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东云鼎是什么 

京东云鼎是京东云推出的一站式零售应用云计算平台，为商家、品牌商及

合作伙伴与京东无界赋能的商业赋能、业务赋能、品牌赋能等服务集成，提供

弹性的云计算资源、可靠的安全服务、高效的数据推送服务、标准化的网关服

务，并优先享受京东的云端生态资源。 

 

云鼎的价值 

基础：安全、可靠、便捷、高性价比的基础云服务，让应用服务运行更顺畅 

赋能：享受京东的商业赋能、业务赋能、品牌赋能等无界赋能 

生态：加入零售生态体系，优先享受京东的云端生态资源 

购买须知 

准入条件 

1. 购买和使用云鼎必须是以下平台的开发者或合作伙伴 

JDO 商家开放平台，http://open.jd.com 

2. 使用在上述平台注册的京东账号在京东云进行激活，并完成实名认证 

企业实名认证操作指引：https://docs.jdcloud.com/cn/real-name-

verification/remit 

https://docs.jdcloud.com/cn/real-name-verification/remit
https://docs.jdcloud.com/cn/real-name-verification/remit


限制说明 

为了确保应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默认对云主机端口进行安全管控，新建安全

组默认 drop 所有出口入口流量，如有端口需求可以在线提交申请，端口开放策

略如下： 

 

用途 端口号 

http 服务 80 

Https 服务 443 

运程管理-linux 22 

远程管理-windows 3389 

其它服务端口 30001-30005 

 

端口申请地址：http://yd-console.jdcloud.com/#/securityGroup/portList 

 

入驻申请 

打开京东云鼎首页（http://yd.jdcloud.com），使用符合云鼎准入条件的京东账号

登录。 

http://yd-console.jdcloud.com/#/securityGroup/portList


 

 

点击右上角的【入驻云鼎】按钮（https://yd.jdcloud.com/#/enter），点击【立即

入驻】，按界面要求填写入驻信息，并提交审核。 

注：您提交入驻申请后，预计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请耐心等待。 

 

 

 

 

https://yd.jdcloud.com/#/enter


云资源购买流程 

登录京东云鼎控制台（http://yd-console.jdcloud.com），创建云鼎资源 

 

创建前准备：云鼎支持包年包月和按配置两种计费类型，请根据您的实际采购需

求以及业务场景选择适合的计费方式，并完成支付前的准备工作。 

 按配置计费：由于采用后付费模式，为避免计费周期内账户余额不足导致资

源扣款失败，进而影响实例正常使用，在开通按配置计费实例时，您的账户

余额（现金余额+可用代金券金额）不得少于 50 元。因此若选择此种计费模

式，请先至少为账户充值 50 元以保证实例可以创建，之后可根据所选实例

配置每日费用和使用时长进行整体费用预估，另行充值。 

 包年包月：由于采用预付费模式，您需要一次性支付所选实例配置在指定生

命周期内的全部费用，因此需要账户余额（现金余额+可用代金券金额）充足

或在付款时选择第三方支付完成付款。 

第一步：创建私有网络 

1. 选择【基础云服务】→【私有网络】，进入“私有网络”列表页，点击【新建】按

钮，弹出“创建私有网络”窗口 

 

2. 选择所属地域、业务类型（业务类型为宙斯，必须与应用进行绑定），输入名



称，点击【创建】按钮，完成私有网络创建。 

 

 

第二步：创建安全组 

1. 选择【基础云服务】→【安全组】，进入“安全组”列表页，点击【新建】按钮，

打开“新建安全组”界面 



 

2. 选择所属地域，私有网络，输入名称，点击【确认】按钮，创建安全组。 

 

 

3. 安全组创建成功后，默认 drop 所有出口入口流量，点击【立即设置】打开安

全组详情页，进行规则配置 



 

4. 点击【端口申请】按钮，申请开通端口的配置规则 

 

5. 选择地域、私有网络、安全组 

6. 选择规则方向，授权策略默认为“允许” 

a) 入方向：用于过滤云互联网或其他云主机访问当前当前主机的网络流量 

b) 出访问：用于过滤云主机访问互联网或其他云主机的网络流量 

安全组规则是有状态的，如果您通过配置入站规则允许外部向实例发送一个

请求，则无论出站规则如何配置，都将允许该请求的响应流量流出。 

7. 选择协议类型、目标端口号 



a) ICMP 协议与 TCP、UDP 不能同时选择，选择 ICMP 协议时，不需要填

写端口号 

b) TCP 和 UDP 可以同时选择，端口号支持填写多个，连续端口号以“-”分

隔，不连续端口号以“,”分隔，如：“80,22,30001-30005” 

