NAT网关SNAT功能访问互联网。

场景示例场景示例
本文以下图场景为例。某公司在阿里云创建了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和交换机，交换机中创
建了多个ECS实例。ECS实例均未分配固定公网IP，也未绑定弹性公网IP（Elast ic IP Address，简称EIP）。因
公司业务发展，每台ECS实例都需要访问互联网。

您可以通过公网NAT网关的SNAT功能，配置SNAT条目，使得VPC内无公网IP的ECS实例可以通过公网NAT网
关绑定的EIP访问互联网。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经注册了阿里云账号。具体操作，请参见账号注册。

您已经创建了VPC和交换机，且交换机中已经创建了ECS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搭建IPv4专有网络。

请确保已创建的VPC满足以下条件：

VPC中不存在目标网段为0.0.0.0/0的自定义路由。如果存在，请删除该路由条目。

如果您使用的是RAM用户（子账号），请确保其具备访问VPC的权限。否则，请联系阿里云账号（主账
号）进行授权。

配置步骤配置步骤

步骤一：创建公网NAT网关步骤一：创建公网NAT网关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单击创建NAT 网关创建NAT 网关。

3. 首次使用NAT网关时，在创建公网NAT网关页面关联角色创建关联角色创建区域，单击创建关联角色创建关联角色。角色创建成
功后即可创建NAT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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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NAT网关服务关联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服务关联角色。

4. 在创建公网NAT网关页面，配置以下购买信息，然后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

配置 说明

付费模式付费模式
默认选择为按量付费按量付费 ，即一种先使用后付费的付费模式。更多信息，请参见公网
NAT网关计费。

所属地域所属地域 选择需要创建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所属专有网络所属专有网络 选择公网NAT网关所属的VPC。创建后，不能修改公网NAT网关所属的VPC。

关联交换机关联交换机 选择公网NAT网关实例所属的交换机。

计费类型计费类型
默认选择为按使用量计费按使用量计费 ，即按公网NAT网关实际使用量收费。更多信息，请参
见公网NAT网关计费。

计费周期计费周期
默认选择为按小时按小时 ，即按使用量计费公网NAT网关的计费周期为1小时，不足1小时
按1小时计算。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设置公网NAT网关实例的名称。

实例名称长度为2~128个字符，以英文大小字母或中文开头，可包含数字、下划线
（_）和短划线（-）。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选择公网NAT网关的访问模式。支持以下两种模式：

VPC全通模式（SNAT ）VPC全通模式（SNAT ） ：选择了VPC全通模式，在公网NAT网关创建成功后当
前VPC内所有实例即可通过该公网NAT网关访问公网。

选择VPC全通模式（SNAT ）VPC全通模式（SNAT ） 后，您需要配置弹性公网IP（Elastic IP Address，
简称EIP）的相关信息。

稍后配置稍后配置 ：如需稍后配置或有更多配置需求，可在购买完成后，前往控制台进行
配置。

选择稍后配置稍后配置 ，则只购买公网NAT网关实例。

本文选择稍后配置稍后配置 。

5. 在确认订单确认订单页面确认公网NAT网关的配置信息，选中服务协议并单击确认订单确认订单。
当出现恭喜，购买成功！恭喜，购买成功！的提示后，说明您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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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成功后，您可以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查看已创建的公网NAT网关实例。

步骤二：绑定EIP步骤二：绑定EIP
公网NAT网关作为一个网关设备，需要绑定EIP才能正常工作。创建公网NAT网关后，您可以为其绑定EIP。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3.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公网NAT网关实例，然后在弹性公网IP弹性公网IP列单击立即绑定立即绑定。

4. 在绑定弹性公网IP绑定弹性公网IP对话框，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所在资源组所在资源组 选择EIP所在的资源组。

选择弹性公网IP选择弹性公网IP

要绑定到公网NAT网关的EIP。

本文以选择新购弹性公网IP并绑定新购弹性公网IP并绑定 为例。系统会为您创建1个按使用流量计费的按
量付费EIP，并绑定到公网NAT网关。

绑定成功后，在公网NAT网关实例的弹性公网IP弹性公网IP列将会显示出绑定的EIP。

步骤三：创建SNAT条目步骤三：创建SNAT条目
您可以通过公网NAT网关的SNAT功能，创建SNAT条目，使得VPC内无公网IP的ECS实例可以通过公网NAT网
关的EIP访问公网。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3.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公网NAT网关实例，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设置SNAT设置SNAT 。

4. 在SNAT 管理SNAT 管理页签，单击创建SNAT 条目创建SNAT 条目。

5. 在创建SNAT 条目创建SNAT 条目页面，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确定创建确定创建。

配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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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T 条目粒度SNAT 条目粒度

选择SNAT条目的粒度。本文以选择交换机粒度交换机粒度 为例：指定交换机下的ECS实例通过
配置的公网IP访问公网。

选择交换机选择交换机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交换机。

说明 说明 如您选择多个交换机，将会为您创建多条SNAT条目，使用相同
的公网IP地址。

交换机网段交换机网段 ：显示交换机的网段。

选择公网IP地址选择公网IP地址
选择用来提供公网访问的公网IP。本文以选择使用单IP使用单IP为例，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EIP。

条目名称条目名称

输入SNAT条目的名称。

名称长度为2~128个字符，以大小写字母或中文开头， 可包含数字、下划线（_）和
短划线（-）。

配置 说明

创建成功后，在SNAT 条目列表SNAT 条目列表处查看配置的SNAT条目。

步骤四：测试连通性步骤四：测试连通性
SNAT条目配置成功后，您可以测试ECS实例的网络连通性。本文以Linux实例为例，测试ECS实例的连通性。

说明 说明 请确保ECS实例的安全组规则允许ECS实例访问公网，安全组的配置规则请参见安全组概述。

1. 登录交换机下的任意一台ECS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ECS连接方式概述。

2. 执行  ping 命令，  ping www.aliyun.com 测试网络连通性。

如果能接收到回复报文，表示连接成功。

经测试，ECS实例可以访问公网。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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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网NAT网关支持创建多少条SNAT条目？一个公网NAT网关支持创建多少条SNAT条目？
一个公网NAT网关默认支持创建40条SNAT条目。

您可以通过以下任意方式自助提升配额：

前往配额管理页面提升配额。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配额。

前往配额中心提升配额。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配额提升申请。

一个SNAT条目支持关联多少个EIP？一个SNAT条目支持关联多少个EIP？
一个SNAT条目默认支持关联64个EIP，且不支持提升配额。

关于SNAT功能的更多相关问题，请参见SNAT功能FAQ。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通过公网NAT网关DNAT功能实现ECS对外提供服务

本文指导您配置公网NAT网关的DNAT功能，实现ECS实例对外提供公网访问服务。

操作视频操作视频
您可以通过以下视频了解通过公网NAT网关DNAT功能实现ECS对外提供服务。

场景示例场景示例
本文以下图场景为例。某公司在阿里云创建了ECS实例，并在ECS实例上部署了应用服务，但未给ECS实例分
配固定公网IP，也未绑定弹性公网IP（Elast ic IP Address，简称EIP）。因公司业务发展，公司计划通过公网
NAT网关DNAT功能的IP映射或者端口映射方式，实现ECS实例面向互联网提供服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经注册了阿里云账号。如未注册，请先完成账号注册。

3.2.4. 通过公网NAT网关DNAT功能实现ECS对外提供服3.2.4. 通过公网NAT网关DNAT功能实现ECS对外提供服
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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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经创建了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和交换机。具体操作，请参见搭建IPv4专有网络。

您已经在交换机中创建了ECS实例，且ECS实例部署了应用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向导创建实例。

本文以ECS实例部署Apache服务为例进行说明。

请确保ECS实例的安全组规则允许互联网访问ECS实例。本文需要确保ECS实例的安全组入方向允许  TCP协
议 、  80 端口通行。更多信息，请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

配置步骤配置步骤

步骤一：创建公网NAT网关步骤一：创建公网NAT网关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单击创建NAT 网关创建NAT 网关。

3. 首次使用NAT网关时，在创建公网NAT网关页面关联角色创建关联角色创建区域，单击创建关联角色创建关联角色。角色创建成
功后即可创建NAT网关。

关于NAT网关服务关联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服务关联角色。

4. 在创建公网NAT网关页面，配置以下购买信息，然后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

配置 说明

付费模式付费模式
默认选择为按量付费按量付费 ，即一种先使用后付费的付费模式。更多信息，请参见公网
NAT网关计费。

所属地域所属地域 选择需要创建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所属专有网络所属专有网络 选择公网NAT网关所属的VPC。创建后，不能修改公网NAT网关所属的VPC。

关联交换机关联交换机 选择公网NAT网关实例所属的交换机。

计费类型计费类型
默认选择为按使用量计费按使用量计费 ，即按公网NAT网关实际使用量收费。更多信息，请参
见公网NAT网关计费。

计费周期计费周期
默认选择为按小时按小时 ，即按使用量计费公网NAT网关的计费周期为1小时，不足1小时
按1小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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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设置公网NAT网关实例的名称。

实例名称长度为2~128个字符，以英文大小字母或中文开头，可包含数字、下划线
（_）和短划线（-）。

访问模式访问模式

选择公网NAT网关的访问模式。支持以下两种模式：

VPC全通模式（SNAT ）VPC全通模式（SNAT ） ：选择了VPC全通模式，在公网NAT网关创建成功后当
前VPC内所有实例即可通过该公网NAT网关访问公网。

选择VPC全通模式（SNAT ）VPC全通模式（SNAT ） 后，您需要配置弹性公网IP（Elastic IP Address，
简称EIP）的相关信息。

稍后配置稍后配置 ：如需稍后配置或有更多配置需求，可在购买完成后，前往控制台进行
配置。

选择稍后配置稍后配置 ，则只购买公网NAT网关实例。

本文选择稍后配置稍后配置 。

配置 说明

5. 在确认订单确认订单页面确认公网NAT网关的配置信息，选中服务协议并单击确认订单确认订单。
当出现恭喜，购买成功！恭喜，购买成功！的提示后，说明您创建成功。

创建成功后，您可以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查看已创建的公网NAT网关实例。

步骤二：绑定EIP步骤二：绑定EIP
公网NAT网关作为一个网关设备，需要绑定EIP才能正常工作。创建公网NAT网关后，您可以为其绑定EIP。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3.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公网NAT网关实例，然后在弹性公网IP弹性公网IP列单击立即绑定立即绑定。

4. 在绑定弹性公网IP绑定弹性公网IP对话框，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所在资源组所在资源组 选择EIP所在的资源组。

选择弹性公网IP选择弹性公网IP

要绑定到公网NAT网关的EIP。

本文以选择新购弹性公网IP并绑定新购弹性公网IP并绑定 为例。系统会为您创建1个按使用流量计费的按
量付费EIP，并绑定到公网NAT网关。

绑定成功后，在公网NAT网关实例的弹性公网IP弹性公网IP列将会显示出绑定的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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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DNAT条目步骤三：创建DNAT条目
通过公网NAT网关的DNAT功能的IP映射或端口映射，使ECS实例能够提供互联网服务。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公网NAT网关的地域。

3. 在公网NAT 网关公网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公网NAT网关实例，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设置DNAT设置DNAT 。

4. 在DNAT 管理DNAT 管理页签，单击创建DNAT 条目创建DNAT 条目。

5. 在创建DNAT 条目创建DNAT 条目页面，配置DNAT条目参数，然后单击确定创建确定创建。

配置 说明

选择公网IP地址选择公网IP地址

选择要提供互联网通信的公网IP。

说明说明

公网NAT网关支持将一个公网IP同时用于DNAT条目和SNAT条目。

本文选择公网NAT网关绑定的EIP。

选择私网IP地址选择私网IP地址
选择要通过DNAT规则进行公网通信的实例的IP。本文选择通过ECS或弹性网卡进通过ECS或弹性网卡进
行选择行选择 ，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ECS实例的私网IP地址。

端口设置端口设置
选择DNAT映射的方式。本文选择DNAT的端口方式，即选择具体端口具体端口 。设置公网端公网端
口口 为80、私网端口私网端口 为80、协议类型协议类型 为TCP。

条目名称条目名称

输入DNAT条目的名称。

名称长度为2~128个字符，以大小写字母或中文开头， 可包含数字、下划线（_）和
短划线（-）。

步骤四：测试连通性步骤四：测试连通性
DNAT条目配置成功后，您可以使用互联网中的任意一台电脑访问ECS实例上部署的服务，测试ECS实例的连
通性。

1. 打开任意电脑的浏览器。

2. 输入http://绑定到公网NAT网关的EIP的IP地址:80，访问部署在ECS实例上的应用服务。

经验证，互联网可以访问部署在ECS实例上的应用服务。

VPC NAT网关可以实现私网IP地址转换功能，使您VPC内的ECS实例能够访问外部私网和为外部私网提供服
务。本文介绍如何创建和管理VPC NAT网关实例。

3.2.5. 创建和管理VPC NAT网关实例3.2.5. 创建和管理VPC NAT网关实例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网络连接 专有网络VPC

59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vpc.console.aliyun.com/nat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经创建了专有网络VPC。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和管理专有网络。

您已经创建了交换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和管理交换机。

创建VPC NAT网关创建VPC NAT网关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NAT 网关NAT 网关 >  > 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

3. 在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页面，单击创建VPC NAT 网关创建VPC NAT 网关。

4. 在VPC NAT 网关（按量付费）VPC NAT 网关（按量付费）页面，配置以下参数信息，然后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

参数 说明

地域地域 选择需要创建VPC NAT网关实例的地域。

VPC IDVPC ID
选择VPC NAT网关实例所属的VPC。创建VPC NAT网关实例后，不能修改
其所属的VPC。

可用区可用区 选择VPC NAT网关实例所属的可用区。

交换机ID交换机ID 选择VPC NAT网关实例所属的交换机，建议选择独立的交换机。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设置VPC NAT网关实例的名称。

名称长度为2~128个字符，以英文字母或中文开头，可包含数字、下划线
（_）和短划线（-）。

服务关联角色服务关联角色

显示是否已有VPC NAT网关的服务关联角色。

首次使用NAT网关（包含公网NAT网关和VPC NAT网关），需要单击创建创建
服务关联角色服务关联角色 完成创建。

5. 在确认订单确认订单页面，确认参数配置信息并选中服务协议，然后单击立即开通立即开通。
当出现恭喜，开通成功！恭喜，开通成功！的提示后，说明您创建成功。

6. 返回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页面，查看已创建的VPC NAT网关。

单击VPC NAT网关的实例ID，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页签，查看VPC NAT网关的VPC、交换机等信息。

单击NAT  IPNAT  IP页签，查看默认NAT IP地址段和默认NAT IP地址。

说明 说明 默认NAT IP地址段为该VPC NAT网关所属交换机的网段，默认NAT IP地址为系统在交
换机网段中随机分配的一个IP地址。默认NAT IP地址段和默认NAT IP地址均不能删除。

新建NAT IP地址段新建NAT IP地址段
成功创建VPC NAT网关后，系统会使用VPC NAT网关所属交换机的网段作为默认NAT IP地址段供您使用。您
也可以为VPC NAT网关新建NAT IP地址段，满足更多需求。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NAT 网关NAT 网关 >  > 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VPC NAT网关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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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VPC NAT网关实例，单击VPC NAT网关的实例ID。

