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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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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Toolkit与主流IDE及阿里云其他产品无缝集成，帮助您大大简化应用部署到服务器的操作。
1.部署应用概述1.部署应用概述

部署应用至ECS部署应用至ECS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ECS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ECS

使用Visual Studio Code部署应用到ECS

部署应用至EDAS部署应用至EDAS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EDAS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EDAS

使用Maven部署应用到EDAS

部署应用至SAE部署应用至SAE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SAE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SAE

部署应用至镜像仓库部署应用至镜像仓库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

部署应用至服务器部署应用至服务器

部署应用到Linux服务器

部署应用到Windows服务器

使用Visual Studio Code部署应用到远程服务
器

部署应用至容器服务Kubernetes部署应用至容器服务Kubernetes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
Kubernetes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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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多模块工程部署多模块工程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

使用Eclipse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

部署应用至小程序云部署应用至小程序云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小程序云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小程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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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购买阿里云ECS，可以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快速部署应用。本文将介绍如何在IntelliJ IDEA中使用
Cloud Toolkit将应用部署到EC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在部署应用的地域中存在ECS实例请参见购买ECS。

说明 说明 若您于2017年12月01日之前购买的ECS，则需安装云助手客户端。

已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由于阿里云ECS云助手的限制，本教程中只能采用root账号来进行部署。若需切换其他账号部署，建议采用
以下方式：

在Command脚本中切换账号。

使用应用服务器功能来完成部署，请参见部署应用到Linux服务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您的工程。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ECS...Deploy t o ECS...。

2.部署应用到ECS2.部署应用到ECS
2.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ECS2.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EC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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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Deploy t o ECSDeploy t o ECS对话框设置部署参数，然后单击RunRun。

部署参数说明：

Deploy FileDeploy File：可选择Maven BuildMaven Build或Upload FileUpload 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Maven构建，可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Upload FileUpload File：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Maven构建，或本地已存在部署文件的压缩包，则上传本地的
部署文件即可。

Gradle BuildGradle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Gradle构建，可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T arget  EcsT arget  Ecs：选择目标ECS实例，操作如下：

a. 单击界面右侧的＋＋。

b. 在Select  EcsSelect  Ecs对话框中选择目标账号账号、地域地域。

c. 在实例列表中勾选目标ECS实例，单击SelectSelect 。

T arget  Direct oryT arget  Direct ory：输入ECS上的部署路径。示例如下：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C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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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Spring Boot Go Node.js    

CommandCommand：表示在完成应用包的部署后，需要执行的命令。通常是一句启动命令，示例如下：

sh /root/restart.sh

说明 说明 更多Command命令，请参见Command命令编写说明。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IntelliJ IDEA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若您已购买阿里云ECS，可以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快速部署应用。本文将介绍如何在Eclipse中使用Cloud
Toolkit将应用部署到 EC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需要部署应用的地域中存在ECS实例，请参见购买ECS。

说明 说明 若您是 2017年12月01日之前购买的ECS，则需安装云助手客户端。

已在Eclips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Eclips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由于阿里云ECS云助手的限制，本教程中只能采用root账号来进行部署。若需切换其他账号部署，建议采用
以下方式：

在Command脚本中切换账号。

使用将应用部署到服务器的功能，请参见部署应用到Linux服务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Eclipse中打开您的工程。

2. 右键单击您的应用工程名，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ECS...Deploy t o ECS...。

2.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ECS2.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EC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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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Spring Boot Go Node.js

3. 在Deploy t o Alibaba CloudDeploy t o Alibaba Cloud对话框设置部署参数，然后单击DeployDeploy。

部署参数说明：

Deploy FileDeploy File：可选择Maven BuildMaven Build或Upload FileUpload 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Maven构建，可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Upload FileUpload File：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Maven构建，或本地已存在部署文件的压缩包，则上传本地的
部署文件即可。

Gradle BuildGradle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Gradle构建，可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T arget  ECS And AccountT arget  ECS And Account ：在列表中选择目标账号账号、地域地域，然后在地域中选择目标ECS实例ECS实例。

T arget  Direct oryT arget  Direct ory：输入在ECS上的部署路径。示例如下：

   

CommandCommand：表示在完成应用包的部署后，需要执行的命令。通常是一句启动命令，示例如下：

sh /root/restart.sh                       

说明 说明 更多Command命令，请参见Command命令编写说明。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Eclipse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2.3. 使用Visual Studio Code部署应用到ECS2.3. 使用Visual Studio Code部署应用到ECS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C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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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购买阿里云ECS ，可以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快速部署应用。本文将介绍如何在Visual Studio Code
中使用Cloud Toolkit将应用部署到EC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在部署应用的地域中存在ECS实例，详情请参见购买ECS。

说明 说明 若您于2017年12月01日之前购买的ECS，则需 安装云助手客户端。

已在Visual Studio Cod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详情请参见在Visual Studio Cod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由于阿里云ECS云助手的限制，本教程中只能采用root账号来进行部署。若需切换其他账号部署，建议采用
以下方式：

在Command脚本中切换账号。

使用应用服务器功能来完成部署，详情请参见部署应用到Linux服务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使用Visual Studio Code部署应用到ECS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在Visual Studio Code中打开您的工程。

2. 单击Cloud T oolkitCloud T oolkit 的快捷图标。

3. 在RUN CONFIGURAT IONSRUN CONFIGURAT IONS区域单击 ，选择Deploy t o ECSDeploy t o ECS。

4. 在Deploy t o ECSDeploy t o ECS页面设置部署参数，单击OKOK。

部署参数说明：

NameName：可自定义部署参数名称。

FileFile：可选择npm buildnpm build、Webpack buildWebpack build或Upload f ileUpload f ile。

npm buildnpm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npm构建，可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Webpack buildWebpack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Webpack构建，可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Upload f ileUpload f ile：若当前工程在本地已存在打包好的部署文件，可以选择并上传本地的部署文件。

T arget  ECST arget  ECS：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地域地域，然后在地域中选择要部署的ECS实例ECS实例。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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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Spring Boot Go Node.js

##部署⽬录为：
/root/tomcat/webapps

T arget  Direct oryT arget  Direct ory：输入ECS上的部署路径。示例如下：

   

CommandCommand：表示在完成应用包的部署后，需要执行的命令。通常是一句启动命令，示例如下：

sh /root/restart.sh

说明 说明 更多Command命令，请参见Command命令编写说明。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Visual Studio Code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C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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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loud Toolkit可以将应用快速部署到EDAS，适用于快速迭代更新、分批部署应用等场景。在IntelliJ IDEA
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后，只需在配置界面设置部署参数即可实现自动化部署。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在EDAS中创建应用并完成首次部署，请参见：

在ECS集群中创建Java Web应用

在中使用镜像方式部署Java应用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到ECS集群部署应用到ECS集群
这里以部署Java_demo应用为例，具体步骤如下：

1. 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Java_demo工程。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EDAS...Deploy t o EDAS... >  > EDAS f or ECSEDAS f or ECS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3. 在Deploy t o EDAS ECS Clust erDeploy t o EDAS ECS Clust er对话框中进行部署配置。

3.部署应用到EDAS3.部署应用到EDAS
3.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EDAS3.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E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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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若您尚未在EDAS上创建应用，可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applicat ion on EDASCreat e applicat ion on EDAS
ConsoleConsole，跳转到EDAS控制台创建应用。

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参数 描述

应用信息（Application）

RegionRegion 应用所在地域。

NamespaceNamespace 应用所在命名空间。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应用名称。

GroupGroup 应用分组，默认为All。

部署方式（Deploy 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
若当前工程采用 Maven 构建，可
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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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式（Deploy File）

Upload FileUpload File
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 Maven 构
建，或本地已存在部署文件的压缩
包，则上传本地的部署文件即可。

分批部署（Advanced）

VersionVersion 部署版本。

Descript ionDescript ion 部署信息描述。

Bat chBat ch

分批数。如果您的应用有多个分
组，并且在部署时选择部署全部分
组，那么将会自动按照分组粒度来
分批，Batch值不用设置。

Bat chWait T imeBat chWait T ime 分批部署等待时间，单位为分钟。

参数 参数 描述

4.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8s集群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8s集群
1. 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您的工程。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EDAS...Deploy t o EDAS... >  > EDAS f orEDAS f or
Kubernet es Applicat ionKubernet es Applicat ion。

3. 在Deploy t o EDAS Cont ainer Service K8s Clust erDeploy t o EDAS Cont ainer Service K8s Clust er对话框的Set t ingsSet t ings页签中进行部署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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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t ingsSet t ings页签部署参数配置说明如下。

参数 参数 描述

应用信息（Application）

RegionRegion 应用所在地域。

NamespaceNamespace 应用所在命名空间。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应用名称。

Maven BuildMaven Build
若当前工程采用Maven构建，可以
直接构建并部署。

Upload FileUpload File
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Maven构建，
或在本地已存在部署文件的压缩
包，则上传本地的部署文件即可。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DA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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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式（Deploy File）

Build ImageBuild Image

选择此方式来构建应用时，需要依
次输入工作目录Cont entCont ent
Direct oryDirect ory、文件路
径Dockerf ileDockerf ile、 镜像标
签VersionVersion。

Select  ImageSelect  Image
选择此方式来构建应用时，可在
Select Image 的列表选择需要部
署的镜像。

参数 参数 描述

4. 单击AdvancedAdvanced页签，配置相关参数。

AdvancedAdvanced页签部署参数配置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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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Applicat ion EnvironmentApplicat ion Environment 应用环境。

St art up CommandSt art up Command 应用启动Command命令。

Environment sEnvironment s 环境变量。

Persist encePersist ence Nas盘挂载。

St orageSt orage 应用存储。

Appcalit ion ManagementAppcalit ion Management 应用管理。

5.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IntelliJ IDEA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请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登录EDAS控制台，在所部署应用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页面查看部署结果。

使用Cloud Toolkit可以将应用快速部署到EDAS，适用于快速迭代更新、分批部署应用等场景。在Eclipse中
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后，只需在配置界面设置部署参数即可实现自动化部署。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在EDAS中创建应用并完成首次部署，请参见：

在ECS集群中创建Java Web应用

在容器服务集群中创建应用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Eclips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这里以部署Java_demo应用为例，具体步骤如下：

1. 在Eclipse中导入Java_demo工程。

2. 在Eclipse界面左侧的Project  ExplorerProject  Explorer区域中右键单击Java_demoJava_demo（工程名称），在菜单中选
择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EDASDeploy t o EDAS。

3. 在Deploy t o EDASDeploy t o EDAS对话框中进行部署参数配置，然后单击DeployDeploy。

3.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EDAS3.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EDAS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DA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19 > 文档版本：20210621

https://edas.console.aliyun.co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4515.html#task427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7324.html#task-tu6-g7m-khn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0668.html#task-1942357
https://aliware-images.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libaba_Cloud_Toolkit/java_demo.zip


