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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disclaimer
Alibaba Cloud reminds you t o carefully read and fully underst and t he t erms and condit ions of t his legal
disclaimer before you read or use t his document . If you have read or used t his document , it  shall be deemed
as your t ot al accept ance of t his legal disclaimer.

1. You shall download and obt ain t his document  from t he Alibaba Cloud websit e or ot her Alibaba Cloud-
aut horized channels, and use t his document  for your own legal business act ivit ies only. The cont ent  of
t his document  is considered confident ial informat ion of Alibaba Cloud. You shall st rict ly abide by t he
confident ialit y obligat ions. No part  of t his document  shall be disclosed or provided t o any t hird part y for
use wit hout  t he prior writ t en consent  of Alibaba Cloud.

2. No part  of t his document  shall be excerpt ed, t ranslat ed, reproduced, t ransmit t ed, or disseminat ed by
any organizat ion, company or individual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 hout  t he prior writ t en consent  of
Alibaba Cloud.

3. The cont ent  of t his document  may be changed because of product  version upgrade, adjust ment , or
ot her reasons. Alibaba Cloud reserves t he right  t o modify t he cont ent  of t his document  wit hout  not ice
and an updat ed version of t his document  will be released t hrough Alibaba Cloud-aut horized channels
from t ime t o t ime. You should pay at t ent ion t o t he version changes of t his document  as t hey occur and
download and obt ain t he most  up-t o-dat e version of t his document  from Alibaba Cloud-aut horized
channels.

4. This document  serves only as a reference guide for your use of Alibaba Cloud product s and services.
Alibaba Cloud provides t his document  based on t he "st at us quo", "being defect ive", and "exist ing
funct ions" of it s product s and services. Alibaba Cloud makes every effort  t o provide relevant  operat ional
guidance based on exist ing t echnologies. However, Alibaba Cloud hereby makes a clear st at ement  t hat
it  in no way guarant ees t he accuracy, int egrit y, applicabilit y, and reliabilit y of t he cont ent  of t his
document , eit her explicit ly or implicit ly. Alibaba Cloud shall not  t ake legal responsibilit y for any errors or
lost  profit s incurred by any organizat ion, company, or individual arising from download, use, or t rust  in
t his document . Alibaba Cloud shall not , under any circumst ances, t ake responsibilit y for any indirect ,
consequent ial, punit ive, cont ingent , special, or punit ive damages, including lost  profit s arising from t he
use or t rust  in t his document  (even if Alibaba Cloud has been not ified of t he possibilit y of such a loss).

5. By law, all t he cont ent s in Alibaba Cloud document 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 ed t o pict ures, archit ect ure
design, page layout , and t ext  descript ion, are int ellect ual propert y of Alibaba Cloud and/or it s
affiliat es. This int ellect ual propert y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 ed t o, t rademark right s, pat ent  right s,
copyright s, and t rade secret s. No part  of t his document  shall be used, modified, reproduced, publicly
t ransmit t ed, changed, disseminat ed, dist ribut ed, or published wit hout  t he prior writ t en consent  of
Alibaba Cloud and/or it s affiliat es. The names owned by Alibaba Cloud shall not  be used, published, or
reproduced for market ing, advert ising, promot ion, or ot her purposes wit hout  t he prior writ t en consent  of
Alibaba Cloud. The names owned by Alibaba Cloud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 ed t o, "Alibaba Cloud",
"Aliyun", "HiChina", and ot her brands of Alibaba Cloud and/or it s affiliat es, which appear separat ely or in
combinat ion, as well as t he auxiliary signs and pat t erns of t he preceding brands, or anyt hing similar t o
t he company names, t rade names, t rademarks, product  or service names, domain names, pat t erns,
logos, marks, signs, or special descript ions t hat  t hird part ies ident ify as Alibaba Cloud and/or it s
affiliat es.

6. Please direct ly cont act  Alibaba Cloud for any errors of t his doc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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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conventions
St yleSt yle Descript ionDescript ion ExampleExample

 DangerDanger
A danger notice indicates a situation that
will cause major system changes, faults,
physical injuries, and other adverse
results.

 Danger:Danger:

Resetting will result  in the loss of user
configuration data.

 WarningWarning
A warning notice indicates a situation
that may cause major system changes,
faults, physical injuries, and other adverse
results.

 Warning:Warning:

Restarting will cause business
interruption. About 10 minutes are
required to restart an instance.

 Not iceNot ice
A caution notice indicates warning
information, supplementary instructions,
and other content that the user must
understand.

 Not ice:Not ice:

If the weight is set to 0, the server no
longer receives new requests.

 Not eNot e
A note indicates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best practices, t ips, and
other content.

 Not e:Not e:

You can use Ctrl + A to select all files.

>
Closing angle brackets are used to
indicate a multi-level menu cascade.

Click Set t ingsSet t ings > Net workNet work> Set  net workSet  net work
t ypet ype.

BoldBold
Bold formatting is used for buttons ,
menus, page names, and other UI
elements.

Click OKOK.

Courier font Courier font is used for commands
Run the cd /d C:/window  command to
enter the Windows system folder.

Italic Italic formatting is used for parameters
and variables.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ID

[] or [a|b]
This format is used for an optional value,
where only one item can be selected.

ipconfig [-all|-t]

{} or {a|b}
This format is used for a required value,
where only one item can be selected.

switch {active|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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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列出您在使用阿里雲Object  Storage Service前需要瞭解的內容。

如果您初次使用阿里雲OSS，請參閱阿里雲OSS快速入門系列文檔，協助您瞭解OSS並快速使用OSS。

如果您已經充分瞭解OSS，您也可以通過下列資源快速使用OSS的其他各項功能：

資源 描述

阿里雲OSS開發人員指南
本文檔為您講解阿里雲OSS服務的核心概念、所有功能介
紹與操作步驟，以及如何使用API和SDK的有效樣本。

阿里雲OSS最佳實務 詳細介紹阿里雲OSS的各種使用情境與配置實踐。

阿里雲OSS SDK參考 介紹主流語言的SDK開發操作和參數。

阿里雲OSS API參考
詳細探討了阿里雲OSS支援的RESTful API操作和相關的
樣本。

阿里雲OSS 控制台使用者指南
阿里雲OSS管理主控台可讓您通過介面執行OSS的部分功
能。本文檔為您介紹了基於阿里雲OSS管理主控台的所有
操作。

阿里雲OSS圖片處理指南
詳細探討了阿里雲OSS提供的圖片處理服務的詳細內容與
操作方式。

阿里雲OSS遷移工具
您可能需要將您本地或第三方雲端儲存體服務上的檔案同
步到阿里雲OSS上，阿里雲為此提供了完善的遷移解決方
案。

1.使用前須知1.使用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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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將向您介紹本產品中涉及的幾個基本概念，以便於您更好地理解Object  Storage Service 產品。

儲存空間（Bucket）儲存空間（Bucket）
儲存空間是您用於儲存物件（Object）的容器，所有的對象都必須隸屬於某個儲存空間。您可以設定和修改
儲存空間屬性用來控制地域、存取權限、生命週期等，這些屬性設定直接作用於該儲存空間內所有對象，因
此您可以通過靈活建立不同的儲存空間來完成不同的管理功能。

同一個儲存空間的內部是扁平的，沒有檔案系統的目錄等概念，所有的對象都直接隸屬於其對應的儲存空
間。

每個使用者可以擁有多個儲存空間。

儲存空間的名稱在 OSS 範圍內必須是全域唯一的，一旦建立之後無法修改名稱。

儲存空間內部的對象數目沒有限制。

儲存空間的命名規範如下：

只能包括小寫字母、數字和短橫線（-）。

必須以小寫字母或者數字開頭和結尾。

長度必須在3–63位元組之間。

對象/檔案（Object）對象/檔案（Object）
對象是 OSS 儲存資料的基本單元，也被稱為 OSS 的檔案。對象由元資訊（Object  Meta），使用者資料
（Data）和檔案名（Key）組成。對象由儲存空間內部唯一的 Key 來標識。對象元資訊是一個鍵值對，表示
了對象的一些屬性，比如最後修改時間、大小等資訊，同時使用者也可以在元資訊中儲存一些自訂的資訊。

對象的生命週期是從上傳成功到被刪除為止。在整個生命週期內，對象資訊不可變更。重複上傳同名的對象
會覆蓋之前的對象，因此，OSS 不支援修改檔案的部分內容等操作。

OSS 提供了追加上傳功能，使用者可以使用該功能不斷地在Object尾部追加寫入資料。

對象的命名規範如下：

使用UTF-8編碼。

長度必須在1–1023位元組之間。

不能以正斜線（/）或者反斜線（\）開頭。

說明 說明 對象名稱需要區分大小寫。如無特殊說明，本文檔中的對象、檔案稱謂等同於 Object。

Region（地域）Region（地域）
Region 表示 OSS 的資料中心所在的地域，物理位置。使用者可以根據費用、請求來源等綜合選擇資料存放
區的 Region。一般來說，距離使用者更近的 Region 訪問速度更快。詳情請查看OSS 已經開通的 Region。

Region是在建立 Bucket 的時候指定的，一旦指定之後就不允許更改。該 Bucket 下所有的 Object  都儲存在
對應的資料中心，目前不支援 Object  等級的 Region 設定。

Endpoint（訪問網域名稱）Endpoint（訪問網域名稱）
Endpoint  表示 OSS 對外服務的訪問網域名稱。OSS 以 HTTP RESTful API 的形式對外提供服務，當訪問不同
的 Region 的時候，需要不同的網域名稱。通過內網和外網訪問同一個 Region 所需要的 Endpoint  也是不同
的。例如杭州 Region 的外網 Endpoint  是 oss-cn-hangzhou.aliyuncs.com，內網 Endpoint  是 oss-cn-
hangzhou-internal.aliyuncs.com。具體的內容請參見各個 Region 對應的 Endpoint。

2.基本概念介紹2.基本概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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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Key（存取金鑰）AccessKey（存取金鑰）
AccessKey，簡稱 AK，指的是訪問身分識別驗證中用到的 AccessKeyId 和AccessKeySecret。OSS 通過使用
AccessKeyId 和 AccessKeySecret  對稱式加密的方法來驗證某個請求的寄件者身份。AccessKeyId 用於標識
使用者，AccessKeySecret  是使用者用於加密簽名字元串和 OSS 用來驗證簽名字元串的密鑰，其中
AccessKeySecret  必須保密。對於 OSS 來說，AccessKey 的來源有：

Bucket 的擁有者申請的 AccessKey。

被 Bucket 的擁有者通過 RAM 授權給第三方要求者的 AccessKey。

被 Bucket 的擁有者通過 STS 授權給第三方要求者的 AccessKey。

更多 AccessKey 介紹請參見存取控制。

強一致性強一致性
Object  操作在 OSS 上具有原子性，操作要麼成功要麼失敗，不會存在有中間狀態的Object。OSS 保證使用
者一旦上傳完成之後讀到的 Object  是完整的，OSS 不會返回給使用者一個部分上傳成功的 Object。

Object  操作在 OSS 上同樣具有強一致性，使用者一旦收到了一個上傳（PUT）成功的響應，該上傳的
Object  就已經立即可讀，並且資料的三份副本已經寫成功。不存在一種上傳的中間狀態，即 read-after-
write 卻無法讀取到資料。對於刪除操作也是一樣的，使用者刪除指定的 Object  成功之後，該 Object  立即
變為不存在。

強一致性方便了使用者架構設計，可以使用跟傳統存放裝置同樣的邏輯來使用OSS，修改立即可見，無需考
慮最終一致性帶來的各種問題。

OSS與檔案系統的對比OSS與檔案系統的對比

對比項 OSS 檔案系統

資料模型

OSS 是一個分布式的Object
Storage Service服務，提供的是一
個 Key-Value 對形式的Object
Storage Service服務。

檔案系統是一種典型的樹狀索引結
構。

資料獲取

根據 Object 的名稱（Key）唯一的
獲取該Object的內容。

雖然使用者可以使用類似
test1/test.jpg 的名字，但是這並不
表示使用者的 Object 是保存在
test1 目錄下面的。對於 OSS 來
說，test1/test.jpg 僅僅只是一個字
元串，和a.jpg 這種並沒有本質的區
別。因此不同名稱的 Object 之間的
訪問消耗的資源是類似的。

一個名為 test1/test.jpg 的檔案，
訪問過程需要先訪問到 test1 這個目
錄，然後再在該目錄下尋找名為
test.jpg 的檔案。

優勢 支援海量的使用者並發訪問。

支援檔案的修改，比如修改指定位移
位置的內容、截斷檔案尾部等。也支
援檔案夾的操作，比如重新命名目
錄、刪除目錄、移動目錄等非常容
易。

对象存储 OSS 開發指南··基本概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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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

OSS 保存的 Object 不支援修改（追
加寫 Object 需要調用特定的介面，
生成的 Object 也和正常上傳的
Object 類型上有差別）。使用者哪
怕是僅僅需要修改一個位元組也需要
重新上傳整個 Object。

OSS可以通過一些操作來類比類似檔
案夾的功能，但是代價非常昂貴。比
如重新命名目錄，希望將 test1 目錄
重新命名成 test2，那麼 OSS 的實
際操作是將所有以 test1/ 開頭的
Object 都重新複製成以 test2/ 開頭
的 Object，這是一個非常消耗資源
的操作。因此在使用 OSS 的時候要
盡量避免類似的操作。

受限於單個裝置的效能。訪問越深的
目錄消耗的資源也越大，操作擁有很
多檔案的目錄也會非常慢。

對比項 OSS 檔案系統

因此，將 OSS 映射為檔案系統是非常低效的，也是不建議的做法。如果一定要掛載成檔案系統的話，建議盡
量只做寫新檔案、刪除檔案、讀取檔案這幾種操作。使用 OSS 應該充分發揮其優點，即海量資料處理能力，
優先用來儲存海量的非結構化資料，比如圖片、視頻、文檔等。

