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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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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如何将本地、第三方存储设备或者OSS源存储空间（Bucket）内的数据迁移至目标Bucket。

请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选用不同的数据迁移方式：

在线迁移

适用于各类数据源的数据，批量迁移到OSS。迁移时无需搭建迁移环境，可在线提交迁移任务并随时监控
迁移过程。详情请参见在线迁移服务。

ossimport

适用于各类数据源的历史数据批量迁移到OSS，详情请参见ossimport。

ossutil

适用于线下小规模数据迁移上云。详情请参见ossutil。

镜像回源

主要用于数据无缝迁移到OSS的场景。例如某服务已经在用户建立的源站或者在其他云产品上运行。现因
业务发展，需要将服务迁移至OSS，迁移时需保证服务的正常运行。您可以在迁移过程中使用镜像回源规
则获取未迁移至OSS的部分数据，保证服务的正常运行。详情请参见管理回源设置。

OSS跨区域复制

跨区域复制（Cross-Region Replication）是跨不同OSS数据中心（地域）的存储空间（Bucket）自动、异
步（近实时）复制文件（Object），它会将Object的创建、更新和删除等操作从源存储空间复制到不同区
域的目标存储空间。详情请参见跨区域复制介绍。

离线迁移（闪电立方）

适用于线下数据中心大规模数据迁移上云，支持TB到PB级别数据上云。详情请参见什么是离线迁移（闪电立
方）。

OSS API或SDK

使用OSS API或SDK编写代码实现数据上云。详情请参见OSS API和OSS SDK。

1.数据迁移1.数据迁移
1.1. 如何将数据迁移到OSS1.1. 如何将数据迁移到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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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4958.html#concept-igj-s12-q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6990.html#concept-rc2-t1h-w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0452.html#concept-cnr-3d4-v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865.html#concept-n34-q1z-5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864.html#concept-zjp-31z-5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4753.html#topic57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947.html#concept-whm-jcq-t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2834.html#concept-dcn-tp1-kfb


2.API和SDK2.API和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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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目前不支持直接移动或修改存储在OSS里的文件（Object）或文件目录，如需进行这些操作，通过以下
方式实现。

移动文件/文件目录移动文件/文件目录
若需要移动文件或文件目录时，您需要通过CopyObject接口，将目标文件拷贝到指定的位置，之后将源文件
删除即可。

警告 警告 删除源数据前一定要确认文件拷贝完成且正确，避免造成您的数据损失。强烈建议您开启版
本控制功能，防止因误修改或误删除导致的数据丢失。版本控制功能详情请参见版本控制介绍。

命令行工具ossutil

您可以使用命令行工具ossutil的cpcp命令拷贝文件，之后将源文件删除。详情请参见cp。

图形化工具ossbrowser

ossbrowser支持移动、复制、重命名文件和文件目录，详情请参见快速使用ossbrowser。

各语言SDK

OSS提供丰富、完整的各语言SDK Demo，您可以通过SDK拷贝文件后将源文件删除。

Java SDK

Python SDK

PHP SDK

Go SDK

C SDK

.NET SDK

Android SDK

iOS SDK

Node.js SDK

Browser.js SDK

Ruby SDK

修改文件修改文件
OSS暂时不支持直接在线上修改文件或文件目录，您需要通过以下方式修改：

修改文件

您需要将文件下载到本地之后在本地修改，之后将修改后的文件上传到相同的位置覆盖原文件即可。

下载操作请参见简单下载。

上传操作请参见简单上传。

修改文件目录名

3.存储空间（Bucket）管理3.存储空间（Bucket）管理
3.1. OSS对文件和文件目录的移动与修改操作3.1. OSS对文件和文件目录的移动与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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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979.html#reference-mvx-xxc-5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9695.html#concept-jdg-4rx-bg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20057.html#concept-303810/section-six-vud-fbi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1872.html#concept-xmg-h33-wdb/section-e07-el4-qgx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4843.html#concept-84843-z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8465.html#concept-88465-z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8514.html#concept-88514-z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88645.html#concept-88645-z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0515.html#concept-90515-z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1925.html#concept-91925-z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4013.html#concept-dkq-tnp-m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94426.html#concept-xkw-s3g-4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1396.html#concept-blg-jyh-dh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4058.html#concept-64058-z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2119.html#concept-32119-zh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855.html#concept-irq-zzb-5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1848.html#concept-bws-3bb-5db