5. 单击NAT  IPNAT  IP页签，再单击新建地址段新建地址段。

6. 在新建地址段新建地址段对话框，输入地址段名称地址段名称和地址段地址段，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新建的地址段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属于10.0.0.0/8、172.16.0.0/12或192.168.0.0/16网段及其子网。

支持的子网掩码位数范围为16至32位。

不能与VPC NAT网关所属VPC的私网网段重叠。如果您需要将私网地址转换为VPC私网网段内的其他
地址，请在对应的VPC私网网段内创建交换机，然后在该交换机中创建新的VPC NAT网关提供私网地
址转换服务。

如需使用公网地址段作为NAT IP地址段，则该地址段必须属于VPC NAT网关所属VPC的用户网段。关
于用户网段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用户网段？。

当出现地址段添加成功！地址段添加成功！提示后，说明地址段新建成功。

添加NAT IP地址添加NAT IP地址
NAT IP地址可以用来创建SNAT条目或DNAT条目。为了满足更多的需求，您可以在NAT IP地址段中添加NAT
IP地址，增加VPC NAT网关用于NAT转换的私网IP地址。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NAT 网关NAT 网关 >  > 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VPC NAT网关的地域。

4. 在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VPC NAT网关实例，单击VPC NAT网关的实例ID。

5. 单击NAT  IPNAT  IP页签，单击添加NAT  IP添加NAT  IP。

6. 在添加NAT  IP添加NAT  IP对话框，配置以下参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添加确定添加。

参数 说明

选择地址段选择地址段
选择需要添加NAT IP地址的地址段。

您可以选择VPC NAT网关下任意的NAT IP地址段或者新建NAT IP地址段。

分配方式分配方式

选择NAT IP地址的分配方式。

随机分配IP随机分配IP：系统会在所选地址段中随机分配一个IP地址。

手动分配IP手动分配IP：您可以在所选地址段中指定一个IP地址。

IP地址IP地址
输入所选地址段中的一个IP地址。当分配方式分配方式 选择为手动分配IP手动分配IP时，需要
配置该参数。

NAT  IP名称NAT  IP名称

输入NAT IP的名称。

名称长度为2~128个字符，以英文字母或中文开头，可包含数字、下划线
（_）和短划线（-）。

配置路由配置路由
您需要参考以下操作配置路由来管理网络流量。

使用默认NAT IP地址段作为VPC NAT网关的私网转换地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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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PC NAT网关所在VPC的系统路由表中添加目标网段为对端网段，下一跳指向VPC NAT网关的自定义
路由条目。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和删除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

为VPC NAT网关所在交换机自定义一张路由表，然后在自定义路由表中查看是否学习到对端网段的动态
路由条目（例如，从CEN学习到的动态路由）。

如果已经学习到对端网段的动态路由条目，则不需要手动添加指向对端网络的自定义路由条目。

如果没有学习到对端网段的动态路由条目，则需要手动添加目标网段为对端网段，下一跳指向对端设
备（例如VBR、CEN等）的自定义路由条目。具体操作，请参见子网路由。

使用自定义NAT IP地址段作为VPC NAT网关的私网转换地址段。

在VPC NAT网关所在VPC的系统路由表中添加目标网段为自定义NAT IP地址段，下一跳指向VPC NAT网
关的自定义路由条目。

在VPC NAT网关所在VPC的系统路由表中添加目标网段为对端网段，下一跳指向VPC NAT网关的自定义
路由条目。

为VPC NAT网关所在交换机自定义一张路由表，并添加目标网段为对端网段，下一跳指向对端设备（例
如，路由器接口、转发路由器）的自定义路由条目。

使用自定义NAT IP地址段与云下资源或云上其他VPC资源互访时，需要使用企业版转发路由器组网。关
于企业版转发路由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转发路由器工作原理和创建转发路由器。

标记VPC NAT网关标记VPC NAT网关
随着VPC NAT网关实例数量的增多，会加大对VPC NAT网关实例的管理难度。通过标签将VPC NAT网关实例
进行分组管理，有助于您搜索和筛选实例。

标签是您为实例分配的标记，每个标签都由一对键值对（Key-Value）组成。标签的使用说明如下：

一个VPC NAT网关实例上的每条标签的标签键（Key）必须唯一。

不支持未绑定VPC NAT网关实例的空标签存在，标签必须绑定在实例上。

不同地域中的标签信息不互通。

例如，在华东1（杭州）地域创建的标签在华东2（上海）地域不可见。

您可以修改标签的键和值，也可以删除VPC NAT网关实例的标签。如果删除VPC NAT网关实例，绑定在实
例上的标签也会被删除。

一个VPC NAT网关实例最多可以绑定20条标签，暂不支持提升配额。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NAT 网关NAT 网关 >  > 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VPC NAT网关的地域。

4. 在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VPC NAT网关实例，将鼠标悬停在标签标签列下的 图标上，然后单击气

泡框中的添加添加。

5. 在编辑标签编辑标签对话框，配置以下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标签键标签键

标签的标签键，支持选择已有标签键或输入新的标签键。

标签键最多支持64个字符，不能以  aliyun 或  acs: 开头，不能包
含  http:// 和  htt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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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值标签值

标签的标签值，支持选择已有标签值或输入新的标签值。

标签值最多支持128个字符，不能以  aliyun 或  acs: 开头，不能包
含  http:// 和  https:// 。

配置 说明

6. 返回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页面，单击标签筛选标签筛选，可在标签筛选标签筛选对话框根据标签键和标签值来筛选VPC NAT网
关实例。

编辑VPC NAT网关编辑VPC NAT网关
您可以修改VPC NAT网关的实例名称和描述。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NAT 网关NAT 网关 >  > 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VPC NAT网关的地域。

4. 在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VPC NAT网关实例，单击VPC NAT网关的实例ID。

5.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页签，单击实例名称实例名称右侧的编辑编辑，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要修改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名称长度为2~128个字符，以英文字母或中文开头，可包含数字、下划线（_）和短划线（-）。

6. 单击描述描述右侧的编辑编辑，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要修改的描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描述长度为2~256个字符，不能以  http:// 和  https:// 开头。

删除NAT IP地址和地址段删除NAT IP地址和地址段
您可以删除不再使用的自定义地址段和其中的NAT IP地址。删除自定义地址段前需要先删除该地址段中的
NAT IP地址。默认地址段中自定义的NAT IP地址可以删除，默认NAT IP地址和地址段无法删除。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NAT 网关NAT 网关 >  > 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VPC NAT网关的地域。

4. 在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页面，找到目标VPC NAT网关实例，单击VPC NAT网关的实例ID。

5. 单击NAT  IPNAT  IP页签，在页面左侧地址段列表处单击需要删除的NAT IP地址的地址段，然后在NAT  IP列NAT  IP列
表表区域，执行删除操作。

选中一个NAT IP地址，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删除删除。

选中多个NAT IP地址，然后在页面下方单击删除删除。

6. 在删除NAT  IP删除NAT  IP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7. 单击需要删除的地址段右侧 图标。

8. 在删除地址段删除地址段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VPC NAT网关删除VPC NAT网关
满足以下条件，您可以删除VPC NAT网关。

VPC NAT网关实例中没有自定义NAT IP地址段，如有请删除自定义地址段，删除自定义地址段前需要删除
该地址段中的NAT IP地址。

VPC NAT网关实例中的默认NAT IP地址段中没有自定义NAT IP地址，如有请删除该NAT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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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T列表中没有DNAT条目，如有请删除。具体操作，请参见删除DNAT条目。

SNAT列表中没有SNAT条目，如有请删除。具体操作，请参见删除SNAT条目。

VPC NAT网关实例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页面已关闭删除保护删除保护功能。

注意 注意 VPC NAT网关支持强制删除功能。选择强制删除时，系统会同时删除VPC NAT网关实例及其
资源，您无需提前删除该VPC NAT网关下的SNAT条目、DNAT条目、自定义NAT IP地址和自定义NAT IP
地址段。

1. 登录NAT网关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NAT 网关NAT 网关 >  > 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

3.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VPC NAT网关的地域。

4. 在VPC NAT 网关VPC NAT 网关页面，找到需要删除的VPC NAT网关，然后在操作操作列选择  >  > 删除删除。

5. 在删除网关删除网关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需要强制删除VPC NAT网关及其资源时，请在删除网关删除网关对话框，选中强制删除（删除 NAT  网关强制删除（删除 NAT  网关
及其包含资源）及其包含资源）。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CreateNatGateway：创建VPC NAT网关。

CreateNatIpCidr：新建NAT IP地址段。

CreateNatIp：添加NAT IP地址。

TagResources：标记VPC NAT网关。

ModifyNatGatewayAttribute：编辑VPC NAT网关。

DeleteNatIp：删除NAT IP地址。

DeleteNatIpCidr：删除NAT IP地址段。

DeleteNatGateway：删除VPC NAT网关。

VPC对等连接是两个VPC之间的网络连接，您可以通过VPC对等连接，实现两个VPC之间私网互通。您可以在
您的VPC之间创建VPC对等连接，或者在您的VPC与其他阿里云账号的VPC之间创建VPC对等连接。建立VPC
对等连接的VPC可以在同一个地域，也可以在不同地域。

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

区域 支持网络ACL的地域

亚太

华北1（青岛）、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华北5（呼和浩特）、华北6（乌
兰察布）、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东5（南京-本地地域）、华南1（深
圳）、华南2（河源）、华南3（广州）、西南1（成都）、中国（香港）、日本（东
京）、韩国（首尔）、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菲律宾（马尼拉）、泰国（曼谷）、印度（孟买）

欧洲与美洲 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美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

3.3. VPC对等连接3.3. VPC对等连接
3.3.1. VPC对等连接概述3.3.1. VPC对等连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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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功能介绍

发起端和接收端发起端和接收端
在建立VPC对等连接时，要连接的两端VPC，一个是发起端，另一个是接收端。主动发起VPC对等连接请求
的一方被称为发起端，被动等待连接请求的一方被称为接收端。发起端和接收端仅用于控制连接建立的过
程，在实际进行网络通信时，通信链路是双向的，发起端和接收端没有任何差别，相当于在同一个网络
中。

对于同账号的VPC对等连接，发起端发起VPC对等连接请求后，系统会自动接收连接请求并建立连接，无
需接收端接收连接请求。

对于跨账号的VPC对等连接，接收方可以接收或者拒绝连接请求，只有接收了连接请求，VPC对等连接才
会激活。

发起端和接收端的VPC可以是同地域的，也可以是跨地域的。

VPC对等连接的状态VPC对等连接的状态
VPC对等连接过程由发起端发起连接，然后接收端接收连接请求，最后连接成功。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创建的同账号VPC对等连接，系统会自动发起连接请求并自动接受请求，发起端和接
收端在创建后变为已激活状态。

在不同的连接过程和阶段，VPC对等连接的状态也不同，如下表所示。

状态 说明

创建中 发起端发起VPC对等连接请求后的状态。

接收中 等待接收端接收VPC对等连接请求的状态。

更新中 接收端接收VPC对等连接请求后，该VPC对等连接的状态。

已激活 接收端接收VPC对等连接请求后，发起端和接收端协商激活VPC对等连接后的状态。

已拒绝 接收端拒绝VPC对等连接请求后，该VPC对等连接的状态。

已过期 接收端超过7天未接收或者拒绝VPC对等连接请求，则该VPC对等连接处于已过期状态。

删除中 发起端或者接收端删除VPC对等连接后的中间状态。

已删除 VPC对等连接成功删除后的状态。

功能计费功能计费
同地域VPC对等连接不收取任何费用；跨地域VPC对等连接统一由云数据传输CDT（Cloud DataTransfer）收
取流量传输费。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云数据传输CDT。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同账号同地域的VPC对等连接

同账号跨地域的VPC对等连接

跨账号同地域的VPC对等连接

跨账号跨地域的VPC对等连接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网络连接 专有网络VPC

65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28643.html#topic-2127154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功能限制功能限制
VPC对等连接不具备路由传递能力。

假设有3个VPC，分别为VPC1、VPC2和VPC3。其中VPC1和建立VPC2建立了VPC对等连接，VPC2和
VPC3建立了VPC对等连接，但VPC1和VPC3不能通过VPC2做中转互通。

VPC1与VPC2建立了VPC对等连接，VPC2通过VBR与本地IDC互通，但VPC1无法通过VPC2做中转与本地
IDC互通。

VPC对等连接不支持IPv6。

配额限制配额限制

资源 默认限制 申请限制

单个VPC支持的VPC对等连接数 10
您可以前往配额管理页面自助提升配
额。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配额。单个阿里云账号单地域支持的VPC对

等连接数
20

VPC对等连接是两个VPC之间的网络连接。创建了VPC对等连接后，两个VPC之间可以实现私网互通。本文介
绍如何创建和管理VPC对等连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创建需要建立VPC对等连接的VPC。如果需要创建跨账号VPC对等连接，需要在接收端账号创建VPC。具
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和管理专有网络。

创建VPC对等连接创建VPC对等连接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

3. （可选）初次使用VPC对等连接时，请在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页面，单击开通CDT 功能开通CDT 功能，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
单击确定开通确定开通。

如果创建跨账号VPC对等连接，则需要在接收端阿里云账号开通VPC对等连接功能，即开通CDT功能。

4. 在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页面，单击创建对等连接创建对等连接。

5. 在创建对等连接创建对等连接页面，配置以下参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创建同账号同地域同账号同地域、同账号跨地域同账号跨地域、跨账号同地域跨账号同地域以及跨账号跨地域跨账号跨地域的VPC对等连接。

不同VPC对等连接对应的配置信息如下表所示。

配置 说明

对等连接名称对等连接名称 输入VPC对等连接的名称。

发起端实例发起端实例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发起端的VPC实例。

3.3.2. 创建和管理VPC对等连接3.3.2. 创建和管理VPC对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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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端账号类型接收端账号类型

选择接收端VPC实例所属的阿里云账号类型。

同账号同账号 ：接收端VPC实例与发起端VPC实例属于同一个阿里云账号。

发起端发起VPC对等连接请求后，系统会自动建立连接，无需在接收端接收。

跨账号跨账号 ：接收端VPC实例与发起端VPC实例属于不同的阿里云账号。

发起端发起VPC对等连接请求后，需要在接收端接收连接请求后，才能建立VPC对
等连接；接收端也可以拒绝连接请求，从而终止VPC对等连接的请求。

选择跨账号跨账号 后，在接收端账号ID接收端账号ID输入接收端VPC实例所属的阿里云账号ID。

接收端地域类型接收端地域类型

选择接收端VPC实例所在地域类型。

同地域同地域 ：接收端VPC实例与发起端VPC实例在同一地域。

跨地域跨地域 ：接收端VPC实例与发起端VPC实例不在同一地域。

选择跨地域跨地域 后，在接收端地域接收端地域 下拉列表中选择接收端VPC实例所在的地域。

接收端实例接收端实例 配置接收端VPC实例。

配置 说明

6. 如果您创建的是跨账号VPC对等连接，则需要在接收端接收VPC对等连接请求或者拒绝连接请求。

i. 使用接收端账号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

iii. 在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页面，找到目标VPC对等连接，然后执行以下操作。

