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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状态异常问题



主机状态异常-管理网故障
【故障现象】某局点CAS告警主机状态异常且同时伴随管理网络链路中断告警
主机“H3C-
CVK07”(192.168.100.217) 故障告警 虚拟交换机“vswitch0”故障，主机管理链路中断。 2019/9/6 17:12 2019/9/6 16:50 20

主机“H3C-
CVK07”(192.168.100.217) 故障告警 主机状态出现异常。 2019/9/6 17:11 2019/9/6 17:11 1

通过ifconfig –a 查看管理网的物理网卡eth4/eth5 存在大量的丢弃包数：

【故障原因】需要分别确认主机管理网的物理网卡 /主机管理网至上行交换机的物理链路 / 上行物理交换机的网
口三者是否存在故障。
（如果是刀片服务器，因为刀片服务器的物理网卡是通过背板连接到VC互联模块的内联口，则重点检查刀片服务
器的物理网卡硬件状态以及VC下行链路连接刀片服务器网卡是否存在某些特性的限制）



主机状态异常-主机网卡驱动问题
【故障现象】某局点主机cvknode2管理网down，与其他主机连接超时进而导致fence保护机制重启问题。

Syslog日志记录连接超时问题：
Sep 8 00:42:32 cvknode02 kernel: [18816302.589274] o2net: Connection to node cvknode01 (num 4) at 
10.54.101.2:7100 has been idle for 90.112 secs.
Sep 8 00:42:32 cvknode02 kernel: [18816302.589292] o2net_idle_timer 1596: Local and remote node is 
heartbeating, and try connect
Sep 8 00:42:34 cvknode02 kernel: [18816304.123784] o2net: Connection to node cvm (num 2) at 
10.54.101.1:7100 has been idle for 90.112 secs.
Sep 8 00:42:34 cvknode02 kernel: [18816304.123792] o2net_idle_timer 1596: Local and remote node is 
heartbeating, and try connect

主机到集群其他节点管理网不通导致的fence重启记录：
Restarted at 2018-09-08 00:43:15 (1536367395.794449). UNKOWN_DEV, UNKOWN_UUID, o2quo_make_decision: 
TCP disconnected with other nodes.

Cvknode2主机管理网不通的原因，往前看syslog日志原因是eth0 down：
Sep 8 00:39:30 cvknode02 kernel: [18816120.789798] be2net 0000:02:00.0: Error in FW/Card
Sep 8 00:39:30 cvknode02 kernel: [18816120.789831] be2net 0000:02:00.0: eth0: Link down



主机状态异常-主机网卡驱动问题
【故障原因】重点检查主机管理网物理网卡的型号及驱动版本

此类报错建议优先查看版本说明书:

Emulex 10GbE网卡故障问题
问题现象：一台主机上其中一个网卡报网卡故障告警，该网卡在CAS页面上处于不活动的状态。报错日
志为“kernel: be2net 0000:05:00.1: Error in FW/Card；kernel: be2net 0000:05:00.1: ethX: Link 
down “。
问题产生条件：HPE服务器使用hp-be2net V11.1.183.21及以前驱动。

其中网卡驱动版本可通过ovs_dbg_listports命令查看或者通过syslog日志中记录的启动日志查看：

Sep 8 00:47:57 cvknode02 kernel: [ 3.203677] be2net 0000:02:00.0: be2net version is 

11.1.183.21



top命令来排除系统性能负载问题时，基本步骤是检查top的输出。
例如，Cpu(s)这一行提供了当前CPU运行状况的信息：

top - 15:55:21 up 4 days, 4:21, 2 users, load average: 12.81, 7.33, 3.48

Tasks: 267 total, 4 running, 263 sleeping, 0 stopped, 0 zombie

Cpu(s): 92.0%us, 7.4%sy, 0.0%ni, 0.5%id, 0.0%wa, 0.0%hi, 0.1%si, 0.0%st

• l us：用户CPU时间

运行非优雅的用户进程所占CPU时间的百分比（优雅，英文“nicing”，是指一个进程允许你根据其他进程更改优先级）。

• l sy：系统CPU时间

运行内核和内核进程所占CPU时间的百分比。

• l ni：优雅CPU时间

如果更改过一些进程的优先级，这个指标能够告诉它们所占CPU时间的百分比。

• l id：CPU空闲时间

它代表了CPU的空闲时间。如果系统运行缓慢，但是这个指标特别高，那么就可以确定问题的原因不是高CPU负载。

• l wa：I/O等待

这个数值代表了CPU时间用在等待执行I/O操作所占的百分比。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度量指标，如果这个数值很低，那么就能轻松排除磁盘或者网络I/O的问题。

