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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聲明
阿⾥雲提醒您在閱讀或使⽤本⽂檔之前仔細閱讀、充分理解本法律聲明各條款的內容。如果您閱讀
或使⽤本⽂檔，您的閱讀或使⽤⾏為將被視為對本聲明全部內容的認可。
1. 您應當通過阿⾥雲網站或阿⾥雲提供的其他授權通道下載、擷取本⽂檔，且僅能⽤於⾃⾝的合法

合規的商務活動。本⽂檔的內容視為阿⾥雲的保密資訊，您應當嚴格遵守保密義務；未經阿⾥雲
事先書⾯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披露本⼿冊內容或提供給任何第三⽅使⽤。

2. 未經阿⾥雲事先書⾯許可，任何單位、公司或個⼈不得擅⾃摘抄、翻譯、複製本⽂檔內容的部分
或全部，不得以任何⽅式或途徑進⾏傳播和宣傳。

3. 由於產品版本升級、調整或其他原因，本⽂檔內容有可能變更。阿⾥雲保留在沒有任何通知或者
提⽰下對本⽂檔的內容進⾏修改的權利，並在阿⾥雲授權通道中不時發布更新後的使⽤者⽂檔。
您應當即時關注使⽤者⽂檔的版本變更並通過阿⾥雲授權渠道下載、擷取最新版的使⽤者⽂檔。

4. 本⽂檔僅作為使⽤者使⽤阿⾥雲產品及服務的參考性指引，阿⾥雲以產品及服務的”現
狀“、“有缺陷”和“當前功能”的狀態提供本⽂檔。阿⾥雲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盡最⼤努⼒
提供相應的介紹及操作指引，但阿⾥雲在此明確聲明對本⽂檔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適⽤性、
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或暗⽰的保證。任何單位、公司或個⼈因為下載、使⽤或信賴本⽂檔而發
⽣任何差錯或經濟損失的，阿⾥雲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在任何情況下，阿⾥雲均不對任何間接
性、後果性、懲戒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罰性的損害，包括使⽤者使⽤或信賴本⽂檔而遭受的
利潤損失，承擔責任（即使阿⾥雲已被告知該等損失的可能性）。

5. 阿⾥雲網站上所有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著作、產品、圖⽚、檔案、資訊、資料、網站架構、網站
畫⾯的安排、網⾴設計，均由阿⾥雲和/或其關係企業依法擁有其智慧財產權，包括但不限於商
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商業秘密等。⾮經阿⾥雲和/或其關係企業書⾯同意，任何⼈不得擅⾃
使⽤、修改、複製、公開傳播、改變、散布、發⾏或公開發表阿⾥雲網站、產品程式或內容。
此外，未經阿⾥雲事先書⾯同意，任何⼈不得為了任何營銷、廣告、促銷或其他⽬的使⽤、公
布或複製阿⾥雲的名稱（包括但不限於單獨為或以組合形式包含”阿⾥雲”、Aliyun”、“萬
網”等阿⾥雲和/或其關係企業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屬標誌及圖案或任何類似公司名稱、商號、
商標、產品或服務名稱、網域名稱、圖案標⽰、標誌、標識或通過特定描述使第三⽅能夠識別阿
⾥雲和/或其關係企業）。

6. 如若發現本⽂檔存在任何錯誤，請與阿⾥雲取得直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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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約定
格式 說明 範例

該類警⽰資訊將導致系統重⼤變更甚⾄
故障，或者導致⼈⾝傷害等結果。 禁⽌:

重設操作將丟失使⽤者配置資料。
該類警⽰資訊可能導致系統重⼤變更甚
⾄故障，或者導致⼈⾝傷害等結果。 警告:

重啟操作將導致業務中斷，恢複業務所需
時間約10分鐘。

⽤於補充說明、最佳實務、竅⾨等，不
是使⽤者必須瞭解的內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過按Ctrl + A選中全部檔案。
> 多級菜單遞進。 設定 > 網路 > 設定網路類型
粗體 表⽰按鍵、菜單、⾴⾯名稱等UI元素。 單擊 確定。
courier