此时VPC对等连接的状态为接收中接收中。

接收VPC对等连接请求：在操作操作列单击接收接收。

VPC对等连接的状态由接收中接收中变为更新中更新中，待VPC对等连接激活成功后状态变为已激活已激活，表明该
VPC对等连接可以正常使用。

拒绝VPC对等连接请求：在操作操作列单击拒绝拒绝。

VPC对等连接的状态由接收中接收中变为已拒绝已拒绝。

状态为已拒绝已拒绝的VPC对等连接无法使用，可以在发起端或者接收端删除该VPC对等连接。

说明 说明 如果接收端未对跨账号VPC对等连接请求做任何操作，7天后，该VPC对等连接进
入已过期已过期状态。

7. 在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页面，查看VPC对等连接的状态等信息。

激活成功的VPC对等连接状态为已激活已激活，您可以正常使用。

您可以查看发起端和接收端的实例ID、所在地域、CIDR网段以及所属阿里云账号。

配置路由配置路由
VPC对等连接创建完成后，需要在VPC对等连接的两端添加指向对端的路由条目以管理流量。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

3. 在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页面，找到已创建的VPC对等连接，执行以下操作配置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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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发起端的路由

a. 在发起端实例发起端实例列单击配置路由配置路由。

b. 在配置路由配置路由对话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路由表，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c. 在路由表详情页面，选择路由条目列表路由条目列表 >  > 自定义路由条目自定义路由条目页签，然后单击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

d. 在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面板，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名称名称 输入路由条目的名称。

目标网段目标网段 输入接收端的CIDR网段。

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 。

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已创建的VPC对等连接实例。

配置同账号接收端的路由

a. 在接收端实例接收端实例列单击配置路由配置路由。

b. 在配置路由配置路由对话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路由表，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c. 在路由表详情页面，选择路由条目列表路由条目列表 >  > 自定义路由条目自定义路由条目页签，然后单击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

d. 在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面板，配置以下参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名称名称 输入路由条目的名称。

目标网段目标网段 输入发起端的CIDR网段。

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 。

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已创建的VPC对等连接实例。

配置跨账号接收端的路由

a. 使用跨账号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b.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

c. 在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页面，找到目标VPC对等连接，然后在接收端实例接收端实例列单击配置路由配置路由。

d. 后续步骤与配置同账号接收端的路由步骤相同。

路由配置完成后，您可以在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页面，单击VPC对等连接实例的ID，然后在路由条目列表路由条目列表区
域，查看已配置的路由条目信息。

互通性验证互通性验证
验证前，请确保发起端和接收端的VPC中已创建了ECS实例，且ECS实例的安全组允许互通。您可以通过以下
步骤验证两个VPC是否私网互通。

1. 登录发起端VPC的ECS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ECS连接方式概述。

2. 执行  ping 命令，  ping 接收端ECS实例的私网IP地址。

如果能接收到回复报文，说明发起端至接收端网络已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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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接收端VPC的ECS实例。

4. 执行  ping 命令，  ping 发起端ECS实例的私网IP地址。

如果能接收到回复报文，说明接收端至发起端网络已连通。

网络连通性正常后，您即可在两个私网互通的VPC中搭建并使用业务。

删除VPC对等连接删除VPC对等连接
当您不再需要VPC对等连接时，您可以删除该VPC对等连接。

非强制删除：删除VPC对等连接前，需要将路由表中指向VPC对等连接的路由条目删除。关于如何删除自
定义路由条目，请参见添加和删除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

强制删除：无需删除路由表中指向VPC对等连接的路由条目删除，系统会自动删除该路由条目。

VPC对等连接删除后，您的业务也会中断，且删除后无法恢复，请您确保对业务无影响的情况下谨慎操作。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页面，找到需要删除的VPC对等连接，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删除删除。

3. 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如需强制删除VPC对等连接，请在对话框中选中强制删除强制删除。

更多操作更多操作
您可以修改VPC对等连接的名称或者描述信息。

1. 在VPC对等连接VPC对等连接页面，找到要编辑的VPC对等连接，然后单击VPC对等连接的实例ID。

2. 在VPC对等连接详情页面，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区域，在名称名称右侧单击编辑编辑。

3. 在弹出的对话框，输入要修改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4. 在VPC对等连接详情页面，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区域，在描述描述右侧单击编辑编辑。

5. 在弹出的对话框，输入要修改的描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CreateVpcPeerConnection：创建VPC对等连接。

AcceptVpcPeerConnection：接收VPC对等连接请求。

RejectVpcPeerConnection：拒绝VPC对等连接请求。

GetVpcPeerConnectionAttribute：查询指定VPC对等连接的详细信息。

CreateRouteEntry：添加自定义路由条目。

DeleteRouteEntry：删除自定义路由条目。

DeleteVpcPeerConnection：删除VPC对等连接。

ModifyVpcPeerConnection：修改VPC对等连接的名称或者描述信息。

IPv4网关是连接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和公网的网络组件。VPC访问IPv4公网的流量经过IPv4
网关，由IPv4网关实现路由转发以及私网地址到公网地址的转换，最终实现对公网的访问。

3.4. IPv4网关3.4. IPv4网关
3.4.1. IPv4网关概述3.4.1. IPv4网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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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
IPv4网关正在公测，您可以使用阿里云账号（主账号）提交公测申请。

支持IPv4网关的地域如下表所示。

区域 支持IPv4网关的地域

亚太 日本（东京）、澳大利亚（悉尼）、菲律宾（马尼拉）、印度（孟买）

欧洲与美洲 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美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

中东与印度 阿联酋（迪拜）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IPv4网关具有以下功能。

作为VPC路由表中的路由下一跳，控制VPC访问公网的目的地址范围。

为VPC中分配了IPv4公网地址的网络资源（例如弹性网卡、ECS等），提供网络地址转换功能。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场景一：公网访问集中控制场景一：公网访问集中控制

云服务器ECS（Elast ic Compute Service）拥有了公网IP（例如固定公网IP或者EIP），可以直接访问公网，
不受VPC路由表控制。为了降低ECS直接访问公网可能带来的安全管控风险，您可以使用IPv4网关及子网路
由能力，对VPC中访问公网的行为进行约束，根据需求使得子网具备访问公网的能力或者不具备访问公网
的能力。具体配置流程如下：

i. 在指定VPC中创建IPv4网关。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IPv4网关。

ii. 在VPC路由表中配置指向IPv4网关的路由条目。

iii. 激活IPv4网关，使IPv4网关生效。

激活IPv4网关后，VPC路由表中未配置指向IPv4网关的路由条目，则与该路由表关联的子网不具备访
问公网能力，被称为私网子网；VPC路由表中配置指向IPv4网关的路由条目，与该路由表关联子网具
备访问公网的能力，被称为公网子网。

场景二：入方向路由策略控制场景二：入方向路由策略控制

专有网络VPC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网络连接

> 文档版本：20220707 70

https://page.aliyun.com/form/act148962000/index.ht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76499.html#task-2159340/section-1kx-kw3-l3q


IPv4网关结合子网路由能力，可以将访问公网的流量引流至虚拟防火墙（例如云防火墙）做安全防护。

如上图场景所示，以绑定EIP的ECS实例与公网之间的流量经过防火墙为例，说明路由配置步骤。

i. 在指定VPC中创建IPv4网关。

ii. 为虚拟防火墙规划独立的交换机并独立绑定一张自定义路由表，该路由表的默认路由条目
（0.0.0.0/0）指向IPv4网关，使得虚拟防火墙所在交换机具备访问公网的能力。

iii. 为应用服务规划独立的交换机并独立绑定一张自定义路由表，该路由表的默认路由条目（0.0.0.0/0）
指向虚拟防火墙的弹性网卡。

iv. 在VPC中新建一张自定义路由表并绑定IPv4网关，用来对公网入方向的流量进行路由控制，此路由表
被称为网关路由表。将网关路由表中指向应用服务所在交换机网段的路由条目的下一跳修改为虚拟防
火墙的弹性网卡。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功能限制功能限制
IPv4网关当前仅支持IPv4流量。

一个VPC下只支持创建一个IPv4网关，且一个IPv4网关仅能关联一个VPC。

只有激活成功的IPv4网关才具有公网访问能力。

一个IPv4网关仅能绑定一张网关路由表。

网关路由表的下一跳类型仅支持Local、弹性网卡或ECS实例。

VPC内包含以下资源时，不支持创建IPv4网关。

VPC内存在网卡可见模式的EIP资源。关于EIP网卡可见模式，请参见设置EIP网卡可见模式（不推荐）。

VPC内存在普通型公网NAT网关。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在VPC内创建IPv4网关，需要激活才能生效，激活后VPC内访问公网行为受IPv4网关控制。为了避免激活
IPv4网关造成的流量中断，需要在VPC路由表中配置默认路由（0.0.0.0）或者更明细公网地址段指向IPv4
网关。

只要VPC创建过IPv4网关并且激活过，那么该VPC访问公网的行为将会受IPv4网关控制，必须要有路由指向
IPv4网关才能访问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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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限制配额限制

资源 默认限制 提升配额

单个VPC支持的IPv4网关个数 1个
无法提升

单个IPv4网关支持的网关路由表个数 1个

IPv4网关是连接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和公网的网络组件。VPC通过IPv4地址访问公网时，会
由IPv4网关来实现路由转发及私网地址到公网地址的转换。本文介绍如何创建并管理IPv4网关。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VPC已启用IPv4网关能力之后，无法关闭该能力。

只有当VPC中的IPv4网关激活成功，且VPC路由表中配置了指向IPv4网关的路由条目时，VPC中的实例才能
访问公网。

使用IPv4网关的VPC内不能存在使用网卡可见模式的EIP资源或普通型公网NAT网关。

配置流程配置流程
1. 创建IPv4网关

2. 创建网关路由表并修改路由条目

3. 绑定网关路由表至IPv4网关

4. 为VPC路由表添加指向IPv4网关的路由条目

5. 解绑IPv4网关绑定的网关路由表

6. 删除IPv4网关

创建IPv4网关创建IPv4网关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建IPv4网关：

开启VPC的IPv4网关能力并创建IPv4网关

创建VPC并开启IPv4网关能力，系统会在成功创建VPC后，自动为您创建一个已激活的IPv4网关。

为已有VPC开启IPv4网关能力，开启后，系统会为您创建一个已激活的IPv4网关。

新建IPv4网关并关联VPC

如果关联的VPC未开启IPv4网关能力，您需要手动激活IPv4网关；如果关联的VPC已开启IPv4网关能力（例
如，您删除了VPC中的IPv4网关），IPv4网关创建成功后默认会被激活，不需要手动激活。

开启VPC的IPv4网关能力并创建IPv4网关开启VPC的IPv4网关能力并创建IPv4网关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专有网络的地域。

3. 在专有网络专有网络页面，执行以下操作，开启VPC的IPv4能力。

创建VPC并开启IPv4网关能力

a. 单击创建专有网络创建专有网络，在创建专有网络创建专有网络页面，配置以下参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3.4.2. 创建和管理IPv4网关3.4.2. 创建和管理IPv4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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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说明

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地域地域 显示要创建VPC的地域。

名称名称 输入VPC的名称。

IPv4网段IPv4网段

填写VPC的主IPv4网段。

建议您使用192.168.0.0/16、172.16.0.0/12、10.0.0.0/8三个RFC标准私网
网段及其子网作为VPC的主IPv4网段，网段掩码有效范围为8~28位。填写示
例：192.168.0.0/24。

您也可以使用除100.64.0.0/10、224.0.0.0/4、127.0.0.0/8或
169.254.0.0/16及其子网外的自定义地址段作为VPC的主IPv4网段。

如果有多VPC场景或VPC与本地数据中心构建混合云场景，建议您使用RFC
标准私网网段的子网作为VPC的网段且掩码不超过16位，且多个VPC间、
VPC和本地数据中心的网段不能冲突。

说明 说明 VPC创建后，您不能修改VPC的主IPv4网段，但您可以添加附
加IPv4网段。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附加网段。

IPv6网段IPv6网段 选择是否为VPC分配IPv6网段。

描述描述 输入VPC的描述信息。

资源组资源组 选择VPC所属的资源组。

高级配置高级配置

是否开启IPv4网关能是否开启IPv4网关能
力力

关闭：系统默认关闭该功能，即只创建VPC和交换机。

开启：创建VPC后，系统会自动为您创建一个IPv4网关。

本文选择开启IPv4网关能力。

交换机交换机

名称名称 交换机的名称。

可用区可用区 交换机的可用区。同一VPC内不同可用区的交换机内网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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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网段IPv4网段

交换机的IPv4网段。

配置交换机的IPv4网段。交换机的网段限制如下：

交换机的网段必须是其所属VPC网段的真子集。

例如，VPC的网段是192.168.0.0/16，那么该VPC内交换机的网段必须是
192.168.0.0/16的真子集，可以是192.168.0.0/17~192.168.0.0/29。

每个交换机的第1个和最后3个IP地址为系统保留地址。

例如，交换机的网段为192.168.1.0/24，则192.168.1.0、
192.168.1.253、192.168.1.254和192.168.1.255这4个地址是系统保留地
址。

如果交换机有和其他VPC的交换机或本地数据中心通信的需求，请确保交换
机的网段和要通信的网段不冲突。

说明 说明 交换机创建后，不能再修改网段。

IPv6网段IPv6网段

选择是否为交换机开启IPv6网段并配置交换机的IPv6网段。

说明说明

如果您的VPC已分配IPv6网段，则需要配置交换机的IPv6网段信
息。

如果您的VPC未分配IPv6网段，则您无需配置交换机的IPv6网段
信息。

交换机的IPv6网段的掩码默认为/64，您可以输入十进制数字0~255，来自定
义交换机IPv6网段的最后8个比特位。

如VPC的IPv6网段为240b:4007:0:9700::/56，在交换机的IPv6网段输入十进
制数字255（对应十六进制为ff），则交换机的IPv6网段将为
240b:4007:0:97ff::/64。

配置 说明

b. 在专有网络专有网络页面，查看已创建的VPC并单击VPC的ID。

c. 在VPC详情页面，单击高级特性高级特性页签，查看当前VPC支持的高级特性。

单击IPv4网关能力IPv4网关能力，可查看到该VPC已启用IPv4网关能力，且关联的IPv4网关实例关联的IPv4网关实例处显示系统
已经创建并激活的IPv4网关。

为已有VPC开启IPv4网关能力

a. 找到需要开启IPv4网关能力的VPC，单击VPC的ID。

b. 在VPC详情页面，单击高级特性高级特性页签，然后单击IPv4网关能力IPv4网关能力。

c. 单击立即启用立即启用，在启用IPv4网关能力启用IPv4网关能力对话框，输入IPv4网关的名称和描述信息，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并继续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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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启用IPv4网关能力启用IPv4网关能力对话框，在选择路由表选择路由表区域，选择已在该VPC中创建的网关路由表，然后
单击确定确定。

在关联的IPv4网关实例关联的IPv4网关实例处显示已经创建并激活的IPv4网关，且该IPv4网关已经成功关联网关路由
表。如果开启IPv4网关能力时，未关联网关路由表，您可以参见创建网关路由表并修改路由条
目步骤为IPv4网关创建网关路由表。