• l hi：硬件中断

CPU处于硬件中断所占时间的百分比。

• l si：软件中断

CPU处于软件中断所占时间的百分比。

• l st：流逝的时间

如果正在运行虚拟机，这个指标代表虚拟机中执行的其他任务所占CPU时间的百分比。

主机性能异常问题



iostat命令
root@server1:~# iostat -t 3 -xm

avg-cpu: %user %nice %system %iowait %steal %idle

3.01 0.00 12.54 0.04 0.00 84.41

Device: rrqm/s wrqm/s r/s w/s rMB/s wMB/s avgrq-sz avgqu-sz await r_await w_await svctm %util

sda 0.00 1.47 7.77 8.21 0.35 0.17 66.20 0.02 1.04 1.88 0.25 0.24 0.38

sdb 0.00 0.00 1.17 2.05 0.01 0.01 15.59 0.00 1.35 2.53 0.68 0.84 0.27

dm-0 0.01 0.68 1.17 2.05 0.01 0.01 15.59 0.00 1.40 2.60 0.71 0.87 0.2参数 说明 备注

r/s，w/s 每秒读，写IO完成次数 r/s + w/s = 当前IOPS，
注意util为100%时的IOPS非设备IOPS

rMB/s，wMB/s 每秒读，写数据量(mb为单位) 磁盘读写吞吐量

avgqu-sz 平均等待处理的IO请求队列长度 该值越大，表示排队等待处理的IO越多

await 平均每次IO请求等待时间
(包括等待时间和处理时间，毫秒为单位)

即IO的响应时间，对于1万转的机械硬盘，持续超过20ms该磁盘设备响
应慢

svctm 表示平均每次设备I/O操作的服务时间
如果svctm的值与await很接近，表示几乎没有I/O等待，磁盘性能很好，
如果await的值远高于svctm的值，则表示I/O队列等待太长，系统上运
行的应用程序将变慢。

%util IO队列非空的时间比率 util = (r/s+w/s) * (svctm/1000)
表征磁盘繁忙度，1秒内磁盘非空闲时间百分比

也可以使用iotop命令，它能够显示系统中所有运行进程并将进程根据I/O统计信息排序。

主机性能异常问题



主机crash问题

10

① 先判断是否产生Crash日志 ② 收集Crash日志方法
root@cvknode-101:/vms/crash/201708020030#
crash /usr/src/linux-headers-4.1.0-generic/vmlinux-4.1.0-
generic dump.201708020030

ls -Rlth /vms/crash/ 或者查看command.out日志文件
/vms/crash/:
total 20K
-rw-r--r-- 1 root root  176 Apr 15 04:16 kexec_cmd
drwxr-xr-x 2 root root 4.0K Apr 15 04:13 201904150412
drwxr-xr-x 2 root root 4.0K Mar 29 18:49 201903291848
drwxr-xr-x 2 root root 4.0K Jan 16 20:57 201901162057
drwxr-xr-x 2 root root 4.0K Jan  9 06:30 201901090629

/vms/crash/201904150412:
total 662M
-rw------- 1 root root 662M Apr 15 04:13 
dump.201904150412



                                                                  [XXX级别]



主机异常产生crash日志的分析方法

1、 问题描述：


某局点一台CVK主机发生了异常重启现象，分析日志未发现CAS的Fence日志信息。但是在/var/log/syslog中发现了产生crash日志的记录，如下所示，产生了文件“/vms/crash/201708221901”。

Aug 22 19:33:46 F8-CVK26-4900G2-18U kernel: [ 2096.385722] chbk: chbk_store_chk_report 2970: store check result: store fapp2 is fault

Aug 22 19:33:48 F8-CVK26-4900G2-18U vmmon: connectLibvirtRun: connect fail qemu:///system. wait 3 seconds

Aug 22 19:34:00  vmmon: last message repeated 4 times

Aug 22 19:34:00 F8-CVK26-4900G2-18U kdump-tools: saved vmcore in /vms/crash/201708221901

Aug 22 19:36:44 F8-CVK26-4900G2-18U kernel: imklog 5.8.6, log source = /proc/kmsg started.