以下是OSS與檔案系統的概念對比：

Object Storage Service 檔案系統

Object 檔案

Bucket 主目錄

Region 無

Endpoint 無

AccessKey 無

無 多級目錄

GetService 獲取主目錄列表

GetBucket 獲取檔案清單

PutObject 寫檔案

AppendObject 追加寫檔案

GetObject 讀檔案

DeleteObject 刪除檔案

無 修改檔案內容

CopyObject （目的和源相同） 修改檔案屬性

開發指南··基本概念介紹 对象存储 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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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Object 複製檔案

無 重新命名檔案

Object Storage Service 檔案系統

对象存储 OSS 開發指南··基本概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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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提供標準、低頻訪問、歸檔三種儲存類型，全面覆蓋從熱到冷的各種資料存放區場景。

標準儲存類型（Standard）標準儲存類型（Standard）
OSS標準儲存類型提供高可靠、高可用、高性能的對象儲存服務，能夠支援頻繁的數據訪問。OSS高吞吐和
低延時的服務響應能力能夠有效支援各種熱點類型數據的訪問。標準儲存類型是各種社交、分享類的圖片、
音視頻應用、大型網站、大資料分析的合適選擇。

關鍵特性：

99.999999999%的數據可靠性

按照99.99%服務可用性設計

低延時、高吞吐的訪問性能

支援HTTPS加密傳輸

支援圖片處理

低頻訪問儲存類型（Infrequent Access）低頻訪問儲存類型（Infrequent Access）
OSS低頻訪問儲存類型適合長期保存不經常訪問的數據（平均每月訪問頻率1到2次）。儲存單價低於標準類
型，適合各類行動裝置 App、智慧型裝置、企業數據的長期備份，支援即時數據訪問。低頻訪問儲存類型的
Object有最短儲存時間，儲存時間短於30天的Object提前被刪除會產生一定費用。低頻訪問儲存Object有最
小計量空間，Object大小低於64KB，會按照64KB計算儲存空間，數據獲取會產生費用。

關鍵特性：

99.999999999%的數據可靠性

按照99.99%服務可用性設計

支援即時訪問

支援HTTPS加密傳輸

支援圖片處理

有最短儲存時間和最小計量空間

Archive Storage類型（Archive）Archive Storage類型（Archive）
OSSArchive Storage類型在三種儲存類型中單價最低，適合需要長期保存（建議半年以上）的歸檔數據，在
儲存周期內極少被訪問，數據進入到可讀取狀態需要1分鐘的解凍時間。適合需要長期保存的檔案數據、醫
學影像、科學資料、影視素材。Archive Storage類型的Object有最短儲存時間，儲存時間短於60天的
Object提前刪除會產生一定費用。歸檔類型儲存Object有最小計量空間，Object大小低於64KB，會按照
64KB計算儲存空間，數據獲取會產生費用。

關鍵特性：

99.999999999%的數據可靠性

按照99.99%服務可用性設計

已經儲存的數據從冷凍狀態恢複到可讀取狀態需要1分鐘的等待時間

支援HTTPS加密傳輸

支援圖片處理，但需要先解凍

有最短儲存時間和最小計量空間

3.儲存類型3.儲存類型
3.1. 儲存類型介紹3.1. 儲存類型介紹

開發指南··儲存類型 对象存储 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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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類型對比儲存類型對比

對比指標 標準儲存類型 低頻訪問儲存類型 Archive Storage類型

數據可靠性 99.999999999% 99.999999999% 99.999999999%

服務設計的可用性 99.99% 99.99% 99.99% (數據解凍之後)

對象最小計量大小 按照對象實際大小計算 64KB 64KB

最少儲存時間 無最短儲存實際要求 30天 60天

數據取回費用 不收取數據取回費用
按實際獲取的數據收取，
單位GB

按實際解凍的數據量收
取，單位GB

數據訪問特點 即時訪問 ms延遲 即時訪問 ms延遲
數據需要先解凍，解凍完
成後才能讀取，解凍時間
需要1分鐘時間

圖片處理 支援 支援 支援，但需要先解凍

說明說明

“數據取回費用”中的數據是從底層分布式儲存系統讀取的數據量，在公網傳輸的數據量會計入到流出
流量的計費項中。

儲存類型支援的API儲存類型支援的API

API 標準儲存類型 低頻訪問儲存類型 Archive Storage類型

Bucket建立、刪除、查詢

PutBucket 支援 支援 支援

GetBucket 支援 支援 支援

DeleteBucket 支援 支援 支援

Bucket ACL設定相關

PutBucketAcl 支援 支援 支援

GetBucketAcl 支援 支援 支援

Bucket日誌功能

PutBucketLogging 支援 支援 支援

GetBucketLogging 支援 支援 支援

Bucket預設靜態頁面設定

对象存储 OSS 開發指南··儲存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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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BucketWebsite 支援 支援 不支援

GetBucketWebsite 支援 支援 不支援

Bucket Referer防盜鏈

PutBucketReferer 支援 支援 支援

GetBucketReferer 支援 支援 支援

Bucket生命週期

PutBucketLifecycle 支援 支援 支援，只支援數據回收

GetBucketLifecycle 支援 支援 支援

DeleteBucketLifecycle 支援 支援 支援

Bucket跨區域複製

PutBucketReplication 支援 支援 支援

Bucket跨網域設定

PutBucketcors 支援 支援 支援

GetBucketcors 支援 支援 支援

DeleteBucketcors 支援 支援 支援

Object操作

PutObject 支援 支援 支援

PutObjectACL 支援 支援 支援

GetObject 支援 支援 支援，需要先解凍

GetObjectACL 支援 支援 支援

GetObjectMeta 支援 支援 支援

HeadObject 支援 支援 支援

CopyObject 支援 支援 支援

OptionObject 支援 支援 支援

DeleteObject 支援 支援 支援

DeleteMultipleObjects 支援 支援 支援

API 標準儲存類型 低頻訪問儲存類型 Archive Storage類型

開發指南··儲存類型 对象存储 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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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Object 支援 支援 支援

PutSymlink 支援 支援 支援

GetSymlink 支援 支援 支援

RestoreObject 不支援 不支援 支援

Multipart操作

InitiateMultipartUpload 支援 支援 支援

UploadPart 支援 支援 支援

UploadPartCopy 支援 支援 支援

CompleteMultipartUplo
ad

支援 支援 支援

AbortMultipartUpload 支援 支援 支援

ListMultipartUpload 支援 支援 支援

ListParts 支援 支援 支援

圖片處理 支援 支援 支援

API 標準儲存類型 低頻訪問儲存類型 Archive Storage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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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選擇在已有的地域建立儲存空間。同時需要注意有下列限制：

同一用戶建立的儲存空間總數不能超過 30 個。

每個儲存空間的名字全域唯一，否則會建立失敗。

儲存空間的名稱需要符合命名規範。

儲存空間一旦建立成功，名稱和所處地域不能修改。

OSS 提供 ACL（Access Control List）許可權控制方法，您可以在建立儲存空間的時候設定相應的儲存空間
許可權（ACL），也可以在建立之後修改 ACL。如果不設定 ACL，預設值為私有讀寫。更多資訊，請參見設定
儲存空間讀寫權限。

功能使用參考功能使用參考
控制台：建立儲存空間

SDK：Java SDK-Bucket中新建儲存空間

API：PutBucket

您可以獲取儲存空間所屬的地域，即資料中心的物理位置資訊。返回的 Location 欄位顯示儲存空間所在的
地域資訊，比如華東 1 (原杭州) 的Location 欄位資訊顯示為 oss-cn-hangzhou。請參見 OSS 提供的訪問網域
名稱。

功能使用參考功能使用參考
控制台：進入控制台後在儲存空間屬性中直接顯示地域資訊

API: Get Bucket Location

SDK：Java SDK-Bucket中獲取Bucket地址

查看您建立的所有儲存空間列表。

功能使用參考功能使用參考
控制台：進入控制台後預設顯示您建立的儲存空間列表

API：GetService

SDK：Java SDK-Bucket中列舉Bucket

相關參考連結相關參考連結
建立Bucket

4.管理儲存空間4.管理儲存空間
4.1. 建立儲存空間4.1. 建立儲存空間

4.2. 獲取儲存空間資訊4.2. 獲取儲存空間資訊

4.3. 查看儲存空間列表4.3. 查看儲存空間列表

4.4. 綁定自訂網域名4.4. 綁定自訂網域名

開發指南··管理儲存空間 对象存储 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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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檔案上傳到OSS後，會自動生該檔案的訪問地址。您可以使用此地址訪問OSS檔案。如果您想要通過自
訂網域名訪問OSS檔案，需要將自訂網域名訪問綁定在檔案所在的Bucket上，即CNAME。按照中國《互連網
管理條例》的要求，所有需要開通這項功能的用戶，必須提供工信部備案號，網域名稱持有人身份證等有效
資料，經由阿里雲審批通過後才可以使用。在開通CNAME功能後，OSS將自動處理對該網域名稱的訪問請
求。

應用場景應用場景
例如，用戶A擁有一個網域名稱為abc.com的網站，網站的網頁中的連結
為  http://img.abc.com/logo.png 。用戶A此時需要將對網站中圖片的請求遷移到OSS，並且不想修改任
何網頁的代碼，也就是對外連結不變，CNAME功能特別適合這種場景。流程如下：

1. 用戶A在OSS上建立一個名為abc-img的Bucket，並上傳了其網站上的圖片。

2. 用戶A通過OSS控制台，提交將img.abc.com這個自訂的網域名稱綁定在abc-img上的申請，並提供相應
的材料。

3. 通過阿里雲審核後，OSS後台會將img.abc.com做一個映射到abc-img（此處會做許可權驗證）。

4. 用戶A在自己的網域名稱伺服器上，添加一條CNAME規則，將img.abc.com映射成abc-img.oss-cn-
hangzhou.aliyuncs.com （即abc-img的OSS網域名稱）。

5.  http://img.abc.com/logo.png 請求到達OSS後，OSS找到img.abc.com和abc-img的映射，轉換變成
訪問abc-img這個Bucket。也就是說，對  http://img.abc.com/logo.png 的訪問，經過OSS後，實際
上訪問的是  http://abc-img.oss-cn-hangzhou.aliyuncs.com/logo.png 。

CNAME綁定前 CNAME綁定後

流程對比

1. 訪問  http://img.abc.com/
logo.png 。

2. DNS解析到使用者服務器 IP。

3. 訪問使用者服務器上的
logo.png。

1. 訪問  http://img.abc.com/
logo.png  。

2. DNS解析到abc-img.oss-cn-
hangzhou.aliyuncs.com。

3. 訪問OSS上 abc-img 裡的
logo.png。

功能使用參考功能使用參考
控制台：網域名稱管理

跨域訪問，或者說JavaScript的跨域訪問問題，是瀏覽器出於安全考慮而設定的一個限制，即同源策略。當
來自於A網站的頁面中的JavaScript代碼希望訪問B網站的時候，瀏覽器會拒絕該訪問，因為A、B兩個網站是
屬於不同的域。

在實際應用中，經常會有跨域訪問的需求，比如用戶的網站www.a.com，後端使用了OSS。在網頁中提供了
使用JavaScript實現的上傳功能，但是在該頁面中，只能向www.a.com發送請求，向其他網站發送的請求都
會被瀏覽器拒絕。這樣就導致用戶上傳的數據必須從www.a.com中轉。如果設定了跨域訪問的話，用戶就
可以直接上傳到OSS而無需從www.a.com中轉。

跨域資源共用的實現跨域資源共用的實現
跨域資源共用（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簡稱CORS，是HTML5提供的標準跨域解決方案，OSS支
援CORS標準來實現跨域訪問。具體的CORS規則可以參考W3C CORS規範。其實現如下：

4.5. 設定跨域訪問4.5. 設定跨域訪問

对象存储 OSS 開發指南··管理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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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RS通過HTTP請求中附帶Origin的Header來表明自己來源域，比如上面那個例子，Origin的Header就
是www.a.com。

2. 伺服器端接收到這個請求之後，會根據一定的規則判斷是否允許該來源域的請求。如果允許的話，伺服
器在返回的響應中會附帶上Access-Control-Allow-Origin這個Header，內容為www.a.com來表示允許
該次跨域訪問。如果伺服器允許所有的跨域請求，將Access-Control-Allow-Origin的Header設定為*即
可，

3. 瀏覽器根據是否返回了對應的Header來決定該跨域請求是否成功，如果沒有附加對應的Header，瀏覽
器將會攔截該請求。如果是非簡單請求，瀏覽器會先發送一個OPTIONS請求來獲取伺服器的CORS配
置，如果伺服器不支援接下來的操作，瀏覽器也會攔截接下來的請求。

OSS提供了CORS規則的配置從而根據需求允許或者拒絕相應的跨域請求。該規則是配置在Bucket等級的。詳
情可以參考PutBucketCORS。

這裡有幾個要點：

CORS相關的Header附加等都是瀏覽器自動完成的，用戶不需要有任何額外的操作。CORS操作也只在瀏覽
器環境下有意義。

CORS請求的通過與否和OSS的身分識別驗證是完全獨立的，即OSS的CORS規則僅僅是用來決定是否附加
CORS相關的Header的一個規則。是否攔截該請求完全由瀏覽器決定。

使用跨域請求的時候需要關注瀏覽器是否開啟了Cache功能。當運行在同一個瀏覽器上分別來源於
www.a.com和www.b.com的兩個頁面都同時請求同一個跨域資源的時候，如果www.a.com的請求先到
達伺服器，伺服器將資源帶上Access-Control-Allow-Origin的Header為www.a.com返回給用戶。這個時
候www.b.com又發起了請求，瀏覽器會將Cache的上一次請求返回給用戶，此時Header的內容和CORS的
要求不匹配，就會導致後面的請求失敗。