新建IPv4网关并关联VPC新建IPv4网关并关联VPC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要创建IPv4网关的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IPv4网关IPv4网关。

4. 在IPv4网关IPv4网关页面，单击创建IPv4网关创建IPv4网关。

5. 在创建IPv4网关创建IPv4网关对话框，配置以下参数信息，然后单击创建创建。

参数 说明

地域地域 需要创建IPv4网关的地域。

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选择IPv4网关关联的VPC。

名称名称 输入IPv4网关的名称。

描述描述 输入IPv4网关的描述信息。

6. 在IPv4网关IPv4网关页面，查看已创建的IPv4网关。

创建成功的IPv4网关的状态为可用可用。

7. 在操作操作列单击激活激活。

如果IPv4网关所在专有网络的IPv4网关能力已启用，系统会默认激活该VPC中创建的IPv4网关。

8. 在激活激活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网关路由表并修改路由条目创建网关路由表并修改路由条目
绑定了IPv4网关的路由表即为网关路由表，控制IPv4网关进入VPC的流量路径。一个VPC下只能创建一张网关
路由表。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要创建路由表的地域。

3.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单击创建路由表创建路由表。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5. 在创建路由表创建路由表页面，配置以下参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说明

资源组资源组 选择要创建的路由表所属资源组。

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选择路由表所属的VPC。

本文选择IPv4网关所属的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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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对象类型绑定对象类型

选择路由表绑定的对象类型。

交换机交换机 ：路由表绑定的对象为交换机，为自定义路由表，管理交换机内的流量。

边界网关边界网关 ：路由表绑定的对象为IPv4网关，为网关路由表，控制IPv4网关进入
VPC的流量路径。

本文选择边界网关边界网关 。

名称名称 输入路由表的名称。

描述描述 输入路由表的描述。

参数 说明

创建完成后，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查看已创建的网关路由表。

6.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查看并找到已创建的网关路由表，然后单击路由表ID。

7. 在路由条目列表路由条目列表页签，找到路由条目，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编辑编辑。

8. 在编辑路由条目编辑路由条目对话框，配置以下参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目的网段目的网段 显示转发流量的目标网段。目的网段目的网段 不支持修改。

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选择下一跳类型：

LocalLocal：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本地。

ECS实例ECS实例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ECS实例。

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将目的地址在目标网段范围内的流量路由至选择的辅助弹性网卡。

说明 说明 当路由条目的下一跳类型为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或ECS实例ECS实例 时，需要先将下
一跳类型修改为LocalLocal，然后再将下一跳类型修改为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或ECS实例ECS实例 之后
修改具体的下一跳实例。不支持当下一跳类型为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或ECS实例ECS实例 时，直接
修改下一跳为其他的弹性网卡实例或ECS实例。

资源组资源组
选择下一跳所属的资源组。

当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选择为ECS实例ECS实例 或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时，需要配置该参数。

ECS实例ECS实例 或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选择下一跳实例。

当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选择为ECS实例ECS实例 或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时，需要配置具体的下一跳实例。

名称名称 修改路由条目的名称。

描述描述 修改路由表的描述信息。

绑定网关路由表至IPv4网关绑定网关路由表至IPv4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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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成网关路由表后，将网关路由表绑定至IPv4网关管理IPv4网关进入VPC的流量路径。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IPv4网关的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IPv4网关IPv4网关。

4. 在IPv4网关IPv4网关页面，找到目标IPv4网关，然后单击IPv4网关的实例ID。

5. 在IPv4网关详情页面，在网关路由条目网关路由条目区域，单击立即绑定立即绑定。

6. 在绑定路由表绑定路由表对话框，选择要绑定的网关路由表，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在网关路由条目网关路由条目区域，已绑定路由表已绑定路由表处，显示IPv4网关绑定的网关路由表。

为VPC路由表添加指向IPv4网关的路由条目为VPC路由表添加指向IPv4网关的路由条目
只有在VPC路由表中配置了指向IPv4网关的路由，VPC内的实例才可以访问公网。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路由表路由表。

3. 在路由表路由表页面，找到VPC的路由表，单击路由表的ID。

VPC的路由表为您需要通过IPv4网关访问公网的实例所绑定的路由表。

4. 在路由表详情页面，选择路由条目列表路由条目列表 >  > 自定义路由条目自定义路由条目，然后单击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

5. 在添加路由条目添加路由条目面板，配置以下参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名称名称 输入自定义路由条目的名称。

目标网段目标网段 输入目标网段0.0.0.0/0。

下一跳类型下一跳类型 选择下一跳类型为IPv4网关IPv4网关 。

IPv4网关IPv4网关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IPv4网关实例。

解绑IPv4网关绑定的网关路由表解绑IPv4网关绑定的网关路由表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IPv4网关的地域。

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IPv4网关IPv4网关。

4. 在IPv4网关IPv4网关页面，找到目标IPv4网关，然后单击IPv4网关的实例ID。

5. 在IPv4网关详情页面，在网关路由条目网关路由条目区域，单击更换路由表绑定更换路由表绑定。

6. 在绑定路由表绑定路由表对话框，选择解绑路由表解绑路由表，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IPv4网关删除IPv4网关
删除IPv4网关前，您需要解绑IPv4网关绑定的网关路由表、删除VPC路由表中指向IPv4网关的路由条目。关于
如何删除自定义路由条目，请参见添加和删除路由表中的路由条目。

删除IPv4网关后，VPC无法与公网互访，请您谨慎操作。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IPv4网关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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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IPv4网关IPv4网关。

4. 在IPv4网关IPv4网关页面，找到要删除的IPv4网关，然后在操作操作列单击删除删除。

5. 在是否删除是否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更多操作更多操作

操作 步骤

编辑IPv4网关

1. 在IPv4网关IPv4网关 页面，找到要编辑的IPv4网关，然后单击IPv4网关的实例ID。

2. 在IPv4网关详情页面，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在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右侧单击编辑编辑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输入要修改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

4. 在IPv4网关详情页面，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区域，在描述描述 右侧单击编辑编辑 。

5. 在弹出的对话框，输入要修改的描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

更换IPv4网关绑定的网关
路由表

1. 在IPv4网关IPv4网关 页面，找到目标IPv4网关，然后单击IPv4网关的实例ID。

2. 在网关路由条目网关路由条目 区域，单击更换路由表绑定更换路由表绑定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更换自定义路由表更换自定义路由表 ，在路由表列表中选择需要更换的路由
表，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

修改网关路由表

1. 在路由表路由表 页面，找到要修改路由条目的网关路由表，然后单击网关路由表ID。

2. 在网关路由表详情页面，在名称名称 右侧单击编辑编辑 。

3. 在弹出的对话框，输入要修改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

4. 在网关路由表详情页面，在描述描述 右侧单击编辑编辑 。

5. 在弹出的对话框，输入要修改的描述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

6. 在路由条目列表路由条目列表 页签，找到要修改的路由条目，然后在操作操作 列单击编辑编辑 。

7. 在对话框，修改路由条目的信息，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CreateIpv4Gateway：创建IPv4网关。

EnableVpcIpv4Gateway：激活IPv4网关。

CreateRouteTable：创建网关路由表。

AssociateRouteTableWithGateway：绑定IPv4网关和网关路由表。

DissociateRouteTableFromGateway：解绑IPv4网关和网关路由表。

DeleteIpv4Gateway：删除IPv4网关。

UpdateIpv4GatewayAttribute：修改IPv4网关的信息。

UpdateGatewayRouteTableEntryAttribute：修改网关路由表的信息。

本文为您介绍IPv4网关的常见问题和解答。

IPv4网关可以跨地域使用吗？

3.4.3. IPv4网关FAQ3.4.3. IPv4网关FAQ

专有网络VPC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网络连接

> 文档版本：20220707 7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7666.html#doc-api-Vpc-CreateIpv4Gateway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7667.html#doc-api-Vpc-EnableVpcIpv4Gateway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586.html#doc-api-Vpc-CreateRouteTable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7673.html#doc-api-Vpc-AssociateRouteTableWithGateway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7674.html#doc-api-Vpc-DissociateRouteTableFromGateway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7668.html#doc-api-Vpc-DeleteIpv4Gateway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7669.html#doc-api-Vpc-UpdateIpv4GatewayAttribute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07675.html#doc-api-Vpc-UpdateGatewayRouteTableEntryAttribute


一个VPC下可以创建多少个IPv4网关？

未激活的IPv4网关可以使用吗？

IPv4网关与路由表的关系？

网关路由表是否支持配置自定义路由条目？

IPv4网关可以跨地域使用吗？IPv4网关可以跨地域使用吗？
不可以，IPv4网关是地域级别的资源，只能在同一个地域中使用。

一个VPC下可以创建多少个IPv4网关？一个VPC下可以创建多少个IPv4网关？
IPv4网关与VPC是一一关联的关系，即一个VPC下只能创建一个IPv4网关，一个IPv4网关只能关联在一个VPC
下。

未激活的IPv4网关可以使用吗？未激活的IPv4网关可以使用吗？
不可以，只有激活成功的IPv4网关才可以使用，才具有公网访问的能力。

IPv4网关与路由表的关系？IPv4网关与路由表的关系？
IPv4网关不能绑定系统路由表。

已绑定交换机的路由表不能与IPv4网关绑定。

IPv4网关只能绑定网关路由表，且为一一关联的关系。

网关路由表是否支持配置自定义路由条目？网关路由表是否支持配置自定义路由条目？
网关路由表不支持配置自定义路由条目，但可以修改网关路由表中路由条目的下一跳类型。

路由条目的下一跳类型支持修改为Local、弹性网卡或ECS实例。当路由条目的下一跳类型为弹性网卡或ECS
实例时，需要先将下一跳类型修改为Local，然后再将下一跳类型修改为弹性网卡或ECS实例之后修改具体的
下一跳实例。不支持当下一跳类型为弹性网卡或ECS实例时，直接修改下一跳为其他的弹性网卡或ECS实例。

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提供ClassicLink功能，使经典网络的云服务器ECS实例可以和专有网络
中的云资源通过内网互通。

注意 注意 目前，仅具有开通经典网络特权的地域，才支持为该地域的VPC开启ClassicLink功能。关于如
何查看地域是否具有开通经典网络特权，请参见查看ECS实例配额。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在使用ClassicLink功能前，请注意如下限制：

最多允许1000台经典网络ECS实例连接到同一个VPC。

同账号且同地域下，一台经典网络ECS实例只能连接到一个VPC。

如果要进行跨账号连接，例如将账号A的ECS实例连接到账号B的VPC，可以将ECS实例从账号A过户到账号
B。

您可以提交工单申请ECS实例过户。过户前，确保您已了解ECS实例过户须知。

3.5. ClassicLink3.5. ClassicLink
3.5.1. ClassicLink概述3.5.1. ClassicLink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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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网络ECS实例只支持与VPC主网段下的ECS实例通信，而不支持与VPC附加网段下的ECS实例通信。

VPC要开启ClassicLink功能，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VPC网段 限制

172.16.0.0/12 该VPC中不存在目标网段为10.0.0.0/8的自定义路由条目。

10.0.0.0/8
该VPC中不存在目标网段为10.0.0.0/8的自定义路由条目。

确保和经典网络ECS实例通信的交换机的网段在10.111.0.0/16内。

192.168.0.0/16

该VPC中不存在目标网段为10.0.0.0/8的自定义路由条目。

需要在经典网络ECS实例中增加192.168.0.0/16指向私网网卡的路由。您
可以使用提供的脚本添加路由，下载路由脚本。

说明 说明 在运行脚本前，请仔细阅读脚本中包含的readme.txt文
件。

连接场景连接场景
经典网络ECS实例和VPC互通的连接场景如下表所示。

连接发起端
网络类型

地域/账号
接收端网络类型/内网互通

经典网络（Classic） 专有网络（VPC）

经典网络
（Classic）

同地域

同账号
安全组同账号授权 建立ClassicLink连接

同地域

跨账号
安全组跨账号授权

方案A：

i. 经典网络ECS实例迁移至VPC

ii. VPC互连

方案B：

i. 经典网络ECS实例过户至VPC的
所属账号下

您可以提交工单申请ECS实例过
户。过户前，确保您已了解ECS
实例过户须知。

ii. 建立ClassicLink连接

跨地域

同账号

1. 将两端ECS实例都迁移至VPC网络 1. 将发起端ECS实例迁移至VPC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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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端VPC互连 2. 两端VPC互连

跨地域

跨账号

专有网络
（VPC）

同地域

同账号
建立ClassicLink连接

VPC互连

同地域

跨账号

方案A：

i. 经典网络ECS实例迁移至VPC

ii. VPC互连

方案B：

i. 经典网络ECS实例过户至VPC的
所属账号下

ii. 建立ClassicLink连接

跨地域

同账号 1. 将接收端经典网络ECS实例迁移至
VPC

2. VPC互连跨地域

跨账号

连接发起端
网络类型

地域/账号
接收端网络类型/内网互通

经典网络（Classic） 专有网络（VPC）

ClassicLink互通原理ClassicLink互通原理
经典网络和VPC互通与经典网络和经典网络互通的底层实现是一致的，因此内网延迟不变，内网带宽限速不
变。宕机迁移、热迁移、停止、启动、重启、更换系统盘等操作不会改变已建立的ClassicLink连接。

经典网络是一个网络平面，VPC是另一个网络平面，ClassicLink是通过路由建立这两个网络平面的连接，让其
具备互通的条件。因此使用ClassicLink功能，首先要避免网络地址冲突，做好网络地址规划。

阿里云经典网络中使用的地址段是10.0.0.0/8（不包括10.111.0.0/16），因此只要VPC的地址段与经典网络
的地址段不冲突，就可以通过ClassicLink功能通信。可以与经典网络互通的VPC地址段有10.111.0.0/16、
172.16.0.0/12和192.168.0.0/16。

ClassicLink互通原则ClassicLink互通原则
使用ClassicLink功能建立经典网络ECS实例和VPC的私网通信后：

经典网络ECS实例可以访问目标VPC内的云资源。

ClassicLink连接建立成功后，经典网络的ECS实例可以访问已连接的VPC内的云资源，包括ECS实例、RDS
实例、SLB实例等。例如经典网络ECS实例连接到了地址段为10.0.0.0/8的VPC，该VPC内有个网段为
10.111.1.0/24的交换机。如果该交换机内部署了ECS实例、RDS等云资源，则经典网络的ECS实例可以通
过ClassicLink功能访问这些云资源。

ClassicLink连接成功后，VPC内的ECS实例只能访问已连接到该VPC的经典网络ECS实例，不能访问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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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典网络ECS实例，也不能访问经典网络内的其它云资源。

专有网络VPC（Virtual Private Cloud）提供ClassicLink功能，使经典网络的ECS实例可以和专有网络中的云资
源通过内网互通。建立ClassicLink连接前，您需要开启ClassicLink功能。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ClassicLink可以实现经典网络的ECS实例访问已连接的VPC内的云资源，包括ECS实例、RDS实例、SLB实例
等。VPC内的ECS实例只能访问已连接到该VPC的经典网络ECS实例，不能访问未连接的经典网络ECS实例，
也不能访问经典网络内的其它云资源。更多信息，请参见ClassicLink概述。