注：建议优先使用以下端口，以提高审核的通过率，降低审核时间。 

用途 端口号 

http 服务 80 

Https 服务 443 

运程管理-linux 22 

远程管理-windows 3389 

其它服务端口 30001-30005 

 

8. 填写授权访问的 IP 地址，支持以 cidr 方式输入 IP 地址，多个 IP 地址以“,”分

隔，如” 116.196.91.148/32,116.196.115.230/24” 

9. 填写申请信息 

 



10. 点击【提交】按钮，提交端口申请。 

 

第三步：创建云主机 

1. 选择【基础云服务】→【云主机】，进入“云主机”列表页，点击【新建】按钮，

打开“创建云主机”界面 

2. 选择计费模式，包年包月和按配置计费 

 

3. 选择地域及可用区，不同地域资源的内网不互通，创建后不能更改* 

 

4. 选择镜像，云鼎支持官方镜像、私有镜像两类镜像，首次使用云鼎的用户选

择官方镜像即可，您可以根据应用部署的实际需要选择对应的系统及版本。 

 



 

5. 选择实例规格，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业务场景选择实际规格及相应的配置。 

 

6. 配置实例网络 

a) 选择私有网络：实例创建成功后，不支持变更私有网络。 

b) 选择安全组：实例创建必须绑定一个安全组，资源创建成功后，实例会

自动添加到选择的安全组内 

 

7. 配置实例存储：支持挂载 8 块数据盘，可选择用型 SSD 云盘、性能型 SSD

云盘、容量型 HDD 云盘、SSD 云盘及高效云盘（前三类当前仅在华东-上海

地域提供，后两类仅在华北-北京、华东-宿迁、华南-广州地域提供）。云硬盘

挂载到云主机后，需要进入云主机操作系统挂载云硬盘。 



 

8. 配置公网带宽 

a) 带宽计费方式：云鼎提供按固定带宽计费类型的弹性公网 IP 

b) 线路：仅支持 BGP，BGP 线路比非 BGP 线程更快更高效。 

c) 带宽范围：支持 1Mbps~200Mbps，创建云主机时您可能选择暂不购买

公网 IP，实例创建成功后，可再单独购买公网 IP 进行绑定。 

 

9. 设置实例名称、描述  

 

10. 设置登录密码，用于远程登录（需要再实例所属的安全边界中配置运维 IP）

和控制台登录。 

 



11. 确认购买时长， 

a) 包年包月：最短为 1 个月，最长为 3 年 

b) 按配置：为先使用后付费方式，开通时您的账户余额及可用代金券之和

不少于 50 元 

 

12. 云主机实例配置信息设置完成后，点击【立即购买】按钮，进入订单确认页，

确认订单无误后，请阅读并勾选同意服务协议，然后点击【立即支付】按钮

完成支付。 

 

 



第四步：创建云数据库 

1. 选择【基础云服务】→【云数据库】，进入“云数据库 RDS”列表页，点击【新

建】按钮，打开“创建云数据库”界面 

2. 选择计费模式，包年包月、按配置计费 

 

3. 选择地域，不同地域资源的内网不互通，创建后不能更改 

 

4. 选择云数据库规格 

a) 数据库类型：目前支 MySQL 

b) 版本：数据库类型的版本 

c) 规格：实例的 CPU 和内存，不同的规格对应不同的最大链接数和最大

IOPS 

d) 存储空间：包括数据空间、系统文件空间以及日志文件空间 

 

5. 配置实例网络：选择私有网络：实例创建成功后，不支持变更私有网络。 



 

6. 设置部署方式，目前支持单可用区部署、多可和区部署两种部署方式。 

a) 单可用区部署：主从位于同一可用区，如果该可用区发生故障，整个实

例无法对外提供服务。 

b) 多可用区部署：数据库主从分别位于不同的可用区，可用性更高：一个

可用区发生故障，整个实例仍然可提供服务。 

 

7. 设置基础信息 

a) 实例名称：名称的长度和字符有一定限制，具体以控制台为准 

 

8. 确认购买时长 

a) 包年包月：最短为 1 个月，最长为 3 年 

 

云数据库实例配置信息设置完成后，点击【立即购买】按钮，进入订单确认页，

确认订单无误后，请阅读并勾选同意服务协议，然后点击【立即支付】按钮完成



支付。 

 

云安全产品购买流程 

应用安全网关 

1. 选择【安全服务】→【应用安全网关】，选择实例管理，进入“实例管理”列表

页，点击【新建】按钮，打开“应用安全网关”创建界面 

2. 选择地域及可用区 

 

3. 选择套餐版本、查看套餐内容，输入实例名称及绑定负载均衡 



 

4. 确认购买时长 

a) 包年包月：最短为 1 个月，最长为 3 年 

 

