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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开局准备 

H3C CAS 工程实施前，需要提前做好工程开局的准备工作，比如确认现场环境是否具备，是否有

足够的机柜空间，足够的电源，服务器配置是否满足要求等。 

1.1  环境要求 

仅以 H3C 的服务器为例介绍开局时对机柜和电源要求，第三方厂家服务器请参考相应厂家服务器

的文档。 

1. 机柜要求 

在安装设备时，需要确认机柜尺寸是否满足要求。 

FlexServer R390 服务器的规格如下表所示： 

规格 值 

高度 8.73 厘米（3.44 英寸），即2U 

长度 69.85 厘米（27.54 英寸） 

宽度 44.54 厘米（17.54 英寸） 

最大重量（所有大尺寸驱动器） 27.66 千克（61.0 磅） 

最小重量（1 个小尺寸驱动器） 18.59 千克（41.0 磅） 

 

FlexStorage P4500 存储的规格如下表所示： 

规格 值 

高度 17.52 厘米（6.9 英寸），即4U 

长度 71.71 厘米（28.23 英寸） 

宽度 44.80 厘米（17.64 英寸） 

重量 40.82 千克（90.0 磅） 

 

UIS 设备的规格如下表所示： 

规格 值 

高度 44.2 厘米（17.4 英寸），即10U 

长度 81.3 厘米（32 英寸） 

宽度 44.7 厘米（17.6 英寸） 

最大重量 223.6 千克（493.0 磅） 

最小重量 68.5 千克（151.0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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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源要求 

下表所示的功率信息为设备单路供电时的电源要求，设备可以正常启动运行，但是在实际安装时需

要考虑电源冗余，建议采用双路供电。 

FlexServer R390 服务器电源功率如下表所示： 

服务器型号 功率 

R390-Z-L1 460W 

R390-Z-M1 460W 

R390-Z-H1 460W 

R390-Z-F1 750W 

 

FlexStorage P4500 存储电源功率规格如下表所示： 

存储型号 功率 

FlexStorage P4500 750W 

 

1.2  服务器要求 

1. 服务器兼容性要求 

H3C CAS 系统是基于硬件辅助的虚拟化系统，需要 Intel-VT 或 AMD-V 技术的支持，否则 H3C CAS

系统无法正常使用。 

当使用非 FlexServer R390 服务器时，请参考《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软硬件兼容列表.doc》确

认服务器是否兼容 H3C CAS 系统。 

2. 管理服务器配置要求 

如果管理服务器不加入到主机池，且不在管理服务器上创建、运行虚拟机，则管理服务器的配置要

求相比业务服务器低许多，并且不要求 CPU 支持虚拟化功能。 

当使用非 FlexServer R390 服务器作为管理服务器时，需要确保如下的配置要求。 

指标项 指标值 

数量 1台 

CPU 主频≥2GHz 

内存 ≥4GB 

磁盘 ≥160GB 

网卡 至少1块10/100/1000Mb自适应以太网卡 

CD/DVD R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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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服务器配置要求 

当使用非 FlexServer R390 服务器作为业务服务器时，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虚拟化的作用，最大限

度地利用单台服务器的物理资源，建议运行业务的服务确保如下的配置要求。 

指标项 双路 四路 八路 

CPU（建议主频在2GHZ以上） 双路四核 四路双核或四核 八路双核或四核+ 

内存 16GB+ 32GB+ 64GB+ 

千兆/万兆网卡 无外接存储 4+ 4+ 4+ 

使用FC存储 4+ 4+ 4+ 

使用IP存储 6+ 6+ 6+ 

内置硬盘（使用外置磁盘阵列时） 2 2 2 

CD/DVD ROM 1 1 1 

电源 双冗余 双冗余 双冗余 

 

 说明： 

 CPU：必须支持硬件辅助虚拟化技术，如 Intel-VT 或 AMD-V。采用同一厂商、同一产品族和同

一代处理器的服务器组成的集群，可以获得最好的迁移兼容能力。 

 内存：内存资源往往比 CPU 资源更会成为潜在的性能瓶颈，尽可能将服务器配置到最大内存，

采用最大容量的内存条。 

 网卡：无外接存储时，建议配置至少 4 块网卡，分别用于管理网络（2 块）和业务网络（2 块）。

有外接 FC 存储时，建议配置至少 4 块网卡，分别用于管理网络（2 块）和业务网络（2 块）。有

外接 IP 存储时，建议配置至少 6 块网卡，分别用于管理网络（2 块）、业务网络（2 块）和存储

网络（2 块）。使用网卡链路捆绑方式，提高链路的高吞吐量和高可靠性。 

 本地磁盘：无外接存储时，本地磁盘大小与虚拟机的数量及给其分配的磁盘大小有关。有外接存

储时，本地磁盘用于保存虚拟机配置文件等信息。建议配置至少 2 块 SAS 或 SATA 磁盘，并配

置 RAID 1。 

 光驱：配置至少 1 个 CD/DVD ROM，用于安装 H3C CAS 云计算软件。FlexServer 服务器通过

iLO 的 Remote Console 功能安装 H3C CAS 云计算软件，可以不配置光驱设备。 

 电源：建议配置双冗余电源以尽量避免服务器电源本身的故障造成虚拟机业务中断。 

 

1.3  准备安装文件 

设备发货时包含了 H3C CAS 系统的安装光盘，但是该安装光盘中 H3C CAS 版本可能较低，需要

获取最新版本的 ISO 文件。 

H3C 官网的“【服务支持】/【软件下载】/【云计算】/【H3Cloud 虚拟化平台】”页面存放了 H3C CAS

虚拟化软件，下载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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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3c.com.cn/Service/Software_Download/H3Cloud/Catalog/Cloud_Virtualization/CAS_

CVM/ 

 

 

2  工程开局规划 

2.1  网络规划 

 说明： 

 为了消除网络中的单点故障，建议做多网卡聚合，增加链路的冗余性； 

 使用 IP SAN 存储时，服务器配置 6 块网卡，管理网络、存储网络和业务网络分别 2 块；使用 FC 

SAN 存储时，服务器配置 4 块网卡，管理网络、和业务网络分别 2 块； 

 使用 FC SAN 存储时，服务器还需要配置 2 块 FC HBA 卡，分别连接不同的 FC 光纤交换机； 

 建议交换机做堆叠，如 H3C 交换机配置 IRF 功能； 

 一台服务器只允许配置一个默认网关，业务用的业务网卡可以不配置 IP 地址信息； 

 同一个集群下，主机的虚拟交换机（为虚拟机分配虚拟网卡的虚拟交换机）名称必须保持一致，

否则会导致虚拟机迁移异常、创建组织时无法选择该虚拟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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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典型组网 

1. IP SAN 存储典型组网 

CVM 主机（也即管理主机）至少需要 2 个网卡，分别连接两台以太网交换机，2 个网卡做聚合，此

时 CVM 主机不承载虚拟机业务。 

CVK 主机（也即业务主机）至少需要 6 个网卡，分别用于管理网（2 个网卡）、存储网络（2 个网卡）

和业务网络（2 个网卡）。管理网、存储网络和业务网络的 2 个网卡分别连接到两台以太网交换机，

并且管理网、存储网络和业务网络的 2 个网卡分别做网卡聚合。 

IP SAN 共享存储至少需要 2 个网卡，分别连接两台以太网交换机，2 个网卡做聚合。 

管理网、存储网络和业务网络通过 VLAN 隔离。 

 

 

2. FC SAN 存储典型组网 

CVM 主机（也即管理主机）至少需要 2 个网卡，分别连接两台以太网交换机，2 个网卡做聚合，此

时 CVM 主机不承载虚拟机业务。 

CVK 主机（也即业务主机）至少需要 4 个网卡，分别用于管理网（2 个网卡）、和业务网络（2 个网

卡）。管理网和业务网络的 2 个网卡分别连接到两台以太网交换机，并且管理网和业务网络的 2 个

网卡分别做网卡聚合。至少需要 1 个双端口的 FC HBA 卡，分别连接两台 FC 交换机，并且配置多

路径。 

FC SAN 共享存储至少需要 1 个双端口 FC HBA 卡，分别连接两台 FC 交换机，并且配置多路径。 

管理网和业务网络通过 VLAN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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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CVK 服务器到 FC 交换机的链路以及 FC 交换机到存储控制器的链路推荐使用交叉方式连接，提高

FC 路径的冗余性。在启用多路径的情况下，任何一条路径 down 掉后，都不会影响到服务器到存储

的访问，保证业务的稳定性。 

 

 

 