说明 说明 若您尚未在EDAS上创建应用，可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applicat ion on EDASCreat e applicat ion on EDAS
consoleconsole，跳转到EDAS控制台创建应用。

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参数 描述

应用信息（Application）

RegionRegion 应用所在地域。

NamespaceNamespace 应用所在命名空间。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应用名称。

GroupGroup 应用分组，默认为All。

部署方式（Deploy 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
若当前工程采用 Maven 构建，可
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Upload FileUpload File
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 Maven 构
建，或本地已存在部署文件的压缩
包，则上传本地的部署文件即可。

VersionVersion 部署版本。

Descript ionDescript ion 部署信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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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部署（Advanced）

Bat chBat ch

分批数。如果您的应用有多个分
组，并且在部署时选择部署全部分
组，那么将会自动按照分组粒度来
分批，Batch值不用设置。

Bat chWait T imeBat chWait T ime 分批部署等待时间，单位为分钟。

参数 参数 描述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Eclipse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请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登录EDAS控制台，在所部署应用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页面查看部署结果。

使用Maven将应用部署到EDAS需要创建配置文件、账号文件等，您可以根据实际自定义配置文件、账号文件
的内容。本文将介绍使用Maven将应用部署到EDAS的配置项说明、指定配置文件说明、账号配置优先级说明
及相关使用示例。

配置项配置项
部署应用的配置项可分成三大类：

基本环境（ENV）

应用配置（APP）

存储配置（OSS）

目前支持的配置项如下表所示：

类型 key 是否必须 说明

ENVENV

region_id 是 应用所在的区域ID。

endpoint 否
用于专有云设置POP网关
接入点。

APPAPP

app_id 是 应用ID。

package_version 否

部署包的版本。默认为
pom文件的version加上当
前机器构建的时间，格式
如：”1.0 (2018-09-27
19:00:00)”。

desc 否 部署的描述。

group_id 否
部署分组ID。默认为所有
分组。

batch 否
部署分批。默认为1批，最
大为5批。

3.3. 使用Maven部署应用到EDAS3.3. 使用Maven部署应用到EDAS
3.3.1. Maven部署说明3.3.1. Maven部署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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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PP

batch_wait_time 否
部署分批之间的等待时
间，单位为分钟。默认不
等待。

stage_timeout 否

展示每个变更流程stage
状态的超时时间，单位为
分钟，默认为5分钟。如果
同时设置了
batch_wait_time，那么
此参数在计算时会自动加
上batch_wait_time。在
运行时，如果某个stage
等待时间超过此阈值，那
么此插件会自动退出。

OSSOSS

region_id 否
目标存储桶所在的区域
ID。默认使用应用所在的
区域ID。

bucket 否

目标存储桶名称。默认使
用EDAS提供的免费OSS存
储空间。若指定了OSS配
置，则必须指定bucket参
数，否则使用EDAS自动分
配的免费OSS存储空间。

key 否

应用包上传到OSS的自定
义路径，默认使用EDAS提
供的免费OSS存储空间。
若使用指定的OSS存储，
则可通过该参数指明包存
储路径，同时可以使用以
下变量来进行参数化的路
径配置 {region_id}，
{app_id}，{version}，例
如：
pkgs/petstore/{version}
/store.war该配置默认为
{region_id}/{app_id}/{ver
sion}。

access_key_id 否
应用包上传到OSS的自定
义账号ID。

access_key_secret 否
应用包上传到OSS的自定
义账号密钥。

类型 key 是否必须 说明

示例一示例一

用户A在Region为北京有一个ID为  eb20dc8a-xxx 的应用，若需将版本为1.2的应用部署在分组ID
为  06923bb9-xxx 分组下，则配置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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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
  region_id: cn-beijing
app:
  app_id: eb20dc8a-xxx
  package_version: 1.2
  group_id: 06923bb9-xxx
            

示例二示例二

用户B需部署一个ID为eb20dc8a-xxx的应用，并将部署包上传到自己在北京Region的名为  release-pkg 的存
储桶中的  my.war 文件下。OSS账号ID为ABC，OSS账号密钥为1234567890。则配置文件如下：

env:
  region_id: cn-beijing
app:
  app_id: eb20dc8a-xxx
oss:
  region_id: cn-beijing
  bucket: release-pkg
  key: my.war
  access_key_id: ABC
  access_key_secret: 1234567890
            

指定配置文件指定配置文件
指定配置文件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在任意目录下新建配置文件，通过设置参数  -Dedas_config={配置⽂件路径} 来指定配置文件。

当未设置参数指定配置文件时，Cloud Toolkit会默认使用被打包的工程根目录下的  .edas_config.yaml 文
件作为配置文件。若被打包的工程为一个Maven工程的子模块，则默认使用该子模块的根目录下的  .edas_
config.yaml 文件。

注意 注意 如果既存在默认配置文件，也通过参数指定配置文件，Cloud Toolkit会优先使用参数指定的
配置文件。

账号配置及优先级账号配置及优先级
使用Cloud Toolkit将应用部署到云端时，需要使用阿里云上的资源。因此在部署应用前，需要设置您的阿里
云账号信息，确保拥有使用和管理相关资源、应用的权限。目前Cloud Toolkit支持多种配置方式，优先级从
高到低如下：

说明 说明 当重复配置时，优先级高的配置方式会覆盖优先级低的配置方式。

使用命令行指定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参数，有以下两种方式。

在使用Maven命令打包时，通过命令  -Daccess_key_id=xx -Daccess_key_secret=xx 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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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om文件中配置Cloud Toolkit时，插入AccessKeyID和AccessKeySecret参数配置，示例如下：

<plugin>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edas-maven-plugin</artifactId>
<version>2.30.0</version>
<configuration>
<accessKeyId>abc</accessKeyId>
<accessKeySecret>1234567890</accessKeySecret>
</configuration>
</plugin>
                            

命令行指定账号文件（推荐）。
在使用Maven命令打包时，通过  -Daccess_key_file={账号⽂件路径} 来指定yaml格式的账号文件。账号文件
示例如下：

access_key_id: abc
access_key_secret: 1234567890    

使用默认的阿里云账号文件。
如果没有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指定账号，那么Cloud Toolkit会使用您曾经配置过的阿里云账号进行应用部
署。

如果您使用过最新的aliyuncli工具并且配置过阿里云账号，那么阿里云会在您当前Home目录下生成一
个  .aliyuncli 目录，并在  .aliyuncli 目录下创建  credentials 文件来保存您的账号信息。以Mac系统为
例，在  /Users/⽤⼾名/.aliyuncli/credentials 文件中保存账号信息如下：

    [default]
    aliyun_access_key_secret = 1234567890
    aliyun_access_key_id = abc

如果您使用过老的aliyun工具并且配置过阿里云账号，那么aliyun工具会在您当前Home目录下生成一个
 .aliyun 目录，并且在  .aliyun 目录下创建一个  config.json 文件来保存您的账号信息。以Mac系统为

例，在  /Users/⽤⼾名/.aliyun/config.json 文件中保存账号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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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
"profiles": [{
      "name": "default",
      "mode": "AK",
      "access_key_id": "",
      "access_key_secret": "",
      "sts_token": "",
      "ram_role_name": "",
      "ram_role_arn": "",
      "ram_session_name": "",
      "private_key": "",
      "key_pair_name": "",
      "expired_seconds": 0,
      "verified": "",
      "region_id": "",
      "output_format": "json",
      "language": "en",
      "site": "",
      "retry_timeout": 0,
      "retry_count": 0
}, {
      "name": "",
      "mode": "AK",
      "access_key_id": "abc",
      "access_key_secret": "xxx",
      "sts_token": "",
      "ram_role_name": "",
      "ram_role_arn": "",
      "ram_session_name": "",
      "private_key": "",
      "key_pair_name": "",
      "expired_seconds": 0,
      "verified": "",
      "region_id": "cn-hangzhou",
      "output_format": "json",
      "language": "en",
      "site": "",
      "retry_timeout": 0,
      "retry_count": 0
}],
"meta_path": ""
}
                            

系统环境变量。
若您未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方式设置账号文件，Cloud Toolkit会尝试通过系统环境变量来获取
access_key_id和access_key_secret的值（即通过Java代码的  System.getenv("access_key_id") 和  System
.getenv("access_key_secret") 来获取相应的值）。

3.3.2. 使用toolkit-maven-plugin部署应用到EDAS3.3.2. 使用toolkit-maven-plugin部署应用到E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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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Toolkit支持使用Maven部署应用到EDAS，优化了传统部署方式（先将应用打包成WAR包或JAR包再到
控制台部署应用），使用命令行即可快速部署。本文将以部署应用到EDAS的ECS集群为例介绍如何使用
toolkit-maven-plugin。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下载并安装Maven。

已在EDAS控制台上创建应用并完成首次部署。

在ECS集群中创建应用请参见在ECS集群中创建并部署应用。

在容器服务K8s集群中创建应用请参见在容器服务集群中创建应用。

自动化部署应用自动化部署应用
1. 在您的打包工程的pom.xml文件中增加如下的插件依赖。

<build>
<plugins>
<plugin>
     <groupId>com.alibaba.cloud</groupId>
     <artifactId>toolkit-maven-plugin</artifactId>
     <version>1.0.3</version>
</plugin>
</plugins>
</build>                       

说明 说明 您还可以从Maven官方中央仓库中获取该插件最新版本。

2. 在工程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格式为yaml的  .edas_config.yaml 文件。

说明说明

如果部署的工程为Maven的子模块，那么请在子模块的目录下创建该文件。

以下配置参数为示例参数，请替换成您的实际的应用参数。例如部署分批等更多配置参数请
参见配置项。

关于多模块工程部署更多方式，请参考部署多模块工程。

env:
     region_id: cn-beijing  # 应⽤实例所在的区域 ID
app:
     app_id: eb20****-e6ee-4f6d-a36f-5f6a5455****  # 您想部署应⽤的 ID                      

若您不知如何设置以上参数值，请参照以下步骤获取：

i. 登录EDAS控制台，在页面左上角选择所需地域。

ii.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 应用列表应用列表，在应用列表应用列表页面单击待部署应用的应用名称。

iii. 在基本信息基本信息页面右上角单击部署应用部署应用。

iv. 在部署模式选择部署模式选择页面选择常规发布（单批/多批）开始部署常规发布（单批/多批）开始部署卡片右上角的开始部署开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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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单击展开生成Maven插件配置生成Maven插件配置，获取参数信息。