13. 实例信息设置完成后，点击【立即购买】按钮，进入订单确认页，确认订单

无误后，请阅读并勾选同意服务协议，然后点击【立即支付】按钮完成支付。 

 

 



态势感知 

1. 选择【安全服务】→【态势感知】，进入“威胁概览”，点击【开通企业版】按钮，

打开开通企业版”界面 

2. 确认新购资产数量、版本及产品规格 

 

3. 确认购买时长 

a) 包年包月：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3 年 

 

14. 信息设置完成后，点击【立即购买】按钮，进入订单确认页，确认订单无误

后，请阅读并勾选同意服务协议，然后点击【立即支付】按钮完成支付。 

 

 



资源使用 

云主机 

Linux 实例 

登录 Linux 实例 

在购买并启动了 Linux 类型的实例后，您可以选择登录实例进行相关管理。根

据您本地的操作系统和实例是否可被 Internet 访问，不同情况下可以使用不同

的登录方式，具体内容可参考下表要 

本地操作系统类型 Linux 实例已绑定弹性公

网 IP 

Linux 实例未绑定弹性公

网 IP 

Windows 控制台登录 

通过远程登录软件登录 

VNC 登录 

Linux / Mac OS 控制台登录 

通过远程登录软件登录 

 

使用 VNC 登录 Linux 实例 

VNC 登录是京东云为用户提供的一种通过 Web 浏览器远程连接实例的方式。

在没有安装远程登陆客户端或者客户端远程登陆无法使用的情况下，用户可以通

过 VNC 登陆连接到实例，观察实例状态，并且可通过实例用户进行基本的实例

管理操作。 VNC 登陆的场景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查看实例的启动进度 

 无法通过远程登录软件或密钥登录时，通过 VNC 登陆来登录实例。 

1. 在实例列表的操作列，点击【远程连接】即可通过 VNC 连接至 Linux 实例。 

 

2. 点击 VNC 之后进入到登录页面 

 

请注意： 

 同一浏览器下，同一时间只支持使用 VNC 登录一台实例 

 要正常使用 VNC 登录，建议使用高版本浏览器，如：Chrome，Firefox，IE10

及以上版本等 

 暂不支持复制粘贴。 

 暂不支持文件上传下载 

本地为 Windows，通过远程登录软件使用密码 

您可选择多种远程登录软件登陆京东云 Linux 实例，同时请确保已经在实例所属

的【安全边界】中设置运维 IP，设置运维 IP 后自动开通 22 端口。 

本例以 CentOS 7.1 64 位系统，Xshell 远程登录软件为示范，可按照如下步骤

完成登录。 

1. 下 载 并 安 装 远 程 登 录 软 件  可 使 用 此 地 址 下 载 ： http://iaas-cns-



download.s3.cn-north-1.jcloudcs.com/xshell5_5.0.1332.exe 或 自 行 下 载

Xshell 软件。 下载后双击 xshell5_5.0.1332.exe 进行安装。 

2. 安装完成，打开 Xshell，并点击新建，根据要求输入相应参数 

 名称：自定义设置 

 协议：SSH 

 主机：实例所绑定的公网 IP，可在实例列表查询 

 端口号：22 

 

3. 选择用户身份认证 

密码登录：方法选择 Password，默认用户名为 root，点击确定，连接实例，

如下图所示 



 

 



本地为 Linux/Mac OS，使用密码登录 Linux 实例 

Linux 用户请直接运行以下命令，Mac OS 用户请打开系统自带的终端（Terminal）

后运行以下命令，随后输入该实例 root 用户的密码，输入正确即可连接实例。 

ssh root@<实例的公网 IP 地址> 

挂载数据盘 

在控制台为 Linux 实例挂载数据盘之后，需要登录实例对数据盘进行分区、格式

化并挂载文件系统，之后才可以正常使用数据盘。如您需要手动进行分区、格式

化并创建文件系统，我们以 Centos 操作系统为例，说明如下 

1. 在控制台完成挂载后，您在云主机中就可以看到一块未经分区、格式化的磁

盘，您可以通过如下命令来查看磁盘分区信息： 

fdisk -l 

 

2. 您可以通过如下命令完成分区。 

fdisk /dev/vdb 

输入命令后，依次输入 n, p, 1, 以及 两次回车，然后是 wq，完成保存。 这

样再次通过 fdisk -l 查看时，你可以看到新建的分区/dev/vdb。 



 

3. 之后您需要对分区后的硬盘进行格式化，命令如下： 

mkfs -t ext4 /dev/vdb1 

 

