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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本文档介绍 H3C CAS 虚拟化管理平台上的虚拟机使用凝思操作系统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步骤。 

凝思操作系统是国产 Linux 操作系统，未使用美国国家安全局 SELinux 代码，主要面向电力，军工

等涉密行业，符合相应行业等级保护要求，是国内首家获得等级保护四级销售许可证的安全操作系

统，获得军用信息安全产品军 B 级认证。 

2  注意事项 

本文档仅适用于 H3C CAS-E0303H01 版本和凝思支持 Virtio 串口驱动的操作系统版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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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配置环境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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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软件 

软件 版本 

服务器虚拟化管理软件 H3C CAS-E0303H01（KVM Kernel 4.1.0） 

虚拟机操作系统 rocky6.0.42.41-x86_64-security-20160513-virtio-20160729.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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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指导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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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y 6.0.42.41 64位

共享存储（可选）

• 硬件： HP StoreVirtual 4530

LUN

300GB

管理PC

192.168.20.69

 

图1 H3C CAS 兼容凝思操作系统测试逻辑拓扑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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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GB（本地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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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安装虚拟机 

步骤1 通过控制台（VNC）为虚拟机挂载凝思 6.0.42.41 操作系统（支持 Virtio 串口驱动）镜像。 

 

图2 为虚拟机挂载凝思操作系统 ISO 镜像 

 

步骤2 启动虚拟机，通过上下键将光标移动到“Advanced options”菜单项，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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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定制安装 Rocky 6.0.42 操作系统 

 

步骤3 选择“Virtio State Grid automated install”菜单项，回车。 

 

图4 选择 Virtio 国家电网自动化安装 

 

步骤4 建议在安装过程中创建一个普通用户账号，以便于使用凝思资源控制器对该用户进行管理，

输入完成之后，按[Tab]键切换到<Continue>按钮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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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自定义普通用户账号 

 

步骤5 输入普通用户账号的根目录，形如“/home/xxx/yyy”，其中，“xxx”为上一步自定义的

用户名称，“yyy”为根目录名称。输入完成之后，按[Tab]键切换到<Continue>按钮回车。 

 

图6 自定义用户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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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输入普通用对应的 shell，可以是“bash”或“tcsh”。本文档安装的凝思操作系统为国调

系统定制版，shell 名称为“tcsh”。输入完成之后，按[Tab]键切换到<Continue>按钮回车。 

 

图7 输入普通用户对应的 shell 

 

步骤7 准备对磁盘进行分区。按照凝思官方安装指导文档，建议至少分为 5 个分区，各个分区的

作用、磁盘容量及其它配置建议如下表所示。 

# 分区描述 容量建议值 文件系统类型 分区类型 挂载点 

1 交换分区（swap） 8GB linux-swap primary  

2 根分区 剩余磁盘总容量的15% ext4 logical / 

3 /var目录分区 剩余磁盘总容量的25% ext4 logical /var 

4 普通用户根目录 剩余磁盘总容量的35% ext4 logical /home/xxx/yyy 

5 普通用户/var目录 剩余磁盘总容量的25% ext4 logical /home/xxx/yyy/var 

 

 

 swap 分区挂载点为空。 

 “xxx”为上一步自定义的用户名称，“yyy”为根目录名称 

 

按照凝思官方安装指导文档操作步骤和上表的配置，设置好的磁盘分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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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磁盘分区结果 

 

步骤8 设置分区磁盘挂载点，最终的挂载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9 设置分区挂载点 

 

步骤9 输入完成之后，按[Tab]键切换到<Next>按钮回车，开始自动安装凝思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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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凝思操作系统安装过程 

 

步骤10 操作系统安装完成之后，自动从硬盘启动，进入到 GRUB 界面，默认启动选项为无 root 权

限（第二项），按键盘上下键，选择第一项作为启动选项，回车。 

 

图11 选择 root 权限账号登录 

 

步骤11 在 KDE 图形登录界面的“Username”输入框中键入安装过程中创建的普通用户名，在

“Password”输入框中键入默认的密码“R0ck9”，鼠标点击<Login>按钮，以普通用户

登录到操作系统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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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登录凝思操作系统 

 

5.4  操作系统注册 

步骤1 操作系统未注册时，自动弹出对话框提示输入凝思序列号。以超级管理员（root）帐号登

录操作系统，然后输入从凝思公司获取的序列号，点击<应用>按钮。 

 

图13 输入凝思操作系统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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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注册操作系统需要超级管理员（root）权限，在弹出的对话框窗口中输入 root 账号密码

（默认为 R0ck9），点击<确定>按钮。 

 

图14 使用 root 权限激活序列号 

 

步骤3 重启操作系统使序列号生效。 

 

图15 重启虚拟机使序列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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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显卡配置 