3. 在任意目录下新建一个YAML类的账号文件，并添加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账号信息。

access_key_id:<yourAccessKeyId>
access_key_secret:<yourAccessKeySecret>                      

说明说明

该配置中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只会用来生成请求签名，不会用于网络传输等
其他用途。

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可登录阿里云用户信息管理查看，推荐使用RAM子账
号（需已授予应用管理应用管理权限）来控制应用权限以提高应用安全。

4. 进入您的工程目录，执行以下打包命令。

说明 说明 如果为Maven多模块则进入子模块目录。

mvn clean package toolkit:deploy -Daccess_key_file={账号⽂件路径}    
t oolkit :deployt oolkit :deploy：使用toolkit-maven-plugin在打包成功后进行应用部署。只有添加此参数才会进行
应用部署。

access_key_f ileaccess_key_f ile：阿里云账号文件。更多指定密钥对的方式请参考账号配置及优先级。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执行命令后，终端开始输出日志。若输出以下日志则说明部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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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多模块工程部署多模块工程
多模块工程是常见的项目组织形式，此Maven插件支持以下两种方式来部署您的多模块工程。

在父工程中执行打包及部署命令在父工程中执行打包及部署命令：在父工程中执行  toolkit:deploy 命令时，增加  -Ddeploy_artifacts 参
数来指定需要部署的子模块Artifact  ID。如果希望部署多个子模块，以半角逗号分隔。
例如：一个CarShop工程存在以下示例的子模块：

carshop
   itemcenter-api
   itemcenter
   detail

如果想同时部署itemcenter和detail子模块，您可以在carshop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

mvn clean package toolkit:deploy -Ddeploy_artifacts=itemcenter,detail
默认情况下，此插件会根据itemcenter和detail模块下的  .edas_config.yaml 文件来分别部署对应的应用。
您也可以通过增加  -Dedas_config 参数来指定配置文件，相关操作请详见指定配置文件。

注意 注意 此方式要求toolkit-maven-plugin版本为1.0.3及以上。

在子模块中执行打包及部署命令在子模块中执行打包及部署命令：

i. 在父工程中执行  install 命令，将子模块依赖安装到本地的Maven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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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进入到需要部署的子模块目录下执行  toolkit:deploy 命令。

说明 说明 此方式支持toolkit-maven-plugin所有版本。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更多配置项说明、指定配置文件说明和账号配置及优先级说明信息请参见Maven部署说明。

在开发应用时，可以使用Alibaba Cloud Toolkit插件实现本地应用和部署在EDAS中的应用的相互调用，即端
云互联，帮助您提升开发效率。

端云互联支持的IDE端云互联支持的IDE
您可以在IntelliJ IDEA和Eclipse这两种IDE中使用Cloud Toolkit的端云互联功能，实现本地应用和云上应用的相
互调用。

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端云互联（IntelliJ IDEA）

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端云互联（Eclipse）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端云互联目前支持Java应用，而且不同Java微服务框架还有以下限制：

微服务框架 使用限制

Spring Cloud 如果使用Nacos进行配置管理，请确保Spring Cloud为Spring CloudEdgware及以上版本。

Dubbo

Dubbo 2.7.2及以上版本

依赖的服务注册及发现组件版本：

dubbo-nacos-registry 2.7.2及以上版本

edas-dubbo-extension 2.0.2及以上版本

HSF 无

使用Cloud Toolkit可以在本地开发环境中直接启动本地注册中心或加入自建的注册中心，更方便地与他人进
行联调，免去修改配置文件、绑定Host等繁杂操作。您可以在IntelliJ IDEA中使用Cloud Toolkit的本地注册中
心来实现本地和云上应用的相互调用，提升开发效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详情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该功能支持HSF、Spring Cloud和Dubbo等微服务框架，但只能使用本地注册中心，本地注册中心必须要占
用8080、8848和9600端口。

在本地开发应用并完成联调在本地开发应用并完成联调

3.4. 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服务的端云互联3.4. 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服务的端云互联
3.4.1. 端云互联简介3.4.1. 端云互联简介

3.4.2. 本地开发及联调3.4.2. 本地开发及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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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载nacos-service-provider和nacos-service-consumer工程，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这两个工程，对这两
个工程均进行步骤2-5的配置。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选择FileFile >  > Set t ingsSet t ings。

3. 在Set t ingsSet t ings页面左侧导航栏选择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  > MicroserviceMicroservice，选择注册方式。

配置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无无 不需要注册中心。

使用本地注册中心使用本地注册中心

使用本地轻量级配置及注册中心，轻量级配置及注册
中心包含3个端口：

8848：支持Nacos的服务注册和配置管理。

9600：HSF/Dubbo的服务注册及订阅。

8080：支持ANS的服务注册以及ACM的配置管理。

在选择使用本地注册中心使用本地注册中心 后，单击启动启动 和停止停止 即可启
动或停止本地注册中心，然后通过  http://localhost:
<指定端⼝> 即可访问不同的注册中心控制台。

加入自建注册中心加入自建注册中心
填写您自建的注册中心的域名或IP，在本地运行应用
时，EDAS会通过-D参数的形式为应用配置该注册中心
并将应用注册到该注册中心。

端云互联端云互联
实现本地服务和云端服务的相互调用，用于联调测
试，详情请参见端云互联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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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本文以选择使用本地注册中心使用本地注册中心为例进行结果验证说明。

4. 配置参数完成后，单击ApplyApply和OKOK。

5. 运行nacos-service-provider和nacos-service-consumer工程。

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在浏览器中访问http://127.0.0.1:18082/echo-feign/helloworld，18082是consumer的端口。如果显示
helloworld字符串，即表示实现了这两个工程的本地联调。

您可以在IntelliJ IDEA中使用Cloud Toolkit的端云互联功能实现本地和云上应用的相互调用，提升开发效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在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端云互联前，请完成以下工作：

确保IntelliJ IDEA为2018.3及以上版本。

2020.9.1及以上版本的Cloud Toolkit能够基于本地工程的项目（Project）和模块（Module）粒度配置端
云互联，如果想使用配置粒度功能，请将Cloud Toolkit升级到2020.9.1及以上版本。

说明 说明 如果Cloud Toolkit已经是2020.9.1版本，但没有配置粒度选项，请您卸载再重新安装
Cloud Toolkit插件。

创建一台可使用SSH登录的ECS，用于建立端云互联通道。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控制台使用ECS实例（快
捷版）云服务器ECS快速入门。

注意注意

请确保该ECS实例和需要互联的应用在同一个VPC内。

SSH通道需要使用密码方式登录，暂不支持使用密钥对登录。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端云互联目前支持Java应用，而且不同Java微服务框架还有以下限制：

微服务框架 使用限制

Spring Cloud 如果使用Nacos进行配置管理，请确保Spring Cloud为Spring CloudEdgware及以上版本。

Dubbo

Dubbo 2.7.2及以上版本

依赖的服务注册及发现组件版本：

dubbo-nacos-registry 2.7.2及以上版本

edas-dubbo-extension 2.0.2及以上版本

3.4.3. 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端云互联（IntelliJ3.4.3. 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端云互联（IntelliJ
IDEA）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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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F 无

微服务框架 使用限制

步骤一：安装Cloud Toolkit步骤一：安装Cloud Toolkit
1. 启动IntelliJ IDEA。

2. 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插件。

macOS系统macOS系统：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Int elliJ IDEAInt elliJ IDEA >  > Pref erence...Pref erence...，在Pref erencePref erence配置页面左边导航
栏单击PluginsPlugins，搜索Alibaba Cloud Toolkit，并单击Inst allInst all安装。

Windows系统Windows系统：在顶部菜单栏选择FileFile >  > Set t ingsSet t ings，在Set t ingsSet t ings页面的左侧导航栏单击PluginsPlugins，
搜索Alibaba Cloud Toolkit，并单击Inst allInst all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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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IntelliJ IDEA中插件安装成功后，重启IntelliJ IDEA，您可以在工具栏看到Alibaba Cloud Toolkit的图标
（ ）。

步骤二：配置Cloud Toolkit账号步骤二：配置Cloud Toolkit账号
在安装完Alibaba Cloud Toolkit后，您需使用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来配置Cloud Toolkit的账
号。

1. 启动IntelliJ IDEA。

2.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Pref erences...Pref erences...。

3. 在Set t ingsSet t ings对话框中选择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  > Account sAccount s。

4. 在Account sAccount s界面中设置AccessKey ID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AccessKey Secret ，然后单击OKOK。如果您使用子账号的
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请确认该子账号至少拥有部署应用部署应用的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为
RAM用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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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里云账号说明如下：

如果您已经注册过阿里云账号，在Account sAccount s界面中单击Get  exist ing AK/SKGet  exist ing AK/SK，进入阿里云登录页
面。用已有账号登录后，跳转至安全信息管理页面，获取AccessKey ID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AccessKey Secret 。

如果您还没有阿里云账号，在Account sAccount s界面中单击Sign upSign up，进入阿里云账号注册页面，注册账
号。注册完成后按照上述方式获取AccessKey ID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AccessKey Secret 。

步骤三：端云互联配置步骤三：端云互联配置
1. 启动IntelliJ IDEA。

2.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Pref erences...。Pref erences...。

3. 在Set t ingsSet t ings对话框中选择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  > MicroserviceMicroservice。

4. 在MicroserviceMicroservice界面中配置端云互联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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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配置粒度配置粒度

本地工程需要使用端云互联功能的粒度，包含项目和
模块。

项目：当前工程使用统一的端云互联配置。适用于
单模块工程或多模块工程的模块间无配置差异。

模块：当前工程包含多个模块，其中仅某个模块需
要使用端云互联或不同模块的端云互联配置需求不
同。如果需要为不同模块配置端云互联，选择具体
模块，完成各自的端云互联配置。

端云互联端云互联

选中端云互联端云互联 启用端云互联功能。
启用端云互联功能后，本地应用默认注册到云端注册
中心并订阅云端注册中心的服务，本地应用中的服务
可以和云端服务相互调用。
如果仅需要调用云端服务，不希望云端服务调用本地
服务，可以选中只订阅云端服务，不注册本地服只订阅云端服务，不注册本地服
务务 。

产品产品 选择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服务（EDAS）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服务（ED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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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云互联环境端云互联环境

设置需要调用的云端应用所在的地域和命名空间。除
了默认命名空间外，其他命名空间下的应用需按照以
下步骤手动打开允许远程调试允许远程调试 开关。

i. 登录EDAS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然后
在顶部菜单栏选择地域。

iii. 在命名空间列表中目标命名空间的操作操作 列单击编编
辑辑 按钮。

iv. 在编辑命名空间编辑命名空间 对话框中打开允许远程调试允许远程调试 开
关。

SpringCloud服务端口SpringCloud服务端口
如果是Spring Cloud应用，则需在SpringCloud服务SpringCloud服务
端口端口 文本框内添加该应用的服务端口，其他类型应用
不需要填写。

跳板机配置跳板机配置

跳板机IP跳板机IP：您创建的跳板机（ECS实例）的公网公网
IPIP。

跳板机账号跳板机账号 ：输入用于建立端云互联通道的用户
名。

跳板机密码跳板机密码 ：输入用于建立端云互联通道的密码。

说明 说明 您可以直接输入用于建立端云互联通
道的ECS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也可以输入新的用
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下面的初始化账号...初始化账号...进行
配置。

初始化账号...初始化账号...