2.1.2  服务器网络规划 

在 CAS 网络中，服务器涉及管理网络、业务网络和存储网络这三张网络的规划，并且三张网络需

要相互独立（通过 VLAN 隔离）。因此服务器至少需要 3 块网卡（使用 FC SAN 存储时 2 块网卡），

分别定义为管理网卡、业务网卡、和存储网卡。 

如果使用了 FlexServer R390 设备，还需要规划 iLO 地址，为了方便维护，将 iLO 地址规划到管理

地址网段中。 

下表是服务器 iLO 网卡、管理网卡、业务网卡和存储网卡的 IP 地址配置举例，规划的 3 个网络： 

 管理网：网络地址（192.168.11.0/24），网关（192.168.11.254），VLAN ID（11） 

 存储网：网络地址（192.168.12.0/24），网关（192.168.12.254），VLAN ID（12） 

 业务网：网络地址（192.168.13.0/24），网关（192.168.13.254），VLAN ID（13） 

 iLO 网卡

（VLAN11） 

管理网卡

（VLAN11） 

存储网卡

（VLAN12） 

业务网卡

（VLAN13） 

管理服务器 192.168.11.110 192.168.11.10 192.168.12.10 不涉及 

业务服务器1 192.168.11.101 192.168.11.1 192.168.12.1 可以不配置 

业务服务器2 192.168.11.102 192.168.11.2 192.168.12.2 可以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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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服务器3 192.168.11.103 192.168.11.3 192.168.12.3 可以不配置 

 

CAS 系统通过虚拟交换机为虚拟机提供虚拟网卡，使虚拟机与外部网络通讯。请参考下表规划虚拟

交换机的配置： 

网络 物理接口 虚拟交换机名称 业务转发模式 VLAN ID 

管理网络 eth0 vswitch0 VEB 11 

存储网络 eth1 vswitch-storage VEB 12 

业务网络 eth2 vswitch-app VEB 13 

 

  

 如果虚拟交换机配置了“动态链路聚合”，则连接的物理交换机上必须配置动态聚合。 

 如果虚机交换机配置了“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主备负载分担”，则物理交换机上

不应该配置聚合。 

 如果虚机交换机配置了“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基本负载分担”或者“高级负载

分担”，则物理交换机上应配置静态聚合。 

 推荐使用“主备负载分担”或“基本负载分担”，不建议使用“高级负载分担”。 

 

2.1.3  存储网络规划 

CAS 系统支持 IP SAN 和 FC SAN 的存储设备。 

1. IP SAN 存储网络 

对于 IP SAN 存储设备需要规划存储设备的 IP 地址，如下以 P5000 存储为例规划存储的实地址和

VIP 地址。 

网络选项 IP 地址 网关 VLAN ID 

物理网卡 192.168.12.101/24 192.168.12.254 12 

虚拟网卡 192.168.12.100/24 192.168.12.254 12 

 



12 

2. FC SAN 存储网络 

 说明： 

 Zone 是交换机上的标准功能，通过在 SAN 网络中交换机上进行 Zoning 的配置，可以将连接在

SAN 网络中的设备，逻辑上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使各区域的设备相互间不能访问，使网络中的

主机和设备间相互隔离。相当于以太网交换机中的 VLAN 可以隔离主机； 

 Zone 内的设备可以相互访问，但不能访问其他 Zone 的设备。Zone 的成员可以有三种：

“Domain,Port”；”WWN”；”Alias”； 

 建议以一个服务器 HBA 口和一个存储 HBA 口来划分一个 Zone。 

 

下图是 FC 环境下的最佳组网方式： 

 服务器中的双端口 FC HBA 卡，两个端口分别连接到不同的 FC 交换机； 

 FC 共享存储的每个控制器安装双端口的 FC HBA 卡，两个端口分别连接到不同的 FC 交换机； 

 两台 FC 交换机之间不互联。 

 

 

如下分别介绍通过端口号和 WWN 划分 ZONE 的举例： 

主机“H3C CAS CVK#1”的 FC HBA 卡的 WWN 信息为： 

1 端口：50:01:43:80:24:d2:8a:aa 

2 端口：50:01:43:80:24:d2:8a:ab 

 

主机“H3C CAS CVK#2”的 FC HBA 卡的 WWN 信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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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端口：50:01:43:80:24:d2:8b:ac 

2 端口：50:01:43:80:24:d2:8b:ad 

 

FC SAN 共享存储“控制器#1”的 FC HBA 卡的 WWN 信息为： 

1 端口：50:01:43:80:24:d2:8c:aa 

2 端口：50:01:43:80:24:d2:8c:ab 

 

FC SAN 共享存储“控制器#2”的 FC HBA 卡的 WWN 信息为： 

1 端口：50:01:43:80:24:d2:8c:ac 

2 端口：50:01:43:80:24:d2:8c:ad 

 

使用 WWN 划分 ZONE（推荐）： 

“FC 交换机#1”上配置 Zone 的命令如下： 

zonecreate "CVK01-01", "50:01:43:80:24:d2:8a:aa; 50:01:43:80:24:d2:8c:aa " 

zonecreate "CVK01-02", "50:01:43:80:24:d2:8a:aa; 50:01:43:80:24:d2:8c:ac " 

zonecreate "CVK02-01", "50:01:43:80:24:d2:8b:ad; 50:01:43:80:24:d2:8c:aa " 

zonecreate "CVK02-02", "50:01:43:80:24:d2:8b:ad; 50:01:43:80:24:d2:8c:ac " 

 

“FC 交换机#2”上配置 Zone 的命令如下： 

zonecreate "CVK02-01", "50:01:43:80:24:d2:8b:ac; 50:01:43:80:24:d2:8c:ad " 

zonecreate "CVK02-02", "50:01:43:80:24:d2:8b:ac; 50:01:43:80:24:d2:8c:ab " 

zonecreate "CVK01-01", "50:01:43:80:24:d2:8a:ab; 50:01:43:80:24:d2:8c:ad " 

zonecreate "CVK01-02", "50:01:43:80:24:d2:8a:ab; 50:01:43:80:24:d2:8c:ab " 

 

使用端口号划分 ZONE： 

“FC 交换机#1”上配置 Zone 的命令如下： 

zonecreate "CVK01-01", "1,1; 1,3" 

zonecreate "CVK01-02", "1,1; 1,4" 

zonecreate "CVK02-01", "1,2; 1,3" 

zonecreate "CVK02-02", "1,2; 1,4" 

 

“FC 交换机#2”上配置 Zone 的命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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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create "CVK02-01", "2,1; 2,3" 

zonecreate "CVK02-02", "2,1; 2,4" 

zonecreate "CVK01-01", "2,2; 2,3" 

zonecreate "CVK01-02", "2,2; 2,4" 

 

2.2  存储规划 

1. 本地磁盘规划 

 如果服务器使用了两块本地磁盘，建议对这两块本地磁盘做 RAID 1。 

 如果服务器使用了两块以上的本地磁盘，则建议对本地磁盘做 RAID 5。 

2. 外接存储规划 

 CAS 系统支持 IP SAN 和 FC SAN 的存储设备，建议对存储设备做 RAID 5 或者 RAID 6。 

 CAS 系统最大支持 16TB 的共享文件系统，因此在规划存储设备时最大可以规划 16TB 的存储

卷，推荐分配 10TB~16TB 的存储卷。 

IP SAN 或者 FC SAN 共享存储创建存储卷时的注意事项为： 

  

 创建存储卷时务必使用“厚配置”模式（即“完全模式”），不允许使用“精简”模式。 

 P5000 共享存储创建存储卷时不允许使用“网络 RAID5”，因为“网络 RAID5”使用“精简”模

式，首先会以“网络 RAID10”的方式存放数据，然后在转换为“网络 RAID5”方式，会影响共

享存储的性能。 

 

2.3  主机池、集群、主机和共享文件系统规划 

1. 虚拟化平台规模规划建议 

 一个主机池不建议超过 4 个 HA 集群； 

 每个 HA 集群下不要超过 10 台 CVK 主机； 

 每个集群建议不超过 10 个共享文件系统； 

 共享文件系统最大支持 16TB 的存储卷，建议使用 10TB~16TB 的存储卷； 

 一个共享文件系统仅在一个集群下使用。 

2. 主机规划建议 

主机规划主要包括主机名和密码的规划，需要按照客户的规范要求进行规划。 

CAS 系统最大支持 255 个字符的主机名，允许大小写字母、数字和连接符，不能包含下划线、不能

以数字开头。 

可以参考下表规划主机名和密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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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名称 主机名 root 用户密码 

管理服务器 CAS-CVM 长度至少8位，包含字母大小写，

数字和特殊字符 

业务服务器1 CAS-CVK01 同上 

业务服务器2 CAS-CVK02 同上 

 

3. 共享文件系统规划 

 说明： 

 H3C CAS 系统支持 IP SAN 和 FC SAN 存储设备。并且在挂载存储卷时支持多种类型，建议使

用共享文件系统挂载存储卷； 

 一个共享文件系统最大可以被一个主机池下的 32 台主机同时使用； 

 一个共享文件系统最大支持 16TB 的存储卷，建议使用 10TB~16TB 的存储卷； 

 服务器的 Initiator 信息需要保证唯一性，否则会导致共享文件系统异常。 

 

