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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板安装

1. 安装要求

 宝塔 Linux 面板支持的系统有(CentOS、Ubuntu、Debian、Fedora)；

 确保是干净的操作系统，没有安装过其它环境带的 Apache/Nginx/php/MySQL 等程序；

 内存要求最低 128MB，推荐 512MB 以上，纯面板约占系统 10MB 内存；

 如果以上条件不能满足，将无法安装成功和使用，请安装前注意核查；

2. SSH（远程连接）使用教程

确认安装环境符合要求后，使用 SSH 远程连接工具连接你的 Linux 服务器，如:宝塔远程连接桌

面助手、Putty、XSHELL 等远程连接工具，SSH 远程连接工具市面上有很多，下面我将以宝塔远程

连接桌面助手为例，讲解如何使用 SSH 连接安装面板，首先在宝塔官网下载远程桌面助手，然后双

击即可使用（如图）：

下载地址：https://www.bt.cn/update/net/BtMstsc.exe



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公网），在 IP 地址后加上远程端口如(123.123.123.123:22)，然后选择服

务器类型，这里选择 Linux 服务器，最后输入服务器账号和密码，登录服务器（在非个人电脑的情况

下，请勿使用记住密码这个选项，以保证服务器安全），登录服务器成功后，命令行界面会显示当前

的登录的时间和已经登录 IP 地址（如图）：

如果登录密码错误，系统会提示 Access denied 访问拒绝，（如图）：

3. Linux 面板安装命令的操作

首先打开宝塔官网，进入 Linux 面板，宝塔 Linux 面板支持 CentOS、Ubuntu、Debian、Fedora

四种常用 Linux 系统，找到自己对应的系统命令，复制命令，右键粘贴（如图）:

安装命令: wget -O install.sh http://download.bt.cn/install/install.sh && bash install.sh

然后回车执行命令，请耐性等待命令执行完毕，在执行过程中，会提示是否确认安装的提示（如图）：

这输入小写 y 字母确认安装面板，接下来，就是一段时间的等待了，如果遇到无法安装或者错误

提示，请查看常见问题，或者在宝塔论坛发帖、qq 群交流等方式进行解决。

安装完成后，会提示安装成功的提示，面板地址，面板账号还有密码，（如图）：

然后，在浏览器输入网址访问面板，进入登录页面，输入之前提示的账号和密码，（如图）:

https://www.bt.cn/download/linux.html


如果忘记密码，在 Linux 命令行输入 cat /www/server/panel/default.pl

然后命令行就会显示当前的面板的密码建议用户截图保存安装完成的界面，以方便后续的操作。

到这里，宝塔面板的安装就算完成了，关于环境的配置请看下一节内容。

二、 环境配置

1. LNMP 和 LAMP 环境的安装

登录成功后，面板会提示你安装环境套件，这里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 LNMP 套件，第二种是

LAMP 套件（如图）：

LNMP 套件：主要由 Nginx 服务器+MySql 数据库+PHP 环境+FTP 服务器+phpMyAdmin 数

据库管理工具。



LAMP 套件：主要有 Apache 服务器+MySql 数据库+PHP 环境+FTP 服务器+phpMyAdmin

数据库管理工具。

两种之间的差异，在于 web 服务器的不同，其他软件都是相同的。如果你不了解两种的区别和

差异请使用推荐安装（LNMP 套件），安装方式这里根据自身实际的情况选择，如果不了解，也使用

默认的安装方式（极速安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提示安装套件，只显示一次，所以取消后，

请在面板左侧功能栏选择《软件管理》，在当前列表自行选择安装程序。

选择安装后的程序后，面板的左上角，会自动显示任务的数量，点击后进入任务列表（如图）：

在当前界面会显示程序的安装进度，或程序执行进度等。等待一段时间后，查看任务列表中的信

息，查看是否完成。

2. Tomcat 环境的安装

如果用于 JSP 开发项目，就需要用到 Tomcat，安装 Tomcat 服务器，选择面板左侧工具栏，软

件中心，在选择 Tomcat 安装的即可，同理，在任务列表中可以查看当前的安装状态。

3. Node.js 环境的安装



三、 功能说明

1. 首页管理（如图）：

首页主要分为五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系统描述，运行时间，重启服务器，重启面板

第二个区域：网站的创建，FTP 的管理，数据库的添加

网站的添加（如图）：



 域名：填写需要绑定的域名以及端口，

 备注：描述该站点的作用。

 根目录：当前站点文件的路径，可以自己选择创建点，尽量使用默认路径方便管理。

 FTP：可以选择是否创建站点，创建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密码默认显示为随机数，可以修改成自

己所需的密码。

 数据库：选择数据库类型，还有编码格式，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账号和密码默认显示为随机数可

以修改成自己所需的密码。

 PHP 版本：这里会列出当前可用的 PHP 版本，PHP 的安装在软件管理界面。



添加网站模板（如图）：

FTP 的添加（如图）：



 用户名：创建 FTP 账号名称

 密码：默认生成随机密码，可以修改.