备注：本示例创建了 ext4 格式的文件系统，您也可以选择创建其他文件系统。

为了从文件系统层面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用性，不建议使用 ext2 等不提供

jounral 机制的格式。 

4. 在 mnt 目录下创建 vdb1 目录，并将磁盘挂载到该目录下，方便管理。 

mkdir -p /mnt/vdb1 && mount -t ext4 /dev/vdb1 /mnt/vdb1 

5. 查看磁盘的 UUID 

blkid /dev/vdb1 

6. 写入/etc/fstab 文件实现云硬盘挂载  



 

请注意，若系统为 Centos 7 以上，写入 fstab 时必须使用 nofail 参数，否则

若对当前云主机制作私有镜像，基于该私有镜像创建的新云主机将无法正常

启动。 

Windows 实例 

登录 Windows 实例 

在购买并启动了 Windows 类型的实例后，您可以选择登录实例进行相关管理。

根据您本地的操作系统和实例是否可被 Internet 访问，不同情况下可以使用不

同的登录方式，具体内容可参考下表： 

本地操作系统类型 Linux 实例已绑定弹性公

网 IP 

Linux 实例未绑定弹性公

网 IP 

Wndows VNC 登录 

远程桌面连接 

VNC 登录 

Linux/ Mac OS VNC 登录 

rdesktop 登录 

使用 VNC 登录 Windows 实例 

VNC 登录是京东云为用户提供的一种通过 Web 浏览器远程连接实例的方式。

在没有安装远程登陆客户端或者客户端远程登陆无法使用的情况下，用户可以通

过 VNC 登陆连接到实例，观察实例状态，并且可通过实例用户进行基本的实例



管理操作。 VNC 登陆的场景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查看实例的启动进度 

 无法通过远程登录软件或密钥登录时，通过 VNC 登陆来登录实例。 

3. 在实例列表的操作列，点击【远程连接】即可通过 VNC 连接至 Linux 实例。 

 

4. 点击 VNC 之后进入到登录页面 

 

本地为 Windows，使用远程桌面登录 Windows 实例 

请确保已经在实例所属的【安全边界】中设置运维 IP，设置运维 IP 后自动开通

3389 端口。 

1. 点击电脑【开始】按钮，找到“运行” 

2.  在运行中输入 mstsc 命令，点击确定，即可打开远程桌面连接对话框。 

3. 根据创建实例时绑定的公网 IP，连接实例，输入用户名：Administrator，勾

选“允许我保存凭据” 



4. 点击【连接】后，输入密码，连接到实例。 

5. 勾选“不再询问我是否连接到此计算机”，点击【是】。 

6. 成功连接到您在京东云创建的 Windows 实例。 

7. 如果登录失败，请确认公网 IP 地址是否输入正确，并查看实例所属的安全边

界中是配置运维 IP，配置运维 IP 后自动开通 3389 端口。 

本地为 Linux/ Mac OS，使用 rdesktop 登录 Windows 实例 

本地系统为 Linux/ Mac OS，需要远程登录 Window 实例时，需要安装相应的远

程桌面连接程序，通常使用 rdesktop 客户端。 

登录之前请确保已经在实例所属的【安全边界】中设置运维 IP，设置运维 IP 后

自动开通 3389 端口。。在安装了 rdesktop 之后，运行以下命令登录实例： 

rdesktop -u administrator -p <实例登录密码> <实例公网 IP 地址> 

云数据库 

连接云数据库 

在成功创建云数据库实例后，您可以使用数据管理服务 DMS（Data Management 

Service）或通用数据库客户端连接到 RDS 实例。 

使用 DMS 连接数据库 

1. 在实例列表的操作页，点击【登录数据库】即可通过 DMS 登录云数据库实例 



 

 

2. 填写云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如下图所示 

 

3. 点击【执行】按钮登录云数据库 

 

常见问题 

Q：调用 JOS API 报错，提示： "该 api 是敏感 api，请将您的 app 入驻云鼎平台方可调用“ 

A：请您在京东云鼎官网（http://yd.jdcloud.com）提交入鼎申请，运营审核通过

后，在京东云鼎控制台（http://yd-console.jdcloud.com）购买云主机，将您的应

用在云主机上进行部署，部署完成后在鼎内可以正常调用。 



Q：云主机可以 PIN 通，但是 SSH 连接不上 

A：请您在实例所属的【安全边界】中设置运维 IP（通常设置为运维人员所在办

公网络的公网出口 IP，云主机仅允许通过已设置运维 IP 进行远程登录），设置

后自动开通 22 端口，端口开通后您可以 SSH 连接云主机 

如果您不知道所在办法网络的公网出口的 IP，可通过以下网址进行查义询 

https://www.ipip.net/ 

华北：http://116.196.91.70:8090/api/ip 

华南：http://117.48.224.228:8090/api/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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