Aug 22 19:36:44 F8-CVK26-4900G2-18U rsyslogd: [origin software="rsyslogd" swVersion="5.8.6" x-pid="3195" x-info="http://www.rsyslog.com"] start

Aug 22 19:36:44 F8-CVK26-4900G2-18U rsyslogd: rsyslogd's groupid changed to 103

这个crash日志是通过kdump工具收集，kdump是Linux内核的一个转储工具，其基本原理是在内存中保留一块区域，这块区域用来存放capture kernel，当前的内核发生crash后，通过kexec把保留区域的capture kernel运行起来，由capture kernel负责把crash kernel的完整信息，包括CPU寄存器、堆栈数据等现场重要数据转储到文件中，文件的存放位置可以是本地磁盘。

2、 过程分析：


该crash日志需要研发来进行分析，但是crash日志一般都是非常大的，几G，甚至是几十G的大小，将该文件传递给研发分析非常困难。因此工程师可以在CVK主机上先做下转换，生成一个小文件，再传给研发分析。


方法如下：

步骤一、进入/vms/crash下里面，有一个时间的目录，下面是kdump文件，进入到该目录下，dump.201708020030替换为实际的文件

步骤二、执行如下红色命令。

root@cvknode-101:/vms/crash/201708020030# 


crash /usr/src/linux-headers-4.1.0-generic/vmlinux-4.1.0-generic dump.201708020030


步骤三、执行如下截图中的三条红色命令，三条命令分别是：


crash > bt > bt.log


crash> log > log.log


crash> quit

命令执行后会在该目录下生成bt.log和log.log两个文件。




步骤四、将生成bt.log和log.log两个文件分给二线和研发做进一步分析。


3、 解决方法：


不涉及。

华为3Com机密 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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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状态异常故障类问题需要：

1. 确认主机异常发生的时间点，根据现场反馈的故障截图和cas日志中的WARN-xxxx.tar.gz文件。

2. 确认故障发生前是否做过何种变更，包括网络or存储变更、修改主机密码或IP等变更操作。

3. 根据故障时间点查看对应主机的相关syslog日志、ocfs2_fence等相关日志。确定发生故障时间点附近的报

错信息，如果是多台可以分别查看，查找相同的报错内容。

4. 注意查看日志中是否存在：fail、timeout、lost、time等关键字，对应时间点和日志，如果有符合的信息说

明为网络超时导致。

5. 如果主机有crash日志生成，收集/vms/crash/目录下的crash文件，因为此文件是对内核内存的镜像，所以

一般会比较大，可以收集bt和log日志进行分析。

6.查看最新的版本说明书，与里面的说明进行对比，查找相近的的情况和日志信息。

7.关注CAS技术公告。

主机状态异常问题-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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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异常重启问题

问题原因：主机使用共享文件系统的时候，会定期的向存储设备上写时间戳，当设备连接不通时，会重启本地服务器，

这也是集群中的fence特性的一种形式。fence是保证集群对于资源访问完整性的一种风险规避策略，将对于资源的损

坏降到最低，是一种集群保护性策略。

根据CAS管理平台的报表信
息，检查主机重启前网络、
CPU、内存的负载情况，通
过迁移虚拟机业务、配置动
态资源调度等方式降低主机

负载。



CAS的共享文件系统使用的是OCFS2，所以了解CAS主机的Fence重启就需要了解OCFS2的Fence机制。

 Heartbeat Dead Threshold
主机与存储间心跳超时。

默认配置文件数值为：61。表示超过120s主机与存储间无心跳报文，主机重启。老版本这个值是31，新版
本已经改成了61.

附：O2CB_HEARTBEAT_THRESHOLD = (((timeout in seconds) / 2) + 1)

 Network Idle Timeout
挂载同一共享存储的主机间心跳超时。CAS默认为90s。如果主机间出现共享文件系统心跳报文不通，超过
默认值之后，根据主机重启算法进行重启。