 根目录：选择当前 FTP 的目录，默认为网站的创建根目录。

数据库的添加（如图）：

 数据库名：新建数据库的名称，选择编码格式，默认为 UTF-8 格式。

 密码：默认为随机密码，需要可以自行修改。

 访问权限：默认权限本地服务器权限，选项有:所有人，指定 IP。

第三个区域：服务器 CPU 的使用率，内存的使用率，根目录的容量和使用容量。



当前区域显示有 CPU 的使用率，内存的使用率，根目录的容量情况，并且支持内存的

释放和连接管理、进程管理。

 内存释放：将鼠标悬浮在内存使用率的图片上，就会提示，释放内存

 连接管理：显示当前的服务器的服务连接状态

 进程管理：显示当前的服务器运行进程状态，并支持关闭经常等功能。

第四个区域：软件功能快捷开关。

通过在软件管理设置，直接在首页区域显示，提供快捷的启动按钮。

第五个区域，网络流量的数据监控情况



实时显示当前服务器网络流量的上传和下载速度，总上传流量，总下载流量.

2. 网站管理（如图）：

网站管理，主要用于管理和创建 web 站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功能按钮，和 web 站点列表



第一部分：功能按钮（如图）：

添加站点：用于添加站点，和首页的站点添加相同（此处不再重复介绍）。

 修改默认页（如图）:

 默认文档：用于显示新建站点提示欢迎页面。

 404 错误页面：用来提示当前的服务器无法正常运行的提供信息；

 Nginx 空白页：

 默认站点停止页面：用来反馈站点停止信息的页面，如果没有相关的需求，请勿修改；

 设置默认站点（如图）：

注意事项：

 设置默认站点后,所有未绑定的域名和 IP 都被定向到默认站点

 可有效防止恶意解析



第二部分：站点列表（如图）：

 域名:该站点绑定的域名，点击当前站点域名可以对当前站点进行相关的配置和修改。

 网站状态：显示当前网站的运行状态，点击当前站点运行状态，可以停用当前站点。

 备份：显示当前站点的备份状态，点击当前站点备份状态，可以查看和备份当前站点信息（如图）：

 网站目录：显示当前站点目录路径，点击当前站点目录，会直接跳转至文件管理当前的目录。

 到期时间：显示当前站点的有效时间，点击可设置当前站点的到期时间（默认为永久）;

 备注：用于描述当前站点和说明站点，点击可以直接修改当前备注。

站点修改

域名管理（如图）：



子目录绑定（如图）：



 域名：填写子目录绑定的域名。

 子目录：子目录文件夹名字

选择添加就可以实现子目录的绑定，添加完成后，列表会显示当前的子目录绑定站点，

同时实现伪静态的添加和子目录绑定站点的删除功能。

网站目录（如图）：



 防跨站攻击：开启防跨站攻击

 写访问日志：开启写访问日志

 网站目录：修改和查看当前站点的文件目录，设置完成请点击保存即可生效;

 运行目录：修改和查看网站运行目录，不同程序的运行目录可能不同如 Thinkphp、Larvel,设置

完成请点击保存即可生效（默认为网站的根目录）;

流量控制（如图）：



 限制方案：宝塔面板提供以下几种方案，论坛/博客、图片站、下载站、商城、门户、企业站、视

频站，以上方案仅供参考，实际可以根据个人需求，修改以下参数;

 并发限制：限制当前站点最大并发数；

 单 IP 限制：限制单个 IP 访问最大并发数。

 流量限制：限制每个请求的流量上限（单位：KB）;