功能使用參考功能使用參考
API：跨域資源共用

SDK：Java SDK-跨域資源共用

控制台：跨域資源共用

通過回源設定，對於獲取數據的請求以多種方式進行回源讀取，滿足您對於數據熱遷移、特定請求重新導向
等需求。

通過規則的方式，對每條到OSS的Get請求的url進行匹配，然後按照特定的方式進行回源。規則最多配置5
條，順序匹配，直到匹配到有效規則。回源類型分為鏡像方式和重新導向的方式。

鏡像方式鏡像方式

如果配置了鏡像回寫，則當Get一個不存在的檔案時，會向源地址請求這個檔案，返回給用戶，並同時寫入
到OSS。

使用場景

鏡像回寫主要用於無縫遷移數據到OSS，即服務已經在自己建立的源站或者在其他雲產品上運行，需要遷移
到OSS上，但是又不能停止服務，此時可利用鏡像回寫功能實現。具體場景分析如下：

源站有一批冷數據，同時在不斷的生成新的熱數據。

4.6. 回源類型4.6. 回源類型
4.6.1. 管理回源設定4.6.1. 管理回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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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通過遷移工具將冷資料移轉到OSS上，遷移工具為ossimport2，同時配置鏡像回寫，將源站的地址
配置到OSS上。當將網域名稱切換到OSS上（或者阿里雲的CDN，回源到OSS），就算有一部分新生成的
數據沒有遷移過來，依然可以在OSS上正常訪問到，且訪問一次後檔案就會存入到OSS。網域名稱切換
後，源站已經沒有新的數據產生了，此時再掃描一次，將還沒有導過來的數據一次性匯入到OSS，然後將
鏡像回寫配置刪除。

如果配置的源站是IP，那麼將網域名稱遷移到OSS後還可以繼續鏡像到源站，但是如果配置的是一個網域
名稱，由於網域名稱本身會解析到OSS或者CDN，那麼鏡像就失去作用了，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另外申請
一個網域名稱作為鏡像的源站，這個網域名稱與正在服務的網域名稱解析到同一個IP，這樣服務網域名稱
遷移的時候就可以繼續鏡像到源站了。

只切換源站的部分流量到OSS或者CDN，源站本身還在不斷的產生數據。

遷移方式與上述方式類似，只是流量切換到OSS後，不要將鏡像回寫的配置刪掉，這樣可以保證切換到
OSS或者CDN的流量還是能夠拿到源站的數據。

使用細則

只有當GetObject()本應該返回404的情況下，OSS才會執行鏡像回寫，向源站請求檔案。

向源站請求的url為  MirrorURL+object ，回寫到OSS的檔案名為“object”，例如bucket為  example-b
ucket ，配置了鏡像回寫，MirrorURL為  http://www.example-domain.com/ ，檔案  image/example_ob
ject.jpg 不在這個bucket裡面，此時去下載這個檔案時，OSS將向  http://www.example-domain.com/i
mage/example_object.jpg 發起GET請求，並將結果同時返回給用戶以及寫入到OSS，當下載完成後，這
個檔案就已經存在OSS上了，檔案名為  image/example_object.jpg ，此時相當於將源站的檔案同名的
遷移到了OSS上。如果MirrorURL帶有path資訊，比如  http://www.example-domain.com/dir1/ ，其他與
上例相同，那麼OSS回源的url為  http://www.example-domain.com/dir1/image/example_object.jpg ，
寫入到OSS的object依然是  image/example_object.jpg ，此時相當於將源站的某一個目錄下的檔案遷
移到OSS上。

傳給OSS的header資訊不會傳遞給源站，querystring資訊是否會傳遞給源站取決於控制台回源規則中的配
置。

如果源站是chunked編碼返回，那麼OSS返回給用戶的也是chunked編碼。

OSS會將源站的以下頭資訊返回並存為OSS的頭資訊：

Content-Type
Content-Encoding
Content-Disposition
Cache-Control
Expires
Content-Language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通過鏡像回寫的檔案會添加一個回應頭x-oss-tag，值為“MIRROR” + 空格 + url_decode（回源URL），
以上例為例，則為

x-oss-tag:MIRROR http%3a%2f%2fwww.example-domain.com%2fdir1%2fimage%2fexample_object.jpg

。檔案回寫到OSS上後，只要檔案不被重新覆蓋，每次下載這個檔案都會添加這個頭部，用於表示這個檔
案來源於鏡像。

假設檔案已經通過鏡像回寫到了OSS，如果源站的相同檔案發生了變化，那OSS不會更新已經存在於OSS
上的檔案，因為此時檔案已經在OSS上，不符合鏡像回寫的條件了。

如果鏡像源也不存在此檔案，即鏡像源返回給OSS的http status為404，那麼OSS也返回404給用戶，如果
是其他非200的狀態碼（包括因為網路原因等獲取不到檔案的錯誤情況），OSS將返回用戶424，錯誤碼
為“Mirror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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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導向重新導向
URL重新導向功能的作用是根據使用者佈建的條件，以及相應的跳轉的配置，向用戶返回一個3xx跳轉。用戶
可以利用這種跳轉的功能對檔案做重新導向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各種業務。其流程如下：

使用場景

其他資料來源向OSS的無縫遷移。

用戶非同步從自己的資料來源向OSS遷移數據，在此過程中未遷移到OSS的數據通過URL rewrite的方式返
回給用戶一個302重新導向請求，用戶的客戶端根據302中的Location從自己的資料來源讀回數據。

配置頁面跳轉功能。

比如用戶希望隱藏自己的某些首碼開頭的object，給訪問者返回一個特殊的頁面。

配置發生404、或者500錯誤時的跳轉頁面。

發生以上錯誤的時候用戶可以看到一個預先設定的頁面，不至於系統發生錯誤的時候向用戶完全暴露OSS
的錯誤。

功能使用參考功能使用參考
控制台：管理回源規則

您可以刪除您建立的儲存空間。如果儲存空間不為空（儲存空間中有檔案或者是尚未完成的分區上傳），則
儲存空間無法刪除，必須刪除儲存空間中的所有檔案和未完成的分區檔案後，儲存空間才能成功刪除。如果
想刪除儲存空間內部所有的檔案，推薦使用生命週期管理。

功能使用參考功能使用參考
API：Delete Bucket

SDK：Java SDK-Bucket中刪除Bucket

控制台：刪除儲存空間

4.7. 刪除儲存空間4.7. 刪除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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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支援靜態網站託管。用戶可以通過OSS 控制台將自己的儲存空間配置成靜態網站託管模式。

配置生效後，假如這個Bucket在杭州，那麼這個靜態網站的訪問網域名稱為：

http://<Bucket>.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為了使用戶更方便地管理在OSS上託管的靜態網站，OSS支援兩種功能：

靜態頁面支援（Index Document Support）

靜態頁是指當用戶直接存取靜態網站根網域名稱時，OSS返回的預設靜態頁（相當於網站的
index.html）。如果您為一個Bucket配置了靜態網站託管模式，就必須指定一個靜態頁。

錯誤頁面支援（Error Document Support）

錯誤頁面是指在用戶訪問該靜態網站時，如果遇到HTTP 4XX錯誤時（最典型的是404 “NOT FOUND”錯
誤），OSS返回給用戶的錯誤頁面。通過指定錯誤頁面，您可以為您的用戶提供恰當的出錯提示。

例如：使用者佈建索引頁面為index.html，錯誤頁面為error.html，Bucket為oss-sample，Endpoint為oss-
cn-hangzhou.aliyuncs.com，那麼：

用戶訪問  http://oss-sampl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 和  http://oss-sample.oss-cn-hangz
hou.aliyuncs.com/directory/ 的時候，相當於訪問  http://oss-sample.oss-cn-hangzhou.aliyuncs.c
om/index.html 

用戶訪問  http://oss-sampl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object 的時候，如果object不存
在，OSS會返回  http://oss-sampl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error.html 

細節分析細節分析
所謂靜態網站是指所有的網頁都由靜態內容構成，包括客戶端執行的指令碼或直譯式程式，例如
JavaScript。OSS不支援涉及到需要伺服器端處理的內容，例如PHP，JSP，APS.NET等。

如果您想使用自己的網域名稱來訪問基於Bucket的靜態網站，可以通過綁定自訂網域名CNAME來實現。

將一個Bucket設定成靜態網站託管模式時，必須指定索引頁面，錯誤頁面是可選的。

將一個Bucket設定成靜態網站託管模式時，指定的索引頁面和錯誤頁面必須是該Bucket內的一個Object。

在將一個Bucket設定成靜態網站託管模式後，對靜態網站根網域名稱的匿名訪問，OSS將返回索引頁面；
對靜態網站根網域名稱的簽名訪問，OSS將返回Get Bucket結果。

Bucket設定靜態網站託管模式後，對於靜態網站根網域名稱的訪問或者訪問不存在的Object會返回給用戶
設定的Object，對此返回的流量和請求將會計費。

功能使用參考功能使用參考
API：PutBucketWebsite

控制台：靜態網站託管

5.靜態網站託管5.靜態網站託管
5.1. 配置靜態網站託管5.1. 配置靜態網站託管

5.2. 教程樣本：使用自訂網域名設定靜態網站託5.2. 教程樣本：使用自訂網域名設定靜態網站託
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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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您要在阿里雲 OSS 上託管靜態網站。您註冊了網域名稱（例如，examplewebsite.com）並且想要從
OSS 內容響應對  http://examplewebsite.com  和  http://www.examplewebsite.com  的請求。不論您是
已經有了要在 OSS 上託管的靜態網站，還是要從頭開始建立，都可以通過以下樣本了解如何在阿里雲 OSS
上託管網站。

準備工作準備工作
本教程涉及到以下服務：

網域名稱註冊

如果您沒有註冊網域名稱（如  examplewebsite.com ），請選擇一個註冊商進行註冊。阿里雲也提供網
域名稱註冊服務。詳情請參考 阿里雲網域名稱服務 (DNS)。

阿里雲 OSS

您可以使用阿里雲 OSS 建立 bucket，上傳樣本網頁，配置許可權允許所有人查看內容，然後配置 bucket
的網站託管功能。在本樣本中，因為要允許對  http://examplewebsite.com  和  http://www.examplew
ebsite.com  的請求，所以需要建立兩個 bucket。您可以僅在一個 bucket 中託管內容，再配置另一個
bucket 將請求重新導向到託管內容的 bucket。

雲解析

您可以將阿里雲解析配置為網域名稱解析服務 (DNS) 供應商。在本樣本中，您可以將網域名稱添加到雲解
析並定義 CNAME 記錄，這樣能夠使用您的網域名稱而不是 OSS 分配的訪問網域名稱來訪問 OSS
bucket。

在本樣本中，我們使用阿里雲解析。但您可以通過大多數註冊商定義指向 OSS bucket 的 CNAME 記
錄。

說明說明

本教程使用  examplewebsite.com  作為網域名稱。請使用您註冊的網域名稱替換此網域名稱。

步驟 1：註冊網域名稱步驟 1：註冊網域名稱
如果您已有註冊網域名稱，可以跳過該步驟。如果您從未託管過網站，請先註冊一個網域名稱，例如
 examplewebsite.com 。您可以使用阿里雲網域名稱服務 (DNS)註冊一個網域名稱。

詳情請參考購買網域名稱。

步驟 2：建立和配置 bucket 並上傳數據步驟 2：建立和配置 bucket 並上傳數據
您可以建立兩個 bucket，以同時支援來自根網域名稱（如  examplewebsite.com ）和子網域名稱（如
 http://www.examplewebsite.com ）的請求。一個 bucket 用於儲存內容，另一個 bucket 用於將請求重

新導向到儲存內容的 bucket。

步驟 2.1：建立兩個 bucket

在該步驟中，使用阿里雲帳戶登入 OSS 控制台，並建立以下兩個 bucket：

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用於儲存內容

redirect bucketredirect bucket ：用於將請求重新導向到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1. 登入OSS 控制台。

2. 建立兩個 bucket（例如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和redirect bucketredirect bucket ）。將兩個 bucket 的讀寫權限設定為公共讀
取，以便所有人都可以查看 bucket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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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流程，請參考建立 bucket。

3. 記下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和redirect bucketredirect bucket 的訪問網域名稱。在後續步驟中將會用到它們。您可以在 bucket
的概覽概覽頁面上找到 bucket 的訪問網域名稱，如下圖所示。

4. 將網站數據上傳到 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

您將在根域 bucket 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外託管內容，並且將針對子域 bucket redirect bucketredirect bucket  的請求重新
導向到根域 bucket 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您可以在任一 bucket 中儲存內容。

本樣本將內容託管在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bucket 中。內容可以是任何類型的檔案，例如文字檔、照片和視
頻。如果您尚未建立網站，您在本樣本中僅需要兩個檔案。一個檔案用作網站首頁，另一個檔案用作網
站的錯誤頁面。

例如，使用以下 HTML 建立一個名為 index.html 的檔案，並將其上傳到 bucket。在後續步驟中，將使
用此檔案名作為網站的預設首頁。

<html>
   <head>
       <title>Hello OSS!</title>
       <meta charset="utf-8">
   </head>
   <body>
       <p>開始阿⾥雲 OSS 託管</p>
       <p>這是索引⾴⾯</p>
   </body>
 </html>

您可以使用以下 HTML 建立另一個名為error.html 的檔案，並將其上傳到bucket。此檔案用作網站的
404 錯誤頁面。在後續步驟中，將使用此檔案名作為網站的預設404 頁面。

<html>
<head>
   <title>Hello OSS!</title>
   <meta charset="utf-8">
</head>
<body>
   <p>這是 404 錯誤⾴⾯</p>
</body>
</html>