注意 注意 目前，仅具有开通经典网络特权的地域，才支持为该地域的VPC开启ClassicLink功能。关于如
何查看地域是否具有开通经典网络特权，请参见查看ECS实例配额。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专有网络的地域。

3. 在专有网络专有网络页面，找到目标专有网络，单击专有网络的ID。

4. 在专有网络详情页面，单击页面右上方的开启ClassicLink开启ClassicLink。

5. 在开启ClassicLink开启ClassicLink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确定。

开启ClassicLink后，ClassicLink的状态变更为已开启已开启。

建立ClassicLink连接，可以使经典网络的ECS实例与专有网络内的云资源通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建立ClassicLink连接前，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您已经了解建立ClassicLink连接的限制。更多信息，请参见ClassicLink概述。

您已经在要建立ClassicLink连接的专有网络中开启了ClassicLink功能。具体操作，请参见开启ClassicLink功
能。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3.5.2. 开启ClassicLink功能3.5.2. 开启ClassicLink功能

3.5.3. 建立ClassicLink连接3.5.3. 建立ClassicLink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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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选择实例的所属地域。

4. 在实例实例页面，找到目标经典网络的ECS实例，在操作操作列选择更多更多 >  > 网络和安全组网络和安全组 >  > 设置专有网络连设置专有网络连
接状态接状态。

5. 在连接专有网络连接专有网络对话框，选择要连接的专有网络，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6. 单击前往实例安全组列表添加classicLink安全组规则前往实例安全组列表添加classicLink安全组规则，然后单击添加ClassicLink安全组规则添加ClassicLink安全组规则。

7. 在添加ClassicLink安全组规则添加ClassicLink安全组规则对话框，根据以下信息配置ClassicLink安全组规则，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经典网络安全组经典网络安全组 显示经典网络安全组的名称。

选择专有网络安全组选择专有网络安全组 选择专有网络的安全组。

授权方式授权方式

选择一种授权方式：

经典网络 <=> 专有网络：相互授权访问，推荐使用这种授权方式。

专有网络 => 经典网络：授权专有网络内的云资源访问经典网络ECS。

经典网络 => 专有网络：授权经典网络ECS访问专有网络内的云资源。

协议类型协议类型 选择授权通信的协议。

端口范围端口范围 选择授权通信的端口。端口的输入格式为xx/xx，例如授权80端口，则输入80/80。

优先级优先级 设置该规则的优先级。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

描述描述 输入安全组描述。

8. 返回ECS管理控制台，在实例实例页面，单击右侧的 图标，在自定义列表项自定义列表项对话框中选中连接状态连接状态，然

后单击确定确定，查看ECS实例的连接状态连接状态。

在连接状态连接状态列，可以查看到该经典网络的ECS实例为已连接已连接状态及具体连接的专有网络ID。

您可以取消ClassicLink连接，取消连接后，将会中断经典网络ECS实例与VPC之间的互通关系。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ECS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实例与镜像实例与镜像 >  > 实例实例。

3. 选择实例的所属地域。

4. 在实例列表实例列表页面，找到目标经典网络实例，单击操作操作列下的更多更多 >  > 网络和安全组网络和安全组 >  > 设置专有网络连设置专有网络连
接状态接状态。

5. 在取消连接专有网络取消连接专有网络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3.5.4. 取消ClassicLink连接3.5.4. 取消ClassicLink连接

3.5.5. 关闭ClassicLink功能3.5.5. 关闭ClassicLink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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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关闭专有网络的ClassicLink功能，关闭后，经典网络实例将不能与该专有网络建立ClassicLink连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经取消了经典网络实例与专有网络的ClassicLink连接。具体操作，请参见取消ClassicLink连接。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顶部状态栏处，选择专有网络的地域。

3. 在专有网络专有网络页面，找到目标专有网络，单击专有网络的ID。

4. 在专有网络详情页面，单击关闭ClassicLink关闭ClassicLink。

5. 在关闭ClassicLink关闭ClassicLink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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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网络VPC不仅可以通过网络ACL实现访问控制，还可以依赖各个云产品的访问控制能力来实现安全访
问，例如云服务器ECS通过设置安全组来进行访问控制，负载均衡SLB和云数据库RDS通过白名单来进行访问
控制。

网络ACL网络ACL
网络ACL是VPC中的网络访问控制功能。您可以自定义设置网络ACL规则，并将网络ACL与交换机绑定，实现
对交换机中ECS实例的流量的访问控制。详细信息，请参见网络ACL概述。

ECS安全组ECS安全组
安全组是一种虚拟防火墙，具备状态检测和数据包过滤能力，用于在云端划分安全域。通过配置安全组规
则，您可以控制安全组内一台或多台ECS实例的入流量和出流量。详细信息，请参见安全组概述。

RDS白名单RDS白名单
在VPC中使用云数据库RDS实例，需要将云服务器的IP地址加入到需要访问的RDS的白名单中，云服务器才能
访问RDS实例，而其他IP地址将拒绝访问RDS实例。详细信息，请参见设置IP白名单。

SLB白名单SLB白名单
负载均衡是将访问流量根据转发策略分发到后端多台云服务器的流量分发控制服务。您可以为负载均衡监听
设置允许转发请求的IP地址，适用于只允许特定IP访问应用的场景。详细信息，请参见访问控制概述。

安全组是一种虚拟防火墙，用于控制安全组内ECS实例的入流量和出流量，从而提高ECS实例的安全性。安全
组具备状态检测和数据包过滤能力，您可以基于安全组的特性和安全组规则的配置在云端划分安全域。

安全组和安全组规则安全组和安全组规则
安全组分为普通安全组和企业安全组。企业安全组面向企业级场景，可以容纳更多的实例、弹性网卡和私网
IP，而且访问策略更加严格。实例加入安全组的规则如下：

实例至少加入一个安全组，可以同时加入多个安全组。

实例上挂载的弹性网卡中，辅助网卡可以加入和实例不同的安全组。

实例不支持同时加入普通安全组和企业安全组。更多安全组相关的使用限制及配额说明，请参见安全组使
用限制。

安全组在未添加安全组规则时，自身已经具有控制出入流量的一些特性。在这些特性基础上，您可以继续添
加、修改安全组规则更精细地控制出入流量。在控制台创建安全组时，系统会自动添加默认规则，您可以根
据需要维护这些规则。普通安全组和企业安全组的自身特性，以及自动添加的默认规则如下表所示。

4.访问控制4.访问控制
4.1. VPC访问控制概述4.1. VPC访问控制概述

4.2. 安全组4.2. 安全组
4.2.1. 安全组概述4.2.1. 安全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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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说明

调用API创建安全组时，系统不会自动添加默认规则。

安全组为有状态应用。一个有状态的会话连接中，会话的最长保持时长是910秒。允许访问并建
立会话后，安全组会默认放行同一会话中的通信。例如，在会话期内，如果连接的数据包在入方
向是允许的，则在出方向也是允许的。

类型 特性 默认规则

普通安全组

支持的网络类型：专有网络和经典网络。

未添加安全组规则时：

同一普通安全组内的实例之间内网互通。

不同普通安全组内的实例之间内网隔离。

默认拒绝所有入方向的访问请求。

普通安全组未添加安全组规则时，允许和拒绝
的访问请求如安全组控制访问请求示意图（未
添加安全组规则）所示。

入方向：5条入方向安全组规则，即针对TCP
协议允许所有IP访问HTTP(80)、
HTTPS(443)、SSH(22)、RDP(3389)端口，并
针对ICMP(IPv4)协议允许所有IP访问所有端
口。

出方向：无。

如果在控制台创建普通安全组时保留了上述默认
规则，允许和拒绝的访问请求如普通安全组控制
访问请求示意图（添加默认规则）所示。

企业安全组

支持的网络类型：专有网络。

未添加安全组规则时：

同一企业安全组内的实例之间内网隔离。

不同企业安全组内的实例之间内网隔离。

默认拒绝所有入方向和出方向的访问请
求。

企业安全组未添加安全组规则时，允许和拒绝
访问请求如安全组控制访问请求示意图（未添
加安全组规则）所示。

入方向：5条入方向安全组规则，即针对TCP
协议允许所有IP访问HTTP(80)、
HTTPS(443)、SSH(22)、RDP(3389)端口，并
针对ICMP(IPv4)协议允许所有IP访问所有端
口。

出方向：1条出方向安全组规则，即针对所有
协议允许所有IP访问所有端口，避免引起网络
连通性问题。

如果在控制台创建企业安全组时保留了上述默认
规则，允许和拒绝的访问请求如企业安全组控制
访问请求示意图（添加默认规则）所示。

安全组控制访问请求示意图（未添加安全组规则）

普通安全组控制访问请求示意图（添加默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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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组控制访问请求示意图（添加默认规则）

新增、修改安全组规则后，会自动应用于安全组内所有实例。安全组规则支持针对IP地址、CIDR地址块、其
他安全组、前缀列表授权。

说明 说明 仅普通安全组支持针对其他安全组授权。

如果一台实例加入了多个安全组，则所有安全组的安全组规则均应用于该实例。在检测到访问请求时，系统
会逐一检查适用于实例的安全组规则，根据安全组规则的协议、端口、优先级等属性进行判断，匹配到允许
访问的安全组规则时才会建立会话。更多安全组规则的属性说明和示例，请参见安全组规则概述。

安全组使用指导安全组使用指导
使用安全组控制实例流量的典型使用流程如下：

1. 创建安全组。

2. 添加安全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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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实例加入安全组。

4. 按需管理已有安全组和安全组规则。

使用安全组控制辅助网卡流量的典型使用流程如下：

1. 创建安全组。

2. 添加安全组规则。

3. 将辅助网卡加入安全组。

4. 将辅助网卡绑定至实例。

5. 按需管理已有安全组和安全组规则。

关于安全组的具体操作和应用案例，请参见安全组操作导航和安全组应用案例ECS安全组配置操作指南。

默认安全组默认安全组
实例至少需要加入一个安全组。通过ECS管理控制台创建实例时，如果您还未在所选地域创建安全组，可以
使用默认安全组。系统会在创建实例的同时创建一个安全组，网络类型和实例一致。默认安全组的安全组类
型为普通安全组，安全组规则配置如下图所示。

默认安全组规则的效果如下：

规则优先级：100。

说明 说明 2020年05月27日以前系统创建的默认安全组规则的优先级为110。

针对TCP协议允许所有IP访问SSH(22)、RDP(3389)端口。

针对ICMP(IPv4)协议允许所有IP访问所有端口。

如果选中HT T P 80端口HT T P 80端口和HT T PS 443端口HT T PS 443端口，还会针对TCP协议允许所有IP访问HTTP(80)、HTTPS(443)端
口。

安全组托管模式安全组托管模式
部分其他云产品（例如云防火墙、NAT网关等）也会使用安全组的能力。为了保障云产品的服务可用，并防
止您误操作资源，这些云产品会自动创建托管模式的安全组。该类安全组由对应的云产品管理，您只有查看
权限，没有操作权限。更多信息，请参见托管安全组。

实践建议实践建议
将安全组作为白名单使用，即默认拒绝所有访问，通过添加安全组规则设置允许访问的端口范围和授权对
象。

添加安全组规则时遵循最小授权原则。例如，开放Linux实例的22端口用于远程登录时，建议仅允许特定
的IP访问，而非所有IP（  0.0.0.0/0 ）。

单个安全组内尽量保持规则简洁。单台实例可以加入多个安全组，单个安全组可以添加多条安全组规则，
如果应用在单台实例上的安全组规则过多，会增加管理复杂度并引入风险。

不同类型应用的实例加入不同的安全组，分别维护安全组规则。例如，需要接受公网访问的实例加入同一
个安全组，默认拒绝所有访问，然后设置仅暴露对外提供服务的端口（例如80、443等）。同时避免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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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公网访问的实例上提供其他服务，例如MySQL、Redis等，建议将内部服务部署在不接受公网访问的实
例上，并加入单独的安全组。

避免直接修改线上环境使用的安全组。修改安全组设置后会自动应用于组内所有实例，您可以先克隆一个
安全组并在测试环境调试，确保修改后实例间通信正常。

合理定义安全组名称、标签等，方便快速识别安全组的用途，在管理较多安全组时更加清晰。

合理使用安全组可以有效提高实例的安全性，但提高实例安全性是一项系统的工作，您还可以结合更多其他
做法。更多信息，请参见安全最佳实践。

当您创建VPC类型的ECS实例时，可以使用系统提供的默认安全组规则，也可以选择VPC中已有的其他安全
组。安全组是一种虚拟防火墙，用来控制ECS实例的出站和入站流量。

本文档介绍常用VPC类型的ECS实例的安全组设置。

案例一：私网互通案例一：私网互通
VPC类型的ECS实例互通分以下两种情况：

同一VPC内的相同安全组下的ECS实例，默认互通。

不同VPC内的ECS实例，无法互通。首先需要使用高速通道、VPN网关、云企业网等产品打通两个VPC之间
的通信，然后确保两个VPC内的ECS实例的安全组规则允许互相访问，如下表所示。

安全组规则
规则
方向

授权
策略

协议类型和端
口范围

授权类型 授权对象

VPC 1中的ECS实例的安
全组配置

入方
向

允许

Windows:
RDP

3389/3389

地址段访
问

要访问的VPC2中的ECS实例的私
网IP。

说明 说明 如果允许任意
ECS实例登录，填写
0.0.0.0/0。

入方
向

允许
Linux: SSH

22/22

地址段访
问

入方
向

允许
自定义TCP

自定义

地址段访
问

VPC 2中的ECS实例的安
全组配置

入方
向

允许

Windows:
RDP

3389/3389

地址段访
问

要访问的VPC1中的ECS实例的私
网IP。

入方
向

允许
Linux: SSH

22/22
地址段访
问

4.2.2. ECS安全组配置案例4.2.2. ECS安全组配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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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允许任意
ECS实例登录，填写
0.0.0.0/0。

入方
向

允许
自定义TCP

自定义

地址段访
问

安全组规则
规则
方向

授权
策略

协议类型和端
口范围

授权类型 授权对象

案例二：拒绝特定IP或特定端口的访问案例二：拒绝特定IP或特定端口的访问
您可以通过配置安全组拒绝特定IP或特定端口对VPC类型的ECS实例的访问，如下表所示。

安全组规则
规则
方向

授权
策略

协议类型和端
口范围

授权类型 授权对象

拒绝特定IP地址段对ECS
实例所有端口的入站访问

入方
向

拒绝
全部

-1/-1

地址段访
问

要拒绝访问的IP地址段，如
10.0.0.1/32。

拒绝特定IP地址段对ECS
实例TCP 22端口的入站
访问

入方
向

拒绝
SSH(22)

22/22

地址段访
问

要拒绝访问的IP地址段，如
10.0.0.1/32。

案例三：只允许特定IP远程登录ECS实例案例三：只允许特定IP远程登录ECS实例
如果您为VPC中的ECS实例配置了公网IP，如EIP、公网NAT网关等。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添加如下安全组
规则允许Windows远程登录或Linux SSH登录。

