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vCloud+ECS 搭建 NodeClub 社区系统——实验指导

手册 

实验介绍 

实验目的： 

为从事 node.js 项目研发的企业或个人提供开发上云指导，通过开源项目 NodeClub 社区系统的搭建，为

开发者提供覆盖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的云上开发操作指导。 

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NodeClub 社区系统 

 项目简介： Nodeclub 是使用 Node.js 和 MongoDB 开发的社区系统，界面优雅，功能丰富，小

巧迅速， 已在 Node.js 中文技术社区 CNode(http://cnodejs.org) 得到应用，但你完全可以用它

搭建自己的社区。 

 作者：https://github.com/alsotang 

 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cnodejs/nodeclub 

 开源证书： MIT License 

 开发语言: node.js(90.9%)、HTML（6.4%）、Less（1.4%）、CSS（1.2%） 

 部署环境：Linux CentOS 7.6 

 部署方式：shell 部署 

 项目架构：典型的 B/S 架构系统，用户通过互联网访问系统，客户端处理用户操作及向数据库读取

或写入数据。 

  

 涉及华为云服务：软件开发平台 DevCloud、弹性云服务器 ECS 

 项目示例： 

https://github.com/cnodejs/nodeclub
https://github.com/cnodejs/nodeclub/blob/master/LICENSE


 

操作流程 

 

前提条件 

本实验需在华为云上进行，所以用户需要使用华为云账号进行登录； 

没有华为云账号的用户请先注册华为云账号并完成实名认证，实验过程中请使用 Chrome浏览器完成相关

操作。 

 

华为云账号注册步骤请参考：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account_id_001.html 

实名认证操作步骤请参考：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intl/zh-cn/usermanual-account/zh-cn_topic_0119621533.html 

 

已有账号或注册完成的用户登录华为云官网：【https://www.huaweicloud.com/】 

华为云登录请参考：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am/iam_01_0033.html 

 

https://www.huaweicloud.com/】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iam/iam_01_0033.html


操作指导 

创建项目 

登录华为云后，按“产品”-“开发与运维”-“软件开发平台 DevCloud”路径，进入华为云 DevCloud 平

台首页。 

 

点击“管理控制台”按钮，进入 DevCloud 项目列表。 

 

将区域切换到“北京四”，点击“新建项目”按钮 

 

在新建项目页，按如下参数配置项目 

 项目流程：Scrum 

 项目名称：自定义（如：NodeClub 社区系统） 

 点击“确定”按钮完成项目创建 



 

创建代码仓库 

创建项目完成后会自动跳转进入项目，按照“代码”-“代码托管”-“导入外部仓库”的路径创建代码仓库，

如下图所示： 

 

在导入外部仓库页，按如下填写外部仓库信息： 

 源仓库地址：https://codehub.devcloud.cn-north-

4.huaweicloud.com/NodeClubsqxt00002/Nodeclub.git 

 源仓库访问权限：不需要用户名/密码 

 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隐私政策声明》 和 《软件开发服务使用声明》” 

 点击“下一步”按钮。 



 

仓库名称会默认带入源仓库名称，也可用户自定义，其他配置默认，点击“确定”按钮完成仓库创建。 

 

 



编译构建 

按照路径“构建&发布”-“编译构建”进入编译构建服务，点击“新建任务”按钮。 

 

在选择源代码页，全部默认（选择的是上一步骤在 CodeHub 上创建的 Nodeclub 代码仓库 maser 分支，

实际开发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义选择），点击“下一步”按钮。 

 

在选择构建模板页，选择“空白构建模板”，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构建任务的创建。 

 



界面会自动跳转到构建步骤页面，选择“执行 shell 命令”点击“添加”按钮。 

 

可以看到上一步选择的步骤已添加到左侧，在右侧继续选择“上传软件包到软件发布库”，点击“添加”按

钮。 

 

选中左侧“执行 shell 命令”步骤，如下图在右侧步骤详情里输入“tar zcvf nodeclub_demo.tar.gz 

*”命令，该命令用于将代码打包。 



 

选中左侧的“上传软件包到发布仓库”步骤，如下图在右侧步骤详情里按如下进行配置 

 构建包路径：nodeclub_demo.tar.gz 

 发布版本号：1.0.0 

 包名：Nodeclub  

 点击“新建并执行”按钮，执行构建任务。 

 