步驟 2.2：配置 bucket 的網站託管功能

在配置 bucket 的網站託管功能後，可以通過 OSS 分配的訪問網域名稱訪問該網站。

在此步驟中，將 originbucket 配置為網站。

1. 登入OSS 控制台。

2. 從 bucket 名稱列表中，選擇 originbucket。

3. 單擊基礎設定基礎設定頁簽，找到靜態頁面區域。

4. 單擊設定設定，然後輸入以下資訊：

預設首頁預設首頁：索引頁面（相當於網站的 index.html）。只能使用已儲存在 bucket 中的 HTML 檔案。在
本樣本中，輸入index.html 。

預設 404 頁預設 404 頁：當訪問錯誤路徑時，返回預設的 404 頁面。只能使用已儲存在 bucket 中的 HTML 和
影像檔。在本樣本中，輸入 err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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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單擊保存保存。

步驟 2.3：配置索引頁面的重新導向功能

配置 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的預設首頁和錯誤頁面之後，您還需要配置redirect bucketredirect bucket  的預設首頁。

參考以下步驟配置索引頁面的重新導向功能：

1. 登入OSS 控制台。

2. 從 bucket 名稱列表中，選擇 redirectbucket。

3. 單擊基礎設定基礎設定頁簽，找到靜態頁面區域。

4. 單擊設定設定，然後在預設首頁文字框中輸入 index.html。

5. 單擊保存保存。

步驟 3：將網域名稱綁定到 OSS bucket步驟 3：將網域名稱綁定到 OSS bucket
現在，您已有了根網域名稱  examplewebsite.com 和OSS bucket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接下來您需要將網域名稱
綁定到 OSS bucket，以便能夠使用您的網域名稱而不是 OSS 分配的網域名稱來訪問 OSS bucket。

在本樣本中，在將網域名稱  examplewebsite.com 綁定到OSS bucket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之前，必須使用 OSS
分配的網域名稱 originbucket.oss-cn-beijing.aliyuncs.com 訪問 bucket originbucket。在綁定網域名稱
 examplewebsite.com  後，可以使用此  examplewebsite.com  來訪問 OSS bucket。

同樣，還需要將子網域名稱  www.examplewebsite.com 綁定到OSS bucketredirect bucketredirect bucket ，以便能夠使
用  www.examplewebsite.com 而不是 OSS 分配的網域名稱 originbucket.oss-cn-beijing.aliyuncs.com 來訪
問 OSS bucket。

參考以下步驟將根網域名稱  examplewebsite.com 綁定到OSS bucket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

1. 登入OSS 控制台。

2. 從 bucket 名稱列表中，選擇 originbucket。

3. 單擊網域名稱管理網域名稱管理頁簽。

4. 單擊綁定用戶網域名稱綁定用戶網域名稱。

5. 在用戶網域名稱文字框中，輸入根網域名稱examplewebsite.com。

6. 將 CNAME 記錄定義為 originbucket。

如果已在阿里雲帳戶下解析網域名稱，則可以開啟自動添加 CNAME 記錄自動添加 CNAME 記錄開關。然後單擊提交提交。

如果未在阿里雲主帳戶下解析網域名稱，自動添加 CNAME 記錄自動添加 CNAME 記錄開關處于禁用狀態。執行以下步
驟，手動添加 CNAME 記錄，然後單擊提交提交。

a. 在雲解析中添加網域名稱。

如果網域名稱是在阿里雲中註冊的，它會自動添加到雲解析列表中。您可以跳過該步驟。

b. 在雲解析控制台中，找到網域名稱。

c. 單擊網域名稱。

d. 單擊添加解析添加解析。

e. 在添加解析對話方塊中，從記錄類型下拉框中選擇CNAME，然後在記錄值文字框中輸入 bucket
的 OSS 網域名稱。在本樣本中，輸入originbucket .oss-cn-beijing.aliyuncs.comoriginbucket .oss-cn-beijing.aliyuncs.com。

f. 單擊確認確認。

7. 參考上述步驟，將子網域名稱  www.examplewebsite.com 綁定到 OSS bucketredirect bucketredirect buc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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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配置網站重新導向功能步驟 4：配置網站重新導向功能
您已配置 bucket 的網站託管功能並將自訂網域名綁定到 OSS bucket，接下來需要配置redirect bucketredirect bucket ，
將  http://www.examplewebsite.com 的所有請求重新導向到  http://examplewebsite.com 。

參考以下步驟配置網站的重新導向功能：

1. 登入OSS 控制台。

2. 從 bucket 列表中，選擇redirectbucket。

3. 單擊基礎設定基礎設定頁簽，找到鏡像回源區域。

4. 單擊設定設定，然後單擊建立規則建立規則。

5. 建立 404 重新導向規則，具體步驟如下：

i. 在回源類型區域，選擇重新導向。

ii. 在回源條件區域，設定HTTP 狀態碼為404404。

iii. 在回源地址區域，選擇添加前尾碼添加前尾碼，輸入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的網域名稱。在本樣本中，輸
入examplewebsit e.comexamplewebsit e.com。

iv. 單擊確定確定。

步驟 5：（可選）使用阿里雲 CDN 加快網站速度步驟 5：（可選）使用阿里雲 CDN 加快網站速度
您可以使用阿里雲 CDN 改善網站性能。CDN 讓您的網站檔案（如 HTML、映像和視頻）可供全球各地的資料
中心（即，邊緣節點）使用。當訪問者從您的網站請求檔案時，CDN 自動將請求重新導向到最近邊緣節點上
的檔案副本。因此下載速度要快於訪問者從較遠的資料中心請求內容。

CDN 在邊緣節點緩存內容的時間長度由您指定。如果訪問者請求的內容的緩存時間超過了到期日，CDN 會檢
查原始伺服器，看看是否有新版本的內容可用。如果有新版本，CDN 將新版本複製到邊緣節點。您對原始內
容所做的更改會在訪問者請求內容時複製到邊緣節點。但在到期日前，內容仍為之前的版本。我們建議開
啟CDN 緩存自動刷新CDN 緩存自動刷新開關，以便您對原始內容所做的更改可以在 CDN 緩存中自動即時刷新。

參考以下步驟使用 CDN 加快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速度：

1. 在 CDN 控制台中添加 CDN 加速網域名稱，並複製該網域名稱的 CNAME 地址。詳情請參考CDN 快速入
門中的步驟 2：添加加速網域名稱。

2. 在雲解析控制台中定義 CNAME 記錄。詳情請參考配置CNAME流程。

3. 開啟CDN 緩存自動刷新CDN 緩存自動刷新開關。

i. 登入OSS 控制台。

ii. 從 bucket 列表中，選擇 originbucket。

iii. 單擊網域名稱管理網域名稱管理頁簽。

iv. 開啟CDN 緩存自動刷新CDN 緩存自動刷新開關。

4. 參考上述步驟，使用 CDN 為redirectbucket加速。

步驟 6：測試網站步驟 6：測試網站
要驗證網站是否正常運行，請在瀏覽器中嘗試以下 URL：

URL 結果

 http://examplewebsite.com 顯示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中的索引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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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中不存在的檔案的 URL，例如
 http://examplewebsite.com/abc 顯示originbucketoriginbucket 中的錯誤頁面。

 http://www.examplewebsite.com 將您的請求重新導向
到  http://examplewebsite.com 。

 http://www.examplewebsite.com/abc 將您的請求重新導向
到  http://examplewebsite.com/abc 。

URL 結果

說明 說明 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清除 網頁瀏覽器的緩存才能看到預期行為。

清理清理
如果您建立靜態網站只是為了練習，別忘了刪除分配的阿里雲資源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費用。刪除阿里雲資源
後，網站不再可用。

參考以下步驟進行清理：

1. 禁用阿里雲 CDN 控制台中的網域名稱，然後將其刪除。

2. 刪除雲解析控制台中的 CNAME 記錄。

3. 刪除阿里雲 OSS 控制台中的 OSS 檔案和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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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料處理與索引6.資料處理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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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監控服務為您提供系統基本運行狀態、性能以及計量等方面的監控數據指標，並且提供自訂報警服務，
幫助您跟蹤請求、分析使用方式、統計業務趨勢，及時發現以及診斷系統的相關問題。

OSS監控指標分類詳細，主要可以歸類為基礎服務指標、性能指標和計量指標，詳見OSS監控指標參考。

高即時性高即時性
高即時性能夠暴露可能隱藏的峰穀問題，顯示出實際的波動情況，有助於分析和評估業務場景。OSS監控指
標的即時性（除了計量指標）是按照分鐘粒度採集彙總的，輸出延時不超過1分鐘，即每分鐘內的用戶資訊
都會彙總成一個值，並在一分鐘內輸出，代表這一分鐘的監控情況。

計量指標相關說明計量指標相關說明
為了保持和計費策略的統一，計量指標的收集和展現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說明如下：

計量指標數據是按照小時粒度輸出的，即每個小時內的資源計量資訊都會彙總成一個值，代表這個小時總
的計量情況。

計量指標數據會有近半個小時的延時輸出。

計量指標數據的數據時間是指該數據所統計時間區間的開始時間。

計量採集截止時間是當月最後一條計量數據所統計時間區間的結束時間，如果當月沒有產生任何一條計量
監控數據，那麼計量資料擷取截止時間為當月1號0點。

計量指標數據的展示都是盡最大可能推送的，準確計量請參考費用中心—使用記錄

舉個例子，假設用戶只使用PutObject這個請求上傳數據，每分鐘平均10次。那麼在2018-05-10 08:00:00
到2018-05-10 09:00:00這一個小時時間區間內，用戶的PUT類請求數的計量數據值為600次（10*60分
鐘），數據時間為2018-05-10 08:00:00，這條數據將會在2018-05-10 09:30:00左右被輸出。如果這條數
據是從2018-05-01 00:00:00開始到現在的最後一條計量監控數據，那麼當月的計量資料擷取截止時間就是
2018-05-10 09:00:00。如果2018年5月該用戶沒有產生任何的計量數據，那麼計量採集截止時間為2018-
05-01 00:00:00。

OSS報警服務OSS報警服務
每個帳號最多能夠設定1000項報警規則。除計量指標和統計指標，其他的監控指標均可配置為報警規則加入
報警監控，並且一個監控指標可以配置為多個不同的報警規則。

報警服務相關概念參考報警服務概覽。

OSS報警服務使用指南詳見使用報警服務。

OSS具體監控指標詳見監控指標參考。

監控數據保留原則監控數據保留原則
監控數據保留31天，過期自動清除，如果需要離線分析監控數據或者長期下載並保存曆史監控，需要使用工
具或者編寫代碼來讀取Cloud Monitor資料存放區，請使參考OpenAPI訪問監控數據。

控制台展示最近7天的數據，如果希望查詢7天以上的曆史數據，建議使用Cloud Monitor提供的SDK進行查
詢，參考OpenAPI訪問監控數據。

OpenAPI訪問監控數據OpenAPI訪問監控數據
OSS服務的相關監控指標數據可以通過Cloud Monitor提供的OpenAPI訪問，使用方法可以參考如下文檔：

7.監控服務7.監控服務
7.1. 監控服務概覽7.1. 監控服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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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MonitorAPI參考

Cloud MonitorSDK參考

訪問監控數據

監控、診斷和故障排除監控、診斷和故障排除
監控診斷和故障排除通過詳細介紹以下各個方面的內容幫助您更好的了解OSS服務的運行狀態並進行自主診斷
和故障排除：

服務監控

介紹如何使用監控服務持續監控OSS儲存服務的健全狀態和性能。

跟蹤診斷

介紹如何使用OSS監控服務和logging記錄功能診斷問題；另外，還介紹如何關聯各種記錄檔中的相關資
訊進行跟蹤診斷。

故障排除

提供常見的問題場景和故障排除方法。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OSS Bucket全域唯一，如果刪掉Bucket之後再建立同名的Bucket，那麼被刪掉的Bucket的監控以及報警規則
會作用在新的同名Bucket上。

OSS監控服務入口OSS監控服務入口
OSS監控服務處於Cloud Monitor控制台中。可以通過如下兩種方式進入。

登入OSS管理主控台，在OSS概覽頁右邊單擊設定報警規則設定報警規則，進入OSS監控服務。

直接進入Cloud Monitor控制台查看OSS監控服務。

OSS監控服務頁面OSS監控服務頁面
OSS監控服務首頁的主體由如下三部分組成。

用戶概況

Bucket列表

報警規則

該頁面沒有自動刷新功能，可以單擊右上方的刷新刷新按鈕自動更新數據資訊。

單擊前往OSS控制台前往OSS控制台可以直接進入OSS控制台介面。

用戶概況用戶概況
用戶概況頁面從用戶層級監控用戶相關的資訊。主要包括用戶監控資訊、當月計量統計和用戶層級監控指標
三大部分。

用戶監控資訊

該模組主要展示該帳號所擁有的Bucket總數以及相關的報警規則情況。

7.2. 使用監控服務7.2. 使用監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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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擊Bucket 數量Bucket 數量的數字，連結到Bucket列表Tab頁。