如果输入的是ECS实例的root用户名和密码，则会使
用此root账号进行配置，如果成功则会出现配置已配置已
添加成功添加成功 的提示弹窗。

如果使用新账号或其他非root账号，那么需要root
权限来对此账号进行代理配置，在Add SSHAdd SSH
RuleRule对话框中输入Password，然后单击AddAdd即
可。

注意注意

此处使用ECS实例的密码只是用来创建
一个网络代理，不会将ECS实例的用户
名和密码用于其他用途。

推荐使用新账号或其他非root账号进
行互联，后续可将此新账号或非root
账号直接共享给其他需要端云互联的
团队成员使用，避免泄漏root信息。

参数 描述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DAS

> 文档版本：20210621 36

https://edas.console.aliyun.com


一键诊断一键诊断
端云互联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单击一键诊一键诊
断断 ，排查etrans通道启动异常和服务连接不通等问
题。

参数 描述

5.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OKOK。

注意 注意 如果使用EDAS专有云企业版，还需要按以下步骤在Cloud Toolkit中配置Endpoint。
Endpoint请联系EDAS技术支持获取。

i. 在Pref erence (Filt ered)Pref erence (Filt ered)对话框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ppearance & BehaviorAppearance & Behavior >  > EndpointEndpoint 。

ii. 在EndpointEndpoint 界面中设置Endpoint，配置完成后，单击Apply and CloseApply and Close。

步骤四：启动本地应用进行端云互联步骤四：启动本地应用进行端云互联
启动本地应用，如果当前状态处于端云互联状态，那么会有如下提示：

并且，在启动应用之后会启动一个etrans的进程：

说明说明
端云互联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单击一键诊断一键诊断，排查etrans通道启动异常和服务连接不通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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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在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端云互联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请参见端云互联问题。

您可以在EDAS上代理购买ECS，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ECS实例。

如果您想使用IntelliJ IDEA插件快速在EDAS上部署应用，请参见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EDAS。

您可以在Eclipse中使用Cloud Toolkit的端云互联功能实现本地和云上应用的相互调用，提升开发效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确保Eclipse为4.5.0及以上版本。

2020.9.1及以上版本的Cloud Toolkit能够基于本地工程的项目（Project）和模块（Module）粒度配置端
云互联，如果想使用配置粒度功能，请将Cloud Toolkit升级到2020.9.1及以上版本。

说明 说明 如果Cloud Toolkit已经是2020.9.1版本，但没有配置粒度选项，请您卸载再重新安装
Cloud Toolkit插件。

创建一台可使用SSH登录的ECS，用于建立端云互联通道。具体操作，请参见通过控制台使用ECS实例（快
捷版）云服务器ECS快速入门。

注意注意

请确保该ECS实例和需要互联的应用在同一个VPC内。

SSH通道需要使用密码方式登录，暂不支持使用密钥对登录。

步骤一：安装Cloud Toolkit步骤一：安装Cloud Toolkit
1. 启动Eclipse。

2. 在顶部菜单栏中选择HelpHelp >  > Eclipse Market placeEclipse Market place。

3. 在Eclipse Market placeEclipse Market place对话框中FindFind右侧的文本框中输入Alibaba Cloud Toolkit。

4. 在搜索结果中单击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区域右下角的Inst allInst all。

5. 按照Eclipse安装页面的提示，完成后续安装步骤。
Cloud Toolkit插件安装完成后，重启Eclipse，您可以在工具栏看到Alibaba Cloud Toolkit的图标。

3.4.4. 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端云互联（Eclipse）3.4.4. 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端云互联（Ecli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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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配置Cloud Toolkit账号步骤二：配置Cloud Toolkit账号
您需使用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来配置Cloud Toolkit的账号。

1. 启动Eclipse。

2. 在工具栏单击Alibaba Cloud Toolkit图标右侧的下拉按钮，在下拉菜单中单击Pref erences...Pref erences...。

3. 在Pref erences（Filt ered）Pref erences（Filt ered）对话框的左侧导航栏中单击Account sAccount s。

4. 在Account sAccount s界面中设置Access Key ID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Access Key Secret ，然后单击ApplyApply。

注意 注意 如果您使用RAM用户的AccessKey ID和AccessKey Secret，请确认该RAM用户至少拥
有部署应用部署应用的权限，具体操作，请参见RAM账号授权。

如果您已经注册过阿里云账号，在Account sAccount s界面中单击Get  exist ing AK/SKGet  exist ing AK/SK，进入阿里云登录页
面。用已有账号登录后，跳转至安全信息管理页面，获取Access Key ID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Access Key Secret 。

如果您还没有阿里云账号，在Account sAccount s界面中单击Sign upSign up，进入阿里云账号注册页面，注册账
号。注册完成后按照上述方式获取Access Key IDAccess Key ID和Access Key SecretAccess Key Secret 。

步骤三：配置端云互联步骤三：配置端云互联
1. 在Eclipse中单击工具栏Alibaba Cloud Toolkit的图标（ ），在下拉菜单中单击Pref erences…Pref erences…。

2. 在Pref erences（Filt ered）Pref erences（Filt ered）对话框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  > EDASEDAS，在页面右
侧设置区域进行端云互联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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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选中Join EDAS Regist erJoin EDAS Regist er开启端云互联功能。

ii. 设置RegionRegion和NamespaceNamespace为端云互联应用所在的地域和命名空间。
除了默认命名空间外，其他命名空间需手动打开允许远程调试允许远程调试开关。

a. 登录EDAS控制台。

b. 选择地域地域，进入应用管理应用管理 >  >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c. 在命名空间列表中单击待选择的命名空间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按钮。

d. 在编辑命名空间编辑命名空间对话框中打开允许远程调试允许远程调试开关。

iii. 在SSH Conf igurat ionSSH Conf igurat ion区域执行以下操作。

a. 在Gat eway HostGat eway Host 文本框内输入您创建的ECS实例的公网IP公网IP。

b. 在UsernameUsername和PasswordPassword文本框内输入用于建立SSH端云互联通道的用户名和密码：您可以
直接输入您用于建立SSH端云互联通道的ECS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也可以在这里填入新的用
户名和密码，然后通过下面的Add SSH RuleAdd SSH Rule来增加此新用户及密码。

c. 如果是Spring Cloud应用，则您需在Server PortServer Port 文本框内添加该应用的服务端口，其他类型
应用不需要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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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单击Add SSH RuleAdd SSH Rule完成配置。

如果您输入的是ECS实例的root用户名和密码，则会使用此root账号进行配置，如果成功则会出
现配置已添加成功配置已添加成功的提示弹窗。

如果使用新账号或其他非root账号进行互联，那么需要root权限来对此账号进行代理配置，
在Add SSH RuleAdd SSH Rule对话框中输入Password，然后单击AddAdd。

注意注意

此处使用ECS实例的密码只是用来创建一个网络代理，不会将ECS实例的用户名和密
码用于其他用途。

推荐使用新账号或其他非root账号进行互联，后续可将此新账号或非root账号直接共
享给其他需要端云互联的团队成员使用，避免泄漏root信息。

3.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OKOK。

注意 注意 如果使用EDAS专有云企业版，还需要按以下步骤在Cloud Toolkit中配置Endpoint。
Endpoint请联系EDAS技术支持获取。

i. 在Pref erence（Filt ered）Pref erence（Filt ered）对话框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ppearance & BehaviorAppearance & Behavior > >
EndpointEndpoint 。

ii. 在EndpointEndpoint 界面中设置Endpoint，配置完成后，单击Apply and CloseApply and Close。

步骤四：启动本地应用进行端云互联步骤四：启动本地应用进行端云互联
在项目列表中选中工程项目的根目录，然后启动应用。如果当前状态处于端云互联状态，那么会有如下提
示：

端云互联可用的提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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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nsole面板中会有一个标题为Join EDAS Register的控制台打印初始化端云互联环境的日志。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在使用Cloud Toolkit实现端云互联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请参见端云互联问题。

您可以在EDAS上代理购买ECS，详情请参见在ECS集群中代购ECS实例。

如果您想使用Eclipse插件快速在EDAS上部署应用，详情请参见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EDA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EDAS

> 文档版本：20210621 4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1245.html#concept-203871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35554.html#topic253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0671.html#concept-100085-zh


使用Cloud Toolkit可以将应用快速部署到SAE，适用于快速迭代更新应用的场景。在IntelliJ IDEA安装和配置
Cloud Toolkit后，只需在配置界面设置部署参数即可实现自动化部署。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成功部署SAE应用，请参见在控制台部署应用。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您的工程。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SAE...Deploy t o SAE...。

3. 在Deploy t o SAEDeploy t o SAE对话框中设置部署参数。

4.部署应用到SAE4.部署应用到SAE
4.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SAE4.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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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若您尚未未在SAE上创建应用，可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ServerlessCreat e Serverless
Applicat ion on SAE ConsoleApplicat ion on SAE Console，跳转到SAE控制台创建应用。

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参数 描述

应用信息（Application）

RegionRegion 应用所在地域。

NamespaceNamespace 应用所在命名空间。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应用名称。

部署方式（Deploy 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

选择Maven Build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系统会默认添加一个Maven任
务来构建部署包。如果您需要部署
多模块工程中的一个子模块，请参
见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

Upload FileUpload File
选择Upload File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选择上传您的WAR包或者JAR
包，然后进行部署。

ImageImage
选择Image方式来构建应用时，需
要填入一个镜像地址，然后进行部
署。

Gradle BuildGradle Build
选择Gradle Build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可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说明 说明 若您已使用 Jar/War 包部署应用，使用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时只能选择 Maven Build
或 Upload File 两种部署方式；若您已使用镜像部署应用，使用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时只能选择
Image 部署方式。

4.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验证结果验证结果
开始部署后，IntelliJ IDEA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登录SAE控制台，在应用详情的变更记录变更记录页面查看更新记录。

使用Cloud Toolkit可以将应用快速部署到SAE，适用于快速迭代更新应用的场景。在Eclipse中安装和配置
Cloud Toolkit后，只需在配置界面设置部署参数即可实现自动化部署。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成功部署SAE应用，请参见在控制台部署应用。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Eclips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4.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SAE4.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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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Eclipse界面左侧的Project  ExplorerProject  Explorer中右键单击待部署的工程名，在快捷菜单中选择 AlibabaAlibaba
CloudCloud >  > Deploy t o SAE...Deploy t o SAE...。