字型
命令。 執⾏ cd  / d  C :/ windows  命

令，進⼊Windows系統檔案夾。
斜斜 表⽰參數、變數。 bae  log  list  --

instanceid Instance_ID

[]或者[a|b
]

表⽰可選項，⾄多選擇⼀個。 ipconfig [-all|-t]

{}或者{a|b
}

表⽰必選項，⾄多選擇⼀個。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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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照概述
快照，是某⼀個時間點上某⼀塊彈性區塊存放裝置（以下簡稱“磁碟”）的資料備份。快照的實現
原理，詳⾒ 快照原理介紹。

说明:
建⽴快照可能會降低區塊存放裝置I/O效能（⼀般在10%以內），出現短暫瞬間變慢。建議您不要
在業務⾼峰建⽴快照。

特點
⽬前，阿⾥雲提供快照2.0服務，在容量限制、擴充性、成本投⼊和易⽤性⽅⾯都優於傳統儲存快照
功能。具體優勢對⽐，請參⾒ 技術優勢對⽐。

说明:
⽬前快照服務2.0已上線。如無特殊說明，Elastic Compute Service所有⼿冊中的 快照 是指快
照服務2.0。

應⽤場景
快照服務能滿⾜您以下需求：
• 您希望使⽤某塊磁碟上的資料作為其他磁碟的基礎資料。您能 使⽤快照建⽴磁碟。
• 當磁碟上的資料出現問題時，您能 使⽤快照回滾磁碟，使磁碟恢複到您所期望的資料狀態。⽐

如：儘管雲端碟（普通雲端碟、⾼效雲端碟和SSD雲端碟）是⼀種安全的儲存⽅式，能保證您所
儲存的任何內容都不會丟失，但是，如果儲存在磁碟上的資料本⾝就是錯誤的資料，⽐如由於應
⽤錯誤導致的資料錯誤，或者駭客利⽤您的應⽤漏洞進⾏惡意讀寫，此時，您就能使⽤快照服務
將磁碟上的資料恢複到您期望的狀態。

• 如果您希望新購的執⾏個體與已有的執⾏個體有完全相同的環境，您能 使⽤系統盤快照建⽴⾃
訂鏡像，再 使⽤⾃訂鏡像建⽴執⾏個體。

更多快照應⽤場景，請參⾒ 快照應⽤場景。
類別

快照分為⼿動快照和⾃動快照：
• ⼿動快照 由您⼿動建⽴。您能隨時⼿動為磁碟建⽴快照，備份資料。
• ⾃動快照是ECS⾃動為您建⽴的快照。您需要先 建⽴⾃動快照策略，再將 ⾃動快照策略應⽤到

磁碟上，ECS就會在您設定的時間點⾃動為該磁碟建⽴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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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收費
⽬前，快照服務免費。

查看快照容量
只要您已經為⼀塊磁碟建⽴過快照，就能在Elastic Compute Service管理主控台上使⽤ 快照鏈
功能 查看這塊磁碟快照所佔的容量。

快照加密
ECS會加密加密雲端碟或共⽤區塊存放裝置的所有快照，這些快照稱為加密快照。已經存在的⾮加
密快照，不能直接轉換成加密快照。反之亦然。更多資訊，請參⾒ ECS磁碟加密。

刪除快照
如果您不再需要⼀份快照，可以 刪除快照。如果您為磁碟設定了⾃動快照策略，您需要同時 刪除⾃
動快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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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理介紹
阿⾥雲提供了快照功能，通過有計劃地對彈性區塊存放裝置（這裡簡稱為 磁碟）建⽴快照，您可以
保留磁碟在某⼀個或者多個時間點的資料拷⾙，從而保證您的業務可持續運⾏。

增量快照機制
快照使⽤增量的⽅式，只拷⾙兩份快照之間有資料變化的部分，如下圖所⽰。

• 圖中快照1、快照2和快照3分別是⼀塊磁碟第⼀份、第⼆份和第三份快照。檔案系統對磁碟的資
料進⾏分塊檢查，當建⽴快照時，只有發⽣變化的資料區塊才會被複製到快照中：
1. 快照1是第⼀份快照，複製了該磁碟上所有資料。
2. 快照2隻複製了有變化的資料區塊B1和C1。資料區塊A和D引⽤了快照1中的A和D。
3. 快照3隻複製了有變化的資料區塊B2。資料區塊A和D引⽤了快照1中的A和D，資料區塊C1

