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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CAS平台Linux常用命令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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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 CAS是基于KVM架构，其底层是Linux操作系
统，通过了解Linux常用命令，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和
维护CAS。

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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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学习完本课程，您应该能够：

掌握Linux文件权限与属性

了解vi与vim的功能与区别

掌握Linux常用命令

CAS维护常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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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常用功能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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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文件属性与权限介绍

vi与vim功能介绍

CAS维护常用命令04

课程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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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文件介绍
Linux每个文件的属性由10个字符来确定，从左至右用0-9这些数字来表示。第0位确定文件类型，
第1-3位确定该文件所有者拥有该文件的权限，第4-6位确定属组（所有者的同组用户）拥有该文件
的权限，第7-9位确定其他用户拥有该文件的权限。其中，第1、4、7位表示读权限，第2、5、8位
表示写权限，第3、6、9位表示可执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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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文件属性介绍
linux文件属性示意图：

属性说明
 连接数：表示有多少文件名连接到此节点
 文件所有者：该文件的“所有者账号”
 文件大小：默认单位为字节（B）
 文件时间：一般情况下，日期显示为（月/日）及时间；当文件修改时间不是当前年份，则时间部分会仅显示年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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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文件权限与属性
修改文件权限与属性常用命令：
 chown:改变文件所有者
 chgrp:改变文件所属用户组
 chmod:改变文件权限

文件权限修改说明：
 linux文件基本权限有9个，分别是owner、group、others三种身份各有自己

的read、write、execute权限。用数字来代表各个权限，各个权限的数值对
照如下：“rwx”，二进制就是111，“2的2次方”+“2的1次方”+“2的0
次方”=7；
r:4  、 w:2  、 X:1

 每种身份（owner、group、others）各自的三个权限（r、w、x）分数是需
要累加的，例如将文件bootlog权限修改为[-rwxrwx---],那么分数则是：
owner=rwx=4+2+1=7
group=rwx=4+2+1=7
others=---=0+0+0=0

此时修改文件权限命令为：[root@hz-cas]chmod 770 boot.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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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文件权限与属性
chown：用来更改某个目录或文件的用户名和用户组的。chown 用户名:组名
文件路径。语法：
chown [–R] 属主名 文件名
chown [-R] 属主名：属组名 文件名
进入 /root 目录（~）将install.log的拥有者改为bin这个账号：
[root@www ~]# chown bin install.log
[root@www ~]# ls -l
-rw-r--r-- 1 bin  users 68495 Sep 25 08:53 install.log
将install.log的拥有者与群组改回为root：
[root@www ~]# chown root:root install.log
[root@www ~]# ls -l
-rw-r--r-- 1 root root 68495 Sep 25 08:53 instal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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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文件权限举例
文件test10具有可读权限，可以读取文件内容；修改文件权限后，不能成功读取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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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文件权限举例

目录test具有可执行权限，可以进入到该目录；修改文件权限后，不能成功进入该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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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与vim功能对比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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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三种模式介绍

•用vi打开一个文件就直接进入一般模式（这是默认模式）。在该模式内可以复制数据（但是
无法编辑文件内容）。

•在一般模式中输入:“:wq”保存文件后离开vi；输入“:q!”不保存文件，直接离开vi。

一般模式：

•在一般模式下，按下“i,I,o,O,a,A,r,R”中任何一个字母后才会进入编辑模式，可以对文件
内容进行修改。

•在编辑模式下，按下【Esc】键即可从编辑模式退到一般模式。

编辑模式：

•在一般模式当中，输入“: / ？”3个中的任一个按钮，就可以将光标移动最下面一行。
•在该模式中可以保存、大量替换字符、离开vi。

命令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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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文件：touch、vi、mv、cp ; 

# touch jn

# mv jn /vms/2T

新建目录：mkdir，通过 mkdir 命令可以实现在指定位置

创建以 DirName(指定的文件名)命名的文件夹或目录。

查看系统上当前有哪些用户登录：w/who 

who 命令显示关于当前在本地系统上的所有用户的信息。

显示以下内容：登录名、tty、登录日期和时间。

用户对谈：write/wall

write执行后，可以接受别人的消息，也可以继续

发消息，但如果一开始是别人先发送给你，你就

必须再打开一个终端才能发消息。

Linux其它常用功能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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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dump举例
tcpdump抓包功能。对于交换机等网络设备而言，一般抓包时需要现场执行镜像操作。而linux系统可以
远程登录设备执行操作，将抓包文件存放在本地，并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获取相关文件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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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dump举例
通过ssh下载抓包文件到本地后，用抓包软件打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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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机CPU占用率
 在【性能监控】页面下，可以查看CPU使用情况，点击【…】按钮可以查看更长时间范围内的CPU占用

率信息
 CVK后台执行“top”命令实时查看CPU占用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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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机内存占用率
 在【性能监控】页面下“内存使用情况”，点击【…】按钮可以查看更长时间范围内的内存占用率信息
 CVK后台执行“free”命令实时查看内存占用率信息，当Swap（交换缓存区）分区占用率高时，严重影响主