2. 在Deploy t o SAEDeploy t o SAE对话框中设置部署参数。

说明 说明 若您尚未未在SAE上创建应用，可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ServerlessCreat e Serverless
Applicat ion on SAE consoleApplicat ion on SAE console，跳转到SAE控制台创建应用。

部署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参数 描述

应用信息（Application）

RegionRegion 应用所在地域。

NamespaceNamespace 应用所在命名空间。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应用名称。

Maven BuildMaven Build

选择Maven Build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系统会默认添加一个Maven任
务来构建部署包。如果您需要部署
多模块工程中的一个子模块，请参
见使用Eclipse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
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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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式（Deploy File）

Upload FileUpload File
选择Upload File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选择上传您的WAR包或者JAR
包，然后进行部署。

Image AddressImage Address
选择Image方式来构建应用时，需
要填入一个镜像地址，然后进行部
署。

参数 参数 描述

说明 说明 若您已使用Jar/War包部署应用，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应用时只能选择Maven Build或
Upload File两种部署方式；若您已使用镜像部署应用，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应用时只能选择
Image部署方式。

3. 单击DeployDeploy。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Eclipse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登录SAE控制台，在应用详情的变更记录变更记录页面查看更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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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 Cloud Toolkit可以将应用快速部署到镜像仓库，提供安全的镜像托管能力。在IntelliJ IDEA安装和配
置Alibaba Cloud Toolkit后，只需在配置界面设置部署参数即可实现自动化部署。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Docker。

已安装和配置Alibaba 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镜像仓库配置镜像仓库配置
使用Cloud Toolkit将应用部署到镜像仓库具体步骤如下：

1. 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您的工程。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Regist ry / Kubernet esDeploy t o Regist ry / Kubernet es > >
Deploy t o Regist ryDeploy t o Regist ry。

3. 在Deploy t o Regist ryDeploy t o Regist ry对话框设置部署参数。

5.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5.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
5.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5.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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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镜像仓库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Build ImageBuild Image

Cont ext  Direct oryCont ext  Direct ory：文件目录。

Dockerf ileDockerf ile：Docker文件。

VersionVersion：镜像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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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Reposit oriesImage Reposit ories

Alibaba Cloud Cont ainer Regist ryAlibaba Cloud Cont ainer Regist ry：阿里云镜
像仓库，详情请参见部署应用到ACR。

Cust om Cont ainer Regist ryCust om Cont ainer Regist ry：自建镜像仓库，
详情请参见部署应用到其它镜像仓库。

参数 描述

说明 说明 Cont ext  Direct oryCont ext  Direct ory和Dockerf ileDockerf ile通常会根据您的本地应用工程自动识别并设置。

部署应用到ACR部署应用到ACR
1. 在部署参数页面选择Alibaba Cloud Cont ainer Regist ryAlibaba Cloud Cont ainer Regist ry。

2. 选择地域地域、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和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3. 在AdvancedAdvanced下拉选项中选择网络类型。

Int ernetInt ernet ：公有网络。

VPC Net workVPC Net work：VPC网络。

Classic Net workClassic Net work：经典网络。

4.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部署应用到其它镜像仓库部署应用到其它镜像仓库
1. 在部署参数页面选择Cust om Cont ainer Regist ryCust om Cont ainer Regist ry。

2. 单击界面右侧的AddAdd，配置Registry信息。

3. 在Regist ryRegist ry页面配置镜像仓库NameName、AddressAddress、UsernameUsername和PasswordPassword，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
击O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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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建议单击T est  Connect ionT est  Connect ion，测试远程仓库是否连接成功。

4. 在Reposit oryReposit ory对话框填入您的镜像地址。

5.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以阿里云容器镜像服务平台为例，可通过查看您的镜像版本镜像版本更新时间来确认镜像是否推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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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 Cloud Toolkit可以将应用快速部署到镜像仓库，提供安全的镜像托管能力。在Eclipse安装和配置
Alibaba Cloud Toolkit后，只需在配置界面设置部署参数即可实现自动化部署。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Docker。

已安装和配置Alibaba 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Eclips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镜像仓库配置镜像仓库配置
使用Cloud Toolkit将应用部署到镜像仓库具体步骤如下：

1. 在Eclipse界面左侧的Project  ExplorerProject  Explorer中右键单击待部署的工程名，在快捷菜单中选择AlibabaAlibaba
CloudCloud >  > Deploy t o Regist ry / Kubernet esDeploy t o Regist ry / Kubernet es >  > Deploy t o Regist ryDeploy t o Regist ry。

2. 在Select  a package met hodSelect  a package met hod页面选择项目路径。

说明 说明 Cont ext  Direct oryCont ext  Direct ory和Dockerf ileDockerf ile通常会根据您的本地应用工程自动识别并设置。

3. 在Select  a Reposit orySelect  a Reposit ory对话框设置部署参数。

5.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5.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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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镜像仓库参数说明：

Reposit oriesReposit ories

Alibaba Cloud Cont ainer Regist ryAlibaba Cloud Cont ainer Regist ry：阿里云镜像仓库，详情请参见部署应用到ACR。

Cust om Cont ainer Regist ryCust om Cont ainer Regist ry：自建镜像仓库，详情请参见部署应用到其它镜像仓库。

ImageImage
VersionVersion：镜像版本号。

部署应用到ACR部署应用到ACR
1. 在部署参数页面选择Alibaba Cloud Cont ainer Regist ryAlibaba Cloud Cont ainer Regis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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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地域地域。

3. 选择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4. 选择镜像仓库镜像仓库。

5. 在AdvancedAdvanced下拉选项中选择网络类型。

Int ernetInt ernet ：公有网络。

VPC Net workVPC Net work：VPC网络。

Classic Net workClassic Net work：经典网络。

6. 单击FinishFinish。

部署应用到其它镜像仓库部署应用到其它镜像仓库
1. 在部署参数页面选择Cust om Cont ainer Regist ryCust om Cont ainer Regist ry。

2. 单击AddAdd，配置Registry信息。

3. 在Regist ryRegist ry页面配置镜像仓库NameName、AddressAddress、UsernameUsername和Password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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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建议单击T est  Connect ionT est  Connect ion，测试远程仓库是否连接成功。

4. 选择ApplyApply >  > Apply and CloseApply and Close。

5. 在Reposit oryReposit ory对话框中填入您的镜像地址。

6. 单击FinishFinish。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以阿里云容器镜像服务平台为例，可通过查看您的镜像版本镜像版本更新时间来确认镜像是否推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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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Toolkit支持将应用部署到采用SSH标准协议的服务器，您无需在一系列运维工具之间切换，只需在图
形界面上选择目标服务器即可快速部署。本文为您介绍在IntelliJ IDEA中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本地应用到
Linux服务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已准备好支持标准SSH标准协议的Linux服务器。

部署应用到Linux服务器部署应用到Linux服务器
您可以下载Java_demo（Java_demo用于在Web页面上打印  Hello World 字符串）来完成部署工作，具体步
骤如下：

1. 在IntelliJ IDEA中导入Java_demo工程。

2. 添加服务器。

i.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Alibaba Cloud ViewAlibaba Cloud View >  > HostHost 。

ii. 在弹出的HostHost 页签中单击Add HostAdd Host 。

6.部署应用到服务器6.部署应用到服务器
6.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Linux服务器6.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Linux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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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Add HostAdd Host 对话框中设置Host  ListHost  List 、UsernameUsername、PasswordPassword和T agT ag等参数，完成后单击AddAdd。

说明 说明 完成参数设置后，可以单击T est  Connect ionT est  Connect ion来测试是否能成功连接服务器。

3. 部署应用。

i.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中选择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Host ...Deploy t o Host ...。

ii. 在Deploy t o HostDeploy t o Host 对话框设置部署参数，然后单击Run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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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描述

File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Maven构建，可
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Upload FileUpload File：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Maven构
建，或在本地已存在打包好的部署文件，可以选
择并上传本地的部署文件。

Gradle BuildGradle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Gradle构建，选
择此项来构建并部署。

T arget  HostT arget  Host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Tag，然后在该Tag中选择要部署
的服务器。

T arget  Direct oryT arget  Direct ory
输入在服务器上的部署路径，如  /root/tomcat/we
bapps 。

CommandCommand 输入应用启动命令，如  sh /root/restart.sh 。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IntelliJ IDEA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通过内置Terminal终端登录远程服务器，  cd 至部署径下，然后执行  ls 命令检查是否部署成功。
登录远程服务器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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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IntelliJ IDEA编辑器底部单击Alibaba Cloud ViewAlibaba Cloud View页签，并选择HostHost 页签。

2. 在HostHost 页签中单击目标远程服务器Act ionsAct ions区域的T erminalT erminal，登录远程服务器。

了解更多关于如何查看应用部署的日志详情请参见使用Cloud Toolkit查看远程服务器按日滚动的日志文件。

Cloud Toolkit支持将应用部署到采用SSH标准协议的服务器，您无需在一系列运维工具之间切换，只需在图
形界面上选择目标服务器即可快速部署。本文为您介绍在IntelliJ IDEA中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本地应用到
Windows服务器，您可选择OpenSSH Server或freeSSHd进行部署配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需配置支持SSH标准协议的Windows服务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说明 说明 您可任意选择OpenSSH Server或freeSSHd进行安装。

安装OpenSSH Server。如果您的远程服务器操作系统为Windows 10，可能已自带OpenSSH服务端，可跳
过此步骤，检查方法请参见官方文档。
在Windows服务器中安装PowerShell，详情请参见官方教程。 若您的服务器中已安装PowerShell，可跳
过此步骤。

在线安装请参见官方教程。

离线安装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 下载OpenSSH安装包。

说明 说明 64位操作系统和32位操作系统的服务器对应的安装包不同，请下载与您的服务器
操作系统对应的安装包。

b. 解压安装包至C:\Program Files\OpenSSH-Win64路径下。

c. 在C:\Program Files\OpenSSH-Win64路径下运行cmd，然后执行以下命令安装OpenSSH。

powershell.exe -ExecutionPolicy Bypass -File install-sshd.ps1                                       
d. 执行以下命令将OpenSSH设置为自动启动模式，并启动OpenSSH。

sc config sshd start= auto
net start sshd                

e. 在PowerShell中执行以下命令修改默认Shell为PowerShell。

New-ItemProperty -Path "HKLM:\SOFTWARE\OpenSSH" -Name DefaultShell -Value "C:\Windows\S
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powershell.exe" -PropertyType String -Force                