單擊報警規則總數報警規則總數的數字，連結到報警規則Tab頁。

單擊處於警示狀態處於警示狀態的數字，連結到報警規則Tab頁，並且此時該頁展示的報警規則均處於警示狀
態。

單擊已禁用規則數已禁用規則數的數字，連結到報警規則Tab頁，並且此時該頁展示的報警規則均被禁用。

單擊警鈴表徵圖下面的數字，連結到報警規則Tab頁，並且此時該頁展示的報警規則均處於警示狀
態。

當月計量統計

當月計量統計展示了從當月1號0點開始，到採集截止時間為止，這段時間內所使用的OSS服務的計費相關
的資源資訊，包括如下指標：

儲存大小

公網流出流量

Put類請求數

Get類請求數

各個計量框中展示的數據根據量級自動調整單位，滑鼠停留在數字上方會顯示精確的數值。

用戶層級監控指標

該模組主要展示具體的用戶層級的監控圖表，主要包括服務監控總覽和請求狀態詳情兩部分，下面會詳細
介紹。

圖表展現提供了快速時間範圍選擇按鈕和自訂時間框。

快速時間範圍選擇按鈕提供1小時、6小時、12小時、1天和7天的時間範圍選擇，預設為1小時。

自訂時間框可以自訂起始時間和結束時間，精確到分鐘等級。注意，不支援查詢8天以前的數據。

圖表展示還支援以下功能：

單擊相關圖例可以將該指標曲線隱去，如下圖：

單擊圖形右上表徵圖

可以將圖形放大展示。注意，表格不支援放大展示。

單擊圖形右上表徵圖

可以對該圖中展示的指標項設定相關報警規則。詳見報警服務使用指南。注意，表格和計量參考指標不
支援報警設定。

滑鼠按住圖形曲線區域拖放，可以進行時間範圍快速調整放大，單擊恢複縮放恢複縮放迴歸到拖放之前的時間
範圍。

服務監控總覽

服務監控總覽頁面主要包括下面監控指標圖：

用戶層級可用性/有效請求率： 包括可用性和有效請求率兩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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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層級總請求數/有效請求數： 包括總請求數和有效請求數兩項指標。

用戶層級流量： 包括公網流出流量、公網流入流量、內網流出流量、內網流入流量、CDN流出流量、
CDN流入流量、跨區域複製流出流量和跨區域複製流入流量八項指標。

用戶層級請求狀態分布： 該表格中展示選定時間範圍內各個請求類型的個數以及佔比。

請求狀態詳情

請求狀態詳情是對請求狀態分布統計的一個具體監控，主要包括下面的監控指標圖：

用戶層級服務端錯誤請求數。

用戶層級服務端錯誤請求佔比。

用戶層級網路錯誤請求數。

用戶層級網路錯誤請求佔比。

用戶層級客戶端錯誤請求數：包括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數、授權錯誤請求數、客戶端逾時錯誤請求數和
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數四項指標。

用戶層級客戶端錯誤請求佔比：包括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佔比、授權錯誤請求佔比、客戶端逾時錯誤請
求佔比和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佔比四項指標。

用戶層級有效請求數： 包括成功請求數和重新導向請求數兩項指標。

用戶層級有效請求佔比： 包括成功請求佔比和重新導向請求佔比兩項指標。

Bucket列表Bucket列表
Bucket列表資訊

列表展現該帳號所擁有的Bucket的名稱、所屬地域、建立時間、當月計量數據統計資訊以及相關操作。

當月計量統計包括每個Bucket的儲存量、公網流出流量、Put類請求數和Get類請求數。

單擊監控圖表或者對應的Bucket名稱，能夠進入具體的Bucket監控視圖頁。

單擊報警規則，進入報警規則Tab頁，並且展現所有屬於該Bucket的報警規則。

通過上面的搜尋方塊能夠模糊比對快速找到具體的Bucket。

選中Bucket複選框，並單擊設定報警規則可以批量設定報警規則，詳見報警服務使用指南。

Bucket層級監控視圖

單擊Bucket列表中具體的Bucket行中的監控圖表監控圖表，就能進入對應的Bucket的監控視圖頁，如下圖：

Bucket監控視圖頁按指標分組進行展示監控圖，主要包含六個指標分組：

服務監控總覽

請求狀態詳情

計量參考

平均延時

最大延時

成功請求操作分類

除了計量參考，所有的指標項都是分鐘等級彙總展示的。不同於用戶層級預設時間展現為最近1小
時，Bucket層級的監控展示預設為6小時。單擊上方的返回Bucket 列表返回Bucket 列表能夠回到Bucket列表Tab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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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監控總覽

該指標分組同用戶層級的服務監控總覽，只是從具體的Bucket進行監控，主要包括下面監控指標圖：

可用性/有效請求率： 包括可用性和有效請求率兩項指標。

總請求數/有效請求數： 包括總請求數和有效請求數兩項指標。

流量： 包括公網流出流量、公網流入流量、內網流出流量、內網流入流量、cdn流出流量、cdn流入
流量、跨區域複製流出流量和跨區域複製流入流量八項指標。

請求狀態分布： 該表格中展示選定時間範圍內各個請求類型的個數以及佔比。

請求狀態詳情

該指標分組同用戶層級的請求狀態詳情，只是從具體的Bucket進行監控，主要包括下面監控指標圖：

服務端錯誤請求數

服務端錯誤請求佔比

網路錯誤請求數

網路錯誤請求佔比

客戶端錯誤請求數： 包括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數、授權錯誤請求數、客戶端逾時錯誤請求數和客戶
端其他錯誤請求數四項指標。

客戶端錯誤請求佔比： 包括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佔比、授權錯誤請求佔比、客戶端逾時錯誤請求佔
比和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佔比四項指標。

有效請求數： 包括成功請求數和重新導向請求數兩項指標。

有效請求佔比： 包括成功請求佔比和重新導向請求佔比兩項指標。

計量參考

計量參考分組展示各個計量相關的指標資訊，以小時粒度收集展現，如下圖所示：

包含以下計量指標監控圖：

儲存大小

公網流出流量

計費請求數：包括Get類請求數和Put類請求數兩項指標項。

如果新建Bucket，需要到目前時間點的下一個整小時點才會採集到新數據，然後在半個小時內展示出
來。

平均延時

該分組包含分API類型監控的各項平均延時指標，包含如下幾個指標圖：

GetObject請求平均延時

HeadObject請求平均延時

PutObject請求平均延時

PostObject請求平均延時

AppendObject請求平均延時

UploadPart請求平均延時

UploadPartCopy請求平均延時

每個指標圖中都包含對應的平均E2E延時和平均伺服器延時，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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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延時

該分組包含分API類型監控的各項最大延時指標，包含如下幾個指標圖：

GetObject請求最大延時

HeadObject請求最大延時

PutObject請求最大延時

PostObject請求最大延時

AppendObject請求最大延時

UploadPart請求最大延時

UploadPartCopy請求最大延時

每個指標圖中都包含對應的最大E2E延時和最大伺服器延時，如下圖所示：

成功請求操作分類

該分組包含分API類型監控的各項成功請求數指標，包含如下幾個指標圖：

GetObject成功請求

HeadObject成功請求

PutObject成功請求

PostObject成功請求

AppendObject成功請求

UploadPart成功請求

UploadPartCopy成功請求

DeleteObject成功請求

DeleteObjects成功請求

如下圖所示：

報警規則報警規則
報警規則Tab頁能夠展示和管理報警規則，如下圖所示：

報警規則頁的使用和相關說明請參見使用報警服務。

監控關注事項以及使用指導監控關注事項以及使用指導
監控關注點以及使用指南請參見監視診斷和故障排除。

在介紹OSS監控服務控制台之前，請先閱讀Cloud Monitor提供的監控服務文檔，了解基本概念並進行報警連
絡人和報警聯繫組的配置。

報警服務概覽

報警連絡人和聯繫組

因為OSS的報警規則是根據OSS監控項設定的，所以類似於OSS監控項的維度分類，將其分成兩個報警維
度：用戶層級和Bucket層級。

報警規則頁報警規則頁

7.3. 使用報警服務7.3. 使用報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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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警規則頁是OSS監控報警相關的規則管理頁面，您可以查看、修改、啟用、禁用和刪除對應的報警規則，
而且能夠查看該對應報警規則的曆史報警情況。

單擊對應報警規則的修改修改，就可以對該報警規則進行修改。

單擊對應報警規則的刪除刪除，就可以刪除該報警規則。選中多條報警規則，然後單擊表格最下方的刪除刪除按
鈕，可以大量刪除報警規則。

如果報警規則處於已啟用狀態，單擊該報警規則的禁用禁用，可以禁用該報警規則，報警規則失效，用戶不能
再收到對應的警示資訊。選中多條報警規則，然後單擊表格最下方的禁用禁用按鈕，可以批量禁用報警規則。

如果報警規則處於已禁用狀態，單擊該報警規則的啟用啟用，可以啟用該報警規則，報警規則重新生效，能檢
測並發出對應的警示資訊。選中多條報警規則，然後單擊表格最下方的啟用啟用按鈕，可以批量啟用報警規
則。

單擊對應報警規則的報警曆史報警曆史，可以查看該報警規則曆史發生的所有的警示情況。

這裡解釋一下報警曆史的相關概念:

報警曆史指的是該報警規則的狀態變化曆史，比如從正常變成警示狀態，是一個狀態變化；從警示變成正
常也是狀態變化。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狀態變化：通道沉默。

當通知對象為通道沉默通道沉默時，表示該報警規則引發警示之後的24小時內一直滿足報警觸發狀態(即一直在警
示，沒有恢複到正常狀態)。這個時候系統是不會再向用戶發送警示資訊進行通知的，一直持續到24小時
之後才會有新的報警資訊發送到通知對象。

報警曆史資訊能夠保存一個月，即一個月之前的警示資訊會被自動清理。查詢時一次最多隻能查詢3天的
數據，但不支援查詢31天前的數據。

另外，單擊具體報警規則的通知對象旁邊的查看查看，可以顯示該通知對象（報警聯繫組）的成員以及每個成員
接收警示資訊的方式（SMS、郵箱或者旺旺），如下圖所示：

查看報警規則查看報警規則
快速定位報警規則

根據報警規則頁中的下面控制項資訊能夠快速定位到被搜索的報警規則:

報警維度下拉框: 全部和Bucket層級。當選項為全部時，顯示所有用戶層級和Bucket層級的報警規則。

Bucket下拉框：當報警維度下拉框為Bucket層級時，這裡可以羅列該帳號下所有的Bucket。選擇對應的
Bucket，可以展示屬於該Bucket的所有報警規則。

監控項下拉框：羅列所有的OSS的監控項，包括用戶層級和Bucket層級的監控項。當選項為監控項時，
顯示用戶層級或者Bucket層級所有監控項的報警規則。

報警狀態下拉框：報警狀態、警示和正常。當為報警狀態時顯示所有狀態的報警規則。

啟用狀態下拉框：啟用狀態、已禁用和已啟用。當為啟用狀態時，顯示所有狀態的報警規則。

查看全部報警規則

單擊報警規則報警規則Tab頁進入報警規則也預設顯示全部報警規則。將報警維度下拉框設定為全部，即能顯示全
部報警規則。配合監控項、報警狀態和啟用狀態這三個下拉框能夠更精確定位全部維度下的報警規則。

查看特定Bucket的報警規則

如果需要查看某個特定的Bucket的報警規則，需要設定報警維度下拉框為Bucket層級，然後在Bucket下拉
框中選擇對應的Bucket名稱。通過Bucket 列表Bucket 列表中的對應Bucket的報警規則報警規則進入的報警頁，就能顯示該
Bucket的所有的報警規則。配合監控項、報警狀態和啟用狀態這三個，即能顯示該報警維度下更精確的報
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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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與具體監控項相關的報警規則

設定監控項下拉框為具體的某項監控項，就能顯示對應監控項的所有報警規則。

查看指定報警狀態的報警規則

設定報警狀態下拉框為指定報警狀態，如警示，就能展示所有處於該警示狀態的報警規則。

查看指定啟用狀態的報警規則

設定啟動狀態下拉框為指定啟用狀態，如已禁用，就能顯示已經被禁用的所有的報警規則。

添加報警規則添加報警規則
在Bucket列表Tab頁選中指定的Bucket之後單擊設定報警規則設定報警規則按鈕，或者在用戶概況Tab頁亦或某個Bucket
監控視圖頁中的監控圖形上的

都可以開啟批量設定報警規則批量設定報警規則視窗，進行報警規則的設定。

下面示範一下報警規則設定的過程（注意，下面出現的名詞概念請詳見Cloud Monitor報警服務概覽。）

1. 首先進入如下設定報警規則設定報警規則步驟：

報警維度: 提示用戶目前設定的報規則屬於哪個維度監控。如果是Bucket層級，則會提示目前為哪個
具體的Bucket設定報警規則，圖例中顯示的是為用戶層級。

監控項: 該多選框顯示屬於該報警維度所有的監控項選項。可以通過快速搜尋框迅速定位：

統計周期: 間隔多久進行一次數據統計，預設為5min。

連續次數: 指連續幾個統計周期監控項的值持續超過閾值後觸發報警。

統計方法: 指定該監控項中的具體的統計指標，OSS監控服務的統計方法均為監控值。

添加報警規則按鈕: 單擊按鈕可以設定更多監控項的報警規則。

刪除: 單擊對應報警規則後的刪除刪除，可以刪除該報警規則。

2. 設定完成之後，單擊下一步下一步，進入設定通知對象設定通知對象步驟，如下圖：

如果事先已經按照報警連絡人和聯繫組設定好報警聯繫組，那麼就會像圖例中展示出已經存在的報警連
絡人群組。如果沒有設定過報警連絡人群組，則單擊快建立連絡人群組快建立連絡人群組，按照提示建立即可。

3. 單擊確定確定，完成報警規則的設定。

Bucket列表添加報警規則

在Bucket列表Tab頁中可以為多個Bucket大量新增相同的報警規則。選中需要配置報警規則的Bucket，單
擊設定報警規則設定報警規則按鈕，進入報警規則設定頁面。

說明 說明 批量設定時報警維度是確定的，監控項都是Bucket層級的。

具體監控圖表中添加報警規則

在用戶概況用戶概況Tab頁或者具體Bucket的監控視圖頁中，單擊具體的監控圖右上方的

可以為該監控圖用的監控指標項設定報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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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說明 通過單擊監控圖的報警表徵圖進入報警規則頁面時，報警維度都是確定的，而且只能設定
該圖中的監控項的報警規則。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目前屬於某個Bucket的報警規則存在性並沒有與該Bucket的存在性強關聯，即如果刪除了某個Bucket，屬於
這個Bucket的報警規則依賴存在。建議用戶在刪除Bucket之前先刪除對應的報警規則。