引⽤了快照2中的C1。
• 當磁碟需要恢複到快照3的狀態時，回滾磁碟 功能會將資料區塊A、B2、C1和D複製到磁碟上，

從而將磁碟恢複到快照3的狀態。
• 如果快照2被刪除，快照中的資料區塊B1將被刪除，但是資料區塊C1則不會被刪除（依然被引

⽤的資料區塊不會被刪除）。所以，當磁碟恢複到快照3的狀態時，仍可以恢複資料區塊C1的狀
態。

建⽴快照時耗
每塊磁碟的第⼀份快照是全量快照，耗時較⻑。之後再對同⼀塊磁碟建⽴快照時，都是增量快照，
耗時較短。建⽴⼀份快照需要的時間取決於需要備份的資料量。

建⽴快照影響
建⽴快照可能會輕微降低磁碟的效能，出現短暫瞬間變慢。

快照鏈
快照鏈是⼀塊磁碟中所有快照組成的關係鏈，⼀塊磁碟對應⼀條快照鏈，所以快照鏈ID即磁碟 ID
。⼀條快照鏈會包括以下資訊：
• 快照節點：快照鏈中的⼀個節點表⽰磁碟的⼀份快照。
• 快照容量：快照鏈中所有快照佔⽤的儲存空間。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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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服務按照快照容量來收費，您可以使⽤快照鏈確認每塊磁碟的快照容量。
• 快照額度：每塊磁碟最多隻能建⽴64份快照，所以，每條快照鏈最多隻能有64個節點，包括⼿

動建⽴及⾃動建⽴的快照。

说明:
⼀塊磁碟的快照數量達到額度上限後，如果要繼續建⽴⾃動快照，系統會⾃動刪除最早的⾃動
快照；如果要⼿動建⽴快照，您需要⼿動刪除不需要的快照。更多資訊，請參⾒ ####### 的
為磁碟設定⾃動快照策略 和 刪除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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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快照
3.1 建⽴快照

快照可以保留某個時間點上的磁碟資料狀態，⽤於資料備份或者製作⾃訂鏡像。

说明:
• 從 2017 年 3 ⽉ 28 ⽇開始，快照服務開始收費。關於快照收費的更多資訊，請參⾒ 快照商業

化 FAQ。
• 避開業務⾼峰。建⽴快照可能會輕微降低磁碟的效能，出現短暫瞬間變慢。
• 執⾏個體狀態必須為 運⾏中 或 已停⽌。
• ⼿動建⽴的快照會⼀直保留。如不再需要，請 ⼿動刪除。
• 建⽴快照期間，操作磁碟不會影響快照中的資料。因為快照備份的是開始建⽴快照那個時刻的

資料，而不是建⽴快照過程整個時間段的資料。
操作步驟

1. 登⼊ ECS 管理主控台。
2. 單擊執⾏個體所在的地區，然後單擊執⾏個體。找到需要建⽴快照的執⾏個體，單擊 管理。

3. 單擊左側的 本執⾏個體磁碟，然後單擊對應磁碟右側的 建⽴快照。⼀次只能選擇⼀塊磁碟，系
統硬碟、資料盤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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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快照的名稱，單擊 確認。

5. 單擊左側的 本執⾏個體快照 查看建⽴的快照。您可以看到快照的進度和狀態。

所需時間
• 取決於磁碟容量⼤小。
• 第⼀個快照是全量快照，費時較⻑。
• 再次建⽴快照，相對耗時較短，但依然取決於和上⼀個快照之間的資料變化量。變化量越⼤，耗

時越⻑。

3.2 建⽴或修改⾃動快照策略
快照可以保留某個時間點上的磁碟資料狀態，⽤於資料備份或者製作⾃訂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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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設定⾃動快照建⽴時間和重複⽇期時應盡量避開業務⾼峰，因為建⽴快照可能會輕微降低磁碟