安装freeSSHd。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i. 下载freeSSHd安装包。

ii. 在C盘创建文件夹，重命名为ActTemp。

6.2.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Windows服务6.2.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Windows服务
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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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打开freeSSHd，单击SFT PSFT P页签，在SFT P home pat hSFT P home pat h路径中选择C:\ActTemp。

iv. 在UsersUsers页签下单击AddAdd。在User propert iesUser propert ies对话框中配置账户信息。

通用参数配置如下：

LoginLogin：设置Login name。

Aut horizat ionAut horizat ion：选择Password st ored as SHA1 hashPassword st ored as SHA1 hash。

PasswordPassword：设置密码。

Password（again）Password（again）：再次确认设置密码。

User can useUser can use：勾选shellshell、SFT PSFT P和T unnelingT unneling。

v. 配置默认shell。单击SSHSSH页签，在Command shellCommand shell路径中选择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
werShell\v1.0\powershell.exe。

vi. 启动SSH服务。单击Server st at usServer st at us页签，启动T elnet  server is runningT elnet  server is running和SSH server isSSH server is
runningrunning。

部署应用到Windows服务器部署应用到Windows服务器
您可以下载Java_demo（Java_demo用于在Web页面上打印  Hello World 字符串）来完成部署工作，具体步
骤如下：

1. 在IntelliJ IDEA中导入Java_demo工程。

2. 添加服务器。

i.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Alibaba Cloud ViewAlibaba Cloud View >  > HostHost 。

ii. 在弹出的HostHost 页签中单击Add HostAdd Ho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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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Add HostAdd Host 对话框中设置Host  ListHost  List 、UsernameUsername、PasswordPassword和T agT ag等参数，完成后单击AddAdd。

说明 说明 完成参数设置后，可以单击T est  Connect ionT est  Connect ion来测试是否能成功连接服务器。

3. 部署应用。

i.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Host ...Deploy t o Host ...。

ii. 在Deploy t o HostDeploy t o Host 对话框设置部署参数，然后单击Run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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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File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Maven构建，可
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Upload FileUpload File：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Maven构
建，或在本地已存在打包好的部署文件，可以选
择并上传本地的部署文件。

Gradle BuildGradle Build：若当前工程采用Gradle构建，选
择此项来构建并部署。

T arget  HostT arget  Host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Tag，然后在该Tag中选择要部署
的服务器。

T arget  Direct oryT arget  Direct ory
输入在服务器上的部署路径，如  c:\server\tomcat
\deploy 。

CommandCommand
输入应用启动命令，如  c:\server\tomcat\deploy\
start.bat 。

说明 说明 Command命令默认支持所有PowerShell命令，暂不能直接使用DOS命令。若需使
用DOS命令，请用批处理脚本（.bat/.cmd）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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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IntelliJ IDEA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通过内置Terminal终端登录远程服务器，执行  cd 命令至部署的路径下，然后执行  ls 命令检查是
否部署成功。登录远程服务器操作步骤如下：

1. 在IntelliJ IDEA编辑器底部单击Alibaba Cloud ViewAlibaba Cloud View页签，并选择Host  ViewHost  View页签。

2. 在Host  ViewHost  View页签中单击目标远程服务器Act ionsAct ions区域的T erminalT erminal，登录远程服务器。

Cloud Toolkit支持将应用部署到采用SSH标准协议的服务器，您无需在一系列运维工具之间切换，只需在图
形界面上选择目标服务器即可快速部署。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Visual Studio Cod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已准备好支持标准SSH标准协议的服务器。

部署应用到远程服务器部署应用到远程服务器
您可以下载Java_demo（Java_demo用于在Web页面上打印  Hello World 字符串）来完成部署工作，具体步
骤如下：

1. 在Visual Studio Code中导入Java_demo工程。

2. 添加服务器。

i.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阿里云图标，然后在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侧边栏中选择ALIBABAALIBABA
CLOUD VIEWCLOUD VIEW >  > Host  ViewHost  View。

ii. 在弹出的HostHost 页签中单击Add HostAdd Host 。

iii. 在Add HostAdd Host 对话框中设置Host  ListHost  List 、PortPort 和SSH Prof ileSSH Prof ile后，单击T est  Connect ionT est  Connect ion测试是否
能成功连接服务器。

3. 部署应用。

i. 单击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侧边栏中RUN CONFIGURAT IONSRUN CONFIGURAT IONS旁边的......图标，选择DeployDeploy
t o Hostt o Host 。

ii. 在Deploy HOST  ViewDeploy HOST  View页签中设置部署参数，然后单击ApplyApply。

DeploymentDeployment （必选）：

6.3. 使用Visual Studio Code部署应用到远程服6.3. 使用Visual Studio Code部署应用到远程服
务器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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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描述

NameName 为此次配置定义一个名字，以便区分多个配置。

FileFile
在以下打包方式中选择：npmnpm
buildbuild、Webpack buildWebpack build或Upload f ileUpload f ile。

ProjectProject
选择待部署工程的根目录。打包方式选择npmnpm
buildbuild和Webpack buildWebpack build时需要配置。

Build Out putBuild Out put
打包之后的Output目录。打包方式选择npmnpm
buildbuild和Webpack buildWebpack build时需要配置。

Script sScript s
选择脚本命令，仅当打包方式选择npm buildnpm build时
需配置。

WebpackWebpack
Webpack配置，选择一个Webpack脚本，仅当打
包方式选择Webpack buildWebpack build时需配置。

FileFile
选择要上传文件的文件夹，仅当打包方式选
择Upload f ileUpload f ile时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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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rget  HostT arget  Host 此次部署的远程目标服务器。

T arget  Direct oryT arget  Direct ory 远程目标服务器上的指定部署目录。

Af t er deployAf t er deploy

输入应用启动命令，表示在完成应用包的部署后，
需要执行的命令。
以Java程序为例，通常是一句Tomcat的启动命
令，如  sh /root/restart.sh 。

参数 描述

AdvancedAdvanced（可选）：在设置页面完成启动命令和部署后命令的设置，设置完成后单击ApplyApply。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Visual Studio Code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通过内置Terminal终端登录远程服务器，  cd 至部署径下，然后执行  ls 命令检查是否部署成功。
登录远程服务器操作步骤如下：

1.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阿里云图标，然后在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侧边栏中选择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VIEWVIEW >  > Host  ViewHost  View。

2. 在Host  ViewHost  View页签中单击目标远程服务器Act ionsAct ions列的T erminalT erminal，登录远程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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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使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可以使用Cloud Toolkit来快速部署应用。本文将介绍如何在IntelliJ
IDEA中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已在容器镜像服务控制台创建容器镜像仓库，并使用镜像创建应用，请参见创建容器镜像仓库和使用镜像
创建应用。

设置Docker环境设置Docker环境
1.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单击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Pref erences...Pref erences...。

2. 在Set t ingsSet t ings对话框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  > DockerDocker。

3. 在 DockerDocker 界面中设置可连接的Docker环境，包括本地和远程两种方式，然后单击OKOK。

本地Docker环境：

如果您本地为Mac或Linux操作系统，勾选Unix SocketUnix Socket ，然后在Locat ionLocat ion输入框中输入 unix:///v
ar/run/docker.sock。

如果您本地为Windows操作系统，勾选T CP Connect ionT CP Connect ion，然后在URIURI右侧文档框输入本地Docker
的URI，如http://127.0.0.1:2375。

远程Docker环境：勾选T CP Connect ionT CP Connect ion，在URIURI右侧的文本框里输入远端的Docker环境的URI（包括
IP地址和端口），如http://x.x.x.x:2375，并确保远程主机的HTTP服务开启。

7.部署应用到Kubernetes7.部署应用到Kubernetes
7.1. 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7.1. 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7.1.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7.1.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
KubernetesKubern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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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1. 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您的工程。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拉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Regist ry/Kubernet esDeploy t o Regist ry/Kubernet es > >
Deploy t o Kubernet esDeploy t o Kubernet es。

3. 在Deploy t o Kubernet esDeploy t o Kubernet es对话框中进行以下配置。

在ImageImage页签中配置Build ImageBuild Image和Image Reposit oriesImage Reposit ories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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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Image页签中的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NameName 部署名，建议以英文命名。

Build ImageBuild Image

Cont ext  Direct oryCont ext  Direct ory：上下文目录。

Dockerf ileDockerf ile：Dockerfile文件。

VersionVersion：镜像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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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Reposit oriesImage Reposit ories

选择容器镜像服务的地域、命名空间和镜像仓库。

Alibaba Cloud Container Registry：阿里云镜像
仓库，详情请参见部署应用到ACR。

Custom Container Registry：自建镜像仓库，详
情请参见部署应用到其它镜像仓库。

参数 描述

说明 说明 Cont ext  Direct oryCont ext  Direct ory和Dockerf ileDockerf ile通常会根据您本地的应用工程自动识别并设置。

在Cont ainerCont ainer页签中配置Kubernet es T ypeKubernet es T ype、Cont roller T ypeCont roller T ype、Cont roller Cont roller 和Cont ainerCont ainer参数。

Cont ainerCont ainer页签中的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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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Kubernet es T ypeKubernet es T ype
选择Alibaba Cloud Kubernet esAlibaba Cloud Kubernet es ，即部署到阿里
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

Cont roller T ypeCont roller T ype
DeploymentDeployment ：无状态应用。

St at ef ulSetSt at ef ulSet ：有状态应用。

Cont rollerCont roller 选择区域、命名空间和对应的应用。

Cont ainerCont ainer 选择对应的容器。

4.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IntelliJ IDEA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如果您在使用Cloud Toolkit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您联系我们。

若您已使用阿里云容器服务Kubernetes，可以使用Cloud Toolkit来快速部署应用。本文将介绍如何在Eclipse
中使用Cloud Toolkit将应用部署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在Eclips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 Eclipse 中安装和配置 Cloud Toolkit。

您已在容器镜像服务控制台创建容器镜像仓库，并使用镜像创建应用，请参见创建容器镜像仓库和使用镜
像创建应用。

设置Docker环境设置Docker环境
1. 在Eclipse工具栏单击Cloud Toolkit图标，在下拉菜单中单击Pref erencePref erence。

2. 在Pref erence （Filt ered）Pref erence （Filt ered）对话框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ockerDocker >  > ServerServer。

3. 在ServerServer界面中设置可连接的Docker环境，然后单击ApplyApply。

本地Docker环境：

如果您本地为Mac或Linux操作系统，勾选Unix SocketUnix Socket ，然后单击BrowseBrowse，选择本地的Docker安
装目录。

如果您本地为 Windows 操作系统，勾选T cp Connect ionT cp Connect ion，然后在URIURI右侧文档框输入本地
Docker的URI，如http://127.0.0.1:2375。