安全组规则
规则
方向

授权
策略

协议类型和端
口范围

授权类型 授权对象

允许Windows远程登录
入方
向

允许
RDP

3389/3389

地址段访
问

允许登录ECS实例的指定IP地址。

说明 说明 如果允许任意公
网IP登录ECS，填写
0.0.0.0/0。

允许Linux SSH登录
入方
向

允许
SSH

22/22

地址段访
问

允许登录ECS实例的指定IP地址。

说明 说明 如果允许任意公
网IP登录ECS实例，填写
0.0.0.0/0。

案例四：允许公网访问ECS实例部署的HTTP或HTTPS服务案例四：允许公网访问ECS实例部署的HTTP或HTTPS服务
如果您在VPC类型的ECS实例上部署了一个网站，通过EIP、公网NAT网关对外提供服务，您需要配置以下安
全组规则允许用户从公网访问您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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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组规则
规则
方向

授权
策略

协议类型和端
口范围

授权类型 授权对象

允许来自HTTP 80端口的
入站访问

入方
向

允许
HTTP

80/80

地址段访
问

0.0.0.0/0

允许来自HTTPS 443端口
的入站访问

入方
向

允许
HTTPS

443/443

地址段访
问

0.0.0.0/0

允许来自TCP 80端口的
入站访问

入方
向

允许
TCP

80/80

地址段访
问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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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虚拟IP（High-Availability Virtual IP Address，简称HaVip）是一种可以独立创建和释放的私网IP资
源。HaVip可以与高可用软件（例如，Keepalived）配合使用，搭建高可用主备服务，提高业务的可用性。

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
HaVip功能正在公测，您可以使用阿里云账号（主账号）提交公测申请。

注意 注意 公测期间，HaVip免费使用，且不承诺任何服务等级协议（SLA）相关的保障条款。

支持HaVip功能的地域如下表所示。

区域 支持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亚太

华北1（青岛）、华北2（北京）、华北3（张家口）、华北5（呼和浩特）、华北6（乌
兰察布）、华东1（杭州）、华东2（上海）、华东5（南京-本地地域）、华南1（深
圳）、华南2（河源）、华南3（广州）、西南1（成都）、中国（香港）、日本（东
京）、韩国（首尔）、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菲律宾（马尼拉）、泰国（曼谷）、印度（孟买）

欧洲与美洲 德国（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美国（硅谷）、美国（弗吉尼亚）

中东 阿联酋（迪拜）

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5.高可用虚拟IP5.高可用虚拟IP
5.1. 高可用虚拟IP概述5.1. 高可用虚拟IP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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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实例除了可以拥有主私网IP地址外，还可以绑定HaVip，以获得多个私网IP地址。HaVip不仅具备与ECS实
例主私网IP地址一样的网络接入能力，还可以与高可用软件（例如，Keepalived）配合使用，搭建高可用主
备服务，提高业务的可用性。更多信息，请参见HaVip结合keepalived实现主备双机高可用。HaVip可以通过以下
两种方式绑定ECS实例：

HaVip直接与ECS实例绑定。

HaVip与多个ECS实例绑定成功后，某个ECS实例可以通过地址解析协议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宣告这个HaVip。宣告成功后，该ECS实例作为主ECS实例，其余ECS实例作为备ECS实例。当主
ECS实例出现故障时，备ECS实例可以转换为主ECS实例，继续提供服务。1个HaVip最多支持同时绑定10个
不同的ECS实例。

HaVip绑定ECS实例的主网卡或者ECS实例的辅助网卡。

HaVip与多个ECS实例的主网卡或者ECS实例的辅助网卡绑定成功后，某个弹性网卡可以通过ARP协议宣告
同这个HaVip。宣告成功后，该弹性网卡作为主弹性网卡，其余弹性网卡作为备弹性网卡。当主弹性网卡
出现故障时，备弹性网卡可以转换为主弹性网卡，继续提供服务。1个HaVip最多支持同时绑定10个不同
的ECS实例的弹性网卡（主网卡或辅助网卡）。

HaVip具有以下特点：

HaVip是1个浮动的私网IP，不会固定在指定的ECS实例或弹性网卡上。ECS实例或弹性网卡可通过ARP协议
宣告来更改与HaVip的绑定关系。

HaVip具有子网属性，仅支持绑定到同一交换机下的ECS实例或弹性网卡上。

1个HaVip支持同时绑定10个ECS实例或同时绑定10个弹性网卡，但1个HaVip不能既绑定ECS实例又绑定弹
性网卡。

使用场景使用场景
HaVip配置灵活，可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

场景一：面向私网的高可用服务

如下图所示，两个ECS实例基于HaVip，使用Keepalived组合成一个高可用的私网服务。VPC内的其他实例
可以通过私网访问该服务，服务地址为HaVip的地址。当主ECS实例发生故障时，备用ECS实例会自动调用
自身的接管程序，接管主ECS实例的服务，实现业务高可用。

场景二：面向公网的高可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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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两个ECS实例基于HaVip，使用Keepalived并且将HaVip与EIP绑定，对外提供高可用的公网服
务，服务地址为HaVip绑定的EIP。当主ECS实例发生故障时，备用ECS实例会自动调用自身的接管程序，接
管主ECS实例的服务，实现业务高可用。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资源 默认限制 提升配额

支持创建HaVip的网络类型 VPC类型

无法提升。

单个ECS实例支持同时绑定的HaVip
数量

5个

单个HaVip支持同时绑定的ECS实例
或弹性网卡的数量

10个

HaVip是否支持广播和组播通信

不支持

说明 说明 HaVip只支持单
播，如果您使用keepalived等
第三方软件实现高可用，需要
将配置文件中的通信方式修改
为单播通信。

单个账号支持创建的HaVip的数量 5个

单个VPC支持创建的HaVip的数量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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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前往配额管理页面自助提升配
额。具体操作，请参见管理配额。

单个VPC内，目的地址指向HaVip的
路由条目的数量

5条

资源 默认限制 提升配额

使用HaVip使用HaVip
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和管理高可用虚拟IP。

高可用虚拟IP（HaVip）是一种可以独立创建和释放的私网IP资源。您可以将高可用虚拟IP与专有网络类型的
云资源绑定，如ECS实例、弹性网卡和EIP。绑定ECS实例或弹性网卡成功后，ECS实例可以通过地址解析协议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宣告HaVip，以获得多个私网IP。绑定EIP后，该HaVip可以通过EIP提供
公网服务。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创建和管理高可用虚拟IP。

任务任务
创建高可用虚拟IP

绑定ECS实例

绑定弹性网卡

绑定EIP

解绑ECS实例

解绑弹性网卡

解绑EIP

删除高可用虚拟IP

创建高可用虚拟IP创建高可用虚拟IP
开始创建高可用虚拟IP前，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目前，高可用虚拟IP功能正在公测，如需使用，请使用阿里云账号（主账号）提交公测申请。

您已经创建了专有网络和交换机。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和管理专有网络和创建和管理交换机。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要创建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高可用虚拟IP功能支持的地域信息，请参见功能发布及地域支持情况。

4. 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单击创建高可用虚拟IP创建高可用虚拟IP。

5. 在创建高可用虚拟IP创建高可用虚拟IP对话框，根据以下信息配置高可用虚拟IP，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地域地域 显示要创建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输入高可用虚拟IP的名称。

专有网络专有网络 选择高可用虚拟IP所属的专有网络。

5.2. 创建和管理高可用虚拟IP5.2. 创建和管理高可用虚拟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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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交换机 选择高可用虚拟IP所属的交换机。

交换机网段交换机网段 显示交换机的网段。

是否自动分配私是否自动分配私
网IP地址网IP地址

选择是否自动分配私网IP地址。

是是 ：由系统在所选交换机的网段中分配一个未被占用的私网IP地址。

否否 ：手动输入一个私网IP地址，该IP地址必须为所选交换机的网段中未被占用的私网IP
地址。

配置 说明

绑定ECS实例绑定ECS实例
您已经创建了ECS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向导创建实例。

1个高可用虚拟IP最多支持同时绑定10个ECS实例或10个弹性网卡（主网卡或辅助网卡），但1个高可用虚
拟IP不能既绑定ECS实例又绑定弹性网卡。

如果删除已绑定高可用虚拟IP的ECS实例，系统会自动解除高可用虚拟IP和该ECS实例的绑定关系。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4. 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找到目标高可用虚拟IP实例，单击高可用虚拟IP的ID。

5. 在绑定资源绑定资源区域ECS实例ECS实例处，单击立即绑定立即绑定。

6. 在弹出的对话框，根据以下信息选择要绑定的ECS实例，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绑定类型绑定类型

选择要绑定高可用虚拟IP的资源类型，支持选择以下两种资源类型：

ECS实例ECS实例

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本文选择ECS实例ECS实例 。

绑定资源绑定资源

选择要绑定高可用虚拟IP的ECS实例。

要绑定高可用虚拟IP的ECS实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ECS实例的网络类型为专有网络类型。

ECS实例所属的交换机与高可用虚拟IP所属的交换机相同。

绑定弹性网卡绑定弹性网卡
您可以将高可用虚拟IP绑定到ECS实例的弹性网卡（主网卡或辅助网卡）上，绑定成功后，ECS实例可以通过
ARP协议宣告高可用虚拟IP，以获得多个私网IP。绑定弹性网卡前，请您了解以下内容：

您已经创建了ECS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向导创建实例。

您已经创建了辅助弹性网卡且已将辅助弹性网卡绑定至ECS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弹性网卡和绑定
弹性网卡。

1个高可用虚拟IP最多支持同时绑定10个ECS实例或10个弹性网卡（主网卡或辅助网卡），但1个高可用虚

专有网络VPC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高可用虚拟I
P

> 文档版本：20220707 9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190.html#task-vwq-5g4-r2b
https://vpcnext.console.aliyun.com/vpc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7190.html#task-vwq-5g4-r2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3408.html#task-72811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8503.html#concept-twf-4jj-zdb


拟IP不能既绑定ECS实例又绑定弹性网卡。

如果从ECS实例上解绑已绑定高可用虚拟IP的辅助弹性网卡，不会影响高可用虚拟IP和该辅助弹性网卡的绑
定关系。如果删除已绑定高可用虚拟IP的辅助弹性网卡，系统会自动解除高可用虚拟IP和该辅助弹性网卡
的绑定关系。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4. 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找到目标高可用虚拟IP实例，单击高可用虚拟IP的ID。

5. 在绑定资源绑定资源区域，找到ECS实例ECS实例，然后单击立即绑定立即绑定。

6. 在弹出的对话框，根据以下信息选择要绑定的弹性网卡，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配置 说明

绑定类型绑定类型

选择要绑定高可用虚拟IP的资源类型，支持选择以下两种资源类型：

ECS实例ECS实例

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本文选择弹性网卡弹性网卡 。

绑定资源绑定资源
先选择要绑定高可用虚拟IP的弹性网卡所在ECS实例，然后再选择弹性网卡。

要绑定高可用虚拟IP的弹性网卡所属的交换机与高可用虚拟IP所属的交换机必须相同。

绑定EIP绑定EIP
您可以将EIP绑定至高可用虚拟IP上，绑定后该高可用虚拟IP可以通过EIP提供公网服务。绑定EIP前，您需要申
请EIP。需要绑定的EIP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EIP的地域必须和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相同。

EIP实例的状态必须处于可用状态。

如何在EIP管理控制台将高可用虚拟IP和EIP绑定，请参见绑定高可用虚拟IP。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4. 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找到目标高可用虚拟IP实例，然后在操作操作列选择更多更多 >  > 绑定EIP绑定EIP。

5. 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需要绑定的EIP，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解绑ECS实例解绑ECS实例
您可以将高可用虚拟IP从ECS实例上解绑，解绑后，该ECS实例将不能通过ARP协议宣告解绑的高可用虚拟
IP。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4. 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找到目标高可用虚拟IP，单击高可用虚拟IP的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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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绑定资源绑定资源区域，在已绑定ECS实例已绑定ECS实例处找到目标ECS实例，单击解除关联解除关联。

6. 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解绑弹性网卡解绑弹性网卡
您可以将高可用虚拟IP从弹性网卡上解绑，解绑后，绑定弹性网卡的ECS实例将不能通过ARP协议宣告解绑的
高可用虚拟IP。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4. 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找到目标高可用虚拟IP，单击高可用虚拟IP的ID。

5. 在绑定资源绑定资源区域，在已绑定弹性网卡已绑定弹性网卡处找到目标弹性网卡，单击解除关联解除关联。

6. 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解绑EIP解绑EIP
如果高可用虚拟IP不需要通过EIP提供公网服务时，您可以将高可用虚拟IP与EIP解绑。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4. 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找到目标高可用虚拟IP，单击操作操作列下的解绑EIP解绑EIP。

5. 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高可用虚拟IP删除高可用虚拟IP
删除高可用虚拟IP前，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高可用虚拟IP未绑定ECS实例，如果高可用虚拟IP绑定了ECS实例，请先解绑。具体操作，请参见解绑ECS
实例。

高可用虚拟IP未绑定弹性网卡，如果高可用虚拟IP绑定了弹性网卡，请先解绑。具体操作，请参见解绑弹
性网卡。

高可用虚拟IP未绑定EIP，如果高可用虚拟IP绑定了EIP，请先解绑。具体操作，请参见解绑EIP。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高可用虚拟IP的地域。

4. 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先找到目标高可用虚拟IP，然后在操作操作列下，单击删除删除。

5. 在弹出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CreateHaVip：创建高可用虚拟IP。

AssociateHaVip：绑定高可用虚拟IP至专有网络ECS实例或弹性网卡。

AssociateEipAddress：绑定高可用虚拟IP至EIP。

UnassociateHaVip：将高可用虚拟IP从专有网络ECS实例或弹性网卡上解绑。

UnassociateEipAddress：将EIP从高可用虚拟IP上解绑。

DeleteHaVip：删除高可用虚拟IP。

专有网络VPC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高可用虚拟I
P

> 文档版本：20220707 98

https://vpcnext.console.aliyun.com/vpc
https://vpcnext.console.aliyun.com/vpc
https://vpcnext.console.aliyun.com/vpc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486.html#doc-api-Vpc-CreateHaV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487.html#doc-api-Vpc-AssociateHaV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6017.html#doc-api-Vpc-AssociateEipAddress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488.html#doc-api-Vpc-UnassociateHaVi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6021.html#doc-api-Vpc-UnassociateEipAddress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489.html#doc-api-Vpc-DeleteHaVip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高可用虚拟IP（High-Availability Virtual IP Address，简称HaVip）和keepalived搭建
主备双机，实现业务高可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目前，高可用虚拟IP功能正在公测，如需使用，请使用阿里云账号（主账号）提交公测申请。

您已经申请了弹性公网IP（Elast ic IP Address，简称EIP）。具体操作，请参见申请EIP。

您已经创建了两台云服务器ECS实例，并在ECS实例部署了Nginx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使用向导创建实
例。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文以下图场景为例。某公司在阿里云创建了两台ECS实例，两台ECS实例均部署了Nginx服务。因公司业务
发展，要求业务具有高可用性。