 如果存储设备为 FC SAN 存储时，要求服务器配置 FC HBA 卡完成与存储设备的连接。 

 如果存储设备为 IP SAN 存储时，服务器作为 iSCSI Initiator 与存储卷的 Target 完成连接。 

 如果存储设备为 IP SAN 存储时，服务器安装完 H3C CAS 软件后默认存在 Initiator 信息，但

是该 Initiator 信息复杂，不方便使用和维护，而且重装 CAS 软件后该 Initiator 信息会变化，

为了操作和维护的方便，建议修改服务器的 Initiator 信息。 

可以参考下表规划服务器的 Initiator 信息。 

名称 Initiator 信息 Target 信息 

管理服务器 iqn.2016-06.com.h3c:01:cvm 无 

业务服务器1 iqn.2016-06.com.h3c:01:cvk01 无 

业务服务器2 iqn.2016-06.com.h3c:01:cvk02 无 

存储 无 采用自动生成的Target信息 

 

2.4  虚拟机规划 

根据现场实际业务需要配置虚拟机的 CPU 个数、内存大小和磁盘容量。 

1. 虚拟机计算资源规划： 

根据虚拟机的重要级别，对于不同级别的虚拟机分配不同的优先级（高、中、低），保证在发生资

源抢占的情况下重要级别的虚拟机优先分配资源。 

虚拟机启动后会占用内存资源，为了保证业务的正常运行，需要预留 1/3 的空闲内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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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机网络资源规划： 

CAS 系统支持三种类型的网卡“普通网卡”、“Virtio 网卡”和“Intel e1000 网卡”。建议使用“Virtio

网卡”，并启用内核加速功能。较老的 Linux 系统（比如 RHEL 4.x）为保证兼容性建议使用 e1000

网卡。 

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默认不支持“virtio 网卡”，需要通过 CAS Tools 加载 Virtio 网卡驱动。 

 

选择“普通网卡”时，不管物理网口是千兆或者万兆，虚拟机均显示百兆网卡，而选择“Virtio”时，

则不会有该问题。 

 

3. 虚拟机存储资源规划 

CAS 系统支持的硬盘类型为“IDE 硬盘”、 “USB 硬盘”、”高速硬盘”和“高速 SCSI 硬盘”。“高

速硬盘”是虚拟化环境中经过优化的硬盘类型，提高了磁盘的 I/O 性能，因此推荐使用高速硬盘（高

速 SCSI应用在较新操作系统，比如 CentOS7.x）；较老操作系统选择使用 IDE硬盘，比如 CentOS4.x

系列、CentOS5.3 以前的版本。 

虚拟机的存储卷支持高速和智能两种格式，推荐使用智能格式。 

对于数据库服务等磁盘 I/O 有较高要求的，建议虚拟机使用块设备类型的存储卷，缺点是不能支持

快照等功能。 

推荐虚拟机使用独立的系统盘和数据盘。对于 IP SAN 存储虚拟机可以通过 iSCSI 软件直接使用存

储卷资源作为虚拟机的数据盘。 

虚拟机支持 directsync、writethough、writeback、nono 等四种缓存方式，为了保证用户数据的安

全性，推荐使用 directsync。 

2.5  组织规划 

云服务是基于云资源，云服务支持 CAS 和 VMware 云资源组织管理，需要提前准备好云资源访问

接口。本文以 CAS 为例。 

云资源名称 IP 地址 登录方式 端口号 用户名 密码 

云资源 192.168.11.10 http 8080 admin admin 

 

需要根据客户实际业务需要规划组织。比如某公司有三个部门“IT”、“服务”和“研发”，需要为三

个部门分配组织。 

可以参考下表规划组织。 

部门名称 管理员分组 组织管理员 组织 用户分组 用户 

IT 系统默认组织管理员组 IT-Manager IT IT-Group IT-User01 

服务 系统默认组织管理员组 TC-Manager TC TC-Group TC-User01 

研发 系统默认组织管理员组 R&D-Manager R&D R&D-Group R&D-Use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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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组织的规划： 

计算资源 网络资源 存储资源 虚拟机模板 组织管理员 用户 

cluster vswitch-app Sharefile win-templet IT-Manager IT-User01 

3  CAS 安装 

  

为了使服务器的性能达到最大化，建议电源以最大功率运行，配置路径为“【Power Management 

Options】/【HP Power Profile】”，选择【Maximum Performance】。 

 

 

3.1  安装前服务器准备 

服务器一般都会自带管理软件，通过该软件提供的功能可以非常方便的安装操作系统，因此在正式

安装 CAS 系统之前，需要对服务器做基本的配置，比如配置服务器管理软件（iLO、IPM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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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 CAS 系统前，需要根据规划对服务器的本地磁盘进行 RAID 配置，配置方法请参考相应服务

器的配置手册。 

注意：某些服务器如果没有对磁盘配置阵列，那么在安装操作系统时无法正常识别到磁盘信息，导

致无法正常安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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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配置安装文件 

在 iLO 远程控制台界面下，选择【Virtual Drivers】菜单下的【Image File CD-ROM/DVD】栏。 

 

 

在弹出的【mount Image File】对话框中，选择 H3C CAS 的 ISO 安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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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CAS 安装文件选择后，重启服务器，进入 CAS 的安装界面。 

3.3  配置信息并开始安装 

步骤1 在安装主菜单页面中通过【空格键】选择安装“CVM”、“CIC”或“SSV”组件，“CVK”组

件默认已经包含。如下截图表示选择了“CVM”组件，将会安装 CAS 的“CVK”和“CVM”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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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选择 CAS 语言】栏选择 CAS 的语言，选择【Chinese - Chinese CAS Version】。 

 

 

步骤3 在【Configure the network】中，根据安装规划选择管理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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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P address】输入管理网 IP 地址信息。 

 

 

在【Netmask】输入子网掩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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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ateway】输入网关信息。 

 

 

在【Name server address】中可以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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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ostname】栏中输入主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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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omain name】栏可以为空。 

 

 

步骤4 在【root password】栏输入密码信息。 

 

 

再次输入 root 用户密码。 



27 

 

 

步骤5 如果服务器没有插入本地磁盘，而是使用 FC 磁盘，那么选择【Yes】加载 FC HBA 卡驱动，将

CAS 系统安装到 FC 磁盘中。否则选择【No】。 

 

 

步骤6 首次安装时，建议选择【Guided – use entire disk】方式进行自动分区。然后按【Ente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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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在如下截图中按【Enter】键。 

 

 

步骤8 在【Write the changes to disks】中选择【Yes】，开始 CAS 软件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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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完成安装后操作 

CAS 系统过程大约需要 30 分钟。 

3.4.1  卸载 ISO 安装文件并启动主机 

如下截图信息表示 H3C CAS 软件已经安装完毕。在操作下一步先需要将 ISO 文件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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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irtual Drivers】中将【Image File CD-ROM/DVD】的 ISO 文件卸载，然后选择【Continue】

并按【Enter】键，安装完成系统将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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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登录 CAS 系统 

服务器重启完成后，显示如下截图信息，表示 H3C CAS 系统启动完成。 

【Status Display】显示了 H3C CAS 系统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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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修改 CAS 系统时间 

选择【Local Command Shell】进入 H3C CAS 系统。根据提示输入 root 用户密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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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CAS 系统的后台命令行界面。 

 

 

首次登录 CAS 后台，建议修改系统时间，且确保主机间的系统时间一致。 

修改方法：进入 CAS 系统后，执行修改系统时间命令： 

date -s "2017-07-03 16:30:00" 

hwclock –w 

 

3.4.4  查看 CAS 版本信息 

进入 CAS 系统后，执行如下命令查看 CAS 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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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etc/cas_cvk-version 

 

4  CVM 双机热备配置（可选） 

为了保证 H3C CAS 的可靠性，建议对 CVM 做双机热备。 

需要确保两台 CVM 主机安装了系统版本的 CAS 软件，且系统时间保持一致。 

4.1  CVM双机热备配置 

在其中的一台 CVM 主机执行脚本“cvm_main.sh”实现双机热备功能。 

脚本运行过程中，因为需要初始化本地及对端硬盘分区，花费时间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待。 

具体花费时间长短与实际环境中的硬盘大小及网络速度有关。一般来讲，千兆网络环境下，每 100G

硬盘大约花费 20 分钟，而在万兆网络环境中，花费时间会适当减少。 

  

脚本执行过程中不能中断程序执行。 

 