共享文件系统机制导致主机Fence重启



OCFS2的fence机制分析

 若主机与存储间无心跳，超120s后主机重启（fence）

 服务器重启好后，若依然未与存储间无心跳，则共享文件系统状态变为不活动。

X

Heartbeat Dead Threshold 超时

存储



OCFS2的Fence机制分析

 使用同一共享存储的主机间心跳超时，分如下3种情况：
 主机数量为奇数

- 某主机无法连通的主机数量大于等于（total+1）/2，则该主机Fence，否则不
重启。

 主机数量为偶数

- 某主机无法连通的主机数量大于total/2，则该主机Fence

- 某主机无法连通的主机数量等于total/2，则集群编号为1或与1号连通的主机不
Fence，否则Fence

Network Idle Timeout 超时



说明1、共享文件系统机制中主机参与节点判断方法：

 集群中共有M台服务器，其中m （1≤m≤M）台服务器挂载同一共享文件系统（均为“活动状态”），
则total=m

 有n （1≤n≤m ）台服务器共享文件系统状态为不活动，则total=m-n

 有p（1≤p≤m）台服务器选择关机或冷重启，则剩余服务器每隔2s同步ocfs2心跳时会自动去除这些
服务器，即此时的total=m-n-p

OCFS2的Fence机制分析

说明2、共享文件系统机制中主机节点编号查看方法：/etc/ocfs2/cluster.conf



• 两台主机挂载共享文件系统

如下两图，2台主机管理网通过交换机互联，并且都通过交换机与存储互联。主机1的集群编号为1，主机2
的集群编号为2。当主机1与主机2之间管理网断开连接，则会发生主机2重启现象。

当主机1和主机2都与存储断开连接，则会发生主机1和主机2都重启现象。



• 三台（及以上）主机挂载共享文件系统

如下两图，3台主机管理网通过交换机互联，并且都通过交换机与存储互联。
当主机1管理网或存储网与交换机断开连接，则主机1重启。

当主机2或主机3和上述情况一样发生存储网或管理网连接断开，也会发生各自的重启。
如下分别为主机3和和主机2重启。



主机发生重启，在排除掉人为重启原因和主机本身硬件问题后，我们可以初步通过主机总

数量和发生重启的主机数量来判断重启原因：

1.若只有一台主机重启，则可能为该主机管理网或存储网链路问题。

2.若达到半数主机重启，则可能为主机之间的管理网链路问题或者该半数主机与存储之间

的链路问题。

3.若所有主机重启，则可能为存储到交换机之间链路问题。



 1.查看oper_log.log日志文件或者系统运行时间来判断重启的主机

 2.查看ocfs2_fence_restart.log文件，会记录时间点以及因为哪个存储卷导致的重启。
root@@R390-G2-8SFF-1:~# cat /var/log/ocfs2_fence_restart.log
Restarted at 2017-01-15 08:49:10 (1484470150.123049). Dm-0, 1E2ADDB8A6284474B0EF2EF4D4F31EBF, o2quo_disk_timeout:Disk heartbeat timeout.

 3.查看对应时间点的ocfs2_shell_201XXX.log和syslog日志查看重启的具体原因，里面会记录是因为存储心跳超时
还是因为管理心跳超时导致。

Jan 15 08:46:38 R390-G2-8SFF-1 kernel: [6535352.095626] (o2hb-1E2ADDB8A6,29702,16):o2hb_thread:1131 o2hb_do_disk_heartbeat used 16396 msecs
on device (dm-0).
Jan 15 08:46:50 R390-G2-8SFF-1 kernel: [6535363.875747] (o2hb-1E2ADDB8A6,29702,11):o2hb_thread:1131 o2hb_do_disk_heartbeat used 11789 msecs on 
device (dm-0).
Jan 15 08:46:56 R390-G2-8SFF-1 kernel: [6535370.318642] (o2hb-1E2ADDB8A6,29702,31):o2hb_thread:1131 o2hb_do_disk_heartbeat used 6447 msecs on 
device (dm-0).

Jan 15 08:49:02 R390-G2-8SFF-1 kernel: [6535496.177217] connection2:0: detected conn error (1020)
Jan 15 08:49:03 R390-G2-8SFF-1 iscsid: Kernel reported iSCSI connection 2:0 error (1020 –ISCSI_ERR_TCP_CONN_CLOSE: TCP connection closed) state (2)

Jan 15 08:49:10 R390-G2-8SFF-1 kernel: [6535503.554329] (kworker/15:1,330,15):o2hb_write_timeout:296 ERROR: Heartbeat write timeout to device dm-0 
after 120040 milliseconds
Jan 15 08:49:10 R390-G2-8SFF-1 kernel: [6535503.554337] (kworker/15:1,330,15):o2hb_stop_all_regions:2639 ERROR: stopping heartbeat on all active 
regions.
Jan 15 08:49:10 R390-G2-8SFF-1 kernel: [6535503.554340] *** ocfs2 is very sorry to be fencing this system by restarting ***