您可以使用HaVip和keepalived搭建主备双机，搭建成功后，默认主实例ECS1承接客户端访问流量。当主实
例ECS1发生故障时，备用实例ECS2会自动调用自身的接管程序，接管主实例ECS1的虚拟IP资源及服务，实现
业务高可用。

配置步骤配置步骤

步骤一：创建HaVip步骤一：创建HaVip

5.3. 使用示例5.3. 使用示例
5.3.1. HaVip结合keepalived实现主备双机高可用5.3.1. HaVip结合keepalived实现主备双机高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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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p是一种可以独立创建和释放的私网IP资源。ECS实例绑定HaVip后，ECS实例可以通过使用ARP协议进行
该IP的宣告。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要创建HaVip的地域。

4. 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单击创建高可用虚拟IP创建高可用虚拟IP。

5. 在创建高可用虚拟IP创建高可用虚拟IP对话框，根据以下信息配置HaVip，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地域地域：显示要创建HaVip的地域。

专有网络专有网络：选择HaVip所属的专有网络。

交换机交换机：选择HaVip所属的交换机。

交换机网段交换机网段：显示交换机的网段。

是否自动分配私网IP地址是否自动分配私网IP地址：选择是否自动分配私网IP地址。

是是：由系统在所选交换机的网段中分配一个未被占用的私网IP地址。

否否：手动输入一个私网IP地址，该IP地址必须为所选交换机的网段中未被占用的私网IP地址。

创建成功后，您可以在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页面查看创建的HaVip。

步骤二：在主备ECS实例上安装keepalived步骤二：在主备ECS实例上安装keepalived
keepalived的作用是检测ECS实例的状态，如果主ECS实例发生故障，备用ECS实例会自动调用自身的接管程
序，接管主ECS实例的虚拟IP资源及服务，实现业务高可用。

本示例以操作系统为CentOS的ECS实例为例，介绍如何安装keepalived。

1. 登录ECS1实例。具体操作，请参见ECS连接方式概述。

2.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keepalived。
 yum install keepalived 

3. 编辑keepalived配置文件。

i.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keepalived.conf文件。
 vim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ii.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输入模式。
 i 

iii. 根据以下信息修改keepalived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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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uration File for keepalived
global_defs {
   notification_email {
     acassen@firewall.loc
     failover@firewall.loc
     sysadmin@firewall.loc
   }
   notification_email_from Alexandre.Cassen@firewall.loc
   smtp_server 192.168.200.1
   smtp_connect_timeout 30
   router_id LVS_DEVEL
   vrrp_skip_check_adv_addr
   vrrp_garp_interval 0
   vrrp_gna_interval 0
}
#vrrp_script checkhaproxy
#{
#    script "/etc/keepalived/do_sth.sh"
#    interval 5
#}
vrrp_instance VI_1 {
state MASTER           #设置ECS1实例为主实例
    interface eth0          #设置⽹卡名，本⽰例配置为eth0  
    virtual_router_id 51
    nopreempt              
#    preempt_delay 10
    priority 100             #设置优先级，数字越⼤，优先级越⾼，本⽰例配置主⽤实例优先级为1
00
    advert_int 1        
    authentication {
        auth_type PASS
        auth_pass 1111
    }
    unicast_src_ip 192.168.0.209   #设置ECS实例的私⽹IP地址，本⽰例配置为192.168.0.209
    unicast_peer {
        192.168.0.210           #对端ECS实例的私⽹IP地址，本⽰例配置为192.168.0.210
    }
    virtual_ipaddress {
        192.168.0.88          #设置HaVip的IP地址，本⽰例配置为192.168.0.88 
    }
    notify_master "/etc/keepalived/notify_action.sh MASTER"
    notify_backup "/etc/keepalived/notify_action.sh BACKUP"
    notify_fault "/etc/keepalived/notify_action.sh FAULT"
    notify_stop "/etc/keepalived/notify_action.sh STOP"
    garp_master_delay 1
    garp_master_refresh 5
        track_interface {
                eth0                #设置ECS实例⽹卡名，本⽰例配置为eth0
        }
#    track_script {
#        checkhaprox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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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按下Esc键，输入  :wq 并回车以保存并关闭文件。

4.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ECS1实例的keepalived。
 systemctl start keepalived 

5. 登录ECS2实例。

6.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keepalived。
 yum install keepalived 

7. 编辑keepalived配置文件。

i.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keepalived.conf文件。
 vim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 

ii.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输入模式。
 i 

iii. 根据以下信息修改keepalived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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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uration File for keepalived
global_defs {
   notification_email {
     acassen@firewall.loc
     failover@firewall.loc
     sysadmin@firewall.loc
   }
   notification_email_from Alexandre.Cassen@firewall.loc
   smtp_server 192.168.200.1
   smtp_connect_timeout 30
   router_id LVS_DEVEL
   vrrp_skip_check_adv_addr
   vrrp_garp_interval 0
   vrrp_gna_interval 0
}
#vrrp_script checkhaproxy
#{
#    script "/etc/keepalived/do_sth.sh"
#    interval 5
#}
vrrp_instance VI_1 {
state BACKUP           #设置ECS2实例为备⽤实例
    interface eth0          #设置⽹卡名，本⽰例配置为eth0  
    virtual_router_id 51
    nopreempt              
#    preempt_delay 10
    priority 10             #设置优先级，数字越⼤，优先级越⾼，本⽰例配置备⽤实例优先级为10
    advert_int 1        
    authentication {
        auth_type PASS
        auth_pass 1111
    }
    unicast_src_ip 192.168.0.210   #设置ECS实例的私⽹IP地址，本⽰例配置为192.168.0.210
    unicast_peer {
        192.168.0.209           #对端ECS实例的私⽹IP地址，本⽰例配置为192.168.0.209
    }
    virtual_ipaddress {
        192.168.0.88          #设置HaVip的IP地址，本⽰例配置为192.168.0.88 
    }
    notify_master "/etc/keepalived/notify_action.sh MASTER"
    notify_backup "/etc/keepalived/notify_action.sh BACKUP"
    notify_fault "/etc/keepalived/notify_action.sh FAULT"
    notify_stop "/etc/keepalived/notify_action.sh STOP"
    garp_master_delay 1
    garp_master_refresh 5
        track_interface {
                eth0                #设置ECS实例⽹卡名，本⽰例配置为eth0
        }
#    track_script {
#        checkhaprox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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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按下Esc键，输入  :wq 并回车以保存并关闭文件。

8.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ECS2实例的keepalived。
 systemctl start keepalived 

步骤三：将HaVip与主备ECS实例绑定步骤三：将HaVip与主备ECS实例绑定
您可以将HaVip绑定到ECS实例上，绑定后，ECS实例可以使用ARP协议进行该IP的宣告。

说明 说明 HaVip仅支持绑定到同一个交换机下的ECS实例，每个HaVip最多可以绑定两台ECS实例。

完成以下操作，将HaVip分别与主备ECS实例绑定。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HaVip的地域。

4. 找到步骤一：创建HaVip创建的HaVip实例，单击HaVip实例的ID。

5. 在绑定资源绑定资源区域ECS实例ECS实例处，单击立即绑定立即绑定。

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CS1实例，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7. 重复上述步骤，将HaVip与ECS2实例绑定。

绑定成功后，在绑定资源绑定资源区域，查看HaVip绑定的ECS实例。

步骤四：将HaVip与EIP绑定步骤四：将HaVip与EIP绑定
您可以将HaVip与EIP绑定，绑定后该HaVip可以通过EIP提供公网服务。

1. 登录专有网络管理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高可用虚拟IP高可用虚拟IP。

3. 在顶部菜单栏处，选择HaVip的地域。

4. 找到步骤一：创建HaVip创建的HaVip实例，单击HaVip实例的ID。

5. 在绑定资源绑定资源区域，单击弹性公网IP弹性公网IP右侧的立即绑定立即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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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绑定的EIP，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绑定成功后，您可以查看绑定的EIP。

步骤五：访问测试步骤五：访问测试
完成以下操作，测试业务的高可用。

1. 打开本地PC的浏览器。

2. 输入EIP的IP地址，访问部署在ECS实例上的Nginx服务。

测试结果如下：

当主实例ECS1工作正常时，主实例ECS1承接客户端访问流量。

当主实例ECS1出现故障时，备用实例ECS2会自动调用自身的接管程序，接管主实例ECS1的虚拟IP资
源及服务，实现业务高可用。

SAP系统高可用部署最佳实践，请参见：

SAP HANA同可用区高可用部署

SAP S/4HANA 同可用区高可用部署最佳实践

5.3.2. SAP系统高可用部署最佳实践5.3.2. SAP系统高可用部署最佳实践

5.4. 高可用虚拟IP FAQ5.4. 高可用虚拟IP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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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高可用虚拟IP（HaVip）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HaVip是否支持广播和组播通信？

使用keepalived实现高可用时，推荐使用什么版本的keepalived？

使用keepalived等第三方软件实现高可用，心跳检测的源IP怎么配置？

是否支持使用HaVip实现自建Linux虚拟服务器（LVS）高可用？

持有HaVip的ECS实例访问公网时，数据包的源IP是什么？

HaVip是否支持广播和组播通信？HaVip是否支持广播和组播通信？
HaVip只支持单播，不支持广播和组播。如果您使用keepalived等第三方软件实现高可用，您需要将配置文
件中的通信方式修改为单播通信。

使用keepalived实现高可用时，推荐使用什么版本的keepalived？使用keepalived实现高可用时，推荐使用什么版本的keepalived？
推荐使用V1.2.15及以上版本的keepalived。

使用keepalived等第三方软件实现高可用，心跳检测的源IP怎么配置？使用keepalived等第三方软件实现高可用，心跳检测的源IP怎么配置？
如果您使用keepalived等第三方软件实现高可用，您需要将心跳检测的源IP修改为ECS实例的私网IP，而不能
使用HaVip的私网IP进行心跳检测。

是否支持使用HaVip实现自建Linux虚拟服务器（LVS）高可用？是否支持使用HaVip实现自建Linux虚拟服务器（LVS）高可用？
不支持。

持有HaVip的ECS实例访问公网时，数据包的源IP是什么？持有HaVip的ECS实例访问公网时，数据包的源IP是什么？
HaVip分别与ECS实例和弹性公网IP绑定，持有HaVip的ECS实例进行公网通信时，数据包的源IP为HaVip的私
网IP，并非ECS实例的私网IP，因为弹性公网IP是映射在HaVip的私网IP上，而不是映射在ECS实例的私网IP
上。

5.4. 高可用虚拟IP FAQ5.4. 高可用虚拟IP 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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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网络FAQ专有网络FAQ
一般性FAQ

什么是CIDR？

VPC与经典网络的区别是什么？

VPC是否支持VPN功能？

如何选择VPC的网段？

如何选择交换机的网段？

附加网段FAQ

同VPC下，主网段内的ECS实例与附加网段内的ECS实例是否可以互通？

同VPC下，主网段内的ECS实例与附加网段内的ECS实例是否可以禁止互通？

添加附加网段后，云企业网是否会自动添加附加网段路由？

VPC开启ClassicLink功能，经典网络ECS实例是否可以与VPC附加网段内的云资源互通？

用户网段FAQ

什么是用户网段？

如何配置用户网段？

配额FAQ

每个VPC可以有多个路由器吗？

每张路由表可以建立多少条路由条目？

每个VPC能够容纳多少个交换机？

每个VPC支持云资源使用多少个私网网络地址？

VPC通信FAQ

同一VPC内不同交换机下的ECS实例可以通信么？

不同VPC之间能否内网互通？

VPC是否支持专线接入？

VPC可以访问公网服务么？

公网可以访问VPC中的云服务么？

VPC是否可以直接与经典网络通信？

高可用虚拟IP FAQ高可用虚拟IP FAQ
HaVip是否支持广播和组播通信？

使用keepalived实现高可用时，推荐使用什么版本的keepalived？

使用keepalived等第三方软件实现高可用，心跳检测的源IP怎么配置？

是否支持使用HaVip实现自建Linux虚拟服务器（LVS）高可用？

持有HaVip的ECS实例访问公网时，数据包的源IP是什么？

热点文章热点文章
ECS实例间ping不通的排查思路

6.常见问题6.常见问题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常见问题 专有网络VPC

107 > 文档版本：2022070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bi8-4gn-jag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vb7-ot8-cja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l9k-h1l-84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w8g-3ht-os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xvb-71q-dfy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pbv-4re-6l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p3j-ojo-s2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ogh-gnh-nyj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ekb-sve-m2k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0md-o6f-qo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7zo-ih3-06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0pj-1p6-wvw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k37-9pc-jo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0va-g0j-0yv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xsw-n5m-6qu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d06-cf6-w1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jro-i28-hu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nyh-csq-ue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huf-pji-cq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igu-ucc-2hy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5311.html#concept-1960256/section-ots-12t-1v9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499.html#concept-1954007/section-800-arp-1si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499.html#concept-1954007/section-oqs-yhe-y3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499.html#concept-1954007/section-5g3-8bd-vmy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499.html#concept-1954007/section-69y-7tn-cz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499.html#concept-1954007/section-ejb-19f-57e
https://help.aliyun.com/knowledge_detail/185314.html


两个VPC高速通道打通后ping不通

ECS服务器的外网地址ping不通的排查方法

VPC路由表或云企业网中提示“路由冲突”的排查思路及其解决方法

建立ClassicLink连接后经典网络和VPC网络不通的排查思路

无法删除VPC实例

无法释放VPC实例的交换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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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网关（NAT  Gat eway）NAT  网关（NAT  Gat eway）服务条款服务条款

本服务条款是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云”）与您就NAT  网关（NAT  Gat eway）的相本服务条款是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云”）与您就NAT  网关（NAT  Gat eway）的相
关事项所订立的有效合约。您通过盖章、网络页面点击确认或以其他方式选择接受本服务条款，包括关事项所订立的有效合约。您通过盖章、网络页面点击确认或以其他方式选择接受本服务条款，包括
但不限于未点击确认本服务条款而事实上使用了阿里云NAT 网关服务，即表示您与阿里云已达成协议但不限于未点击确认本服务条款而事实上使用了阿里云NAT 网关服务，即表示您与阿里云已达成协议
并同意接受本服务条款的全部约定内容。如若双方盖章文本与网络页面点击确认或以其他方式选择接并同意接受本服务条款的全部约定内容。如若双方盖章文本与网络页面点击确认或以其他方式选择接
受之服务条款文本，存有不一致之处，以双方盖章文本为准。受之服务条款文本，存有不一致之处，以双方盖章文本为准。

关于本服务条款，提示您特别关注限制、免责条款，阿里云对您违规、违约行为的认定处理条款，以关于本服务条款，提示您特别关注限制、免责条款，阿里云对您违规、违约行为的认定处理条款，以
及管辖法院的选择条款等。限制、免责条款可能以加粗或加下划线形式提示您注意。在接受本服务条及管辖法院的选择条款等。限制、免责条款可能以加粗或加下划线形式提示您注意。在接受本服务条
款之前，请您仔细阅读本服务条款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对本服务条款的条款有疑问的，请通过阿里云款之前，请您仔细阅读本服务条款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对本服务条款的条款有疑问的，请通过阿里云
相关业务部门进行询问，阿里云将向您解释条款内容。如果您不同意本服务条款的任意内容，或者无相关业务部门进行询问，阿里云将向您解释条款内容。如果您不同意本服务条款的任意内容，或者无
法准确理解阿里云对条款的解释，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法准确理解阿里云对条款的解释，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