下表为脚本的参数说明： 

参数序号 参数名称 说明 

$1 virtual ip 对外提供CVM访问的IP地址，该地址不是两台主机IP。该IP必须

为空闲IP，只能通过配置的虚拟IP访问CVM管理台系统。 

例如：http://192.168.1.10:8080/cas/ 

$2 test ip1  以上两个test ip为此时局域网中能够访问到的网关IP或一直可以

连通的主机IP，用于测试某台CVM主机网络是否已经故障，如果

没有合适的两个IP，可以重复输入。但是输入相同IP地址比较危

险，因为如果此ip设备故障，CVM热备功能会被关闭。 

$3 test ip2 同上 

$4 local node hostname 本机(运行脚本的主机)的主机名称，大小写必须一致。 

$5 local node ip address 本机的管理网络IP地址。 

$6 peer node hostname 对端主机的主机名称，大小写必须一致。 

$7 peer node ip address 对端主机的管理网络IP地址。 

$8 peer node root password 对端主机root用户的密码。 

$9 drbd port1 端口号，必须4位数以上，DRBD同步分区需要的端口,例如：5678。 

$10 drbd port2 端口号，必须4位数以上， DRBD同步分区需要的端口,例如：

6678。 

$11 multicast ip 组播地址，用于配置HA，例如239.88.6.77。注意在一个二层广

播域内唯一，即如果另有一集群HA，不能配置为相同组播地址。 

$12 multicast port 组播端口，必须4位数以上，用于配置HA，例如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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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2端口不能重复，也不能与已使用端口重复。 

$13 master node 该参数可选，默认是运行脚本的主机为master主机。 

$14 sync rate 该参数可选，默认是100，即同步速率最高100MB/S。100是在

千兆网络里的默认值，如果是万兆网络，可以设为300或400，此

为最大速率，真实速率也与硬盘性能和网络负载有关。如果需要

输入该参数，则上一个参数$13: master node也必须输入。 

 

举例如下： 

root@CVM01:~# cvm_main.sh 192.168.1.193 192.168.1.11 192.168.1.12 CVM01 192.168.1.191 

CVM02 192.168.1.192 root 7789 8879 239.88.3.77 5687 

 

当出现如下信息时，表示 CVM 双机热备功能安装完毕且服务已经正常开启。此时可以通过虚拟 IP

地址登录 CAS 系统的 WEB 页面。 

-------------------------HA resource Start-------------------- 

Starting resource service. 

........................... 

success to start resource service. 

--------------CVM Master/Slave Configuration Success------------------ 

 

如果执行失败，则在执行脚本过程中，会有类似“ERROR….” 的失败提示信息。 

在出现错误时，脚本将自动中止执行，详细的错误信息将保存在/var/log/cvm_master.log 日志文件

中。 

4.2  CVM双机热备相关命令 

4.2.1  关闭 CVM 双机热备服务 

cvm_resource_stop.sh 

  

通过 cvm_resource_stop.sh 命令关闭 CVM 热备服务后，CVM 备份双机并未分离，不能单独把其

中一台主机再作为 CVM 或 CVK 使用。 

 

4.2.2  开启 CVM 双机热备服务 

cvm_resource_start.sh 

该脚本包含一个可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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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序号 参数名称 说明 

$1 master node  该参数可选，默认是运行脚本的主机为master主机 

 

5  H3C CAS 云资源配置 

云资源是 H3C CAS 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包括了主机池、集群、主机以及虚拟机的配置。 

 

5.1  登录CAS系统 

在本地电脑打开浏览器（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输入 URL ： http://ip:port/cas（如：

http://192.168.11.10:8080/cas）。H3C CAS 系统的登录界面中，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为：

admin/admin。 

 

 

登录后的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主要包括：【概览】、【云资源】、【云业务】、【云安全】、【监控管理】、

【告警管理】、【虚拟化拓扑】和【系统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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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支持 IE8、Firefox 3.6、Google Chrome v9.0（推荐使用）及其后续版本。使用 IE 浏览器时，

需要在【Internet 选项】对话框中不要勾选【禁用脚本调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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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AS License注册 

H3C CAS 系统安装完成后，默认有 180 天的试用期。 

 

 

H3C CAS License 分为临时 License 和正式 License。正式 License 和临时 License 不能混用。 

下面分别介绍临时 License 和正式 License 的申请注册方法。 

5.2.1  临时 License 申请注册 

1. 获取主机信息 

H3C CAS License 需要和 CVM 主机的物理信息进行绑定，因此在申请前需要收集 CVM 主机的信

息，收集完成后会生成 host.info 文件，需将该文件下载到本地电脑。下面两个方法都可以完成主机

信息的收集。 

方法一：登录页面获取主机信息 

在浏览器中输入 CAS 系统的 URL 地址（http://ipaddress:port/cas），在登录页面中点击【产品注册】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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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的【产品注册】对话框中包含了【1 选择基本操作】、【2 输入注册信息】和【3 下载文件】。 

 

 

在【1 选择基本操作】页面的【请输入超级管理（admin）的登录密码】栏输入登录密码，默认密

码为“admin”；在【选择您要执行的操作】栏，选择“申请新的 License 或升级现有的 License”。 

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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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 输入注册信息】页面分别配置“最终用户信息”和“申请人信息”，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下图为【最终用户信息】截图。 

 

 

下图为【申请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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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 下载文件】页面点击【下载】按钮，将主机信息文件“host.info”下载到本地电脑。最后点

击【确定】按钮。 

 

 

下载的主机信息文件“hos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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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License管理页面获取主机信息 

登录 CAS 系统，选择【系统管理】/【License 管理】页面点击【正式申请 License】按钮，在【正

是申请 License】页面。 

完成“1 最终用户的信息”和“2 申请人的信息”的填写，并下载“host.info”文件到本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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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终用户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2 申请人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44 

 

 

2. 申请临时授权码 

在浏览器中输入“H3C License 管理平台”的 URL 地址（https://lmp.h3c.com）。 

输入 H3C 员工的域账号信息。 

 

 

在“H3C License 管理平台”页面，点击“License 授权管理-】临时授权码管理-】临时授权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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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申请”按钮。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业务类型”栏；“产品分类”栏选择“云计算_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 

然后点击“查询”按钮。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 License。临时 License 最大支持 90 天。 

License CVM 组件申请如下截图所示： 

 

 

License CIC 组件申请如下截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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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填写“原因说明”，并点击“提交申请”。 

 

 

临时授权码申请电子流审批通过后，下载临时授权码文件到本地电脑。 

 

 

3. 激活临时 License 

登录“H3C License 管理平台”后，选择【License 激活管理】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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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分类”栏选择“云计算_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 

在 “授权信息”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输入授权：“按 Excel 文件批量上传授权码”和“直接输入授

权码”。 

在“设备信息”中的“请选择双机备份类型”栏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如果 CVM 为单机，则选

择“无”；如果 CVM 为双机，则选择“双机热备”。以 CVM 单机为例，选择“无”。 

在“设备信息文件”栏上传“host.info”文件。 

 

 

在“用户信息”中输入必填的用户信息，点击“获取激活码（文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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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成功后，“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完成后，下载临时 License 文件到本地电脑。 

 

 

4. 注册临时 License 

登录页面注册： 

在 CAS 的登录页面点击【产品注册】按钮，弹出【产品注册】对话，在【超级管理员密码】栏输

入密码信息，在【License 操作】栏选择“使用 License 文件对产品进行注册”，然后点击【下一步】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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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 注册 License】页面，点击【浏览】按钮选择 License 文件，然后点击【上传】按钮上传 License

文件。 

 

 

上传完成即表示 License 注册完成，最后点击【确定】按钮。 



50 

 

 

License管理页面注册： 

在【系统管理】/【License 管理】页面点击【注册 License】按钮，页面，通过“浏览”按钮选择

License 激活文件，然后点击“上传”按钮进行注册。 

 

 

在弹出的【注册 License】对话框，选择 License 文件，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 License

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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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注册完成后显示： 

License 注册完成后，在【系统管理】/【License 管理】页面显示 License 信息。 

 

 

如果 CAS 的 CIC 组件和 CVM 组件安装在同一台主机，那么在 CVM 页面注册 License 时也同时会

注册 CIC 组件的 License，使用管理员登录云服务平台，在【系统管理】/【License 管理】页面可

以查看到 CIC 组件的 License 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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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正式 License 申请 

1. 获取主机信息 

获取主机信息操作方法同临时 License 中的方法。 

2. 获取授权码信息 

正式的工程项目中，发货设备的附件中已经包含了授权码信息。 

如下图所示为某局点的授权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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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活 License 

在浏览器中输入 H3C 公司网站 URL（www.h3c.com），选择“服务支持”-】“授权业务”。 

 

 

选择“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显示“License 首次激活”页面。 

在“产品分类”栏中选择“云计算_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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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信息”中选择方式二添加 CVM 和 CIC 的授权码信息（不要添加 CAS 软件授权码）。 

在“设备信息”中的“请选择双机备份类型”栏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如果 CVM 为单机，则选

择“无”；如果 CVM 为双机，则选择“双机热备”。以 CVM 单机为例，选择“无”。 

“设备信息”栏上传“host.info”文件。 

 