凝思操作系统在虚拟机上安装完成之后，每次启动或关闭虚拟机，VNC 控制台都会花屏。 

 

图16 凝思操作系统启动花屏 

 

产生花屏的原因是：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缺省为 Linux 类型操作系统分配 Cirrus 类型显卡，

而凝思操作系统与该虚拟显卡之间的兼容性不好，只要操作系统加载 Cirrus 驱动程序，则会产生花

屏现象。此时，您可以通过修改虚拟机显卡类型来解决这个问题。 

 

 

基于开源 QEMU 的虚拟化外设模拟实现中，提供了包括 Cirrus、VGA、QXL 等类型在内的多种模

拟显卡，用于图形界面输出，这些显卡类型分别模拟不同的显卡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Cirrus：用于模拟 Cirrus Logic GD5446 PCI VGA 显卡，一般适用于 Linux 类型操作系统。 

 VGA：用于模拟带有 Bochs VBI 扩展的标准 VGA 显示卡，一般适用于 Windows 类型操作系统。 

 QXL：一种半虚拟化显卡驱动，与 VGA 兼容，适用于通过 SPICE 远程连接协议输出多显卡的应

用场景。 

 

步骤1 在凝思操作系统内安全关闭虚拟机。 

步骤2 登录 H3C CAS 虚拟化管理平台，修改虚拟机，依次点击“更多”/“显卡 Cirrus”菜单，

在“设备型号”下拉列表框中选择“Vga”，点击<应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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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修改虚拟机显卡类型 

 

步骤3 在 H3C CAS CVM 虚拟化管理平台上，启动该虚拟机。 

 

图18 启动凝思虚拟机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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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声音驱动初始化 

安装凝思操作系统之后，在操作系统桌面上会提示声音驱动初始化错误。 

 

图19 声音驱动初始化错误提示 

 

产生上述错误提示的原因是，缺省情况下，虚拟机并没有为操作系统分配虚拟声卡，凝思操作系统

在启动时初始化声卡失败。解决方法是为虚拟机创建一个虚拟声卡。 

步骤1 在虚拟机操作系统内，依次点击<开始>/<注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关闭计算机>按钮。 

 

图20 在凝思操作系统内关闭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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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登录 H3C CAS 虚拟化管理平台，修改虚拟机，点击<增加硬件>按钮。 

 

图21 为虚拟机增加虚拟声卡 

 

步骤3 在弹出的增加硬件配置向导中，选择硬件类型为“声卡”，点击<下一步>按钮继续。 

 

图22 添加声卡配置向导第一步--选择硬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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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类型中保持默认的“ac97”，点击<确定>按钮。 

 

图23 添加声卡配置向导第二步--选择声卡类型 

 

步骤5 在 H3C CAS 虚拟化管理平台启动虚拟机。 

 

步骤6 操作系统启动完成之后，会发现不再提示声卡驱动初始化失败现象，而且，在命令行窗口

使用“alsaconf”脚本工具，可以查看到声卡已经添加成功。 

 

图24 在命令行窗口执行 ALSA 配置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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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ALSA 配置脚本提示 

 

 

图26 声卡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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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网络配置 

凝思操作系统安装完成之后，默认分配了一个名为“bond0”的虚拟网卡（ IP 地址默认为

192.168.1.109/24），对应的物理网卡为“eth0”，其中，“bond0”和“eth0”的 MAC 地址一样。

虚拟机与外部网络的通信可以通过设置“bond0”的 IP 地址来实现。 

步骤1 修改虚拟网卡 IP 地址。 

# 在命令行窗口执行如下命令修改虚拟网卡“bond0”的网络信息。 

localhost:~ # vi /etc/sysconfig/network-devices/ifcfg-bond0 

 

# 修改后的配置文件形如： 

DEVICE=bond0 

BOOTPROTO=none 

SERVICE=ipv4-static   # IP 地址类型为静态 IPv4 地址 

HWADDR= 

ONBOOT=yes      # 保持启动时即生效 

TYPE=Ethernet 

USERCTL=no 

IPV6INIT=no 

PEERDNS=yes 

IPADDR=192.168.20.122   # IPv4 地址 

NETMASK=255.255.255.0   # 子网掩码 

GATEWAY=192.168.20.1   # 默认网关 

BROADCAST=192.168.20.255  # 广播地址 

NETWORK=192.168.20.0   # 网段 

 

# 按“ESC”键退出编辑，执行“:wq!”保存退出。 

 

步骤2 在操作系统内重新启动虚拟机，执行“ifconfig -a”命令可以查看到虚拟机网卡 IP 地

址已经设置成功，并且与外部网络通信正常。 

localhost:~ # ifconfig -a 

bond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c:da:41:1d:89:b4 

          inet addr:192.168.20.122  Bcast:192.168.20.255  Mask:255.255.255.0 

          UP BROADCAST RUNNING MASTER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89334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44109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1156619522 (1.0 GiB)  TX bytes:33364870 (31.8 MiB)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c:da:41:1d:89:b4 