机性能，甚至出现主机down机、虚拟机自动关闭等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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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机的磁盘利用率和分区占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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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机的磁盘利用率和分区占用率
df：显示磁盘分区上可以使用的磁盘空间。这里只记住两个参数就好：
-a #查看全部文件系统，单位默认KB
-h   #使用-h选项以KB、MB、GB的单位来显示。

du : 显示每个文件和目录的磁盘使用空间，文件的大小
root@ADDC:~# du -a
4       ./.ssh/authorized_keys-1229556395
4       ./.ssh/cid
4 ./.ssh/id_rsa.pub

root@ADDC:~# du -h
44K     ./.ssh
4.0K    ./.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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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机的磁盘请求
 在【性能监控】页面下“磁盘请求，显示主机的各个磁盘的读写情况。
 CVK后台执行“iostat”命令查看磁盘I/O信息。需要关注“iowait”指标，值越大说明I/O延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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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后台收集日志
在CVK主机后台执行“cas_collect_log.sh”命令，收集完成后在“/vms”目录下会产生该CVK主机
的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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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日志文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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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相关命令
hostname
ping将数据包发向用户指定地址。
iwconfig 工具与 ifconfig 和 ethtool 类似。
Nslookup有ip地址时，可以显示主机名，查看给定域名的所有ip地址。
traceroute查看数据包在提交到远程系统或者网站时候所经过的路由器的IP地址、跳数和响应时间。
ifup/ifdown重新启动/关闭指定的网络设备。格式为：ifup 网络设备文件名。
ifup eth0 // 重新启动网卡eth0。
ifup lo // 重新启动本地回绕网卡lo。
netstat用于显示本机上与IP、TCP、UDP和ICMP协议相关的统计数据，该命令经常被用于检验本机各端口的
网络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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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相关命令
获取HA进程管理的集群列表：
# cha cluster-list
查询指定的集群的状态信息：
# cha cluster-status 1
查询集群中的主机列表：
# cha node-list 1
查询集群中某主机的信息：
cha node-status host-name
# cha node-status ADDC
打印某个主机内的虚拟机：
cha vm-list host-name
# cha vm-list 
查询集群中的虚拟机信息：
cha vm-status vm-name
设置日志级别：
cha set-loglevel module level
root@ADDC:/vms/sharefile# cha -k set-loglevel de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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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cat服务命令
H3C CAS的WEB页面使用了Tomcat技术，当CAS的WEB页面出现异常时，可以重启Tomcat服务。
查看Tomcat服务状态命令：
service tomcat8 status 
* Tomcat servlet engine is running with pid 3362

停止Tomcat服务状态命令：
# service tomcat8 stop 
* Stopping Tomcat servlet engine tomcat8

...done.
启动Tomcat服务状态命令：
# service tomcat8 start
* Starting Tomcat servlet engine tomcat8

...done.
重启Tomcat服务状态命令：
# service tomcat8 restart 
* Stopping Tomcat servlet engine tomcat8

...done.
* Starting Tomcat servlet engine tomcat8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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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数据库服务/virsh相关命令
H3C CAS的使用了MySQL数据技术，需要掌握MySQL数据库的基本操作方法。
1.查看MySQL服务状态命令：#service mysql status
mysql start/running, process 3039
2.停止MySQL服务命令：#service mysql stop
mysql stop/waiting
3.启动MySQL服务命令：# service mysql start
mysql start/running, process 4821

通过virsh相关的命令，可以从CVK后台查看该CVK主机下包含了哪些虚拟机，以及虚拟机的状态，并且可以启动或者关闭虚拟机。
1. CVK主机后台查看虚拟机，在CVK主机后台执行“virsh list --all”命令查看该CVK主机下虚拟机状态。
root@CVK01:/vms# virsh list --all
Id    Name                           State
----------------------------------------------------
4     windows2008                    running
- Linux-RedHat5.9                shut off
2. CVK主机后台启动虚拟机，“virsh start 虚拟机名称”命令启动虚拟机。
root@CVK01:/vms# virsh start Linux-RedHat5.9
Domain Linux-RedHat5.9 started
root@CVK01:/vms#
3. CVK主机后台关闭虚拟机
在CVK主机后台执行“virsh shutdown 虚拟机名称”命令关闭虚拟机。
root@CVK01:/vms# virsh shutdown Linux-RedHat5.9
Domain Linux-RedHat5.9 is being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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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相关命令
通过iSCSI技术来挂载IP SAN存储设备，当iSCSI共享文件系统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
iSCSI相关的命令进行排查
1.发现iscsi存储
iscsiadm -m discovery -t st -p ISCSI_IP
2.查看iscsi发现记录
#iscsiadm -m node
192.168.127.23:3260,1 iqn.2003-10.com.lefthandnetworks:group1:393:cloudos
3. 删除iscsi发现的记录
iscsiadm -m node -o delete -T LUN_NAME -p ISCSI_IP
# iscsiadm -m node -o delete -T iqn.1991-05.com.microsoft:c09599-cmh-target -
p 
4. 登录iscsi存储
iscsiadm -m node -T LUN_NAME -p ISCSI_IP -l
root@HZ-UIS01-CVK01:~# iscsiadm -m node -T iqn.1991-
05.com.microsoft:c09599-cmh-target 
5. 退出iscsi存储
iscsiadm -m node -T LUN_NAME -p ISCSI_IP -u
root@HZ-UIS01-CVK01:~# iscsiadm -m node -T iqn.1991-
05.com.microsoft:c09599-cmh-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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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www.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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