的效能，出現短暫瞬間變慢。
• ⼀個帳號在⼀個地區最多能建⽴ 100 個⾃動快照策略。

前提條件
如果要修改⾃動快照策略，必須先建⽴⾃動快照策略。

操作步驟
按如下步驟建⽴或修改⾃動快照策略：
1. 登⼊ ECS管理主控台。
2. 在左側導覽列中，選擇 快照和鏡像 > ⾃動快照策略。
3. 在 ⾃動快照策略 ⾴⾯上：

• 如果要建⽴策略：單擊右上⽅的 建⽴策略。
• 如果要修改策略：找到需要修改的策略，在 操作 列，單擊 修改策略。

4. 在 建⽴策略 或者 修改策略 對話⽅塊中，定義⾃動快照策略：
• 按介⾯提⽰指定合法的策略名稱。
• 選擇 建⽴時間：選擇每天固定時間建⽴⾃動快照。每天00:00~23:00共24個整點可選，可多

選。
• 選擇每周的 重複⽇期：即選擇每周建⽴快照的⽇期，周⼀~周⽇可選，可多選。
• 選擇⾃動快照的 保留時間：預設保留30天，您可以⾃⾏設定保留時間，1~65536可選。您也

可以選擇持續保留⾃動快照。

说明:
快照數量達到快照額度上限後，系統會⾃動刪除最早建⽴的⾃動快照，⼿動快照不受影響。

5. 單擊 確認。
後續操作

您可以 执⾏或取消⾃动快照策略。
相關API

• #unique_10：建⽴⾃動快照策略
• #unique_11：查詢⾃動快照策略
• #unique_12：修改⾃動快照策略

⽂档版本：20190806 7

https://ecs.console.aliyun.com/#/home


Elastic Compute Service 快照 /  3 使⽤快照

3.3 刪除快照和⾃動快照策略
當您不再需要某個快照或者快照個數超出額度時，您需要刪除⼀部分快照釋放空間。

说明:
• 快照刪除後，不能⽤任何⽅法恢複。請謹慎操作。
• 如果快照⽤於製作⾃訂鏡像，需要先刪除關聯的鏡像，然後才能刪除。

刪除快照
1. 登⼊ 雲端服務器管理主控台。
2. 單擊左側導航中的 快照和鏡像 > 快照列表 。然後選擇地區，可以看到該地區的所有快照。
3. 選擇需要刪除的快照，可以多選。
4. 選擇刪除快照。在提⽰對話⽅塊中單擊 確定。

刪除快照策略
1. 登⼊ 雲端服務器管理主控台。
2. 單擊左側導航中的 快照和鏡像  > ⾃動快照策略 。然後選擇地區，可以看到該地區的所有快照。
3. 確定需要刪除的⾃動快照策略，單擊 刪除策略。
4. 在提⽰對話⽅塊中單擊 確定，完成刪除。

3.4 查看快照容量
快照服務收費與快照容量有關，本⽂將介紹如何查看單個磁碟所有快照所佔容量和某個地區下所有
快照容量。

查看單個磁碟快照容量
只要您已經為某個磁碟建⽴過快照，您就可以在Elastic Compute Service 管理主控台上使⽤ 快
照鏈 功能查看該磁碟的快照所佔的容量。
快照鏈是⼀個磁碟中所有快照組成的關係鏈，⼀個磁碟對應⼀條快照鏈，所以快照鏈 ID 即磁碟 ID
。⼀條快照鏈包括以下資訊：
• 快照節點：快照鏈中的⼀個節點表⽰磁碟的⼀次快照。
• 快照容量：快照鏈中所有快照佔⽤的儲存空間。
• 快照額度：每條快照鏈最多隻能有 64 個快照額度，包括⼿動快照和⾃動快照。達到額度上限

後，如果要繼續建⽴⾃動快照，系統會⾃動刪除最早建⽴的⾃動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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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條件
您已經為某個磁碟 建⽴快照。