您需要先创建一个新的文件目录，之后将原目录中的文件拷贝到新的目录中，最后删除原目录及目录中的
文件即可。拷贝操作请参见上文移动文件/文件目录。

本文主要介绍ossfs如何通过www账号挂载Bucket。

参考以下步骤，通过www账号挂载Bucket。

1. 执行如下命令，获取ossfs的安装路径。

which ossfs

2. 获取www账号的UID和GID。

3. 使用root账号或者其他账号创建挂载目录。

4.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目录的属主。

chown -R www:root test1

注：挂载目录本文以“test1”为例。

5.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配置文件的权限。

chmod 600 passwd-ossfs

6. 执行如下命令，修改配置文件的属主和属组。

chown -R www:root passwd-ossfs

7. 执行如下命令，通过www账号挂载Bucket。

sudo -u www /usr/local/bin/ossfs dcces test1 -ourl=https://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oallow_other -omp_umask=007 -ouid=504 -ogid=0 -o passwd_file=ttpasswd-ossfs -odefault_
permission=750

注：

url为bucket的Endpoint。

mp_umask为option的取值。

passwd_file=ttpasswd-ossfs参数为passwd-ossfs文件的路径。

8. 执行如下命令，确认www账号挂载Bucket成功。

sudo -u www ls -ll test1

9. 如果需要卸载挂载目录，请参考以下步骤。

i. 使用root用户执行如下命令，卸载挂载目录。

umount /test1

ii. 非root用户执行如下命令，卸载挂载目录。

fusermount -u /test1

3.2. （KB维护文档无需修改）ossfs如何通过3.2. （KB维护文档无需修改）ossfs如何通过
www账户挂载Bucketwww账户挂载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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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更多关于OSSFS的常见问题请参考FAQ。

适用于适用于
对象存储 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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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ithub.com/aliyun/ossfs/wiki/FAQ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修改OSS服务的Object元数据信息。

详细描述详细描述
OSS的Object包括很多元数据，如Key值、目录、名称，HTTP头部信息和user自定义元数据。您在上传
Object或者在后续使用的过程中可能需要修改对应的数据。可参考如下两种解决方法。

方法一：将Object下载到本地方法一：将Object下载到本地
将Object下载到本地，删除原来的Object，重新上传更改元数据后的Object以达到更改效果。该方法是最基
本的方法，但是会占用较多的时间和消耗资源。因此不建议您使用该方法。

方法二：通过接口对Object进行拷贝方法二：通过接口对Object进行拷贝
可以通过CopyObjcet或者UploadPartCopy接口对Object进行拷贝，可以修改目标文件的元数据，然后再将
源文件删除即可，建议您使用该方法进行操作。请参考如下代码，本文以Java SDK修改文件目录和名称为
例。

String bucketName = "bucket_sample";String sourceKey = "menu1/src_sample";String dstKey = "
menu2/dst_sample";OSSClient client = new OSSClient(ACCESS_ID, ACCESS_KEY, ACEESS_TOKEN);cli
ent.copyObject(bucketName, sourceKey, bucketName, dstKey);client.deleteObject(bucketName, s
ourceKey);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更多信息请参考如下文档。

管理文件元信息

适用于适用于
对象存储 OSS

4.文件（object）管理4.文件（object）管理
4.1. 如何修改OSS服务的Object元数据信息4.1. 如何修改OSS服务的Object元数据信息

常见问题··文件（object ）管理 对象存储 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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