远程Docker环境：勾选T CP Connect ionT CP Connect ion，在URIURI右侧的文本框里输入远端的Docker环境的URI（包括
IP地址和端口），如http://x.x.x.x:2375，并确保远程主机的HTTP服务开启。

7.1.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7.1.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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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1. 在Eclipse界面左侧的Package ExplorerPackage Explorer中右键单击您的Docker应用工程名，在菜单中选择 AlibabaAlibaba

CloudCloud >  > Deploy t o Regist ry/Kubernet esDeploy t o Regist ry/Kubernet es >  > Deploy t o Kubernet es Deploy t o Kubernet es 。

2. 在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对话框Select  a package met hodSelect  a package met hod，选择本地应用程序的Cont extCont ext
Direct oryDirect ory和Dockerf ileDockerf ile（通常会根据您本地的应用工程自动识别并设置），然后单击 Next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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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勾选Use maven buildUse maven build使用Maven构建应用工程。

3. 在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对话框Select  a Reposit orySelect  a Reposit ory，选择容器镜像服务的类型类型、地域地域、命名命名
空间空间和镜像仓库镜像仓库，然后单击 NextNext 。关于镜像仓库部署详情请参见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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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如果您还没有镜像仓库，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a new reposit oriesCreat e a new reposit ories跳转到容器
镜像仓库创建镜像仓库。创建步骤请参见容器镜像仓库。

4. 在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对话框Deploy Project  t o CS Kubernet seDeploy Project  t o CS Kubernet se部署容器服务相关参数，
然后单击Finish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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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部署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描述

Deployment  Kubernet es T ypeDeployment  Kubernet es T ype
选择Alibaba Cloud Kubernet esAlibaba Cloud Kubernet es ，即部署到阿里云
容器服务Kubernetes。

地域地域 选择地域。

集群集群 选择集群。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择命名空间。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还没有容器服务，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a new Kubernet esCreat e a new Kubernet es
deploymentdeployment 跳转到容器服务控制台创建容器服务。创建步骤请参见首次使用容器服务Kubernetes
版。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Eclipse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如果您在使用Cloud Toolkit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您联系我们。

7.2. 部署应用到自建Kubernetes7.2. 部署应用到自建Kubern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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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使用自建容器服务Kubernetes，可以使用Cloud Toolkit来快速部署应用。本文将介绍如何在IntelliJ
IDEA中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已在容器镜像服务控制台创建容器镜像仓库，并使用镜像创建应用，请参见创建容器镜像仓库和使用镜像
创建应用。

设置Docker环境设置Docker环境
1. 在IntelliJ IDEA工具栏单击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Pref erences...Pref erences...。

2. 在Set t ingsSet t ings对话框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Alibaba Cloud T oolkitAlibaba Cloud T oolkit  >  > DockerDocker。

3. 在 DockerDocker 界面中设置可连接的Docker环境，包括本地和远程两种方式，然后单击OKOK。

本地Docker环境：

如果您本地为Mac或Linux操作系统，勾选Unix SocketUnix Socket ，然后在Locat ionLocat ion输入框中输入 unix:///v
ar/run/docker.sock。

如果您本地为Windows操作系统，勾选T CP Connect ionT CP Connect ion，然后在URIURI右侧文档框输入本地Docker
的URI，如http://127.0.0.1:2375。

远程Docker环境：勾选T CP Connect ionT CP Connect ion，在URIURI右侧的文本框里输入远端的Docker环境的URI（包括
IP地址和端口），如http://x.x.x.x:2375，并确保远程主机的HTTP服务开启。

部署应用到自建Kubernetes部署应用到自建Kubernetes

7.2.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自建Kubernetes7.2.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自建Kubern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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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您的工程。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Regist ry/Kubernet esDeploy t o Regist ry/Kubernet es > >
Deploy t o Kubernet esDeploy t o Kubernet es。

3. 在Deploy t o Kubernet esDeploy t o Kubernet es对话框中进行以下配置。

在ImageImage页签中配置Build ImageBuild Image和Image Reposit oriesImage Reposit ories参数。

ImageImage页签中的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NameName 部署名，建议以英文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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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ImageBuild Image

Cont ext  Direct oryCont ext  Direct ory：上下文目录。

Dockerf ileDockerf ile：Dockerfile文件。

VersionVersion：镜像版本号。

Image Reposit oriesImage Reposit ories

选择容器镜像服务的地域、命名空间和镜像仓库。

Alibaba Cloud Container Registry：阿里云镜像
仓库，详情请参见部署应用到ACR。

Custom Container Registry：自建镜像仓库，详
情请参见部署应用到其它镜像仓库。

参数 描述

说明 说明 Cont ext  Direct oryCont ext  Direct ory和Dockerf ileDockerf ile通常会根据您本地的应用工程自动识别并设置。

在Cont ainerCont ainer页签中配置Kubernet es T ypeKubernet es T ype、Kubeconf igKubeconf ig、Cont roller T ypeCont roller T ype、Cont rollerCont roller
和Cont ainerCont ainer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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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 ainerCont ainer页签中的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描述

Kubernet es T ypeKubernet es T ype
选择Cust om Kubernet esCust om Kubernet es ，即部署到自建容器服
务Kubernetes。

Kubeconf igKubeconf ig 选择自建部署文件。

Cont roller T ypeCont roller T ype
DeploymentDeployment ：无状态应用。

St at ef ulSetSt at ef ulSet ：有状态应用。

Cont rollerCont roller 选择区域、命名空间和对应的应用。

Cont ainerCont ainer 选择对应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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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IntelliJ IDEA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如果您在使用Cloud Toolkit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您联系我们。

若您使用自建容器服务Kubernetes，可以使用Cloud Toolkit来快速部署应用。本文将介绍如何在Eclipse中使
用Cloud Toolkit将应用部署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在Eclips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 Eclipse 中安装和配置 Cloud Toolkit。

您已在容器镜像服务控制台创建容器镜像仓库，并使用镜像创建应用，请参见创建容器镜像仓库和使用镜
像创建应用。

设置Docker环境设置Docker环境
1. 在Eclipse工具栏单击Cloud Toolkit图标，在下拉菜单中单击Pref erencePref erence。

2. 在Pref erence （Filt ered）Pref erence （Filt ered）对话框的左侧导航栏中选择DockerDocker >  > ServerServer。

3. 在ServerServer界面中设置可连接的Docker环境，然后单击ApplyApply。

本地Docker环境：

如果您本地为Mac或Linux操作系统，勾选Unix SocketUnix Socket ，然后单击BrowseBrowse，选择本地的Docker安
装目录。

如果您本地为 Windows 操作系统，勾选T cp Connect ionT cp Connect ion，然后在URIURI右侧文档框输入本地
Docker的URI，如http://127.0.0.1:2375。

远程Docker环境：勾选T CP Connect ionT CP Connect ion，在URIURI右侧的文本框里输入远端的Docker环境的URI（包括
IP地址和端口），如http://x.x.x.x:2375，并确保远程主机的HTTP服务开启。

7.2.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自建Kubernetes7.2.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自建Kubern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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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部署应用到容器服务Kubernetes
1. 在Eclipse界面左侧的Package ExplorerPackage Explorer中右键单击您的Docker应用工程名，在菜单中选择 AlibabaAlibaba

CloudCloud >  > Deploy t o Regist ry/Kubernet esDeploy t o Regist ry/Kubernet es >  > Deploy t o Kubernet es Deploy t o Kubernet es 。

2. 在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对话框Select  a package met hodSelect  a package met hod，选择本地应用程序的Cont extCont ext
Direct oryDirect ory和Dockerf ileDockerf ile（通常会根据您本地的应用工程自动识别并设置），然后单击 NextNext 。

说明 说明 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勾选Use maven buildUse maven build使用Maven构建应用工程。

3. 在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对话框Select  a Reposit orySelect  a Reposit ory，选择容器镜像服务的类型类型、地域地域、命名命名
空间空间和镜像仓库镜像仓库，然后单击 NextNext 。关于镜像仓库部署详情请参见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镜像仓库。

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到Kubernet es 云插件 Cloud Toolkit

79 > 文档版本：2021062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2967.html#task-2481830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还没有镜像仓库，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a new reposit oriesCreat e a new reposit ories跳转到容器
镜像仓库创建镜像仓库。创建步骤请参见容器镜像仓库。

4. 在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Deploy t o CS Kubernet es对话框Deploy Project  t o CS Kubernet seDeploy Project  t o CS Kubernet se部署容器服务相关参数，
然后单击Finish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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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部署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描述

Deployment  Kubernet es T ypeDeployment  Kubernet es T ype
选择Cust om Kubernet esCust om Kubernet es ，即部署到自建容器
Kubernetes。

KubeConf igKubeConf ig 选择自建部署KubeConfig文件。

地域地域 选择地域。

集群集群 选择集群。

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选择命名空间。

说明 说明 如果您还没有容器服务，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a new Kubernet esCreat e a new Kubernet es
deploymentdeployment 跳转到容器服务控制台创建容器服务。创建步骤请参见首次使用容器服务Kubernetes
版。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Eclipse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如果您在使用Cloud Toolkit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您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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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Toolkit可以用于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某个子模块的场景。本文档将以在IntelliJ IDEA中部署Meetup多
模块工程中的Consumer子模块到SAE为例介绍部署方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若您有一个Meetup多模块工程，结构为：

Consumer

Provider

Provider-api

其中Consumer模块和Provider模块均为Meetup工程的子模块，且都依赖于Provider-api模块。

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
1. 在IntelliJ IDEA界面左侧的Project中右键单击Meetup工程，在快捷菜单中选择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SAE...Deploy t o SAE...。

2. 在Deploy t o SAEDeploy t o SAE对话框中设置部署参数。

8.部署多模块工程8.部署多模块工程
8.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8.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
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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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若您尚未未在SAE上创建应用，可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ServerlessCreat e Serverless
Applicat ion on SAE ConsoleApplicat ion on SAE Console，跳转到SAE控制台创建应用。

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参数 描述

应用信息（Application）

RegionRegion 应用所在地域。

NamespaceNamespace 应用所在命名空间。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应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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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方式（Deploy 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

选择Maven Build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系统会默认添加一个Maven任
务来构建部署包。如果您需要部署
多模块工程中的一个子模块，请参
见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

Upload FileUpload File
选择Upload File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选择上传您的WAR包或者JAR
包，然后进行部署。

ImageImage
选择Image方式来构建应用时，需
要填入一个镜像地址，然后进行部
署。

Gradle BuildGradle Build
选择Gradle Build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可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参数 参数 描述

说明 说明 若您已使用 Jar/War 包部署应用，使用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时只能选择 Maven Build
或 Upload File 两种部署方式；若您已使用镜像部署应用，使用 Cloud Toolkit  部署应用时只能选择
Image 部署方式。