 

在“用户信息”中输入必填信息后点击“获取激活码（文件）”，将激活文件下载本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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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册 License 

注册 License 方法同临时 License 的注册方法。 

5.3  CVM双机热备CAS License注册（可选） 

CVM 双机热备时需要申请支持 CVM 双机热备的 License 文件。 

5.3.1  临时 License 申请 

步骤1 获取主机文件 

CVM 双机热备时需要分别收集两台主机的主机信息，并下载 host.info 文件。 

假设当前主机一为 Master，主机二为 Slave。先收集主机一的主机信息，然后收集主机二的主机信

息。收集主机二的主机信息前，需要进行主备切换。 

主机一信息收集 

通过虚拟 IP 登陆 CVM 的 WEB 收集主机信息。 

此时收集的主机一状态为 Master，主机二的状态信息为 Slave。 

CVM双机主备切换 

收集完 Master 状态的主机信息后，需要收集 Slave 状态的主机信息。通过 CVM 主备切换，使虚拟

IP 运行在另外一台主机。 

假设当前主机一为 Master，主机二为 Slave，命令操作方法： 

# cvm_resource_start.sh node02 

主机二信息收集 

通过虚拟 IP 登陆 CVM 的 WEB 收集主机信息。 

此时收集的主机一状态为 Slave，主机二的状态信息为 Master。 

步骤2 申请临时授权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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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同非双机热备的临时授权码申请。 

步骤3 激活临时 License 

CVM 双机热备组网，在进行临时 License 激活时，在“设备信息”的“请选择双机备份类型”栏“双

机热备”，在“服务/产品合同号”栏勾选“申请临时双机热备激活码”。 

在“主设备”和“备份设备”的“设备信息文件”栏分别上传两台主机的“host.info”文件。 

完成必填信息后，激活临时 License 文件，并下载到本地电脑。 

 

 

步骤4 注册临时 License 

假设当前主机一为 Master，主机二为 Slave。先对主机一注册临时 License，然后对主机二注册临

时 License。主机二注册临时 License 前，需要进行主备切换。 

主机一注册临时 License 

注册临时 License 文件方法同非双机热备的临时 License 注册。 

CVM双机主板切换 

完成 Master 状态的主机 License 注册后，需要对 Slave 状态的主机注册 License。通过 CVM 主备

切换，使虚拟 IP 运行在另外一台主机。 

假设当前主机一为 Master，主机二为 Slave，命令操作方法： 

# cvm_resource_start.sh node02 

主机二注册临时 License 

注册临时 License 文件方法同非双机热备的临时 License 注册。 

5.3.2  正式 License 申请 

正式 License 申请与临时 License 申请的方法基本相同。 

在“服务产品合同号”栏中输入合同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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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配置云资源 

5.4.1  NTP 服务配置 

CAS 系统中 CVM 主机、CVK 主机之间的系统时间必须保持一致，可以通过配置 NTP 服务器实现。 

安装完 CAS 软件系统，系统默认开启了 NTP 服务，建议将 CVM 主机作为 NTP 的服务端，其他

CVK 主机作为 NTP 的客户端，与 CVM 的主机时间保持一致。（双机热备环境时使用虚 IP） 

在【云资源】页面下点击【NTP 时间服务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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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设置 NTP 时间服务器】对话框中输入 CVM 主机的 IP 地址（CVM 双机热备环境时使用

虚 IP），点击【确定】按钮即完成 NTP 配置。 

 

 

5.4.2  主机池配置 

在【云资源】页面中，点击【增加主机池】按钮，在弹出的【增加主机池】对话框中输入主机池名

“HostPool”，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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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集群配置 

在主机池【HostPool】页面中点击【增加集群】按钮，弹出【增加集群】对话框。包括了 4 个步骤，

分别为【1 基本信息】、 【2 HA 策略】、 【3 计算 DRS】和【4 存储 DRS】。输入集群名“Cluster”，

启用集群 HA 功能，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配置策略或点击【完成】按钮直接增加集群。 

 

设置 HA 策略，配置集群中高可靠性正常运行所需的最小主机数，如果集群内正常运行的主机数量

小于该参数时，虚拟机将无法进行 HA 故障迁移。 

HA 资源预留功能为 HA 保留一定的资源（CPU、内存）。当集群剩余的资源超过设置的比例时，则

不能进行如下操作：继续启动集群内虚拟机，将虚拟机还原到运行/暂停状态，将运行状态虚拟机迁

入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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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是否开启计算 DRS 和存储 DRS 功能，DRS 功能可以自动管理虚拟机到主机/存储的分配，为

平衡负载和执行资源分配策略而自动进行虚拟机或存储的迁移。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增

加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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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主机配置 

在集群【Cluster】下点击【增加主机】按钮，弹出【增加主机】对话框。 

 

在弹出的【增加主机】对话框中输入 CVK 主机的“IP 地址”和“密码”。 

 

增加主机完成后，在集群【Cluster】下显示新增加的主机【CAS-CVK01】，在主机的【概要】页

面显示主机的 CAS 版本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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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虚拟交换机配置 

CAS 网络中包括了管理网、存储网和业务网，分别对应管理虚拟交换机、存储虚拟交换机和业务虚

拟交换机。安装完 CAS 软件后，默认配置了管理虚拟交换机。而存储虚拟交换机和业务虚拟交换

机需要根据规划手动配置。 

1. 增加虚拟交换机 

在主机【CAS-CVK01】的【虚拟交换机】页面，点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虚拟交换机】对

话框。包括了 2 个步骤，分别为【1 基本信息】、 【2 配置网络】。 

 

在【1 基本信息】页面的【名称】栏输入规划的存储虚拟交换机名称“vswitch-storage”， 

 【转发模式】栏选择【VEB】，【VLAN ID】栏根据实际规划配置，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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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内所有主机的虚拟交换机名称必须保持一致。 

 

在【2 配置网络】页面的【物理接口】栏选择规划的存储虚拟交换机的网口“eth1”，【IP 地址】栏

和【子网掩码】栏输入规划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信息。最后点击【确认】按钮。 

  

一个主机只能配置一个网关。如果配置多个网关，将有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问题。 

 

 

 

增加虚拟交换机完成后，在【虚拟交换机】页面可显示新增加的存储虚拟交换机。 

2. 虚拟交换机多网卡绑定（可选） 

在【物理接口】选择多个网卡时，则需要对虚拟交换机多网卡绑定，链路聚合模式支持“静态绑定”

和“动态绑定”，负载分担模式支持 “主备负载分担”、“基本负载分担”和“高级负载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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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虚拟交换机连接的物理交换机上需要配置相应的链路聚合，否则将有可能导致 CVK 系统不可

用。  

 如果虚拟交换机配置了“动态链路聚合”，则连接的物理交换机上必须配置动态聚合。 

 如果虚机交换机配置了“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主备负载分担”，则物理交换机上

不应该配置聚合。 

 如果虚机交换机配置了“静态链路聚合”，且负载分担模式为“基本负载分担”或者“高级负载

分担”，则物理交换机上应配置静态聚合。 

 推荐使用“主备负载分担”或“基本负载分担”，不建议使用“高级负载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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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存储池配置 

 说明： 

 H3C CAS 软件安装完成后，默认已存在两个“本地文件目录”类型的“ isopool”和

“ defaultpool ”  存储池。“ isopool”存储池主要存放操作系统的 ISO 安装文件，

“defaultpool”存储池主要存放虚拟机磁盘文件。 

 H3C CAS 系统支持“LVM 本地存储卷”、“iSCSI 网络存储”、“FC 网络存储”、“本地文件目录”、

“NFS 网络文件系统”、“共享文件系统”和“Windows 系统共享目录”等类型的存储池，推荐

使用“共享文件系统”类型。 

 H3C CAS 系统的 HA、DRS 和 DPM 等功能依赖于共享存储，虚拟机的磁盘文件存放在“共享文

件系统”类型的存储池中。 

 H3C CAS 系统支持 IP SAN 和 FC SAN 共享存储，因此共享文件系统也被分为 “iSCSI 共享文

件系统”和“FC 共享文件系统”两种类型。 

 一个共享文件系统限制在一个集群中使用。 

 如果虚拟机对磁盘 IO 有较高要求，可以使用“iSCSI 网络存储”、“FC 网络存储”的存储池，虚

拟机通过块设备方式使用该存储池，比如医院的 HIS 系统。 

 本小节以“iSCSI 共享文件系统”、“FC 共享文件系统”、“iSCSI 网络存储”和“FC 网络存储”

为例介绍存储池的配置。 

 

在 CAS 系统添加存储池前，需要在存储设备侧根据规划创建存储卷并分配给 CVK 主机。 

此处以 P5000 为例介绍 iSCSI 共享文件系统的配置。根据规划，在 P5000 共享存储设备上创建

500GB 的卷“shar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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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创建的卷分配给 CVK 主机，如下图所示。 