          UP BROADCAST RUNNING SLAVE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89334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44109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1156619522 (1.0 GiB)  TX bytes:33364870 (31.8 MiB)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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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 packets: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348 (348.0 B)  TX bytes:348 (348.0 B) 

localhost:~ # 

localhost:~ # ping 192.168.20.1 

PING 192.168.20.1 (192.168.20.1)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92.168.20.1: icmp_seq=1 ttl=255 time=1.40 ms 

64 bytes from 192.168.20.1: icmp_seq=2 ttl=255 time=1.02 ms 

64 bytes from 192.168.20.1: icmp_seq=3 ttl=255 time=1.23 ms 

^C 

--- 192.168.20.1 ping statistics --- 

3 packets transmitted, 3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2002ms 

rtt min/avg/max/mdev = 1.023/1.221/1.407/0.159 ms 

localhost:~ # 

 

5.8  【可选】修改虚拟机启动选项 

凝思操作系统安装之后，系统开机自启动默认进入 root 账号不可登录模式，即不允许通过 root 账号

登录操作系统。如果希望开机自启动后进入 root 账号可登录模式，需要手工修改虚拟机启动选项。 

步骤1 将账号切换到 sysadmin 系统管理员，默认密码为“R0ck9”。 

 

图27 使用 sysadmin 账号登录操作系统 

 

步骤2 在命令行窗口中执行如下命令，编辑 grub 文件，将“GRUB_DEFAULT”的值修改为 0。 



19 

sysadmin@localhost:~ > vi /etc/default/grub 

 

修改后的内容如下所示。 

# If you change this file, run 'update-grub' afterwards to update 

# /boot/grub/grub.cfg. 

 

GRUB_DEFAULT=0 

GRUB_TIMEOUT=5 

GRUB_DISTRIBUTOR="Rocky OS 4.2" 

GRUB_CMDLINE_LINUX_DEFAULT="quiet" 

 

步骤3 按“ESC”键退出编辑，执行“:wq!”保存退出。 

 

步骤4 在命令行窗口中执行如下命令更新操作系统启动菜单，并重新启动操作系统，即可进入 root

用户可登录模式。 

sysadmin@localhost:~ > update-grub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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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为虚拟机挂载 CAStools 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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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以超级管理员身份（root）登录凝思磐石操作系统，打开命令行终端，开始挂载和安装

CAStools 工具软件。 

localhost:~ # mount /dev/cdrom /mnt/    # 挂载 CAStools 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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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host:~ # /mnt/linux/CAS_tools_install.sh   # 执行脚本安装 CAStools 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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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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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SUSE 

8G[ WARN ]ning. 无效的参数 

8G[  OK  ]emu-ga daemon: 

Starting qemu-ga daemon: 

localhost:~ #    

 

步骤3 安装结束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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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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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操作系统版本显示为“Welcome to Rocky OS 6.0.42.41 x86_64 security (2016-05-13)”，与实际

操作系统版本一致。 

 

图29 虚拟机概要信息 

 

步骤4 在 H3C CAS CVM 虚拟化管理平台上查看虚拟机性能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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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验证 CAStools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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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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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H3C CAS管理平台、虚拟机操作系统内都能正常重启虚拟机。 

克隆虚拟机  采用完全克隆方式，克隆后与源虚拟机网络可以互通。 

迁移虚拟机（手动）  在线迁移计算和存储（共享到本地），Ping丢包1个。 

虚拟机快照  无 

删除虚拟机  无 

安装CAStools  无 

虚拟机性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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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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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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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遗留问题 

7.1  操作系统启动报错问题 

7.1.1  问题现象 

每次虚拟机操作系统启动时出现如下两个错误，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和可能造成的影响未知。 

 

 

 

图31 凝思虚拟机操作系统启动和关闭时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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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问题分析 

该现象在其它所有兼容的 Linux 类型操作系统上从未出现过，为了排查原因，使用一台 HP ProLiant 

DL560（2 * Intel Xeon CPU E5-4620 v2 @ 2.60GHz，128GB 内存）裸机安装凝思操作系统，安

装过程与在虚拟机上安装完全一样，目的是为了判断上述现象是否与虚拟化有关系。 

结果发现，无论是服务器启动，还是服务器关闭，凝思操作系统都报错，错误内容与虚拟机时的情

形一样。因此，可以断定，操作系统启动和关闭时的报错信息与 H3C CAS 3.0 云计算管理平台无

关，是凝思操作系统自身报的错误。 

 

图32 凝思操作系统启动时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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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凝思操作系统关闭时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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