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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为 CentOS 7.4 64 位，谢谢您支持康展云计算。 

一、获取 mysql、ftp 权限 

1、如何远程登录服务器 

下载 linux 端的远程工具 putty。(putty 工具可自行百度搜索下载) 

下载后解压并打开 putty.exe，并输入您的服务器公网 IP 及端口，端口一般默认为 22。 

 

 

 

注意：输入用户名 root 后回车，再输入服务器远程登录密码，密码输入时默认不显示。 

服务器远程登录密码为您购买服务器时设置的密码，要是忘记，请在腾讯云控制台找到云主机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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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服务器后获取随机生成的 mysql，ftp 权限 

    登录服务器后输入 cat default.pass 命令回车  

 

里面有随机生成的 mysql 的 root 密码，自动生成的一个数据库名，用户名，密码；FTP 用户和密码。 

数据库的管理地址为：http://您的云主机公网 ip/phpmyadmin/ 

web 访问地址：http://您的云主机公网 IP/   （或者用您的域名解析到您的 IP 后，用域名访问安装）。 

http://您的云主机公网ip/phpmyadmin/
http://您的云主机公网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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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账号密码安全提醒 

FTP 权限，数据库权限是随机生成的，存放在 default.pass 文件里；建议您修改一个您自己设置的复杂些

的密码。 

（1）ftp 密码修改：服务器命令行输入 passwd wwwftp 后回车 （wwwftp 为 ftp 用户名） 

输入新的 ftp 密码后回车  (密码不显示) 

 

需再次输入密码确认后回车 （密码不显示） 

 

密码修改成功： 

 

（2）关闭 ftp 方法： 

在服务器命令行里输入：systemctl stop vsftpd.service 

 

（3）mysql 修改 root 密码方法： 

登录数据库管理工具 phpmyadmin，地址为：http://您的云主机公网 ip/phpmyadmin/ 

http://您的云主机公网ip/phpmy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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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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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输入新密码后，点击执行，新密码生效 

 

 

（4）关闭 mysql 方法 

服务器命令行直接输入命令 systemctl stop mysqld.service 将关闭 mysql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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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软件安装路径 

软件名称 路径地址 

默认站点 www 根目录 /yjdata/www/ 

Apache2.4.34 /usr/local/apache 

默认站点 www 配置文件 /usr/local/apache/conf/vhost/www.conf 

php5.5 /usr/local/php5.5 

php.ini 配置文件 /usr/local/php5.5/etc/php.ini 

mysql5.6 /usr/local/mysql 

Mysql 的 data 文件  /usr/local/mysql/data 

Mysql 配置文件 /etc/my.cnf 

Vsftpd3.0.2  /etc/vsftpd 

Vsftpd 配置文件 /etc/vsftpd/vsftpd.conf 

phpMyAdmin /yjdata/www/phpmyadmin 

 

三、绑定域名 

默认 IP 在腾讯云对应云主机安全组开放 80 端口后已经可以访问，您的域名解析到 IP 后即可使用！ 

如果需要在服务器里做绑定域名操作，按如下： 

    打开默认站点 www 配置文件 vi /usr/local/apache/conf/vhost/www.conf  

找到#ServerAlias localhost  将#去掉，localhost 改为自己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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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ServerAlias  www.yourdomain.com 

 

将 localhost 修改为 www.yourdomain.com 即可 （www.yourdomain.com 用您自己的域名代替）  

文件保存退出后请重启 apache 服务，使配置文件修改后生效。 

 

  四、常用命令 

服务启动，停止，重启操作 

mysql:         systemctl  (start|stop|restart)  mysqld.service 

vsftpd:         systemctl  (start|stop|restart)  vsftpd.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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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systemctl  (start|stop|restart)  httpd.service 

 

   五、网站搭建案例 

这里以安装 wordpress 为例： 

1、 正常安全组开放 80 端口情况下，浏览器访问公网 ip 后出现如下界面： 

 

2、 此页面可以直接通过 ftp 链接默认站点根目录后把 index.html 引导文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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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 wordpress 博客程序并通过 FTP 工具上传到默认站点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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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浏览器中输入 IP 地址或域名（域名解析至您的服务器外网 IP 后即可），如下： 

 

 

5、 点击”现在就开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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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数据库名，用户名，密码的填写请根据 default.pass 中随机生成的数据库权限查询为准。 

6、 配置好数据库连接信息，点击”提交”如下： 

 

7、 点击“进行安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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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要求填写好网站信息，点击”安装 WordPress”，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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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站点就已经安装完成了，点击“登陆”，用刚设置的密码登陆即可。 

六、常见问题 

1、浏览器输入公网 ip 无法访问 

请开放腾讯云对应主机 80 等常用端口。 

添加常用端口方法：进腾讯云-管理中心-云服务器-云主机-（找到对应地区进入，点击 ID/实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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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安全组” 

在已绑定安全组中点击“安全组 ID/名称” 

 

点击“添加规则” 

 

 

来源填：all   协议端口填：tcp:80    策略填：允许    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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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方法分别将 tcp:20，tcp:21，tcp:30000-30010，端口都加上。 

 

2、ftp 无法正常链接 

（1） 请确保 tcp:20，tcp:21，tcp:30000-30010 端口已经开放。 

（2） ftp 工具切换下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 

（3） 换其他 ftp 工具，百度搜索下载破解版 flashFXP，解压即可使用。 

3、navicat 无法正常链接 mysql 

    服务器为了安全，我司所有镜像默认都没有开启允许 mysql 远程链接。 

（1） 您可以自行登录 mysql 设置开启，并在安全组开放 3306 端口。 

（2） 或者您可以联系我们，购买我司服务，技术人员给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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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ysql、ftp 的用户名和密码不要将带有英文小写 l 写成阿拉伯数字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