 

 

IP SAN 或者 FC SAN 共享存储创建存储卷时的注意事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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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存储卷时务必使用“厚配置”模式（即“完全模式”），不允许使用“精简”模式。 

 P5000 共享存储创建存储卷时不允许使用“网络 RAID5”，因为“网络 RAID5”模式使用“精简”

模式。首先会以“网络 RAID10”的方式存放数据，然后在转换为“网络 RAID5”方式，会影响

共享存储的性能。 

 

1. iSCSI 共享文件系统配置 

H3C CAS 系统的 CVK 主机和 IP SAN 共享存储使用 iSCSI 协议连接，因此需要为 CVK 主机和 IP 

SAN 共享存储分别配置 Initiator 和 Target 信息。 

为了提高存储数据的读写效率，建议使用单独的物理交换机连接主机和 IP SAN 共享存储。 

步骤1 修改服务器 Initiator 信息 

在主机【CAS-CVK01】的【存储适配器】页面，选择【Open-iSCSI】，然后点击【修改】按钮。 

  

 CVK 服务器安装完成 CAS 软件后，默认存在一个 Initiator，但是该 Initiator 复杂，需要根据规划进

行修改。 

 

 

 

在弹出的【设置标识符】对话框输入规划的 Initiator 信息“iqn.2016-06.com.h3c:01:cvk01”，如下

图所示。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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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主机池下增加共享文件系统配置信息 

  

H3C CAS 系统中共享文件系统是以主机池为边界，主机池下的所有主机均可以挂载同一个共享文

件系统，因此在主机池页面需要配置统一的共享文件系统信息。 

默认情况下共享文件系统的心跳网络是使用管理网的，现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共享文件系统的

心跳网络。 

iSCSI 共享文件系统的多路径需要 IP SAN 存储支持，并在【增加共享文件系统】页面中的【IP 地

址】栏配置多个 IP 地址信息。 

 

在主机池【HostPool】页面，点击【共享文件系统心跳网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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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共享文件系统心跳网络】对话框中输入存储网络地址信息“192.168.12.0”，然后点击【确

定】按钮。 

 

在主机池【HostPool】下的【共享文件系统】页面，点击【增加共享文件系统】按钮，弹出【增加

共享文件系统】对话框。包括了【1 基本信息】和【2 LUN 信息】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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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 基本信息】和【2 LUN 信息】设置相应的参数信息，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按钮。 

步骤3 主机增加共享文件系统类型存储池 

在主机【CAS-CVK01】的【存储】页面，点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存储池】对话框，包括

了【1 基本信息】和【2 其他信息】配置，选择存储池类型为【共享文件系统】，并选择刚刚增加共

享存储池。 

 

 

在【1 基本信息】和【2 其他信息】设置存储池相关的信息，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选择【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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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后，提示对文件系统进行格式化。 

  

首次增加的存储卷需要进行格式化操作，如果 CAS 系统中增加的存储卷已经做过格式化，那么不

会再提醒格式化。 

 

 

 

弹出【格式化共享文件系统】，点击【确定】按钮。 

  

“最大访问节点数”表示该共享文件系统最大可以被 32 个主机同时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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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C 共享文件系统配置 

步骤1 在主机【CAS-CVK01】的【存储适配器】页面，查看 FC HBA 卡的信息。 

 

 

步骤2 在【云资源】/【主机池】的【共享文件系统】页面，点击【增加共享文件系统】，弹出【增加共享

文件系统】对话，包括了【1 基本信息】和【2 LUN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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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 基本信息】和【2 LUN 信息】页面设置 FC 共享存储相关的信息，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

按钮。 

步骤3 在【云资源】/【主机池】/【集群】/【主机】的【存储】页面，点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存

储池】对话框，包括了【1 基本信息】和【2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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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主机增加共享文件系统类型的存储池，在【NAA 信息】中的【HBA 卡】栏务必选择“Multipath”

配置 FC 多路径。 

在【1 基本信息页面】和【2 其他信息】页面设置存储池相关的参数信息，设置完毕后点击【确定】

按钮。 

3. iSCSI 网络存储配置 

步骤1 主机增加存储池，在【类型】栏选择“iSCSI 网络存储”，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步骤2 在【IP 地址】栏输入 IP SAN 的地址信息，然后在【Target】栏搜索并选择 Target 信息，最后点

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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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增加存储池完成后，在【存储池】页面可显示新增加的“iSCSI 网络存储”类型的存储池。 

 

 说明： 

主机通过 iSCSI 方式挂载存储资源后，虚拟机可以以块设备方式使用存储资源，如下图所示，在【磁

盘类型】栏选择“块设备”，并在【磁盘】栏通过搜索按钮选择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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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C 网络存储配置 

步骤1 在主机的【存储】页面，点击【增加】按钮。 

 

 

步骤2 弹出【增加主机池】对话框中，在【1 基本信息】页面的【类型】栏选择“FC 网络存储”，【名称】

和【显示名称】根据规划输入，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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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 其他信息】页面的【NAA】栏点击搜索按钮。 

 

 

将搜索到的 NAA 信息后点击【增加】按钮，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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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增加存储池完成后，在【存储池】页面可显示新增加的“FC 网络存储”类型的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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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主机通过 FC 方式挂载存储资源后，虚拟机可以以块设备方式使用存储资源，如下图所示，在【磁

盘类型】栏选择“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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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配置虚拟机 

5.5.1  操作系统安装文件上传 

CAS 5.0 版本的虚拟机控制台支持【虚拟光驱】功能，可以通过本地镜像文件安装虚拟机。 

1. 通过 H3C CAS 系统上传 

步骤1 在主机【CAS-CVK01】的【存储】页面，选中存储池“isopool”，然后点击【上传文件】按钮。 

 

 

步骤2 在弹出的【文件上传】对话框中，将鼠标点击“请选择文件 把文件拖拽到这里”区域，弹出【打

开】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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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在本地电脑选择需要上传的操作系统的 ISO 文件。 

  

ISO 文件名不支持中文、空格和括号等特殊字符，建议使用简单的命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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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回到【文件上传】对话框中，显示了选择的操作系统 ISO 文件，然后点击【开始上传】按钮。 

 

 

步骤5 【文件上传】对话框显示文件上传的进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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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 上传成功后在存储池【isopool】下可显示上传的文件。 

2. 通过第三方软件上传 

步骤1 在本地电脑中，安装第三方文件传送软件，如“SSH Secure File Transfer Client”。双击打开 SSH

文件传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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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点击【Quick Connect】按钮，弹出【Connect to Remote Host】对话框，输入主机的登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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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登录后调整主机工作目录，上传操作系统的 ISO 文件。 

 

 

步骤4 上传完毕后，在存储池“isopool”下暂时还看不到新上传的文件。点击存储池“isopool”下的【刷

新】按钮，即可看到新上传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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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增加虚拟机 

在主机【CAS-CVK01】页面，点击【增加虚拟机】按钮，弹出【增加虚拟机】对话框。包括了【1 

基本信息】和【2 硬件信息】配置。 

 

 

步骤1 在【1 基本信息】页面的【虚拟机名称】和【显示名称】栏输入虚拟机的名称信息；【操作系统】

栏根据实际操作系统类型选择“Windows”或者“Linux”；【版本】栏选择实际的操作系统版本信息；

【自动迁移】和【CAStools】栏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步骤2 在【2 硬件信息】页面显示了虚拟机的硬件资源设置，可按照缺省数据申请，也可按照业务需求修

改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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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驱】栏点击右边的搜索按钮，弹出【选择存储】对话框，在【显示名称】列选择存储池“isopool”，

【文件名称】列选择操作系统的 ISO 文件，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回到【增加虚拟机】的【2 硬

件信息】页面，光驱信息显示如下。最后点击【确定】按钮。 

增加虚拟机完成后，在主机下显示新增加的虚拟机，状态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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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 

在虚拟机页面，点击【启动】按钮启动虚拟机。 

 

 

启动虚拟机后，点击【控制台】按钮，打开虚拟机的【控制台】对话框，通过【控制台】对虚拟机

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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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虚拟机控制台显示的虚拟机界面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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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时无法发现磁盘信息（因为选择了高速硬盘，Windows 安装盘中没有对

应的驱动），此时点击【加载驱动程序(L)】按钮（前提为【允许自动加载 Virtio 驱动】已经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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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加载驱动程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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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SCSI controller】进行安装高速硬盘的驱动。 

 

 

高速硬盘驱动完成后，安装界面显示高速硬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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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机控制台】中安装虚拟机操作系统，安装完成后通过【控制台】登录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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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安装完成后，需要将虚拟光驱中挂载的 ISO 文件断开连接。在【修改虚拟机】对话框的【光

驱】页面，点击【断开连接】按钮。光驱断开连接后，【源路径】栏显示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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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使用高速硬盘时会自动为虚拟机创建软驱设备，用于虚拟机操作系统安装 Virtio 驱动。当虚

