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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一铭操作系统服务器版是一个企业级通用操作系统平台，适用于从通用网络服务（如 Web 服务）

到电信、金融、政府、军队等企业级关键应用。 

本文档介绍 H3C CAS 虚拟化管理平台上的虚拟机安装一铭操作系统服务器版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步

骤。 

2  配置前提 

本文档中的配置均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配置和验证，配置前服务器和软件的所有参数均采用出

厂时的缺省配置。如果您已经对被测试对象进行了配置，为了保证配置效果，请确认现有配置和以

下举例中的配置不冲突。 

3  配置环境 

3.1  服务器 

本文档不严格与具体硬件服务器型号对应，如果使用过程中与产品实际情况有差异，请参考相关产

品手册，或以设备实际情况为准。本文档使用的服务器型号与配置如下表所示，该环境不作为实际

部署时的强制环境或推荐环境，只需要服务器能够兼容 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即可完成本配置。 

配置项 说明 

服务器 #1 

（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 

HP ProLiant BL460c Gen8 

 CPU：2 路 8 核，Intel Xeon E5-2670 @ 2.60GHz 

 内存：32 GB 

服务器 #2 

（H3C CAS CVK虚拟化内核系统） 

HP ProLiant BL460c Gen8 

 CPU：2 路 8 核，Intel Xeon E5-2670 @ 2.60GHz 

 内存：32 GB 

 

3.2  软件 

软件 版本 

服务器虚拟化管理软件 H3C CAS-E0301（KVM Kernel 4.1.0，QEMU emulator version 2.1.2） 

虚拟机操作系统 一铭操作系统服务器版64位（Kernel：2.6.3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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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指导 

4.1  组网拓扑 

服务器 #1

• 硬件： HP ProLiant BL460c Gen8（2路8核）

• 软件：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

服务器 #2

• 硬件：HP ProLiant BL460c Gen8（2路8核）

• 软件：H3C CAS CVK虚拟化内核系统

192.168.20.110 192.168.20.109

VM

Emindsoft Server 1.0 64位

共享存储

• 硬件： HP StoreVirtual 4530

LUN
300GB

管理PC

192.168.20.69

 

图1 H3C CAS 兼容一铭操作系统服务器版测试逻辑拓扑图 

 

4.2  创建虚拟机 

系统管理员登录 H3C CAS CVM 虚拟化管理平台（服务器 #1），在服务器 #1 上创建 1 个新的虚拟

机（VM），虚拟机配置如下表所示。 

资源 大小 

虚拟CPU个数 1路2核 

虚拟内存大小 4GB 

虚拟磁盘大小 20GB（共享存储） 

虚拟磁盘类型 默认（1 * Virtio，智能格式） 

虚拟磁盘格式 默认（智能格式，QCOW2） 

虚拟磁盘缓存模式 默认（directsync） 

虚拟网卡类型 默认（1 * Virtio） 

虚拟交换机 默认（vSwitc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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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虚拟机资源配置仅为测试环境下的配置，不作为生产环境中业务虚拟机的推荐配置。生产环境

中的虚拟机配置应该根据业务系统本身对 CPU、内存、磁盘和网卡等资源的实际需求进行评估和测

试后最终确定。 

 

4.3  安装虚拟机操作系统 

步骤1 通过控制台（VNC）为虚拟机挂载一铭操作系统服务器版 64 位操作系统光盘镜像。 

 

图2 为虚拟机挂载一铭操作系统服务器版 64 位操作系统 ISO 镜像 

 

步骤2 开启虚拟机，准备安装虚拟机操作系统。 

 

步骤3 操作系统启动成功之后，自动从虚拟光驱加载 ISO 镜像文件，直接回车开始安装，整个安

装过程与 CentOS 或 RHEL 极其相似，本文档不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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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安装一铭操作系统服务器版 64 位操作系统 

 

 

以上安装操作步骤仅截取了关键的安装指导步骤，实际生产环境中虚拟机操作系统安装时的自定义

配置（例如，磁盘分区、超级管理员账号设置、自定义组件安装、网络配置等）应根据业务系统自

身的需求设置。 

 

步骤4 安装结束之后，点击<Reboot>按钮重启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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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安装结束后重启操作系统 

 

步骤5 操作系统安装完毕后第一次重启时，要求同意 License 许可、设置普通帐号密码、时间日期

等信息。 

 

图5 操作系统自定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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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自定义设置完成之后，再次重启操作系统。在登录界面，键入普通管理员账号对应的密码，

进入操作系统桌面。 

 

图6 使用普通帐号登录操作系统桌面 

 

 

图7 操作系统桌面及内核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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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装CAStools 

步骤1 登录 H3C CAS CVM 虚拟化管理平台，修改虚拟机，为虚拟机挂载 CAStools 工具软件。 

 

图8 为虚拟机挂载 CAStools 工具软件 

 

步骤2 打开命令行终端，开始安装 CAStools。 

[OuShanhu@localhost Desktop]$ su      # 切换到超级管理员 

Password:  