本章內容為OpenAPI（或者Cloud Monitor提供的SDK）查詢OSS監控服務指標數據的使用提供相關參數依
據。

關於Project關於Project
OSS監控服務指標項的數據都使用相同的Project名稱：acs_oss。

使用Java SDK設定程式碼範例如下：

QueryMetricRequest request = new QueryMetricRequest();
request.setProject("acs_oss");

關於StartTime和EndTime關於StartTime和EndTime
Cloud Monitor的時間參數取值範圍採用左開右閉的形式，即(StartTime, EndTime]，即StartTime的數據不會
被查詢到，而EndTime的數據會被查詢到。

另外，Cloud Monitor數據保留時間為31天，設定的StartTime和EndTime的時間間距不能大於31天，並且不
能夠查詢31天以前的數據。

其他時間參數資訊詳見Cloud MonitorAPI參考。

使用Java SDK設定程式碼範例如下：

request.setStartTime("2016-05-15 08:00:00");
request.setEndTime("2015-05-15 09:00:00");

關於Dimensions關於Dimensions
OSS監控服務根據用戶使用場景，將監控項分為用戶和Bucket兩個不同的層級進行監控。針對不同的層級監
控數據的訪問，Dimensions不同：

用戶層級數據不需要設定Dimensions。

Bucket層級數據的Dimensions設定為：

{"BucketName": "your_bucket_name"}

其中，your_bucket_name為屬於該用戶的某個需要查詢的Bucket名稱。

注意，Dimenisons是一個JSON字元串，OSS監控指標的Dimensions只有一對Key-Value。

使用Java SDK設定程式碼範例如下：

request.setDimensions("{\"BucketName\":\"your_bucket_name\"}");

7.4. 訪問監控數據7.4. 訪問監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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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Period關於Period
OSS監控指標除了計量指標，其他所有的指標的彙總粒度均為60s。計量指標的彙總粒度為3600s。

使用Java SDK設定程式碼範例如下：

request.setPeriod("60");

關於Metric關於Metric
OSS監控指標參考中詳細介紹的各項指標項對應的Metric名稱和層級如下表所示：

Metric 對應指標項名稱 單位 層級

UserAvailability 用戶層級可用性 % 用戶層級

UserRequestValidRate 用戶層級有效請求率 % 用戶層級

UserTotalRequestCount 用戶層級總請求數 次數 用戶層級

UserValidRequestCount 用戶層級有效請求數 次數 用戶層級

UserInternetSend 用戶層級公網流出流量 位元組 用戶層級

UserInternetRecv 用戶層級公網流入流量 位元組 用戶層級

UserIntranetSend 用戶層級內網流出流量 位元組 用戶層級

UserIntranetRecv 用戶層級內網流入流量 位元組 用戶層級

UserCdnSend 用戶層級cdn流出流量 位元組 用戶層級

UserCdnRecv 用戶層級cdn流入流量 位元組 用戶層級

UserSyncSend
用戶層級跨區域複製流出
流量

位元組 用戶層級

UserSyncRecv
用戶層級跨區域複製流入
流量

位元組 用戶層級

UserServerErrorCount
用戶層級服務端錯誤請求
總數

次數 用戶層級

UserServerErrorRate
用戶層級服務端錯誤請求
佔比

% 用戶層級

UserNetworkErrorCount
用戶層級網路錯誤請求總
數

次數 用戶層級

UserNetworkErrorRate
用戶層級網路錯誤請求佔
比

% 用戶層級

UserAuthorizationErrorC
ount

用戶層級客戶端授權錯誤
請求總數

次數 用戶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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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AuthorizationErrorR
ate

用戶層級客戶端授權錯誤
請求佔比

% 用戶層級

UserResourceNotFoundE
rrorCount

用戶層級客戶端資源不存
在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用戶層級

UserResourceNotFoundE
rrorRate

用戶層級客戶端資源不存
在錯誤請求佔比

% 用戶層級

UserClientT imeoutErrorC
ount

用戶層級客戶端逾時錯誤
請求總數

次數 用戶層級

UserClientOtherErrorRat
e

用戶層級客戶端逾時錯誤
請求佔比

% 用戶層級

UserClientOtherErrorCou
nt

用戶層級客戶端其他錯誤
請求總數

次數 用戶層級

UserClientOtherErrorRat
e

用戶層級客戶端其他錯誤
請求佔比

% 用戶層級

UserSuccessCount 用戶層級成功請求總數 次數 用戶層級

UserSuccessRate 用戶層級成功請求佔比 % 用戶層級

UserRedirectCount
用戶層級重新導向請求總
數

次數 用戶層級

UserRedirectRate
用戶層級重新導向請求佔
比

% 用戶層級

Availability 可用性 % Bucket層級

RequestValidRate 有效請求率 % Bucket層級

TotalRequestCount 總請求數 次數 Bucket層級

ValidRequestCount 有效請求數 次數 Bucket層級

InternetSend 公網流出流量 位元組 Bucket層級

InternetRecv 公網流入流量 位元組 Bucket層級

IntranetSend 內網流出流量 位元組 Bucket層級

IntranetRecv 內網流入流量 位元組 Bucket層級

CdnSend cdn流出流量 位元組 Bucket層級

CdnRecv cdn流入流量 位元組 Bucket層級

SyncSend 跨區域複製流出流量 位元組 Bucket層級

Metric 對應指標項名稱 單位 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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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Recv 跨區域複製流入流量 位元組 Bucket層級

ServerErrorCount 服務端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Bucket層級

ServerErrorRate 服務端錯誤請求佔比 % Bucket層級

NetworkErrorCount 網路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Bucket層級

NetworkErrorRate 網路錯誤請求佔比 % Bucket層級

AuthorizationErrorCount 客戶端授權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Bucket層級

AuthorizationErrorRate 客戶端授權錯誤請求佔比 % Bucket層級

ResourceNotFoundError
Count

客戶端資源不存在錯誤請
求總數

次數 Bucket層級

ResourceNotFoundError
Rate

客戶端資源不存在錯誤請
求佔比

% Bucket層級

ClientT imeoutErrorCoun
t

客戶端逾時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Bucket層級

ClientOtherErrorRate 客戶端逾時錯誤請求佔比 % Bucket層級

ClientOtherErrorCount 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Bucket層級

ClientOtherErrorRate 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佔比 % Bucket層級

SuccessCount 成功請求總數 次數 Bucket層級

SuccessRate 成功請求佔比 % Bucket層級

RedirectCount 重新導向請求總數 次數 Bucket層級

RedirectRate 重新導向請求佔比 % Bucket層級

GetObjectE2eLatency
GetObject請求平均E2E延
時

毫秒 Bucket層級

GetObjectServerLatency
GetObject請求平均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GetObjectE2eLatenc
y

GetObject請求最大E2E延
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GetObjectServerLate
ncy

GetObject請求最大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HeadObjectE2eLatency
HeadObject請求平均E2E
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etric 對應指標項名稱 單位 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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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ObjectServerLatenc
y

HeadObject請求平均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HeadObjectE2eLate
ncy

HeadObject請求最大E2E
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HeadObjectServerLa
tency

HeadObject請求最大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PutObjectE2eLatency
PutObject請求平均E2E延
時

毫秒 Bucket層級

PutObjectServerLatency
PutObject請求平均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PutObjectE2eLatenc
y

PutObject請求最大E2E延
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PutObjectServerLate
ncy

PutObject請求最大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PostObjectE2eLatency
PostObject請求平均E2E
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PostObjectServerLatenc
y

PostObject請求平均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PostObjectE2eLaten
cy

PostObject請求最大E2E
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PostObjectServerLat
ency

PostObject請求最大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AppendObjectE2eLatenc
y

AppendObject請求平均
E2E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AppendObjectServerLat
ency

AppendObject請求平均
伺服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AppendObjectE2eLa
tency

AppendObject請求最大
E2E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AppendObjectServer
Latency

AppendObject請求最大
伺服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UploadPartE2eLatency
UploadPart請求平均E2E
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UploadPartServerLatenc
y

UploadPart請求平均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etric 對應指標項名稱 單位 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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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UploadPartE2eLaten
cy

UploadPart請求最大E2E
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UploadPartServerLa
tency

UploadPart請求最大伺服
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UploadPartCopyE2eLate
ncy

UploadPartCopy請求平
均E2E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UploadPartCopyServerL
atency

UploadPartCopy請求平
均伺服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UploadPartCopyE2e
Latency

UploadPartCopy請求最
大E2E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MaxUploadPartCopyServ
erLatency

UploadPartCopy請求最
大伺服器延時

毫秒 Bucket層級

GetObjectCount Get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Bucket層級

HeadObjectCount Head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Bucket層級

PutObjectCount Put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Bucket層級

PostObjectCount Post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Bucket層級

AppendObjectCount
AppendObject成功請求
數

次數 Bucket層級

UploadPartCount UploadPart成功請求數 次數 Bucket層級

UploadPartCopyCount
UploadPartCopy成功請
求數

次數 Bucket層級

DeleteObjectCount Delete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Bucket層級

DeleteObjectsCount
DeleteObjects成功請求
數

次數 Bucket層級

Metric 對應指標項名稱 單位 層級

計量類指標的Metric如下表所示，注意彙總粒度為3600s。

Metric 對應指標項名稱 單位 層級

MeteringStorageUtilizati
on

儲存大小 位元組

若設定Dimensions，則為
Bucket層級；如果不設
定，那麼返回的指標為整
個用戶層級數據。

MeteringGetRequest Get類請求數 次數

若設定Dimensions，則為
Bucket層級；如果不設
定，那麼返回的指標為整
個用戶層級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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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ingPutRequest Put類請求數 次數

若設定Dimensions，則為
Bucket層級；如果不設
定，那麼返回的指標為整
個用戶層級數據。

MeteringInternetTX 公網流出計量流量 位元組

若設定Dimensions，則為
Bucket層級；如果不設
定，那麼返回的指標為整
個用戶層級數據。

MeteringCdnTX cdn流出計量流量 位元組

若設定Dimensions，則為
Bucket層級；如果不設
定，那麼返回的指標為整
個用戶層級數據。

MeteringSyncRX 跨區域複製流入計量流量 位元組

若設定Dimensions，則為
Bucket層級；如果不設
定，那麼返回的指標為整
個用戶層級數據。

Metric 對應指標項名稱 單位 層級

使用Java SDK設定程式碼範例如下：

request.setMetric("UserAvailability");

根據用戶使用場景，將OSS的指標分為用戶層級和Bucket（儲存空間）層級兩個層級維度進行監控。

另外，為了更好地觀察監控數據以及匹配計費策略，除了一般監控項的時間序指標外，OSS對現有的監控指
標項進行統計分析，提供了一段時間內的統計指標，如請求狀態分布統計和當月計量統計。

除了計量指標和統計指標，所有的指標（時間序指標）都是分鐘等級的數據匯總（如求和、求最大值或者求
均值等等）。而計量指標是按小時的數據進行匯總的時間序指標。

用戶層級指標用戶層級指標
用戶層級指標是指從用戶的賬戶等級對OSS系統使用的總體情況進行監控的指標資訊，是對該賬戶下的所有
的Bucket相關監控數據的匯總。其中包括當月計量統計、服務監控總覽和請求狀態詳情三個方面。

服務監控總覽

服務監控總覽指標屬於基礎服務指標，具體指標項詳見下表。注意，下面所有的指標都是在用戶層級監控
的。

服務監控總覽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可用性 %

儲存服務的系統可用性衡量指標。
通過公式  1 - 服務端錯誤請求（
返回狀態碼為5xx）佔總請求的百
分⽐ 而得到

有效請求率 %
有效請求佔總請求數的百分比，有
效請求的介紹見下面說明

7.5. 監控指標參考7.5. 監控指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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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請求數 次數
被OSS服務端接收並處理的請求總
數

有效請求數 次數 返回狀態碼為2xx和3xx的請求總數

公網流出流量 位元組 通過互連網網路的下行流量

公網流入流量 位元組 通過互連網網路的上行流量

內網流出流量 位元組 通過服務系統內部網路的下行流量

內網流入流量 位元組 通過服務系統內部網路的上行流量

cdn流出流量 位元組
開通cdn加速服務之後，通過cdn產
生的下行流量，即回源流量

cdn流入流量 位元組
開通cdn加速服務之後，通過cdn產
生的上行流量

跨區域複製流出流量 位元組
開通跨區域複製功能之後，數據複
製過程產生的下行流量

跨區域複製流入流量 位元組
開通跨區域複製功能之後，數據複
製過程產生的上行流量

服務監控總覽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除了以上具體的監控指標，還提供一段時間內的請求狀態分布統計，主要是根據返回的狀態碼或者OSS錯
誤碼進行分類的請求的統計資訊（被觀察時間段內的請求次數總和以及佔比），相關的監控指標項資訊詳
見以下請求狀態詳情的介紹。

請求狀態詳情

請求狀態詳情指標是指根據請求返回狀態碼或者OSS錯誤碼進行分類的請求的監控資訊，屬於基礎服務指
標，具體指標項詳見下表。注意，下面所有的指標都是在用戶層級監控的。

請求狀態詳情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服務端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返回狀態碼為5xx的系統級錯誤請求
總數

服務端錯誤請求佔比 %
服務端錯誤請求總數佔總請求數的
百分比

網路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HTTP狀態碼為499的請求總數，

網路錯誤請求佔比 %
網路錯誤請求數佔總請求數的百分
比

客戶端授權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返回狀態碼403的請求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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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端授權錯誤請求佔比 %
授權錯誤請求數佔總請求數的百分
比