界面跳转到任务执行界面，左侧可以看到执行步骤进度，右侧打印构建日志。 

 

当左侧步骤全部执行完成，日志打印 Finished: SUCCESS 表示构建任务执行成功。 



 

部署 

应用需要部署到服务器上，所以首先需要购买一台 ECS，再将应用部署上去。 

购买 ECS 

按照“更多”-“设置”-“通用设置”，进入通用设置页面。 

 

选择“主机组管理”，点击“新建主机组”按钮。 

 

输入主机组名称（如：Nodeclub-ecs-group），点击“保存”按钮完成主机组创建。 



 

自动跳转到主机信息页面，点击“导入 ECS”按钮。 

 

由于还为创建 ECS，点击“ECS 控制台”按钮，进入 ECS 控制台。 

 

点击“购买弹性云服务器”按钮。 

 
在“基础配置”步骤，按如下配置 

 计费模式：按需计费 



 区域：华北-北京四（与 DevCloud 项目所在区域保持一致） 

 可用区：随机分配 

 CPU 架构：x86 计算 

 规格：c6s.large.2  2vCPU|4GB (本实验所需资源较少，实际项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镜像：公共镜像 CentOS 7.6 64bit(40GB) 

 系统盘：高 IO 40GB 

 点击“下一步：网络配置”按钮 

 

网络配置页按如下配置参数 

 网络：vpc-default/subnet-default 

 安全组：Sys-WebServer（检查一下，如果这个安全组入向规则里没有 TCP:3000 端口，需要点击“新

建安全组”按钮，进入 Sys-WebServer 安全组，配置入向 TCP:3000 端口） 

 弹性公网 IP：现在购买 

 线路：全动态 BGP 

 公网带宽：按带宽计费 

 带宽大小：5 

 释放行为：随实例释放 

 点击“下一步：高级配置”按钮 



 

在高级配置页，按如下进行配置 

 云服务器名称：默认/自定义 

 登录凭证：密码 

 密码：自定义（请牢记，后续部署使用） 

 其他默认，点击“下一步:确认配置”按钮 

 

在“确认配置”页，会显示之前步骤配置的 ECS 参数，购买数量：1，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镜像免责声

明》”，点击“立即购买”按钮，完成 ECS 创建。 



 

在 ECS 列表页，可以看到创建的 ECS 

 

环境准备 

本次实验需要部署环境安装 node.js，redis 和 mongodb，所以需要登录到主机进行安装。 

点击主机右侧的“远程登录”按钮，选择 VNC 方式登录，点击“立即登录”按钮。 

 

进入 ecs 远程登录界面，按提示输入用户名：root，密码：购买 ECS 时设置的密码 



 

下面将进行部署环境准备，通过命令安装 node.js、redis、MongoDB，可以通过“复制粘贴“按钮上传需

要执行的命令。 

 

安装 Node.js 

依次输入执行如下命令，进行 Node.js 安装 

cd /usr/local 

wget https://nodejs.org/dist/v10.9.0/node-v10.9.0-linux-x64.tar.xz    // 下载 nodejs 

tar xf  node-v10.9.0-linux-x64.tar.xz       // 解压软件包 

ln -s /usr/local/node-v10.9.0-linux-x64/bin/npm   /usr/local/bin/  

ln -s /usr/local/node-v10.9.0-linux-x64/bin/node   /usr/local/bin/ 

如下图所示： 

 

安装 redis 

依次输入执行如下命令，进行 redis 安装 

mkdir -p /usr/local/redis 

cd /usr/local/redis 



wget http://download.redis.io/releases/redis-2.8.17.tar.gz    //下载 redis，如遇下载失败的情况，请多次执行该条命令 

tar xzf redis-2.8.17.tar.gz  // 解压软件包 

cd redis-2.8.17 

make    // 安装 redis 

PS：由于网络问题，可能出现下载 redis 安装包失败的情况（如下图），可以重复执行下载命令，直至下载

成功。 

 

执行完成如下图所示： 

 