拟机操作系统安装完后，需要删除该软驱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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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虚拟机安装 CAS Tools 工具 

 说明： 

虚拟机安装后，H3C CAS 平台和虚拟机之间相互独立，H3C CAS 平台无法获取虚拟机 CPU、内

存利用率等信息。因此需要在虚拟机中安装 CAS Tools 工具。 

比如，虚拟机的内存利用率为 100%。 

 

分区占用率信息为空。 

 

 

CASTools 工具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详细的兼容性可参考《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

台软硬件兼容性列表》。 

1. Windows 系统安装 CAS Tools 

虚拟机光驱连接 ISO安装文件: 

【修改虚拟机】对话框中，选择【光驱】，点击【选择】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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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选择文件】对话框中的【类型】栏选择“安装 CAStools”，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光驱挂载后，【源路径】栏显示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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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CAS Tools: 

通过控制台登录虚拟机，虚拟机的虚拟光驱挂载了 CAS Tools 工具，双击虚拟光驱，弹出【CAS Tools

安装】对话框。点击【下一步】按钮。按照安装向导逐步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CAS Tools 工具安装完成后，如果是 Windows VISTA 32 位、Windows VISTA 64 位、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Windows Server 2008 64 位系统，需要重启才能使用 Virtio 驱动。 

 

CAS Tools安装后配置: 

虚拟机安装 CAS Tools 工具后，在虚拟机的【概要】页面可以查看到 CAS Tools 的运行状态和版本

信息。CAS Tools 工具安装完成后，在“修改虚拟机”对话框中的【光驱】中点击【断开连接】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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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系统查看虚拟机资源利用率: 

CAS Tools 安装完成后，CAS 系统可以准确监控到虚拟机的资源利用率。比如【性能监控】页面的

【内存利用率】和【分区占用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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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nux 系统安装 CAS Tools 

虚拟机光驱连接 ISO安装文件: 

在【选择文件】对话框的【类型】栏选择“安装 CASTools”，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mount光驱： 

在 Linux 虚拟机中执行 mount 命令，挂在光驱设备，并进入到 CASTools 工具的 Linux 目录下，如

下图所示。 

 

 

然后执行 CASTools 安装命令“./CAS_tools_install.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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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后，在虚拟机的【概要】页面显示 CASTools 工具运行正常。 

5.5.5  虚拟机分配 IP 地址 

虚拟机安装完成后，默认是不存在 IP 地址，CAS 软件可以通过 CAS Tools 工具为虚拟机分配 IP 地

址。 

如下图所示，在虚拟机的【概要】页面，IP 地址信息显示为空。 

 

 

虚拟机的【修改虚拟机】对话框中，在【设置网络】栏勾选【IP/MAC 绑定】或者【CAStool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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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AStools 配置为例。勾选【CAStools 配置】，在 IP 地址相关栏，输入虚拟机的 IP 地址信息，如

下图所示。然后点击【应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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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 IP 地址配置成功后，在【网络信息】页面显示刚配置的 IP 地址信息。在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中，通过“ipconfig”命令，确认为虚拟机配置了对应的 IP 地址信息。 

5.6  虚拟机模板管理 

虚拟机模板由一台虚拟机“转换”或“克隆”而来，用于便捷地创建和配置多台新的虚拟机，一个

虚拟机模板由虚拟机操作系统镜像和配置文件两部分组成。 

5.6.1  模板存储 

虚拟机模板是存放在 CVM 主机上的，建议在共享存储设备单独规划一个存储空间用于存储虚拟机

的模板。在【虚拟机模板】页面点击【模板存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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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存储页面。 

 

 

在增加模板存储之前确认在共享存储中已经完成存储卷的划分和相关配置。 

在弹出的【增加模板存储】对话框中的【目标路径】栏输入规划的模板存放路径“/templet”；【类型】

栏选择【iSCIS 共享存储】；【IP 地址】栏根据规划输入“192.168.12.100”，然后点击【LUN】栏右

边的搜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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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IP 地址对应的 LUN 信息，搜索完成后，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增加模板存储完成后，在【模

板存储】页面显示新增的模板存储信息。 

5.6.2  制作虚拟机模板 

  

在制作虚拟机模板前，请务必确认虚拟机的光驱和软驱已经断开连接。操作系统的地址信息已经设

置为自动获取（否则会出现网络地址冲突问题）。 

 

在虚拟机关闭的状态下，右键点击虚拟机，选择“克隆为模板”。 

（【克隆为模板】与【转换为模板】的区别为：【克隆为模板】操作完成后原虚拟机继续保留，【转

换为模板】操作完成后原虚拟机转为了模板，不再继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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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克隆为模板】对话框中的【模板名称】栏根据规划输入模板名称，并选择【模板存储】，

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模板名称”不允许和虚拟机名称一致。 

 

 

 

虚拟机模板制作完成后，进入“虚拟机模板”页面，可显示新增的“windows2008-templet”虚拟

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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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CVM备份 

CAS 系统配置完成后，推荐在【系统管理】/【安全管理】/【CVM 备份策略】的【CVM 备份配置】

页面完成 CVM 的备份配置，推荐使用定时备份功能，并且备份到远端服务器。 

 

 

6  虚拟化平台测试（重要） 

H3C CAS 虚拟化平台搭建完成后，需要对 CAS 虚拟化平台进行测试，验证平台是否满足运行客户

业务系统的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如果没有重视而被忽略掉，那么虚拟化平台的安全隐患将会在客户业务

系统上线后暴露，影响客户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在业务上线之前，有相应的基本功能测试项，在业务上线之前需要进行各种容错性测试，以期发现

配置上的不当，导致的后续故障，导致客户业务受到影响。 

6.1  配置检查 

H3C CAS 虚拟化平台搭建完成后，建议对关键配置进行检查，确认是否满足要求。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1 管理网、存储网和业务网是否独立规划，并且通过VLAN进行了隔离。 □满足 □不满足 

2 IP SAN或者FC SAN共享存储创建的存储卷是否为“厚配置”模式 □满足 □不满足 

3 云资源下是否配置了NTP服务器。 □满足 □不满足 

4 所有CVK主机与CVM主机的系统时间是否一致。 □满足 □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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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集群是否正常开启HA功能。 □满足 □不满足 

6 集群是否正常开启DRS功能。 □满足 □不满足 

7 CVK主机是否全部添加在集群下。 □满足 □不满足 

8 CVM主机不允许作为业务主机使用，即要求不添加到云资源下。 □满足 □不满足 

9 集群下所有CVK主机的虚拟交换机名称是否一致。 □满足 □不满足 

10 集群下所有CVK主机是否使用了相同的共享存储。 □满足 □不满足 

11 
CVM/CVK主机是否配置了2块以上的本地硬盘，并配置了RAID1、RAID5

等安全性较高的RAID级别。 
□满足 □不满足 

12 CVM/CVK主机的物理网卡的速率是否准确。 □满足 □不满足 

13 CVK主机的FC HBA卡的速率是否准确。 □满足 □不满足 

14 CVM/CVK主机的虚拟交换机的物理接口是否配置了多网卡聚合。 □满足 □不满足 

15 CVK主机的FC共享文件系统类型的存储池是否选择了“Multipath”。 □满足 □不满足 

16 使用IP SAN共享存储时主机建的Initiator名称是否保持唯一性 □满足 □不满足 

17 一个共享文件系统是否仅分配给一个集群下的主机使用。 □满足 □不满足 

18 共享文件系统不建议使用小LUN合并功能。 □满足 □不满足 

19 虚拟机是否使用virtio网卡，并选择了内核加速。 □满足 □不满足 

20 虚拟机是否使用vritio硬盘。 □满足 □不满足 

21 虚拟机硬盘文件是否存放在共享存储中。 □满足 □不满足 

22 虚拟机使用使用智能格式的存储卷。 □满足 □不满足 

23 虚拟机硬盘是否使用了“directsync”的缓冲方式。 □满足 □不满足 

24 虚拟机使用独立的系统盘和数据盘。 □满足 □不满足 

25 虚拟机是否安装了CAS Tools工具。 □满足 □不满足 

26 虚拟机的光驱是否已经断开连接。 □满足 □不满足 

27 虚拟机的软驱是否已经正常删除。 □满足 □不满足 

28 CAS系统是否通过防火墙等安全设备对外提供服务。 □满足 □不满足 

29 主机和CAS系统的密码强度是否满足要求。 □满足 □不满足 

30 CVM配置是否做了备份。 □满足 □不满足 

31 用户的关键虚拟机是否配置了备份。 □满足 □不满足 

32 用户的关键业务数据（如数据）是否进行了备份。 □满足 □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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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可靠性测试 

