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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署前准备 

安装部署云盒子 Linux 服务器前需要做以下准备： 

◼ 一台 X86 架构服务器，最低配置：4 核 CPU、16G 内存及 500G 硬盘。具体配

置根据使用人数及存储文件数量来确定。 

◼ 连接到 Internet 的网络环境。     

◼ 一个用于注册激活云盒子企业帐号的邮箱。 

二、 下载服务器安装包 

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或直接联系您的销售顾问获取服务器安装包，

下载云盒子 Linux 服务器安装镜像“ClouDocServer.iso”。 

 

注：内网的服务器，请在外网下载，复制到内网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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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装服务器 

(一) 刻录系统至光盘或 U 盘 

请将“ClouDocServer.iso”刻成光盘进行安装；或者将“ClouDocServer.iso”写入 U 盘进

行安装，以下以 UltraIOS 为例说明操作： 

1. 刻成光盘进行安装 

1) 将空白光盘放入电脑自带光驱或者移动光驱，打开 UltraIOS。 

 

2) 在 UltraIOS 菜单栏中选择“工具”-> “刻录光盘映像”，并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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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后直接点击“刻录”，待刻录完成，光盘自动弹出。 

 

2. 写入 U 盘进行安装 

1) 将 U 盘插入电脑，找到 Linux 镜像，右击用 UltraIOS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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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镜像文件后，选择菜单栏的“启动”->“写入硬盘镜像”，弹出操作界面。 

 

3) 首先格式化 U 盘，接着点击写入，待写入完成，拔出 U 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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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已完成，接下来是安装系统。 

(二) 安装 Linux 服务器系统 

注意：服务器安装前虚拟机请连接网络，物理机接通网线。 

1) 设置电脑启动从 U 盘或光驱启动，插入 U 盘或光驱启动开启电脑数秒后就能

看到 CentOS 7 系统安装界面。进入此界面后请勿再进行任何操作等待倒计时结束，系

统会自动进入自动安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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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下来开始加载安装镜像，所需时间大概 60 秒，请耐心等待。等待后我们可

以看到安装向导初始化界面。再等待几分钟后会自动安装完成无需任何其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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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动后， 使用 yp 账号登录系统，在“cloud-server-XXXr login”行输入登录名“yp”

并按回车键，在“Password“行输入密码“Yp123$%^”，密码不显示，输完按回车键即

可； 

 

(三) 确认 IP 是否正确 

输入账号 yp,密码 Yp123$%^回车进入系统，然后输入命令 ifconfig -a 回车查看系统 IP 是

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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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正确，或者无 IP 信息，可以参考以下配置网络方法设置 IP。 

(四) 配置网络 

若对云盒子 Linux 服务器做有 IP 规划，请修改网络配置文件。 

具体操作为： 

登录系统后，输入“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ns33”，并按回车键。 

显示当前的网络配置信息。按“上下左右”键移动光标，按“i”进入输入模式，将 IPADDR

修改为新的 IP 地址、netmask、gateway 和 dns1 分别为子网掩码、网关和 dns 服务器（若不

变，则不用修改），修改完后按“esc”进行退出编辑，再在左下角输入“:wq”确认保存退

出，然后使用“sudo reboot”命令重启服务器； 

 

IPADDR：服务器 IP 地址； 

NETMASK：子网掩码； 

GATEWAY：网关地址； 

DNS1：DNS 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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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禁用初始化脚本 

当确认系统安装完成，云盘系统能正常访问后，须注释掉初始化安装脚本，避免再次重

启服务器会将一些配置初始化。 

登录系统，执行“sudo -i”输入密码 Yp123$%^登陆 root 账户，使用命令“vi /etc/rc.d/rc.local”

打开编辑文件。使用 vi /etc/rc.d/rc.local 命令打开文件后，输入 i 进入编辑模式。 

除了 echo "never" > /sys/kernel/mm/transparent_hugepage/enabled 及 docker-compose  

--compatibility  -f /opt/yp/app.yml up -d 之外，其他的都在前面加#号注释，修改完后按“esc”

进行退出编辑，再在左下角输入“:wq”确认保存退出。 

 

五、 激活和绑定服务器 

系统安装完后，即可注册企业账户，激活和绑定云盒子 Linux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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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一台与云盒子 Linux 服务器在同一网络的电脑，使用 IE8 及以上、谷歌等

主流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云盒子 Linux 服务器的地址，例如：192.168.4.231，按回车键

进入，弹出服务器激活页面，根据页面向导完成注册激活。 

 