安装 MongoDB 

依次输入如下命令，进行 MongoDB 安装 

mkdir -p /usr/local/mongodb 

cd /usr/local/mongodb 

wget https://fastdl.mongodb.org/linux/mongodb-linux-x86_64-4.0.2.tgz  //下载 MogoDB 

tar -xvzf mongodb-linux-x86_64-4.0.2.tgz   //解压文件 

mkdir -p /data/db 

执行完成如下图所示： 

  
至此完成了主机的环境配置。 

http://download.redis.io/releases/redis-2.8.17.tar.gz
https://fastdl.mongodb.org/linux/mongodb-linux-x86_64-4.0.2.tgz


导入主机 

返回 DevCloud 页面，将创建的 ECS 导入（如果没有刷新，先将页面关闭，再打开即可） 

 

在导入 ECS 页面，按如下参数进行配置 

 用户名：root 

 密码：购买 ECS 时设置的密码 

 端口：22 

 勾选声明，点击“添加”按钮 

 

返回主机信息页面，可以看到 ecs 已被添加到主机组，并连通性验证成功。 

 



部署应用 

按照路径“构建&部署”-“部署”路径进入部署服务，点击“新建任务”按钮。 

 

部署模板选择“空白模板”，点击“下一步”按钮。 

 

进入部署配置页面，在右侧选择“所有步骤”>>“执行 shell 命令”，点击“添加”按钮。 

 

可以看到“执行 shell 命令”步骤已经添加到左侧，主机组选择之前创建的主机组； 

Shell 命令填写如下： 

#!/bin/bash 

kill -9 $(ps -ef|grep redis-serve|gawk '$0 !~/grep/ {print $2}' |tr -s '\n' ' ') 



sleep 10 

#停止 redis 服务 

kill -9 $(ps -ef|grep mongod|gawk '$0 !~/grep/ {print $2}' |tr -s '\n' ' ') 

sleep 10 

#停止 MongoDB 服务 

 

点击上一步下方的“+”标识，在右侧选择“选择部署来源”步骤，点击“添加”按钮。 

 

按如下进行步骤配置“选择部署来源”步骤详情 

 选择源类型：构建任务 

 构建任务：选择之前创建的构建任务 

 主机组：选择之前创建的主机组 

 下载到主机的部署目录：/usr/local/devcloud/ 



 

点击该步左侧步骤下方的“+”标识，在右侧选择“文件操作”>>“解压文件”，点击“添加”按钮。 

 

在“解压文件”步骤详情，添加一个解压操作 

 主机组：选择之前创建的主机组 

 解压文件路径：/usr/local/devcloud/Nodeclub.tar.gz 

 解压目录：/usr/local/devcloud/ 

 

点击左侧步骤下方的“+”标识，在右侧选择“文件操作”>>“删除文件”，点击“添加”按钮。 



 

在“删除文件”步骤详情里， 

 主机组：选择之前创建的主机组 

 删除路径：/usr/local/devcloud/Nodeclub.tar.gz 

 
点击左侧步骤下方的“+”标识，在右侧选择“所有步骤”>>“执行 shell 命令”，点击“添加”按钮。 

 

 

在“执行 shell 命令”步骤的详情配置里，主机组选择之前创建的主机组； 

Shell 命令填写如下： 

mkdir /usr/local/shell/ 

cp /usr/local/devcloud/start.sh  /usr/local/shell/ 



chmod +x /usr/local/shell/start.sh 

sleep 10 

echo "1" 

nohup /usr/local/shell/start.sh 2>&1 & 

sleep 50 

echo "2" 

 

点击“保存并执行”按钮，界面会自动跳转到部署任务执行界面，左侧显示部署步骤执行进度，右侧打印

部署日志。 

 
出现如下图，表示部署任务执行成功 



 

应用访问 

应用部署任务执行成功后，就可以在浏览器进行访问了。 

访问地址：http://ECS 公网 IP:3000（ECS 公网 IP 即之前步骤里创建的 ECS 的公网 IP） 

出现如下界面，表示部署成功。 

 

资源释放 

本次实验用到的 DevCloud 用户数小于等于 5 是不计费的，ECS 是按需计费，如果不再使用，避免持续计

费，需要进行资源释放操作。 

回到 ecs 列表页，按下图进行 ecs 资源释放。 



 

 

删除资源需要使用注册的邮箱/手机等方式进行身份验证，按引导操作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