完成修改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



伪静态（如图）：

 伪静态模板：选择下拉按钮，可以查看和选择，已配置完成的伪静态文件（包含常用伪静态模板）。

 规则转换工具：实现 Apache 规则转换成 Nginx 规则。（如图）：



另存为模板：将当前的伪静态保存为模板，保存为模板后，将添加至伪静态模板列表，方便多次使用，

完成修改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

默认文档（如图）：



设置站点的默认文档，优先级由上到下，完成修改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

配置文件（如图）：



当前站点的主要配置文件，如当前站点的端口设置，404 错误页配置，php 应用配置等，（如果您不

了解该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更改错误可能导致站点无法正常启动），完成修改后，点击保存即

可完成。

SSL 证书（如图）：



宝塔 SSL（如图）：



当前账号为宝塔官网账号，如果没有宝塔官网账号，请转至宝塔官网注册，同时需要注意是该证书申

请，需要实名认证，如果未实名认证，将无法申请。

登录状态（如图）：

登录成功，点击申请，即可一键申请部署证书，无需其他操作。

申请之前，请确保域名已解析，如未解析会导致审核失败，宝塔 SSL 申请的是免费版 TrustAsia DV SSL

CA - G5 证书，仅支持单个域名申请，有效期 1 年，不支持续签，到期后需要重新申请。



Lets´Encrypt 证书（如图）：

点击需要申请的域名即可，并自动申请并配置证书。

其他证书（如图）：



用于添加第三方的证书，如：阿里、腾讯、等服务商申请的付费或免费证书，添加完成保存即可。

PHP 版本（如图）：



设置当前站点 php 版本，根据当前站点所需要的版本进行设置，同时在软件管理栏目中，

可以自由添加多个适用的 php 版本.

Tomcat（如图）:



用于 JSP 程序调试，如果您没有需求，可以忽略。

301 重定向（如图）：



 访问域名：当前需要重定向的域名或当前站点。

 目标 URL：重定向目标地址。

选择[整站]时请不要将目标 URL 设为同一站点下的域名,取消 301 重定向后，需清空浏览器缓存才能

看到生效结果.

反向代理（如图）：



 目标 URL：

 发送域名：

 内容替换

 注意事项：

目标 Url 必需是可以访问的，否则将直接 502

默认本站点所有域名访问将被传递到目标服务器，请确保目标服务器已绑定域名，若您是被动代理，

请在发送域名处填写上目标站点的域名，若您不需要内容替换功能，请直接留空。

风险扫描（如图）：



用于扫描该站点的是否存在的风险漏洞，目前仅提供扫描功能，如存在风险漏洞，请根据提示手动修

复。



3. FTP 管理（如图）：

FTP 管理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添加 FTP，修改端口。

添加 FTP（如图）：

 用户名：FTP 账号名称。

 密码：默认随机生成密码。



 根目录：选择 FTP 目录地址，默认为站点根目录。

修改 FTP 端口（如图）：FTP 默认端口为 21.

第二部分，FTP 列表。

 用户名：当前 FTP 账号名。

 密码：当前 FTP 账号密码，默认隐藏，点击 显示密码，点击 复制密码。

 状态：根据需求，改变当前状态，默认生成的 FTP 是打开状态，点击后停止该 FTP 账号。

 根目录：当前 FTP 账号站点根目录，点击后进入当前文件目录地址.

 备注：用来描述当前 FTP 的作用。

 改密（如图）：修改当前 FTP 密码。



4. 数据库管理（如图）：

数据库管理，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如图）：添加数据库，修改 root 密码，phpMyAdmin 管理工具

添加数据库（如图）：



 数据库名：新建数据库的名称，选择编码格式，默认为 UTF-8 格式。

 密码：默认为随机密码，需要可以自行修改。

 访问权限：默认权限本地服务器权限，选项有:所有人，指定 IP。

Root 密码（如图）：

默认为随机密码，root 为最高权限账号密码，请谨慎操作。

phpMyAdmin 数据库管理工具：



第二部分，数据库列表（如图）：

 数据库名：显示数据库名称。

 用户名：当前数据库的用户名。

 密码：当前数据库的密码,默认隐藏，点击显示 密码，点击 复制密码。

 备份文件（如图）:

点击打包，即可备份当前站点。

同时支持备份恢复，下载，删除等功能。

 导入文件（如图）：



支持本地文件上传，在线备份文件中导入。

 备注：当前数据的描述。

 管理：使用 phpMyAdmin 管理数据库。

 权限（如图）：修改当前数据库的访问权限。访问权限：默认权限本地服务器权限，选项有:本地

服务器、所有人、指定 IP。

 改密（如图）：修改当前数据库的密码。

第三部分（如图）：同步选中、同步所有、服务器获取



 同步选中：

 同步所有：

 从服务器获取：获取当前服务器上的数据库,并同步到列表。

5. 监控管理（如图）：

监控面板可以详细的显示，当前 Linux 的 CPU、内存、硬盘、网络在一段时间下的波动情况；通过波

动的情况，可以分析服务器的一些问题和故障，还有攻击。



6. 安全管理（如图）：

安全管理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如图）：SSL 开关，PING 命令开关等

 SSH 远程连接管理：控制 SHH 的启动，还有端口，默认端口为 22；

 Ping 命令的禁用：防止 Ping 攻击，减轻服务压力；

 Web 日志操作管理：显示 web 操作日志，（谨慎操作）；

第二部分（如图）：防火墙

 放行端口（如图）：输入需要放行的端口，填写好端口备注。点击放行。



 屏蔽 IP（如图）：下拉选择屏蔽 IP，输入 IP 地址或 IP 段

 屏蔽 IP 段规则：

IP 段：10.0.0.1-10.0.0.255 的表示方法：10.0.0.0/24

IP 段：10.0.0.1-10.0.255.255 的表示方法：10.0.0.0/16

IP 段：10.0.0.1-10.255.255.255 的表示方法：10.0.0.0/8

第三部分（如图）：面板操作日志

主要显示近期面板相关的操作记录（谨慎操作）。



7. 文件管理（如图）：

文件管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如图）：主要提供文件目录的快速导航，和列表信息刷新，

第二部分（如图）：

上传（如图）：



用于上传本地文件到服务器（建议超过 2GB 的文件使用 FTP 或 SFTP 上传）。

远程下载（如图）：



用于直接在服务器下载网络资源。

 URL 地址：输入网络资源的 url 地址。

 下载到：输入服务器上的路径，默认为当前路径。

 文件名：输入下载的保存的文件名。

新建：新建主要有新建文件夹，还有新建文件。

返回上一级（如图）：

刷新列表（如图）：

Shell 终端命令（如图）：

回收站（如图）：

回收站默认是开启状态的，所以删除的文件都会显示在该目录下。如果回收站关闭，删

除文件将会直接删除，请注意数据安全。确保数据保障。

文件列表显示方式（如图）：

显示方式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是列表显示（默认方式），一种是图标显示。

第三部分（如图）：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提供文件常用的几种操作，复制、剪切、重命名、权限、压缩、删除、等常用