客戶端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返回狀態碼為404的請求總數

客戶端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佔比 %
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數佔總請求數
百分比

客戶端逾時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返回狀態碼為408或者返回的OSS錯
誤碼為RequestT imeout的請求總
數

客戶端逾時錯誤請求佔比 %
網路錯誤請求總數佔總請求數的百
分比

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總數 次數
除了以上提到的客戶端錯誤請求之
外的其他返回狀態碼為4xx的請求總
數

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佔比 %
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數佔總請求數
的百分比

成功請求總數 次數 返回狀態碼為2xx的請求總數

成功請求佔比 % 成功請求數佔總請求數的百分比

重新導向請求總數 次數 返回狀態碼為3xx的請求總數

重新導向請求佔比 %
重新導向請求數佔總請求數的百分
比

請求狀態詳情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當月計量統計

當月計量統計指標是指從當月的1號0點開始，到當月計量採集截止時間為止，這段時間內計量指標的統計
數據。

目前統計的計量指標如下：

當月計量統計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儲存大小 位元組
在計量採集截止時間前屬於該用戶
的所有Bucket佔用的儲存總大小

公網流出流量 位元組
從本月1號0點開始累積到計量採集
截止時間為止，用戶所使用的所有
公網流出流量的總和。

Put類請求數 次數
從本月1號0點開始累積到計量採集
截止時間為止，用戶所使用的所有
Put類請求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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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類請求數 次數
從本月1號0點開始累積到計量採集
截止時間為止，用戶所使用的所有
Get類請求的總和。

當月計量統計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Bucket層級指標Bucket層級指標
Bucket層級指標是指對具體的儲存空間的OSS操作情況進行監控的指標資訊，具有更強的業務場景，所以除
了類似從用戶層面可以監控的服務監控總覽和請求狀態詳情這些基礎服務指標項和當月計量統計之外，還有
計量參考、延時和成功請求操作分類等計量指標和性能指標。

服務監控總覽

監控項指標含義同用戶層級的服務監控總覽，從具體的Bucket進行監控。

請求狀態詳情

監控項指標含義同用戶層級的請求狀態詳情，從具體的Bucket進行監控。

當月計量統計

統計方式同用戶層級的當月計量統計，從具體的Bucket資源使用方式進行統計。

當月計量統計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儲存大小 位元組
在計量採集截止時間前該Bucket佔
用的儲存大小

公網流出流量 位元組
從本月1號0點開始累積到計量採集
截止時間為止，該Bucket的公網流
出流量的總和。

Put類請求數 次數
從本月1號0點開始累積到計量採集
截止時間為止，該Bucket的所有
Put類請求的總和。

Get類請求數 次數
從本月1號0點開始累積到計量採集
截止時間為止，該Bucket的所有
Get類請求的總和。

計量參考

計量指標的時間序監控，具體如下：

當月計量統計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儲存大小 位元組
該Bucket每小時使用的平均儲存大
小

公網流出流量 位元組
該Bucket每小時的公網流出流量的
總和

Put類請求數 次數
該Bucket每小時的Put類請求的總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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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類請求數 次數
該Bucket每小時的Get類請求的總
和

當月計量統計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延時

請求延時是系統性能的直觀反映。監控服務提供了分鐘等級的平均延時和最大延時兩類指標，分別反映系
統平均響應能力和系統抖動情況。並且根據OSS API請求操作類型進行分類，更細粒度地反應系統應對不
同操作的性能狀況。目前只對關於Bucket的操作並且涉及數據操作（不包含對meta操作）的API進行監
控。

另外，延時監控指標分別從E2E和伺服器兩條不同的鏈路進行收集，便於分析性能熱點以及環境問題，其
中:

E2E延時是指向OSS系統發出的成功請求的端到端延隔時間，包括在OSS系統中讀取請求、發送響應以及
接受響應確認所需的處理時間。

伺服器延時是指OSS系統成功處理請求所使用的延隔時間，不包括E2E延時中的網路延隔時間。

注意，性能相關指標都是對成功請求（返回狀態碼為2xx）進行的監控。

具體的監控指標項如下表：

延時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GetObject請求平均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Ge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平均端到端延時

GetObject請求平均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Ge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平均伺服器延時

GetObject請求最大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Ge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最大端到端延時

GetObject請求最大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Ge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最大伺服器延時

HeadObject請求平均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HeadObject的成功請求
的平均端到端延時

HeadObject請求平均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HeadObject的成功請求
的平均伺服器延時

HeadObject請求最大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HeadObject的成功請求
的最大端到端延時

HeadObject請求最大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HeadObject的成功請求
的最大伺服器延時

PutObject請求平均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Pu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平均端到端延時

PutObject請求平均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Pu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平均伺服器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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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Object請求最大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Pu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最大端到端延時

PutObject請求最大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Pu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最大伺服器延時

PostObject請求平均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Pos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平均端到端延時

PostObject請求平均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Pos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平均伺服器延時

PostObject請求最大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Pos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最大端到端延時

PostObject請求最大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PostObject的成功請求的
最大伺服器延時

AppendObject請求平均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AppendObject的成功請
求的平均端到端延時

AppendObject請求平均伺服器延
時

毫秒
請求API為AppendObject的成功請
求的平均伺服器延時

AppendObject請求最大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AppendObject的成功請
求的最大端到端延時

AppendObject請求最大伺服器延
時

毫秒
請求API為AppendObject的成功請
求的最大伺服器延時

UploadPart請求平均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UploadPart的成功請求
的平均端到端延時

UploadPart請求平均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UploadPart的成功請求
的平均伺服器延時

UploadPart請求最大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UploadPart的成功請求
的最大端到端延時

UploadPart請求最大伺服器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UploadPart的成功請求
的最大伺服器延時

UploadPartCopy請求平均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UploadPartCopy的成功
請求的平均端到端延時

UploadPartCopy請求平均伺服器延
時

毫秒
請求API為UploadPartCopy的成功
請求的平均伺服器延時

UploadPartCopy請求最大E2E延時 毫秒
請求API為UploadPartCopy的成功
請求的最大端到端延時

延時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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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PartCopy請求最大伺服器延
時

毫秒
請求API為UploadPartCopy的成功
請求的最大伺服器延時

延時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成功請求操作分類

配合延時監控，成功請求的監控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系統處理訪問請求的能力。目前只監控關於Bucket的操
作中涉及數據操作的API。詳細的指標項如下：

成功請求操作分類指標名稱 單位 描述

Get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請求API為GetObject的成功請求數

Head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請求API為HeadObject的成功請求
數

Put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請求API為PutObject的成功請求數

Post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請求API為PostObject的成功請求數

Append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請求API為AppendObject的成功請
求數

UploadPart成功請求數 次數
請求API為UploadPart的成功請求
數

UploadPartCopy成功請求數 次數
請求API為UploadPartCopy的成功
請求數

DeleteObject成功請求數 次數
請求API為DeleteObject的成功請求
數

DeleteObjects成功請求數 次數
請求API為DeleteObjects的成功請
求數

相對於傳統應用程式，開發雲端應用雖然降低了用戶在基礎設施搭建、運維等方面的成本，但卻增大了監
控、診斷和故障排查的難度。OSS儲存服務為您提供了豐富的監控和日誌資訊，幫助您深刻洞察程式行為，
及時發現並快速定位問題。

概述概述
本文主要描述如何使用OSS監控服務、日誌記錄功能以及其他第三方工具來監控、診斷和排查應用業務使用
OSS儲存服務時遇到的相關問題，幫助您達到如下目標：

即時監控OSS儲存服務的健全狀態和性能，並及時報警通知。

獲取有效方法和工具來定位問題。

根據相關問題的處理和操作指南，快速解決與OSS相關的問題。

本文包括如下內容：

服務監控，介紹如何使用OSS監控服務持續監控OSS儲存服務的健全狀態和性能。

7.6. 監控、診斷和故障排除7.6. 監控、診斷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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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蹤診斷，介紹如何使用OSS監控服務和logging記錄功能診斷問題；另外，還介紹如何關聯各種記錄檔
中的相關資訊進行跟蹤診斷。

故障排除，提供常見的問題場景和故障排除方法。

服務監控服務監控
監視總體健全狀態監視總體健全狀態

可用性和有效請求率

可用性和有效請求率是有關係統穩定性和用戶是否正確使用系統的最重要指標，指標小於100%說明某些
請求失敗。

可能因為一些系統優化因素出現暫時性的低於100%，比如為了負載平衡而出現分區遷移，此時OSS的SDK
能夠提供相關的重試機制無縫處理這類間歇性的失敗情況，使得業務端無感知。

另外，對於有效請求率低於100%的情況，用戶需要根據自己的使用方式進行分析，可以通過請求分布統
計或者請求狀態詳情確定錯誤請求的具體類型，跟蹤診斷確定原因，並故障排除。當然，對於一些業務場
景，出現有效請求率低於100%是符合預期的，比如，用戶需要先check訪問的object是否存在，然後根據
object的存在性採取一定的操作，如果object不存在，檢測object存在性的讀取請求必然會收到404錯誤
（資源不存在錯誤），那麼必然會導致該指標項低於100%。

對於系統可用性指標要求較高的業務，可以設定其報警規則，當低於預期閾值時，進行報警。

總請求數和有效請求數

該指標從總訪問量角度來反應系統運行狀態。當有效請求數不等於總請求數時表明某些請求失敗。

用戶可以關注總請求數或者有效請求數的波動狀況，特別是突然上升或者下降的情況，需要進行跟進調
查，可以通過設定報警規則進行及時通知，對於存在周期性狀況的業務，可以設定為環比報警規則（環比
報警方式即將上線），詳見報警服務使用指南。

請求狀態分布統計

當可用性或者有效請求率低於100%（或者有效請求數不等於總請求數時），可以通過查看請求狀態分布
統計快速確定請求的錯誤類型，該統計監控指標的詳細介紹參見OSS監控指標參考手冊。

監視請求狀態詳情監視請求狀態詳情

請求狀態詳情在請求狀態分布統計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請求監控狀態，可以更加深入、具體地監視某類請
求。

監視性能監視性能

監控服務提供了以下幾個監控項用來監控性能相關的指標。

平均延時，包括E2E平均延時和伺服器平均延時

最大延時，包括E2E最大延時和伺服器最大延時

成功請求操作分類

流量

以上各個監控項（除流量）都分別從API操作類型進行分類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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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Object

HeadObject

PutObject

PostObject

AppendObject

UploadPart

UploadPartCopy

延時指標顯示API操作類型處理請求所需的平均和最大時間。其中E2E延時是端到端延遲指標，除了包括處
理請求所需的時間外，還包括讀取請求和發送響應所需的時間以及請求在網路上傳輸的延時；而伺服器延
時只是請求在伺服器端被處理的時間，不包括與客戶端通訊的網路延時。所以當出現E2E延時突然升高的
情況下，如果伺服器延時並沒有很大的變化，那麼可以判定是網路的不穩定因素造成的性能問題，排除
OSS系統內部故障。

成功請求操作分類除了以上提到的API之外，還提供以下兩個API操作類型請求數量的監控：

DeleteObject

DeleteObjects

流量指標從用戶或者具體的Bucket層級的總體情況進行監控，關注公網、內網、cdn回源以及跨域複製等
場景中的網路資源佔用狀況。

對於性能類指標項，需要重點關注其突發的異常變化，例如，平均延時突然出現尖峰，或者長時間處於高
出正常請求延時的基準上方等等。用戶可以通過對性能指標設定對應的報警規則，對於低於或者超過閾值
時及時通知到相關人員。對於有業務周期性的業務，可以設定環比報警規則(環比一周、環比一天或者環
比一個小時，環比報警方式即將上線)。

監視計量監視計量

攥寫本文檔時，OSS監控服務只支援監控儲存區大小、公網流出流量、Put類請求數和Get類請求數（不包括
跨區域複製流出流量和cdn流出流量），而且不支援對計量數據的報警設定和OpenAPI的讀取。

OSS監控服務對Bucket層級的計量監控數據進行小時等級的粒度採集，可以在具體的Bucket監控視圖中查看
其持續的監控趨勢圖。用戶可以根據監控視圖分析其業務的儲存服務資源使用趨勢並且進行成本的預估等。
如下所示：

OSS監控服務還提供了用戶層級和Bucket層級兩個不同維度當月消費的資源數統計。即從當月1號開始到目
前的賬戶或者某個Bucket所消耗的OSS資源總量，每小時更新，幫助用戶即時了解本月使用資源的情況並計
算消費。

OSS的消費計算請參考計量項和計費項。

說明 說明 監控服務中提供的計量數據是盡最大可能推送的，可能會與實際消費賬單中產生差異，請以
費用中心的數據為準。

跟蹤診斷跟蹤診斷
問題診斷問題診斷

診斷性能

對於應用程式的性能判斷多帶有主觀因素，用戶需要根據具體的業務場景確定滿足業務需求的基準線，來
判定性能問題。另外，從客戶端發起的請求，能引起性能問題的因素貫穿整個請求鏈路。比如OSS儲存服
務load過大、客戶端tcp配置問題或網路基礎結構中存在流量瓶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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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診斷性能問題首先需要設定合理的基準線，然後通過監控服務提供的性能指標確定性能問題可能的根
源位置，然後根據日誌查到詳細的資訊以便進一步診斷並且排除故障。

在下文故障排除中例舉了常見的性能問題和排查措施，可以參考。

診斷錯誤

用戶端應用程式會在請求發生錯誤時接收到服務端返回的相關錯誤資訊，監控服務也會記錄並顯示各種錯
誤類型請求的計數和佔比。用戶也可以通過檢查伺服器端日誌、客戶端日誌和部落格來獲取相關單個請求
的詳細資料。通常，響應中返回的HTTP狀態碼和OSS錯誤碼以及OSS錯誤資訊都指示請求失敗的原因。