6.2.1  主机可靠性测试 

1. CVM 主机 

在 CVM 双机热备的环境下，关闭 CVM 主机，测试 CVM 备机上的 WEB 服务是否正常，即 CAS 的

WEB 页面是否可以正常登陆。 

2. CVK 主机 

关闭集群下的一台 CVK 主机，测试该 CVK 主机上的虚拟机是否正常迁移到集群下的其他 CVK 主

机。 

6.2.2  网络可靠性测试 

推荐 CAS 系统管理网、存储网和业务网相互独立，并且都是用多网卡聚合功能，增强网络冗余性。

此时需要验证网卡聚合的功能是否有效。下面针对管理、存储和业务分别介绍测试方法： 

1. 管理网 

拔掉 CVM 主机管理网络的一根网线，测试 CAS 的 WEB 页面是否可以正常登陆；然后插回网线，

拔除管理网络的另一根网线，再次测试 CAS 的 WEB 页面是否可以正常登陆。 

拔掉 CVK 主机管理网络的一根网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查该 CVK 主机是否可以正常连接；然

后插回网线，拔除管理网络的另一根网线，再次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查该 CVK 主机是否可以正

常连接。 

2. 存储网 

现场使用 IP SAN 共享存储时：拔掉 CVK 主机存储网络的一根网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查该

储池是否正常；然后插回网线，拔除管理网络的另一根网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查存储池是否

正常。 

现场使用 FC SAN 共享存储时：拔掉 CVK 主机 FC HBA 卡的一根光纤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

查存储池是否正常；然后插回光纤线，拔除 FC HBA 卡的另一根光纤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

查存储池是否正常。 

3. 业务网 

拔掉 CVK 主机业务网络的一根网线，检查该 CVK 主机上的虚拟机的网络是否正常；然后插回网线，

拔除管理网络的另一根网线，再次检查该 CVK 主机上虚拟机的网络是否正常。 

6.2.3  存储可靠性测试 

现场使用 IP SAN 共享存储时：拔掉存储的一根网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查该储池是否正常；

然后插回网线，拔除存储的另一根网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查存储池是否正常。 

现场使用 FC SAN 共享存储时：拔掉存储 FC HBA 卡的一根光纤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查存

储池是否正常；然后插回光纤线，拔除存储 FC HBA 卡的另一根光纤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

查存储池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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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使用 FC SAN 共享存储是双控制器时：拔掉存储一个控制器上的所有光纤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查存储池是否正常；然后插回控制器上的所有光纤线，拔除存储另一个控制器上的所有光纤

线，在 CAS 的 WEB 页面检查存储池是否正常。 

7  H3C CAS 云服务配置 

CAS 5.0 版本中 CIC 是一个独立的模板，需要选择安装，如下图所示。 

 

 

7.1  配置组织 

7.1.1  管理员登录云服务管理平台 

在本地电脑打开浏览器，输入 URL：http://ip:port/cic（如：http://192.168.11.10:8080/cic）。 

H3C CAS 系统的登录界面中，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为：admin/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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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登录后的界面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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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添加云资源 

在【云资源】页面下点击【增加 CVM 资源】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云资源信息，包括【云

资源名称】、【IP 地址】、【登录 方式】、【端口号】、【用户名】和【密码】信息，如下图所示。 

 

 

完成添加后，在【云资源】页面可显示新添加的云资源信息。 

7.1.3  增加组织操作员 

在【系统管理】/【操作员管理】/【操作员】页面点击【增加操作员】按钮，弹出【增加操作员】

对话框。增加操作员包括了【1 基本信息】和【2 权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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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 基本信息】页面配置【登录名】、【认证方式】、【密码】、【操作员姓名】、【操作员分区】、【E-mail】

等信息，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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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 权限设置】页面完成组织管理员的权限修改，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组织管理员添加后，在【系统管理】/【操作员管理】/【操作员】页面可显示新增加的组织管理员。 

增加资源池 

在【VDC 管理】页面中选择【资源池管理】，点击【增加资源池】按钮，弹出【增加资源池】对话

框，包含了【1 基本信息】、【2 集群】、【3 虚拟交换机】和【4 存储】。 

 

 

在打开增加资源池对话框中，输入资源池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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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云资源旁放大镜，在打开对话框选择云资源的提供者：H3C CAS CVM，VMware vCenter 

Server； 

允许本地存储可以开启或关闭，选择一个集群，可以单击下一步； 

虚拟交换机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单击下一步； 

选择存储界面可以选择多个存储，必须配置一个共享存储为备份存储池； 

单击完成，对话框关闭。 

7.1.4  增加组织 

在【VDC 管理】页面中选择【组织管理】，点击【增加组织】按钮，弹出【增加组织】对话框，包

含了【1 基本设置】、【2 管理员】和【3 配额】。 

 

 

进入增加组织配置向导对话框页面； 

输入组织名称，组织描述、显示名称前缀,设置部署虚拟机时，是否允许修改虚拟机配置； 

选择资源池对话框，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资源池，点击<下一步>； 

选择一个组织管理员/组织管理员分组，点击<下一步>； 

配置组织的虚拟机、CPU、内存和存储数量配额； 

检查配置，点击<确定>按钮。 

7.1.5  组织下增加用户分组 

在【VDC 管理】/【用户管理】/【用户分组】页面点击【增加分组】，弹出【增加用户分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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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加用户分组页面，输入分组名和描述、选择组织，点击确定。 

7.1.6  组织下增加用户 

在【VDC 管理】/【用户管理】/【用户】页面点击【增加用户】，弹出【增加用户】对话框。 

 

 

输入登录名、选择认证方式、登录密码、所属组织、用户分组等信息，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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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部署虚拟机 

7.2.1  手动分配虚拟机 

使用 admin 用户登录云服务平台，进入云资源下的虚拟机页面，右键点击虚拟机，在弹出的菜单栏

中选择“分配虚拟机”。 

 

 

在弹出的【分配虚拟机】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分配的用户的相关信息，然后点击确定。 

7.2.2  组织管理员部署单台虚拟机 

使用组织管理员账号登陆云服务管理平台后，在【VDC 管理】/【组织管理】/【某组织】页面下选

择【模板】页面。在虚拟机模板列表中选择需要部署的模板，点击【部署虚拟机】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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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 基本信息】页面配置【显示名称】、【资源池名称】、是否使能【配置操作系统】和【快速部署】

信息，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在【2 分配信息】页面设置虚拟机的 CPU、CPU 核数、内存、

分配方式、目的存储池等相关信息，也可按缺省值分配。 

7.2.3  组织管理员批量部署虚拟机 

在【VDC 管理】/【组织管理】/【某组织】页面下选择【模板】页面，的【模板】页面点击【批量

部署虚拟机】按钮，在虚拟机模板列表中选择需要部署的模板，点击【批量部署虚拟机】按钮开始

部署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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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批量部署虚拟机】对话框中点击【从文件导入】按钮。在弹出的【从文件导入】对话框

中包含了【1 文件导入】和【2 基本信息】。在【1 文件导入】页面通过点击【模板文件】按钮下载

模板文件，根据规划对模板文件进行编辑，举例如下图。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模板文件。【导入起始行】选择“2”，【配置操作系统】栏选择“是”，然后

点击【下一步】按钮。 

在【2 基本信息】、【3 网络信息】、【4 系统信息】页面根据“批量部署模板文件”的对应列信息配置，

然后点击【完成】按钮。 

7.3  用户自助服务配置 

CAS 5.0 版本中 SSV 是一个独立的模板，需要选择安装，如下图所示。 

 

 

7.3.1  虚拟机申请 

登录用户自助服务平台：在浏览器中输入“CAS 用户自助服务门户”的 URL 信息，

http://ipaddress:port/ssv。用户“test”登录“用户自助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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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后显示如下截图 

 

 

申请虚拟机： 

在【资源管理】的【云主机】页面点击【申请】按钮。选择【预定义】下的虚拟机模板，然后点击

【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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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向导，在【选择类型】、【基本参数】和【设置网络】页面配置相应的参数信息，然后点击

【申请】按钮。 

虚拟机申请流程提交后，在【云电子流】页面下显示新申请的电子流，状态为“待审批”。 

 

 

7.3.2  虚拟机审批 

组织管理员登录云服务管理平台：组织管理员登陆“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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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程管理】/【云主机电子流】页面中显示了用户“forg-”申请虚拟机的电子流信息。 

 

 

点击【处理云主机电子流】按钮，在弹出【审批电子流】进行电子流的审批。【审批结果】栏选择“通

过”，以及在【处理意见】栏输入处理意见。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然后弹出【部署虚拟机】对话框。部署过程见部署虚拟机部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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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虚拟机使用 

用户登录“用户自助服务平台”，在【云电子流】页面电子流的状态变为了“部署成功”。 

 

 

在【云主机】页面选中虚拟机，点击【启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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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主机启动完成后，点击【更多操作】栏下的【远程桌面】按钮远程连接该云主机（针对 Windows

系统）。IP 地址为申请通过的 IP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