功能。

权限（如图）：可以根据不同的数据，给予不同的用户权限。

压缩（如图）：支持压缩格式为 tar.gz。

解压：当前文件系统目前解压格式只支持 zip、tar.gz 等格式，不支持 rar、7z 等格式。



8. 计划任务（如图）：

计划任务，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如图）：添加计划任务

 任务类型：包含有 Shell 脚本、备份网址、备份数据库、日志切割、释放内存、访问 URL。

 任务名称：备份类型的任务，名称将自动根据备份名称定义，其他类型的请手动填写。

 执行周期：任务执行周期时间，可以设置格式有，每天、N 天、每小时、N 小时、N 分钟、

每星期、每月。（N 的范围，为标准的时间范围）

 Shell 脚本>>执行脚本（如图）：输入需要执行 shell 脚本。



 备份网站>>备份站点（如图）：选择备份的站点，备份地址，保留备份数量。

 备份数据库>>备份数据库（如图）：选择备份的数据库，备份地址，保留备份数量。

 日志切割>>切割网址（如图）：选择需要分割日志的站点，备份地址。保留备份数量。

 访问 URL>>URL 地址（如图）：需要访问的 url 地址。

第二部分（如图）：任务列表

 执行：立即执行当前的计划任务。

 脚本：查看 shell 脚本源文件。

 日志：查看当前计划任务日志记录

 删除：删除当前计划任务。



9. 软件管理（如图）：

软件列表中有许多常用的工具，如各种版本的 PHP，还有 Linux 工具箱，PHP 守护，

宝塔跑分测试等，通过软件管理，可以加强面板的功能和管理，还有安全。

列表管理（如图）：

位置：当前软件安装位置。

状态：软件启动状态，安装完成默认启动。

首页显示：将软件快捷方式添加到首页软件管理上显示。

1) Nginx 服务器

Web 服务（如图）：



 停止：停止当前 web 服务器。

 重启：重启当前 web 服务器。

 重载配置：web 服务器配置恢复为默认配置信息

配置修改（如图）：



注意，如果您不了解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

WAF 防火墙（如图）：



 URL 过滤：过滤当前 URL 过滤规则中的网址。

 Cookie 过滤：

 POST 过滤：

 防 CC 攻击：

 记录防御信息：记录服务器被攻击信息和记录。

 CC 触发频率（次）：

 CC 攻击触发周期（次）：

 IP 白名单：

 IP 黑名单：

 规则编辑（如图）：编辑当前过滤规则，如 Cookie、POST、URL 等配置参数。



 上传限制（如图）：添加文件上传禁止后缀名黑名单。

切换版本（如图）：切换 nginx 的版本。



负载状态（如图）：查看当前 nginx 服务的连接数据



2) Apache 服务器

Web 服务（如图）：



 停止：停止当前 web 服务器。

 重启：重启当前 web 服务器。

 重载配置：web 服务器配置恢复为默认配置信息

配置修改（如图）：



注意，如果您不了解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

切换版本（如图）：切换 Apache 的版本。



3) Tomcat

Web 服务（如图）：



 停止：停止当前 web 服务器。

 重启：重启当前 web 服务器。

 重载配置：web 服务器配置恢复为默认配置信息

配置修改（如图）：



注意，如果您不了解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

切换版本（如图）：切换 Tomcat 的版本。



4) PHP 守护

安装后自动启动，无需设置。

5) 宝塔一键部署源码



点击一键部署，进入部署界面

 域名：输入部署站点的域名；

 备注：该站点的备注提示；



 根目录：当前站点文件的路径，可以自己选择创建点，尽量使用默认路径方便管理。

 数据库：设置当前站点的数据库账号。

 源码：当前您选择安装的源码程序。

 PHP 版本：可以选择安装过的 PHP 版本，如果没有安装，这里不会显示。PHP 的安装

 在软件管理界面。

部署完成后（如图）：

6) Pure-Ftpd 管理



 停止：停止当前 Pure-Ftpd 管理。

 重启：重启当前 Pure-Ftpd 管理。

 重载配置：重新加载 Pure-Ftpd 管理配置文件。

配置修改（如图）：

注意，如果您不了解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

7) 申请内测



请确认注意事项在填写资料。

 论坛用户名：宝塔论坛用户名，用于绑定内测账号。

 QQ 号码：用于联络沟通。

 邮箱：用于联络沟通。

8) 宝塔跑分



开始跑分（如图）：测试当前服务器的性能，点击跑分开始运行计算，跑分过程中，系

统会消耗大量资源，可能会影响当前服务器的正常服务。

我的排名（如图）：显示当前自己的服务器在所有宝塔跑分用户中的排名



9) 七牛云存储

如何获取七牛云的密钥了，在七牛云官网上登录到七牛云后台。

后台界面 >> 个人中心 >> 密钥管理（如图）

 Access_key：输入七牛云后台的 AK 密钥。

 Sercet_key：输入七牛云后台的 SK 密钥。

如何获取七牛云的存储空间名称了，在七牛云官网上登录到七牛云后台。

后台界面 >> 对象存储 >> 存储空间（如图）：

 存储空间：输入对应的存储空间名称。



 测试域名：输入对应存储空间名称下的测试域名。

10) Linux 工具箱

DNS 设置：

 主要 DNS：用于域名解析的服务器地址。

 备用 DNS：当主要 DNS 无法使用时，将自动调用备用 DNS 解析域名。

 测试：测试当前 DNS 是否有效。

Swap/虚拟内存（如图）：



Swap 虚拟内存，是 Linux 的虚拟内存，当服务器内存不足的时候，就会调用虚拟内存来

缓解内存不足的问题。

时区设置（如图）：



设置服务器时区

系统密码（如图）：



修改当前服务器密码，请谨慎操作。

IP 设置（如图）：



11) 阿里云 OSS

如何获取阿里云 OSS 了，打开阿里云官网，选择阿里云 OSS，选择开通服务（开通服务

不需要钱的），选择新建 Bucket（如图）：



根据提示，新建 Bucket，记录下 Bucket 名称，EndPoint 测试域名，将其填写在下面这 两项中。

选择 accessKey，打开密钥列表（如图）：

将列表的数据填写在下面这两项中。



12) phpMyAdmin

设置（如图）：

 停止：停止当前 phpMyAadmin 管理。

 重启：重启当前 phpMyAadmin 管理。

 重载配置：重新加载 phpMyAadmin 管理配置文件。

php 版本（如图）:



设置当前程序使用的 php 版本。

安全设置（如图）：



 访问端口：设置程序访问端口。

 授权账号：设置授权账号,用于登录管理。

 授权密码：设置授权密码。

13) FTP 存储空间

设置（如图）：

 Host：FTP 服务器主机地址，包括接口。

 用户名：FTP 服务器用户名。



 密码：FTP 服务器用户名登陆密码。

 存储位置：FTP 服务器存储位置。

14) MySQL

服务（如图）：

 停止：停止当前 mysql 管理。

 重启：重启当前 mysql 管理。

 重载配置：重新加载 mysql 管理配置文件。

配置管理（如图）：



注意，如果您不了解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

切换版本（如图）：



切换当前的数据库版本。

注意事项:安装新的 MySQL 版本，会覆盖数据库数据，请先备份数据库！

` 存储位置（如图）：



当前数据库数据存放的目录可以迁移到其他目录下。

端口（如图）：可以修改 mysql 数据库的默认端口（默认端口为 3306）。



日志（如图）：数据库的操作记录。



15) Redis

服务（如图）：



 停止：停止当前 redis 管理。

 重启：重启当前 redis 管理。

 重载配置：重新加载 redis 管理配置文件。

配置修改（如图）：



注意，如果您不了解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

16) Memcached

服务（如图）：



 停止：停止当前 Memcached 管理。

 重启：重启当前 Memcached 管理。

 重载配置：重新加载 Memcached 管理配置文件。

配置修改（如图）：



注意，如果您不了解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

17) 升级补丁

临时用于修复的补丁，后期升级会被移除。

18) 宝塔 WebHook

查看密钥（如图）：



 测试：测试当前的 hook 是否生效。

 编辑：当前的 hook 脚本文件。

 日志：查看当前任务执行日志。

添加（如图）：

名称：添加 hook 名称。

执行脚本：添加 hook 执行的脚本

19) GitLab

服务状态（如图）：



 停止：停止当前的 GitLab 服务。

 重启：重新启动当前的 GitLab 服务。

 端口：修改当前的 GitLab 服务端口（默认端口 8099）。

 访问地址：显示当前的 GitLab 服务控制台地址

公钥（如图）：



更新：手动重新生成 SSH key

配置文件（如图）:



注意，如果您不了解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

20) PHP

php 服务（如图）：

 停止：停止当前 php 管理。

 重启：重启当前 php 管理。

 重载配置：重新加载 php 管理配置文件。

上传限制（如图）：



设置文件上传限制，防止数据上传过大，影响服务器正常使用。

超时限制（如图）：



设置超时限制。

配置修改（如图）：



注意，如果您不了解配置规则，请勿随意修改。

安装扩展（如图）：



安装各种 php 扩展插件。

禁用函数（如图）：



禁用 php 危险函数。

性能调整（如图）：



负载状态（如图）：



PHPinfo（如图）：



输出 PHP 环境信息以及相关的模块、WEB 环境等信息。

21) 宝塔一键迁移

迁出数据（如图）：



开启接口：提供迁移的接口。

面板地址：当前面板的地址。

迁移密钥：当前的面板迁移数据的唯一的通行证。

迁入数据（如图）：



输入需要迁入的服务器地址，和需要迁入的服务器迁出密钥。

检测服务器的环境是否相同。



选中需要迁入的数据，默认是全部勾选。



10. 面板设置（如图）：

 别名：给面板取一个名称，用来隐藏面板信息

 面板端口：设置面板端口，默认端口 8888。

 域名：给面板绑定一个域名，方便管理，限制只能通过该域名登录访问面板。

 授权 IP：设置授权 IP，限制只能使用授权的 IP 登录访问面板

 默认建站目录：设置网站站点的根目录，默认为/www/wwwroot 路径。

 默认备份目录：设置网站数据备份的根目录，默认为/www/backup 路径。

 服务器 IP：设置服务器 IP，默认为外网 IP，如果使用本地虚拟机测试，请修改为虚拟机内网 IP。

 服务器时间：显示当前服务器时间，同步服务器时间。

 面板用户：面板登录用户名

 面板密码：面板登密码

 绑定宝塔账号：绑定的宝塔官网账号，用于一键申请 SSL 和关联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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