[root@localhost Desktop]# mount /dev/cdrom /media/  # 设置虚拟光驱挂载点 

mount: block device /dev/sr0 is write-protected, mounting read-only 

[root@localhost Desktop]# rpm -ivh /media/linux/qemu-ga-2.1.2.6-1.x86_64.rpm   # 安装 

Preparing...                ########################################### [100%] 

   1:qemu-ga                ########################################### [100%] 

non-SUSE 

Stopping qemu-ga daemon: [FAILED] 

Starting qemu-ga daemon: [  OK  ] 

[root@localhost Desktop]#  

 

步骤3 在 H3C CAS CVM 虚拟化管理平台上，查看虚拟机概要信息，验证安装结果。 

# 如果 CAStools 安装成功，虚拟机基本属性中的“操作系统版本”为“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6.5 (Santiago)”； 

# “CAStools”状态为“运行”状态，内存利用率信息会从 100%下降到实际利用率水平； 

#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磁盘 I/O 吞吐量、网络吞吐量、磁盘分区等所有监控信息全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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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验证 CAStools 检测结果 

 

5  兼容性验证 

验证项 结果 备注 

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 

安装虚拟机操作系统  无 

启动虚拟机  无 

暂停虚拟机  无 

恢复虚拟机  无 

关闭虚拟机（热关机）  无 

强制关闭虚拟机（冷关机）  无 

重启虚拟机  无 

克隆虚拟机  无 

迁移虚拟机（手动）  无 

虚拟机快照  无 

删除虚拟机  无 

安装CAStools  无 

 

CPU利用率监控  无 

CPU频率使用情况监控  无 

内存利用率监控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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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I/O吞吐量监控  无 

磁盘IOPS读写监控  无 

磁盘I/O延迟监控  无 

磁盘利用率监控  无 

磁盘分区占用率监控  无 

网络吞吐量监控  无 

虚拟化网络 

虚拟机IP地址设置  静态或DHCP分配。 

与外部网络互通测试  Ping外部网络和从外部网络拷贝文件到虚拟机内部磁盘。 

 

6  兼容性列表 

操作软件类型与版本 说明 

一铭操作系统服务器版1.0 64位 完全兼容。 

一铭操作系统服务器版1.0 32位 完全兼容。 

一铭操作系统桌面版2.0 64位 

部分兼容。 

 在开始安装操作系统之前，控制台终端显示如下异常信息，但这些异

常信息不影响操作系统安装与使用，且只在首次安装启动时出现。 

 

 安装 H3C CAStools 的时候提示如下告警信息，但这些告警信息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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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CAStools 的安装和生效。 

 

一铭操作系统桌面版2.0 32位 
部分兼容。 

 现象与 64 位桌面版操作系统一样。 

 

7  注意事项 

一铭操作系统除了服务器版之外，还有桌面版。桌面版基于 Ubuntu 操作系统二次开发，与服务器

版的安装过程不相同，但也基本上是“傻瓜式”的安装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桌面版操作系统安装

完成之后，操作系统内 CAStools 的安装步骤差别较大，下面以一铭桌面版 2.0 64 位操作系统为例，

介绍桌面版操作系统的 CAStools 安装步骤。 

步骤1 登录 H3C CAS CVM 虚拟化管理平台，修改虚拟机，为虚拟机挂载 CAStools 工具软件。 

 

图10 为虚拟机挂载 CAStools 工具软件 

 

步骤2 打开命令行终端，开始安装 CAStools。 

# 桌面版操作系统默认没有为超级管理员（root）设置帐号密码，而 CAStools 的安装需要 root 权限，

因此，首先设置 root 帐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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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shanhu@MyVirtualPC:~$ sudo passwd root 

[sudo] password for oushanhu:  

输入新的 UNIX 密码：  

重新输入新的 UNIX 密码：  

passwd：已成功更新密码 

 

# 开始安装CAStools，安装时，选择适用于Ubuntu操作系统的deb包安装，而不是CentOS和RHEL

操作系统的 rpm 包。 

oushanhu@MyVirtualPC:~$ su 

密码：  

root@MyVirtualPC:/home/oushanhu# mount /dev/cdrom /media/ 

mount：块设备 /dev/sr0 写保护，将以只读方式挂载 

root@MyVirtualPC:/home/oushanhu# dpkg -i /media/linux/qemu-ga-2.1.2.6-0ubuntu13_amd64.deb  

Selecting previously unselected package qemu-ga. 

(正在读取数据库 ... 系统当前共安装有 198305 个文件和目录。) 

正在解压缩 qemu-ga (从 .../qemu-ga-2.1.2.6-0ubuntu13_amd64.deb) ... 

正在设置 qemu-ga (2.1.2.6) ... 

WARNING: Deprecated config file /etc/modprobe.conf, all config files belong into 

/etc/modprobe.d/. 

正在处理用于 ureadahead 的触发器... 

root@MyVirtualPC:/home/oushanhu#  

 

 

经观察和验证，上述告警信息不影响 CAStools 的正常安装和服务的正常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