相關錯誤響應資訊請參考 OSS錯誤響應。

使用Logging功能

OSS儲存服務為用戶的請求提供服務端日誌記錄功能，能幫助用戶記錄端到端的詳細請求日誌跟蹤。

有關如何開啟並使用logging功能，請參考設定日誌。

有關Log Service的命名規則以及記錄格式等詳細資料，請參見設定訪問日誌記錄。

使用部落格記錄工具

在許多情況下，通過Logging功能記錄的儲存日誌和用戶端應用程式的日誌數據已足以診斷問題，但在某
些情況下，可能需要更詳細的資訊，這時需要使用部落格記錄工具。

捕獲客戶端和伺服器之間的流量，可以更詳細地獲取客戶端和伺服器之間交換的數據以及底層網路狀況的
詳細資料，幫助問題的調查。例如，在某些情況下，用戶請求可能會報告一個錯誤，而伺服器端日誌中卻
看不到任何該請求的訪問情況，這時就可以使用OSS的Log Service功能記錄的日誌來調查該問題的原因是
否出在客戶端上，或者使用網路監視工具來調查網路問題。

最常用的部落格分析工具之一是Wireshark。該免費的協議分析器運行在數據包等級，能夠查看各種網路通
訊協定的詳細數據包資訊，從而可以排查丟失的數據包和串連問題。

更詳細的WireShark操作請參見WireShark用戶指南。

E2E跟蹤診斷E2E跟蹤診斷

請求從客戶端應用進程發起，通過網路環境，進入OSS服務端被處理，然後響應從服務端回到網路環境，被
客戶端接收。整個過程，是一個端到端的跟蹤過程。關聯用戶端應用程式日誌、網路追蹤記錄檔和服務端日
誌，有助於排查問題的詳細資料根源，發現潛在的問題。

在OSS儲存服務中，提供了RequestID作為關聯各處日誌資訊的標識符。另外，通過日誌的時間戳記，不僅
可以迅速尋找和定位日誌範圍，還能夠了解在請求發生時間點範圍內，客戶端應用、網路或者服務系統發生
的其他事件，有利於問題的分析和調查。

RequestID

OSS服務始會為接收的每個請求分配唯一的伺服器請求ID，即RequestID。在不同的日誌中，RequestID位
於不同的欄位中:

在OSS logging功能記錄的服務端日誌記錄中，RequestID出現在“Request ID”列中。

在網路跟蹤（如WireShark捕獲的資料流）中，RequestID作為x-oss-request-id標題值出現在響應消息
中。

在客戶端應用中，需要客戶端code實現的時候將請求的RequestID自行列印到客戶端日誌中。在攥寫本
文的時候，最新版本的JAVA SDK已經支援列印正常請求的RequestID資訊，可以通過各個API介面返回的
Result結果的getRequestId這個方法獲取。OSS的各個版本SDK都支援列印出異常請求的RequestID，可
以通過調用OSSException的getRequestId方法獲取。

時間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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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間戳來尋找相關日誌項，需要注意客戶端和伺服器之間可能存在的時間偏差。在客戶端上基於時間
戳記搜索logging功能記錄的伺服器端日誌條目時，應加/減15分鐘。

故障排除故障排除
性能相關常見問題性能相關常見問題

平均E2E延時高，而平均服務端延時低

前面介紹了平均E2E延時與平均伺服器延時的區別。所以產生高E2E延時、低伺服器延時可能的原因有兩
個:

用戶端應用程式響應慢。

網路原因導致。

用戶端應用程式響應速度慢的可能原因包括：

可用串連數或可用線程數有限。

對於可用串連數問題，可以使用相關命令確定系統是否存在大量TIME_WAIT狀態的串連。如果是，可
以通過調整核心參數解決。

對於可用線程數有限，可以先查看客戶端CPU、記憶體、網路等資源是否已經存在瓶頸，如果沒有，
適當調大並發線程數。

如果還不能解決問題，那麼就需要通過優化客戶端代碼，比如，使用非同步訪問方式等。也可以使用
性能分析功能分析用戶端應用程式熱點，然後具體優化。

CPU、記憶體或網路頻寬等資源不足。

對於這類問題，需要先使用相關係統的資源監控查看客戶端具體的資源瓶頸在哪裡，然後通過優化代
碼使其對資源的使用更為合理，或者擴容客戶端資源（使用更多的核心或者記憶體）。

網路延遲的可能原因是：

通常，因網路導致的端到端高延遲是由暫時狀況導致的。可以使用Wireshark調查臨時和持久網路問題，例
如數據包丟失問題。

平均E2E延時低，平均服務端延時低，但客戶端請求延時高

客戶端出現請求延時高的情況，最可能的原因是請求還未達到服務端就出現了延時。所以應該調查來自客
戶端的請求為什麼未到達伺服器。

對於客戶端延遲發送請求，可能的客戶端的原因有兩個:

可用串連數或可用線程數有限，在上面章節已經描述過解決方案。

客戶端請求出現多次重試，如果遇到這種情況，需要根據重試資訊具體調查重試的原因再解決。可以通
過下面方式確定客戶端是否出現重試：

檢查客戶端日誌。詳細日誌記錄會指示重試已發生過。以OSS的JAVA SDK為例，可以搜索如下日誌提
示，warn或者info的等級。如果存在該日誌，說明可能出現了重試。

[Server]Unable to execute HTTP request:
  或者
  [Client]Unable to execute HTTP request:

如果客戶端的記錄層級為debug，以OSS的JAVA SDK為例，可以搜索如下日誌，如果存在，那麼肯定
出現過重試。

Retry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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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戶端沒有問題，則應調查潛在的網路問題，例如數據包丟失。可以使用工具（如 Wireshark ）調查
網路問題。

平均服務端延時高

對於下載或者上傳出現服務端高延時的情況，可能的原因有2個:

大量客戶端頻繁訪問同一個小Object。

這種情況，可以通過查看logging功能記錄的服務端日誌資訊來確定是否在一段時間內，某個或某組小
Object被頻繁訪問。

對於下載場景，建議用戶為該Bucket開通CDN服務，利用CDN來提升性能，並且可以節約流量費用；對
於上傳場景，用戶可以考慮在不影響業務需求的情況下，收回Object或Bucket的寫存取權限。

系統內部因素。

對於系統內部問題或者不能通過優化方式解決的問題，請提供客戶端日誌或者Loggging功能記錄的日
誌資訊中的RequestID，聯繫系統工作人員協助解決。

服務端錯誤問題服務端錯誤問題

對於服務端錯誤的增加，可以分為兩個場景考慮：

暫時性的增加

對於這一類問題，用戶需要調整用戶端程式中的重試策略，採用合理的退讓機制，例如指數退避。這樣不
僅可以有效避免因為優化或者升級等系統操作（如為了系統負載平衡進行分區遷移等）暫時導致的服務不
可用問題，還可以避開業務峰值的壓力。

永久性的增加

如果服務端錯誤持續在一個較高的水平，那麼請提供客戶端日誌或者Logging功能記錄的RequestID，聯繫
後台工作人員協助調查。

網路錯誤問題網路錯誤問題

網路錯誤是指服務端正在處理請求時，串連在非伺服器端斷開而來不及返回HTTP要求標頭的情況。此時系
統會記錄該請求的HTTP狀態碼為499。以下幾種情況會導致伺服器記錄請求的狀態碼變為499:

伺服器在收到讀寫請求處理之前，會檢查串連是否可用，不可用則為499.

伺服器正在處理請求時，客戶端提前關閉了串連，此時請求被記錄為499.

總之，在請求過程中，客戶端主動關閉請求或者客戶端網路斷掉都會產生網路錯誤。對於客戶端主動關閉請
求的情況，需要調查客戶端中的代碼，了解客戶端斷開與儲存服務串連的原因和時間。對於客戶端網路斷掉
的情況，用戶可以使用工具（如Wireshark）調查網路連接問題。

客戶端錯誤問題客戶端錯誤問題

客戶端授權錯誤請求增加

當監控中的客戶端授權錯誤請求數增加，或者用戶端程式接收到大量的403請求錯誤，那麼最常見的可能
原因有如下幾個:

用戶訪問的Bucket網域名稱不正確。

如果用戶直接用第三層網域名或者次層網域訪問，那麼可能的原因就是用戶的Bucket並不屬於該網域
名稱所指示的region內，比如，用戶建立的Bucket的地域為杭州，但是訪問的網域名稱卻為
Bucket.oss-cn-shanghai.aliyuncs.com。這時需要確認Bucket的所屬區域，然後更正網域名稱資訊。

如果用戶開啟了cdn加速服務，那麼可能的原因是cdn綁定的回源網域名稱錯了，請檢查cdn回源網域
名稱是否為用戶Bucket的第三層網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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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戶使用javascript客戶端遇到403錯誤，可能的原因就是CORS（跨域資源共用）的設定問題，因
為Web瀏覽器實施了“同源策略”的安全限制。用戶需要先檢查所屬Bucket的CORS設定是否正確，並
進行相應的更正。設定CORS參考跨域資源共用。

存取控制問題，可以分為下面四種:

用戶使用主AK訪問，那麼用戶需要檢查是否AK設定出錯，使用了無效AK。

用戶使用RAM子帳號訪問，那麼用戶需要確定RAM子帳號是否使用了正確的子AK，或者對應子帳號
的相關操作是否已經授權。

用戶使用STS臨時Token訪問，那麼用戶需要確認一下這個臨時Token是否已經過期。如果過期，需
要重新申請。

如果Bucket或者Object設定了存取控制，這個時候需要查看用戶所訪問的Bucket或者Object是否支援
相關的操作。

授權第三方下載，即用戶使用簽名URL進行OSS資源訪問，如果之前訪問正常而突然遇到403錯誤，最大
可能的原因是URL已經過期。

RAM子帳號使用OSS周邊工具的情況也會出現403錯誤。這類周邊工具如ossftp、ossbrowser、OSS控
制台客戶端等，在填寫相關的AK資訊登入時就拋出錯誤，此時如果您的AK是正確填寫的，那麼您需要
查看使用的AK是否為子帳號AK，該子帳號是否有GetService等操作的授權等。

客戶端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增加

客戶端收到404錯誤說明用戶試圖訪問不存在的資源資訊。當看到監控服務上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增加，
那麼最大可能是以下問題導致的:

用戶的業務使用方式，比如，用戶需要先檢查Object是否存在來進行下一步動作，這時他會調用
doesObjectExist（以JAVA SDK為例）方法，如果Object不存在，在客戶端則收到false值，但是這時在
伺服器端實際上會產生一個404的請求資訊。所以，這種業務場景下，出現404是正常的業務行為。

客戶端或其他進程以前刪除了該對象。這種情況可以通過搜索logging功能記錄的服務端日誌資訊中的
相關對象操作即可確認。

網路故障引起丟包重試。舉個例子，客戶端發起一個刪除操作刪除某個Object，此時請求達到服務端，
執行刪除成功，但是響應在網路環境中丟包，然後客戶端發起重試，第二次的刪除操作可能就會遇到
404錯誤。這種由於網路問題引起的404錯誤可以通過客戶端日誌和服務端日誌確定:

查看客戶端應用日誌是否出現重試請求。

查看服務端日誌是否對該Object有兩次刪除操作，前一次的刪除操作HTTP Status為2xx。

有效請求率低且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數高

有效請求率為請求返回的HTTP狀態碼為2xx/3xx的請求數佔總請求的比例。狀態碼為4XX和5XX範圍內的
請求將計為失敗並降低該比例。客戶端其他錯誤請求是指除服務端錯誤請求（5xx）、網路錯誤請求
（499）、客戶端授權錯誤請求（403）、客戶端資源不存在錯誤請求（404）和客戶端逾時錯誤請求
（408或者OSS錯誤碼為RequestTimeout的400請求）這些錯誤請求之外的請求。

可以通過查看Logging功能記錄的服務端日誌確定這些錯誤的具體類型，可以在OSS錯誤響應上找到儲存服
務返回的常見錯誤碼的列表，然後檢查客戶端代碼中尋找具體原因進行解決。

儲存容量異常增加儲存容量異常增加

儲存容量異常增加，如果不是上傳類請求量增多，一般常見的原因應該是清理操作出現了問題，可以根據下
面兩個方面進行調查:

客戶端應用使用特定的進程定期清理來釋放空間。針對這種請求的調查步驟是:

i. 查看有效請求率指標是否下降，因為失敗的刪除請求會導致清理操作沒能按預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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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定位請求有效率降低的具體原因，查看具體是什麼錯誤類型的請求導致。然後還可以結合具體的客戶
端日誌定位更詳細的錯誤資訊（例如，用於釋放空間的STS臨時Token已過期）。

客戶端通過設定LifeCycle來清理空間：針對這種請求，需要通過控制台或者API介面查看目前Bucket的
LifeCycle是否為之前設定的預期值。如果不是，可以直接更正目前配置；進一步的調查可以通過Logging
功能記錄的服務端日誌記錄查詢以前修改的具體資訊。如果LifeCycle是正常的，但是卻沒有生效，請聯繫
OSS系統管理員協助調查。

其他儲存服務問題其他儲存服務問題

如果前面的故障排除章節未包括您遇到的儲存服務問題，則可以採用以下方法來診斷和排查您的問題：

1. 查看OSS監控服務，了解與預期的基準行為相比是否存在任何更改。監控視圖可能能夠確定此問題是暫
時的還是永久性的，並可確定此問題影響哪些儲存操作。

2. 使用監控資訊來幫助您搜索Logging功能記錄的服務端日誌數據，獲取相關時間點發生的任何錯誤資
訊。此資訊可能會幫助您排查和解決該問題。

3. 如果伺服器端日誌中的資訊不足以成功排查此問題，則可以使用客戶端日誌來調查用戶端應用程式，或
者配合使用網路工具（Wireshark等）調查您的網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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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事件通知8.事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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