从以上日志可以分析该CVK主机重启的原因是因为ocfs2写心跳信息无法写入dm-0存储卷导致。接下来可通过blkid或

者df –h确认dm-0对应的存储卷名，重点排查存储链路以及存储端性能。

主机Fence重启-日志分析



 1.CAS E0501版本开始支持Fence不重启功能(服务器不再重启，暂停异常的共享文件系统存储池)

主机Fence不重启



 2. 可以在HA配置中选择发生故障时触发的动作，可以是故障迁移，也可以是虚拟机冻结。

主机Fence不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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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现象】

存储无法刷新，在CAS管理台上，点击CVK的存储池页签，前台界面无法刷新，导致CAS管理台阻

塞。选择部分其他页签，也无法刷新。部分CVK 服务器变成红色，无法操作。或者整个CAS管理台

无法管理和操作。

【常见可能原因】

1、Web服务器阻塞

2、后台的虚拟机管理阻塞

3、共享文件系统的阻塞

集群锁死问题



CAS的web服务应用是由Tomcat提供，可以尝试如下操作：

1. 在web浏览器界面，重新输入CVM地址，进行登录，是否可行

2. ssh到cvm主机后台，查看Tomcat的日志/var/log/tomcat8，查看是否有错误的堆栈报错，

从而判断是否是tomcat的原因

3. 通过重启tomcat服务看能否解决： service tomcat8 restart， 再次登录到CVM管理台上，

看使用是否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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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管理层阻塞也会导致出现集群锁死，可以尝试如下操作：

1. 需要找到阻塞CVK，ssh到CVK的后台，执行virsh list命令、virsh pool-list 等命令是否能够正确的返回。

2. 若命令都能够正确返回，则虚拟化管理层应该没有问题。

3. 若发生了阻塞，则需要分析下/var/log/libvirt/libvirtd.log日志的内容，是否有错误发生；

4. 重启该CVK上虚拟化管理层，测试能否解决问题：service libvirt-bin restart

5. 执行重启后，重新采用命令检查CVK上的虚拟化层是否OK若还不行，则需要检查存储。

【注意事项】CASE0526H11之前版本重启libvirt-bin请先确认主机下有中文名称虚拟的机

libvirt-bin重启会导致名称为中文的虚拟机触发HA，产生幽灵进程，两个进程同时读写磁盘导致磁盘损坏

集群锁死问题-虚拟化管理层阻塞



共享文件系统的阻塞，会导致虚拟化层的阻塞，从而导致CAS管理层的阻塞。
存储层的解除阻塞一般是通过重启CVK（有些情况下，需要CVK的强制下电和上电）解决。

1.采用df –h命令检查存储池挂接的各个mount point是否能否正常访问；
若采用df –h命令阻塞，长时间没有返回，则预示着共享文件系统阻塞了。

2. 采用mount | grep ocfs2检查，正在使用的共享文件系统；

集群锁死问题-共享文件系统阻塞



3.采用debugfs.ocfs2 -R “fs_locks -B”检查各个磁盘是否有阻塞lock。如下输出，说明磁盘sdb，sde没有阻
塞，而sdc则存在阻塞的locks。Sdc有3个dlm lock处于阻塞状态。

集群锁死问题-共享文件系统阻塞



• 4.查询阻塞的dlm lock的使用信息，在owner节点上查询对应的使用情况.查询dlm lock的信息，发现其

owner为5，则需要到/etc/ocfs2/cluster.conf文件中找到编号为5的node，ssh到该node上去，再次执

行dlm的查询命令，查看dlm的各个节点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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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5上对于该lock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节点7一直持有，但不释放导致了其他node的阻塞：

集群锁死问题-共享文件系统阻塞



5. 在阻塞的node上，如上面node 7，可以通过如下命令查看对应的阻塞进程

通过cat /proc/22299/stack，或者cat /proc/27904/stack查看对应的进程stack

关于如何判断锁死的主机，可收集各主机的ocfs2的kernel日志返回400分析：
各主机执行ocfs2_kernel_stat_collect.sh ，会在/var/log下生成主机名_ocfs2_kernel_state_时间.log文件