2) 服务器的激活分为 2 种方式： 

◼ 在线激活：适用于可连接外网的服务器。 

◼ 离线激活：适用于内网无法连接外网的服务器。 

(一) 在线激活 

1) 选择“在线激活”，点击“下一步”，弹出在线激活步骤，直接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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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出企业帐号注册页面，根据提示输入信息，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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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用于云盒子服务器绑定与企业帐号激活。 

◼ 服务器 ID：与后面的域名一起用于访问云盒子服务器，若服务器 ID 有重

复，会提示”此服务器 ID 已被占用，请重新输入”，更换服务器 ID 即可，建议使

用企业名称首拼或者企业商标。 

◼ 密码：用于云盒子服务器绑定和解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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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注册后激活该账户，需登录注册时填写的邮箱按提示激活；激活完成后，

点击“我已完成验证，下一步”。 

 

4） 输入注册时填写的邮箱和密码，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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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功激活后弹出绑定成功的提示，可登录服务器下载各端安装包，系统管理员

初始账户:admin 密码：123456。（为保护您的数据安全，建议登录后立即修改密码） 

 

(二) 离线激活 

1) 选择”离线激活”单选框，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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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出开始页面，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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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成服务器特征码页面，点击“下载特征码文件”，服务器特征码包含服务器

的 CPU、内存、网卡等信息，文件名为“licence.request”。将“licence.request”

文件保存到桌面，并用 U 盘复制到一台能连接外网的电脑中，然后打开浏览器访问链接

http://zc2.yhz66.com 

 

4) 弹出企业注册页面，输入各项信息，完成后点击“立即注册”。 

http://zc2.yhz6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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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输入企业的名称。 

◼ 服务器 ID：建议使用企业名称首拼或者企业商标，若服务器 ID 已被使用，

会提示“此服务器 ID 已被占用，请重新输入”，此时需更换服务器 ID。 

◼ 电子邮箱：输入一个有效的电子邮箱，用于下载激活文件，若邮箱已被使

用，会提示“该邮箱已被注册，请重新输入”。 

◼ 登录密码：解除服务器绑定时用。 

◼ 特征码文件：上传服务器特征码文件 licence.request。 

 

5) 注册成功后会提示： 



   云盒子服务器安装部署指南（CentOS 7 版）              

18 

 

 

 

6) 登录注册时填写的邮箱，进入邮箱根据提示下载授权文件，授权文件名称为“服

务器 ID.licence”，将此文件复制到内网的电脑中。 

 

7) 在内网的电脑中，继续在浏览器中输入服务器地址，如：192.168.0.20，访问

激活服务器页面。选择“离线激活”后点击“下一步”。在开始界面点击“已获得授权

文件，直接激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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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进入激活页面，点击“选择文件”上传授权文件“服务器 ID.licence”，完成

后点击”下一步”。 

 



   云盒子服务器安装部署指南（CentOS 7 版）              

20 

 

 

9) 成功激活后弹出绑定成功的提示，可登录服务器下载各终端安装包，系统管理

员初始账户：admin 密码：123456。（为保护您的数据安全，建议登录后立即修改密码） 

 

六、 解除服务器绑定 

1) 使用 IE8 及以上、谷歌等主流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云盒子 Linux 服务

器登录地址，例如：192.168.0.20，进入云盒子网页版登录界面。 



   云盒子服务器安装部署指南（CentOS 7 版）              

21 

 

 

 

2) 在登录框输入管理员帐号及密码，如初始帐号：admin，密码：123456，并点

击“登录”，登录云盒子网页端。 

 

3) 依次进入“管理设置”>“权授激活”，弹出服务器绑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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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解除绑定”，在弹窗中输入管理员密码后点击“确认解除”即可。解除

绑定后云盒子 Linux 服务器将无法继续运行。 

 

5) 成功解除绑定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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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录：系统配置信息 

云盒子服务器端包含以下组件： 

 

1 Centos 7.9.2009 (Core) 

2 JDK  1.8.0_172 

3 Tomcat  7.0.85 

4 Mysql  5.7.34 

5 7zip  9.20 

6 Redis 4.0.14 

 

◼ 主机名： Cenos-7-sever-xx (xx 为服务器 IP 的尾数) 

用户名： yp 

密  码： Yp123$%^ 

 

◼ 云盒子数据 

data 目录： /var/lib/mysql 

附件目录： /var/app_home 

 

◼ 端口 

SSH： 22 

tomcat： 80  

MySQL： 3306 

云盒子： 8003、8006 

IM： 733、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