1. 1. 服务内容服务内容

1.1. 本条款中“服务”指：阿里云向您提供www.aliyun.com网站上所展示的NAT网关服务以及相关的技术及
网络支持服务。

1.2. 阿里云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本服务条款的约定。

2. 2. 服务费用服务费用

2.1. 服务费用将在您订购页面予以列明公示，您可自行选择具体服务类型并按列明的价格予以支付。

2.2. 付费方式：具体扣费规则请查看www.aliyun.com上的页面公告且以页面公布的当时有效的计费模式、
标准为准。

2.3. 阿里云保留在您未按照约定支付全部费用之前不向您提供服务和/或技术支持，或者终止服务和/或技术
支持的权利。同时，阿里云保留对后付费服务中的欠费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3. 3. 权利义务权利义务

3.1. 您的权利、义务

3.1.1. 3.1.1. 您同意遵守本服务条款以及服务展示页面的相关管理规范及流程。您了解上述协议及规范等的您同意遵守本服务条款以及服务展示页面的相关管理规范及流程。您了解上述协议及规范等的
内容可能会不时变更。如本服务条款的任何内容发生变动，阿里云应通过提前30天在内容可能会不时变更。如本服务条款的任何内容发生变动，阿里云应通过提前30天在
www.aliyun.com的适当版面公告向您提示修改内容。如您不同意阿里云对本服务条款相关条款所做www.aliyun.com的适当版面公告向您提示修改内容。如您不同意阿里云对本服务条款相关条款所做
的修改，您有权停止使用阿里云的服务，此等情况下，阿里云应与您进行服务费结算（如有）。如您的修改，您有权停止使用阿里云的服务，此等情况下，阿里云应与您进行服务费结算（如有）。如您
继续使用阿里云服务，则视为您接受阿里云对本服务条款相关条款所做的修改。继续使用阿里云服务，则视为您接受阿里云对本服务条款相关条款所做的修改。

3.1.2. 您应按照阿里云的页面提示及本服务条款的约定支付相应服务费用。

3.1.3. 您承诺，您在使用NAT网关服务过程中：

3.1.3.1. 您不应进行任何破坏或试图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钓鱼、黑客、网络诈骗、网站或空
间中含有或涉嫌散播：病毒、木马、恶意代码，及通过虚拟服务器对其他网站、服务器进行涉嫌攻击行为如
扫描、嗅探、ARP欺骗、DDoS等）；

3.1.3.2. 您不应进行任何改变或试图改变阿里云提供的系统配置或破坏系统安全及网络安全的行为；

3.1.3.3. 您不应修改、翻译、改编、出租、转许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或转让阿里云提供的软件或服务，也
不得逆向工程、反编译或试图以其他方式发现阿里云提供的软件的源代码；

7.相关协议7.相关协议
7.1. NAT网关（NAT Gateway）服务条款7.1. NAT网关（NAT Gateway）服务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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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4. 非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应复制、传播、转让、许可或提供他人使用阿里云提供的NAT网关
服务；

3.1.3.5. 不散布电子邮件广告、垃圾邮件（SPAM）：不利用阿里云提供的服务散发大量不受欢迎的或者未经
请求的电子邮件、电子广告或包含反动、色情等有害信息的电子邮件；

3.1.3.6. 不利用阿里云提供的资源和服务上传（Upload）、下载（download）、储存、发布如下信息或者
内容，不为他人发布该等信息提供任何便利（包括但不限于设置URL、BANNER链接等）:

3.1.3.6.1. 违反国家规定的政治宣传和/或新闻信息；

3.1.3.6.2. 涉及国家秘密和/或安全的信息；

3.1.3.6.3. 封建迷信和/或淫秽、色情、下流的信息或教唆犯罪的信息；

3.1.3.6.4. 博彩有奖、赌博游戏、“私服”、“外挂”等非法互联网出版活动；

3.1.3.6.5. 违反国家民族和宗教政策的信息；

3.1.3.6.6. 妨碍互联网运行安全的信息；

3.1.3.6.7.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和/或其他有损于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公共道德的信息或内容；

3.1.3.6.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国家政策的内容。

3.1.3.7. 不应大量占用，亦不得导致如程序或进程等大量占用阿里云云计算资源（如云服务器、网络带宽、
存储空间等）所组成的平台（以下简称“云平台”）中服务器内存、CPU或者网络带宽资源，并给阿里云云
平台或者阿里云的其他用户的网络、服务器（包括但不限于本地及外地和国际的网络、服务器等）、产品/
应用等带来严重的、不合理的负荷，影响阿里云与国际互联网或者阿里云与特定网络、服务器及阿里云内部
正常通畅的联系，或者导致阿里云云平台产品与服务或者阿里云的其他用户的服务器宕机、死机或者用户基
于云平台的产品/应用不可访问等；

3.1.3.8. 您不应以任何将会违反国家、地方法律法规、行业惯例和社会公共道德，及影响、损害或可能影
响、损害阿里云、阿里巴巴集团利益的方式或目的使用NAT网关服务。

3.1.3.9. 不从事其他违法、违规或违反阿里云服务条款的行为。

3.1.3.10. 3.1.3.10. 如阿里云发现您违反上述条款的约定，有权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立如阿里云发现您违反上述条款的约定，有权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立
即终止服务、中止服务或删除相应信息等。如果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对您提出质疑或投诉，阿里云将通即终止服务、中止服务或删除相应信息等。如果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对您提出质疑或投诉，阿里云将通
知您，您有责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说明并出具证明材料，如您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或您逾期未能反馈知您，您有责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说明并出具证明材料，如您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或您逾期未能反馈
的，阿里云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立即终止服务、中止服务或删除相应信息等处理措施。因您未及时更的，阿里云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立即终止服务、中止服务或删除相应信息等处理措施。因您未及时更
新联系方式或联系方式不正确而致使未能联系到您的，亦视为您逾期未能反馈。新联系方式或联系方式不正确而致使未能联系到您的，亦视为您逾期未能反馈。

3.2. 阿里云的权利、义务阿里云的权利、义务

3.2.1. 阿里云应按照服务条款的约定提供服务。

3.2.2. 服务期限内，阿里云将为您提供如下客户服务：

3.2.2.1. 阿里云为付费用户提供7×24售后故障服务，并为付费用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并保证付费用户能够
联系到故障联系人。故障联系人在明确故障后及时进行反馈；

3.2.2.2. 阿里云提供7×24小时的在线工单服务系统，解答客户在使用中的问题。

3.2.3. 阿里云将消除您非人为操作所出现的故障，但因您原因和/或不可抗力以及非阿里云控制范围之内的事
项除外。

3.2.4. 阿里云应严格遵守保密义务。

4. 4. 用户数据的保存、销毁与下载用户数据的保存、销毁与下载

4.1. 4.1. 阿里云可能会使用您提交的注册账户的信息，向您发出产品、服务的推广营销信息。阿里云可能会使用您提交的注册账户的信息，向您发出产品、服务的推广营销信息。

4.2. 您的用户数据将在下述情况下部分或全部被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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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经您同意，向第三方披露；

4.2.2. 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或者行政或司法机构的要求，向第三方或者行政、司法机构披露；

4.2.3. 如果您出现违反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需要向第三方披露；

4.2.4. 为提供您所要求的软件或服务，而必须和第三方分享您数据。

5. 5.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

5.1. 您应保证提交阿里云的素材、对阿里云服务的使用及使用阿里云服务所产生的成果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
合法权益。如有第三方基于侵犯版权、侵犯第三人之权益或违反中国法律法规或其他适用的法律等原因而向
阿里云提起索赔、诉讼或可能向其提起诉讼，则您应赔偿阿里云因此承担的费用或损失，并使阿里云完全免
责。

5.2. 如果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对您使用阿里云服务所涉及的相关素材的知识产权归属提出质疑或投诉，您有责
任出具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并配合阿里云相关投诉处理工作。

5.3. 您承认阿里云向您提供的任何资料、技术或技术支持、软件、服务等的知识产权均属于阿里云或第三方
所有。除阿里云或第三方明示同意外，您无权复制、传播、转让、许可或提供他人使用上述资源，否则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

6. 6. 保密条款保密条款

6.1. 保密资料指由一方向另一方披露的所有技术及非技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资料、产品计划、价格、
财务、营销规划、业务战略、客户信息、客户数据、研发、软件硬件、API应用数据接口、技术说明、设
计、特殊公式、特殊算法等）。

6.2. 本服务条款任何一方同意对获悉的对方之上述保密资料予以保密，并严格限制接触上述保密信息的员工
遵守本条之保密义务。除非国家机关依法强制要求或上述保密资料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外，接受保密资料的一
方不得对外披露。

6.3. 本服务条款双方明确认可各自用户信息和业务数据等是各自的重要资产及重点保密信息。本服务条款双
方同意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上述保密信息等不被披露。一旦发现有上述保密信息泄露事件，双方应合作采取一
切合理措施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的产生。

6.4. 本条款不因本服务条款的终止而失效。

7. 7. 服务的开通、使用和终止服务的开通、使用和终止

7.1. 您自开通之日起即可使用阿里云服务。

7.2. 您应保持账户余额充足以确保服务的持续使用。

7.3． 发生下列情形，服务将被终止：

7.3.1. 双方协商一致提前终止的；

7.3.2. 您关停任一NAT网关实例，阿里云将停止提供该NAT网关的服务；如您关停所有NAT网关，本服务条
款终止；

7.3.3. 您严重违反本服务条款（包括但不限于a.您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及/或b.您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等），阿里云有权提前终止服务并且您仍应支付尚未支付的服务费用；其中，如您未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
务，阿里云将按如下条款暂停、终止服务：

7.3.3.1. 7.3.3.1. 自首次欠费之时起，您仍可继续使用阿里云NAT 网关服务24小时；如24小时届满，您仍未成自首次欠费之时起，您仍可继续使用阿里云NAT 网关服务24小时；如24小时届满，您仍未成
功充值并足以支付所欠服务费用的，阿里云将暂停提供服务，但仍保留您的NAT 网关实例；功充值并足以支付所欠服务费用的，阿里云将暂停提供服务，但仍保留您的NAT 网关实例；

7.3.3.2. 7.3.3.2. 自阿里云暂停服务之时起7日届满（自服务被暂停之日的暂停开始时刻至第7日相同时刻为期自阿里云暂停服务之时起7日届满（自服务被暂停之日的暂停开始时刻至第7日相同时刻为期
限届满），您仍未成功充值并足以支付所欠服务费用的，阿里云将终止本服务条款并清空您的NAT 网限届满），您仍未成功充值并足以支付所欠服务费用的，阿里云将终止本服务条款并清空您的NAT 网
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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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7.3.4. 您理解并充分认可，虽然阿里云已经建立（并将根据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必要的技术措施来您理解并充分认可，虽然阿里云已经建立（并将根据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必要的技术措施来
防御包括计算机病毒、网络入侵和攻击破坏（包括但不限于DDoS）等危害网络安全事项或行为（以下防御包括计算机病毒、网络入侵和攻击破坏（包括但不限于DDoS）等危害网络安全事项或行为（以下
统称该等行为），但鉴于网络安全技术的局限性、相对性以及该等行为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如因您网统称该等行为），但鉴于网络安全技术的局限性、相对性以及该等行为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如因您网
站遭遇该等行为而给阿里云或者阿里云的其他的网络或服务器（包括但不限于本地及外地和国际的网站遭遇该等行为而给阿里云或者阿里云的其他的网络或服务器（包括但不限于本地及外地和国际的网
络、服务器等）带来危害，或影响阿里云与国际互联网或者阿里云与特定网络、服务器及阿里云内部络、服务器等）带来危害，或影响阿里云与国际互联网或者阿里云与特定网络、服务器及阿里云内部
的通畅联系，阿里云可决定暂停或终止服务。如果终止服务的，将按照实际提供服务计算服务费用，的通畅联系，阿里云可决定暂停或终止服务。如果终止服务的，将按照实际提供服务计算服务费用，
并且您仍应支付您尚未支付的服务费用（如有）。并且您仍应支付您尚未支付的服务费用（如有）。

7.3.5. 7.3.5. 阿里云可提前30天在www.aliyun.com 上通告或给您发站内通知或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本服务阿里云可提前30天在www.aliyun.com 上通告或给您发站内通知或书面通知的方式终止本服务
条款。届时阿里云应将您已支付但未消费的款项退还至您的阿里云账户。条款。届时阿里云应将您已支付但未消费的款项退还至您的阿里云账户。

8. 8. 违约责任违约责任

8.1. 本服务条款任何一方违约均须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8.2. 您理解，鉴于计算机、互联网的特殊性，下述情况不属于阿里云违约：

8.2.1. 阿里云在进行服务器配置、维护时，需要短时间中断服务；

8.2.2. 由于Internet上的通路阻塞造成您网站访问速度下降。

8.3. 如因阿里云原因，造成您连续72小时不能正常使用服务的，您可以终止服务，但非阿里云控制之内的原
因引起的除外。

8.4. 8.4. 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的损害，包括您使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的损害，包括您使
用阿里云服务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责任（即使您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用阿里云服务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责任（即使您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8.5. 8.5. 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对本服务条款所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总额不超过违约服务对应之服务费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对本服务条款所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总额不超过违约服务对应之服务费总
额。额。

9. 9. 不可抗力不可抗力

9.1.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使得本服务条款的履行不可能、不必要或者无意义的，遭受不可抗力、
意外事件的一方不承担责任。

9.2. 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并不能避免且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
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地震、瘟疫流行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动乱、政府行为、电信主干线
路中断、黑客、网路堵塞、电信部门技术调整和政府管制等。

10. 10.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0.1. 本服务条款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10.2. 10.2. 在执行本服务条款过程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直接向在执行本服务条款过程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直接向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 11. 附则附则

11.1. 11.1. 阿里云在www.aliyun.com相关页面上的服务说明、价格说明和您确认同意的订购页面是本服务阿里云在www.aliyun.com相关页面上的服务说明、价格说明和您确认同意的订购页面是本服务
条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www.aliyun.com相关页面上的服务说明、价格说明和您确认同意的订条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www.aliyun.com相关页面上的服务说明、价格说明和您确认同意的订
购页面与本服务条款有不一致之处，以本服务条款为准。购页面与本服务条款有不一致之处，以本服务条款为准。

11.2. 11.2. 阿里云有权以提前30天在www.aliyun.com上公布、或给您发网站内通知或书面通知的方式将阿里云有权以提前30天在www.aliyun.com上公布、或给您发网站内通知或书面通知的方式将
本服务条款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阿里云的关联公司。本服务条款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阿里云的关联公司。

11.3. 如果任何条款在性质上或其他方面理应地在此协议终止时继续存在，那么应视为继续存在的条款，这
些条款包括但不局限于保证条款、保密条款、知识产权条款、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条款。

详细信息，请参见专有网络（VPC）服务条款。

7.2. 专有网络（VPC）服务条款7.2. 专有网络（VPC）服务条款

专有网络VPC 专有网络VPC公共云合集··相关协议

> 文档版本：2022070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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