集群锁死问题-共享文件系统阻塞



集群锁死问题-共享文件系统阻塞

存储阻塞则需要重启对应的CVK服务器来解决问题；重启的步骤如下：

1. 在阻塞的node上，查看所有该CVK上运行的虚拟机，ps -ef |grep kvm

后台查询所有的虚拟机进程，并记录各个虚拟机的vnc端口等。

2. 采用VNC或者虚拟机的远程桌面，尽量从虚拟机内部关闭虚拟机

部分虚拟机无法关闭，则需要采用kill命令强制关闭虚拟机进程 kill -9 pid

3. 采用reboot命令重启故障的CVK

有时reboot会失败，则需要iLo口登录到CVK的管理界面，选择安全的重启服务器或者reset进行。

4. 服务器启动后，检查系统是否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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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出现中毒问题一般会存在如下现象：

1. 主机的CPU和内存使用率异常偏高

2. 通过抓包发现向外网或其他主机发送大量异常报文

3. 查看/etc/rc.local 会有可能进程开机启动

4. 主机存在运行异常的进程

5. 主机出现异常重启和黑屏现象

主机中毒问题及维护



首先检查主机的CPU和内存占用率是否正常，可以通过top命令观察。
top [-d 数字] | top [-bnp]
- d 后面接秒数，意思为设置更新的时间，默认是5秒。
-b 以批次的方式执行。通常搭配数据流重定向将结果输出为文件。
-n 与-b 搭配，意思是执行几次结果
-p 指定某些pid来进行监测

同时在top执行过程中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 显示可以输入的按键命令
P : 以CPU的使用资源排序显示
M： 以内存的使用资源排序显示
N： 以PID来排序
T： 由该进程使用的CPU时间累积（TIMES）排序
k: 给予某个pid一个信号
r: 给予某个pid重新定制一个nice值
q： 离开top

主机中毒问题及维护



查看网络异常可以通过tcpdump命令进行抓包，分析抓包中是否有异常的IP及报文

或者通过netstat –atunp 查看是否存在异常的连接。

主机中毒问题及维护



Linux系统中的/etc/rc.local是设置开机自启动哪些命令，为了保证主机重启之后还可以运行病毒，黑客

有可能会修改/etc/rc.local的自启动文件。而/etc/crontab 是设置系统例行性任务的，有时黑客也会修

改此文件，所以也需要查看此文件是否被修改。可参考CAS系统默认的rc.local和crontab文件的配置，

可以和怀疑中毒的主机进行对比。如发现与里面的信息不一致，可断定有可能中毒了。

主机中毒问题及维护



异常进程可以通过top命令确认，在此不做赘述。
如果病毒导致主机发生crash异常重启，可以通过分析crash日志进行分析。

Tasks: 1010 total, 1 running, 1009 sleeping, 0 stopped, 0 zombie

Cpu(s):100.0%us, 0.0%sy, 0.0%ni, 0.0%id, 0.0%wa, 0.0%hi, 0.0%si, 0.0%st

Mem: 263894008k total, 17668732k used, 246225276k free, 306580k buffers

Swap: 30000380k total, 0k used, 30000380k free, 14841708k cached

PID USER PR NI VIRT RES SHR S %CPU %MEM TIME+ COMMAND

4976 root 20 0 6267m 300m 5300 S 7994 0.1 45466,03 sh

222 root 20 0 18060 3076 1992 R 1 0.0 0:00.08 top

3015 root 20 0 16036 1984 1756 S 1 0.0 39:46.96 irqbalance

3214 root 10 -10 5867m 680m 11m S 1 0.3 302:22.77 ovs-vswitchd

8 root 20 0 0 0 0 S 0 0.0 81:31.09 rcu_sched

59080 root 20 0 1098m 15m 11m S 0 0.0 0:30.09 cas_mon

72998 root 20 0 74004 5928 5064 S 0 0.0 0:00.54 sshd

1 root 20 0 24512 3432 2416 S 0 0.0 0:06.20 init

主机中毒问题及维护



解决方法：

1. 通过kill -9 pid 杀死异常进程。

2. 如果/etc/rc.local和/etc/crontab中存在异常数据，也进行删除。

3. 如删除文件还不能解决，可以考虑在备份重要文件之后将系统重装。

4. Root密码不要设置简单密码，容易被暴力破解。

5. 如非必要CVK主机不要放在公网上。

主机中毒问题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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