3. 对Meetup父工程执行  mvn clean install 命令（默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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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Consumer子工程执行  mvn clean package 命令。

i. 在Deploy t o EDASDeploy t o EDAS对话框的Bef ore launchBef ore launch区域单击++ 。

ii. 在Add New Conf igurat ionAdd New Conf igurat ion菜单中选择Run Maven GoalRun Mave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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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Select  Maven GoalSelect  Maven Goal对话框中单击文件夹图标选择Consumer子模块，在Command lineCommand line栏输入
clean package，然后单击OKOK。

5.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IntelliJ IDEA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登录SAE控制台，在部署应用的基本信息页面查看部署结果。

Cloud Toolkit可以用于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某个子模块的场景。本文档将以在Eclipse中部署Meetup多模块
工程中的Consumer子模块到SAE为例介绍部署方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若您有一个Meetup多模块工程，结构为：

Consumer

Provider

Provider-api

其中Consumer模块和Provider模块均为Meetup工程的子模块，且都依赖于Provider-api模块。

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
1. 对Meetup父工程执行  mvn clean install 命令。以下任意一种方法均可：

在Eclipse界面左侧的Project  ExplorerProject  Explorer中右键单击Meetup工程，在快捷菜单中选择Run AsRun As > >
Maven inst allMaven inst all。

cd至Meetup工程所在目录下执行  mvn clean install 命令。

2. 对Consumer子工程执行  mvn clean package 命令。

i. 在Eclipse界面左侧的Project  ExplorerProject  Explorer中右键单击Consumer工程，在快捷菜单中选择 AlibabaAlibaba
CloudCloud >  > Deploy t o SAE...Deploy t o SAE...。

8.2. 使用Eclipse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8.2. 使用Eclipse部署多模块工程中的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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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Deploy t o SAEDeploy t o SAE对话框中设置部署参数。在Maven Conf igMaven Conf ig区域的GoalsGoals栏输入clean
package命令。

说明 说明 若您尚未未在SAE上创建应用，可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ServerlessCreat e Serverless
Applicat ion on SAE consoleApplicat ion on SAE console，跳转到SAE控制台创建应用。

部署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参数 描述

应用信息（Application）

RegionRegion 应用所在地域。

NamespaceNamespace 应用所在命名空间。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应用名称。

部署方式（Deploy 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
选择Maven Build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可直接构建并部署。

Upload FileUpload File
选择Upload File方式来构建应用
时，选择上传您的WAR包或者
JAR包，然后进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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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AddressImage Address
选择Image方式来构建应用时，
需要填入一个镜像地址，然后进
行部署。

参数 参数 描述

说明 说明 若您已使用Jar/War包部署应用，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应用时只能选择Maven
Build或Upload File两种部署方式；若您已使用镜像部署应用，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应用时只
能选择Image部署方式。

iii. 单击DeployDeploy。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Eclipse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您可以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登录SAE控制台，在部署应用的基本信息页面查看部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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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阿里云小程序云用户，可以使用Cloud Toolkit来部署小程序应用，适用于小程序的首次部署、快速
迭代、版本回滚等场景。本文将介绍如何在IntelliJ IDEA中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小程序应用到小程序云。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已在小程序云控制台创建云应用并构建环境，请参见创建云应用和构建环境。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小程序云是阿里云面向小程序场景提供的一站式云服务，帮助开发者实现一云多端的业务战略。开发者可通
过小程序云支撑各类小程序前端，在一朵云内实现统一的资源管理、统一的数据运营和统一的业务设计。详
情请参见什么是小程序云？。

小程序云应用是面向小程序的应用场景，为开发者提供的一键构建后端应用运行环境、后端服务部署、运维
监控等能力的一站式小程序部署服务。

使用Cloud Toolkit可以快速部署小程序云应用至小程序云，暂不支持部署小程序Serverless。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您的小程序工程。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Deploy t o Mini Program...Deploy t o Mini Program...。

3. 在Deploy t o Mini ProgramDeploy t o Mini Program对话框中进行部署配置。

9.部署应用到小程序云9.部署应用到小程序云
9.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小程序云9.1. 使用IntelliJ IDEA部署应用到小程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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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若您尚未在小程序云上创建应用，可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a new miniCreat e a new mini
programprogram，跳转到小程序云控制台创建应用。

部署参数说明如下。

参数 参数 描述

应用信息（Application）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应用名称，选择部署应用。

EnvironmentEnvironment
应用环境，分为测试环境和生产环
境。

部署方式（Deploy 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
若当前工程采用Maven构建，可以
直接构建并部署。

Gradle BuildGradle Build
若当前工程采用Gradle构建，选择
此项来构建并部署。

Upload local f ileUpload local f ile
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Maven构建，
或本地已存在部署文件的压缩包，
则上传本地的部署文件即可。

Hist ory versionHist ory version
若需回滚到历史版本，可选择此项
再选择版本信息。

分批部署（Advanced）

Act ionAct ion
根据实际选择为上传并部署或者仅
上传。

VersionVersion
会默认生成本次部署的版本信息，
可自行修改。

Descript ionDescript ion
默认生成本息部署的说明信息，可
自行修改。

4.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IntelliJ IDEA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请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登录阿里云小程序云控制台，在所部署应用的发布信息发布信息页签查看部署结果。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在IntelliJ IDEA底部选择Alibaba Cloud ViewAlibaba Cloud View >  > Alibaba Mini Program ViewAlibaba Mini Program View页签。在Alibaba MiniAlibaba Mini
Program ViewProgram View页签中展示了当前账号下所有的小程序云应用，您可以对其执行查看、部署历史版本、重
启、停止等操作。

如果您是阿里云小程序云用户，可以使用Cloud Toolkit来部署小程序应用，适用于小程序的首次部署、快速
迭代、版本回滚等场景。本文将介绍如何在Eclipse中使用Cloud Toolkit部署小程序应用到小程序云。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Eclipse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9.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小程序云9.2. 使用Eclipse部署应用到小程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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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小程序云控制台创建云应用并构建环境，请参见创建云应用和构建环境。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小程序云是阿里云面向小程序场景提供的一站式云服务，帮助开发者实现一云多端的业务战略。开发者可通
过小程序云支撑各类小程序前端，在一朵云内实现统一的资源管理、统一的数据运营和统一的业务设计。详
情请参见什么是小程序云？。

小程序云应用是面向小程序的应用场景，为开发者提供的一键构建后端应用运行环境、后端服务部署、运维
监控等能力的一站式小程序部署服务。

使用Cloud Toolkit可以快速部署小程序云应用至小程序云，暂不支持部署小程序Serverless。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Eclipse中打开您的小程序工程。

2. 在Eclipse界面左侧的Project  ExplorerProject  Explorer中右键单击待部署的工程名，在快捷菜单中选择AlibabaAlibaba
CloudCloud >  > Deploy t o Mini ProgramDeploy t o Mini Program。

3. 在Deploy t o Mini ProgramDeploy t o Mini Program对话框中进行部署配置。

说明 说明 若您尚未在小程序云上创建应用，可在对话框右上角单击Creat e a new miniCreat e a new mini
programprogram，跳转到小程序云控制台创建应用。

部署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参数 描述

Applicat ionApplicat ion 应用名称，选择部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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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Application）

EnvironmentEnvironment
应用环境，分为测试环境和生产环
境。

部署方式（Deploy File）

Maven BuildMaven Build
若当前工程采用 Maven 构建，可
以直接构建并部署。

Gradle BuildGradle Build
若当前工程采用Gradle构建，选择
此项来构建并部署。

Upload local f ileUpload local f ile
若当前工程不是采用Maven构建，
或本地已存在部署文件的压缩包，
则上传本地的部署文件即可。

Hist ory versionHist ory version
若需回滚到历史版本，可选择此项
再选择版本信息。

分批部署（Advanced）

Act ionAct ion
根据实际选择为上传并部署或者仅
上传。

VersionVersion
会默认生成本次部署的版本信息，
可自行修改。

Descript ionDescript ion
默认生成本息部署的说明信息，可
自行修改。

参数 参数 描述

4.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部署开始后，Eclipse的ConsoleConsole区域会打印部署日志，请根据日志信息检查部署结果。

您还可以登录阿里云小程序云控制台，在所部署应用的发布信息发布信息页签查看部署结果。

后续步骤后续步骤
在Eclipse顶部单击Alibaba Cloud Toolkit图标，然后选择Alibaba Cloud ExplorerAlibaba Cloud Explorer >  > Alibaba Cloud MiniAlibaba Cloud Mini
ProgramProgram。在Alibaba Cloud Mini ProgramAlibaba Cloud Mini Program页签中展示了当前账号下所有的小程序云应用，您可以对其执
行查看、部署历史版本、重启、停止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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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在IntelliJ IDEA中使用Cloud Toolkit同时部署多个工程应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已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请参见在IntelliJ IDEA中安装和配置Cloud Toolkit。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开发者在本地或微服务应用中，会遇到需要同时部署多个应用（服务）的场景，希望将本地多个JAR包同时
部署。Cloud Toolkit中的Mult irun Deployment功能能帮助您同时部署多个应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IntelliJ IDEA中打开您的工程。

2. 在IntelliJ IDEA顶部菜单栏中选择T oolsT ools >  > Alibaba CloudAlibaba Cloud >  > Mult irun Deployment ...Mult irun Deployment ...。

3. 在Cloud T oolkit  Mult irunCloud T oolkit  Mult irun对话框中单击右侧的＋＋，选择需要同时部署的应用。

部署区域功能说明如下。

10.部署多工程应用10.部署多工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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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描述

区域1

：添加部署应用。

：删除部署应用。

：上移部署应用。

：下移部署应用。

区域2

St art  conf igurat ions one by oneSt art  conf igurat ions one by one：按照应用
先后顺序依次部署应用。

说明 说明 wit h delaywit h delay：可设置每个部署应
用之间的间隔时间，单位为s。

Mark t he t ab of  f ailed conf igurat ionMark t he t ab of  f ailed conf igurat ion：标记
部署中的应用，使用✳标记。

Close t ab of  successf ully complet edClose t ab of  successf ully complet ed
conf igurat ion（and leave only t abd ofconf igurat ion（and leave only t abd of
f ailed conf igurat ions）f ailed conf igurat ions） ：自动关闭已成功完成
部署的应用，部署失败的应用除外。

Re-use t ab t o run conf igurat ion（exceptRe-use t ab t o run conf igurat ion（except
t he t ab of  f ailed conf igurat ions）t he t ab of  f ailed conf igurat ions） ：重利用
部署成功的应用，部署失败的应用除外。

4. 先单击ApplyApply，然后单击Run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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