操作步驟
按以下步驟查看這個磁碟所有快照所佔的容量：
1. 登⼊ ECS 管理主控台。
2. 選擇地區。
3. 在左側導覽列裡，選擇 快照和鏡像 > 快照列表 。
4. 確認需要尋找快照容量的磁碟 ID。磁碟應該已經完成了⾄少⼀次快照。
5. 在左側導覽列裡，單擊 快照鏈。
6. 根據第 4 步查得的磁碟 ID 查看該磁碟的所有快照容量。您可以在這裡查看該磁碟的快照數量和

快照容量。
在指定快照鏈的 操作 列中，單擊 詳情，進⼊ 快照鏈詳情 ⾴，您可以查看該磁碟的快照資訊，並可
以執⾏ #unique_16 或 #unique_17 的操作。

查看某個地區下所有快照容量
按以下步驟查看某個地區下所有快照容量：
1. 登⼊ ECS 管理主控台。
2. 選擇地區。
3. 在左側導覽列裡，選擇 快照和鏡像 > 快照容量 。
您就可以看到選中地區下所有快照容量，並可以根據需要查看指定時間段內的快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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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問題
4.1 為什麼檔案系統容量和快照⼤⼩不⼀致

如果您在ECS執⾏個體內刪除檔案後再建⽴快照，發現快照容量並沒有變小，或者快照⽐從檔案系
統查詢到的磁碟佔⽤空間⼤，本⽂針對該問題提供了原因及解釋供您參考。

原因分析
以下原因可能造成檔案系統與快照⼤小不⼀致：
• 檔案系統的中繼資料會佔⽤磁碟空間。
• 檔案系統在初始化階段被寫⼊⼤量資料區塊（Block，指磁碟的邏輯塊地址LBA被Block 

Storage劃分為相同⼤小的塊），寫⼊資料操作會佔⽤磁碟空間。
• 檔案系統為了降低效能消耗，刪除檔案時只在檔案屬性中建⽴棄⽤標記。磁碟無法感知刪除指

令，資料區塊仍然是已指派狀態，同時資料區塊會被拷⾙到快照中，導致快照容量⼤於檔案系
統。

• 虛擬化驅動KVM的Virtio-block和Xen的Block-front等模組不⽀援 TRIM 指令（磁碟I/O指
令，提⽰邏輯塊地址LBA上的某段資料不再使⽤，可以被刪除），磁碟無法感知資料可以被刪
除。

檔案系統與磁碟和快照的關係
您在磁碟分割上建⽴的是檔案系統。檔案系統負責管理磁碟空間，管理操作最終均轉化為磁碟的I/
O請求。磁碟會記錄資料區塊狀態，按需將資料⼀併拷⾙到Object Storage Service，這就是建⽴
快照的過程。檔案系統與快照之間的關係如下圖所⽰：

说明:
上圖中，只要被寫過資料的資料區塊，即使在磁碟中的相關檔案已經被刪除，資料區塊仍會被記錄
到快照中。檔案系統中所謂刪除只是在需要刪除的檔案頭部做個標記，讓您知道這塊空間可以利⽤
了，不會減少磁碟本⾝的空間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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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資料與磁碟格式化的關係
⼀塊新磁碟或新磁碟分割在正常使⽤前，必須經過初始化，並將資料結構記錄到磁碟上。格式化的
⽬的是建⽴檔案系統。因此，在磁碟上建⽴檔案系統意味著對磁碟有寫⼊資料操作。不同的檔案系
統在格式化時寫⼊的檔案⼤小不同：
• Windows系統格式化（分為快速和正常格式化）：

- 快速格式化：只是為分區分配檔案系統，並重寫⽬錄表。快速格式化佔⽤的實際空間相對較
少。

- 正常格式化：不但完成快速格式化⼯作，還逐扇區掃描分區以確定和標記壞扇區，填充磁碟
空塊，相當於寫了磁碟全盤的資料量。此時，第⼀份全量快照會近似於磁碟容量。

• Linux系統格式化：格式化磁碟後，在執⾏個體沒有寫⼊業務資料前，第⼀份快照的容量⼤小與
磁碟檔案系統格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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