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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传统网卡：早期的网卡仅实现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的功能，而 CPU 负责处理网络协议栈中更高层

的逻辑。CPU 按照网络协议栈中传输层、路由层的逻辑，负责数据包的封装和解封装，网卡则负责

更底层的数据链路层帧的封装和解封，以及物理层电气信号的相应处理。 

传统网卡面向的用户痛点： 

• 随着 VXLAN、overlay 协议以及 OpenFlow、Open vSwitch（OVS）等虚拟交换技术的引入，

使得基于服务器的网络数据平面的复杂性急剧增加。 
• 网络接口带宽的增加使主机 CPU 负载过高，难以承担，剩余的可供虚拟机资源很少或根本没

有。 

• 传统网卡处理无法适应 SDN 和 NFV。 

智能网卡：为适应高速网络，现代网卡硬件中取消了部分传输层和路由层的处理逻辑（比如校验和

计算、传输层分片重组等），以减轻主机 CPU 负载。甚至有些网卡（如 RDMA 网卡）还将整个传

输层的处理都集中到网卡硬件上，以完全解放 CPU。 
智能网卡优点： 

• 不仅可以加速数据传输通道，而且还能灵活配置策略控制数据转发。 

• 在不对主机 CPU 施加额外压力的前提下，可提供高性能的数据转发，同时能够满足虚拟化网

络的复杂性、灵活性和高效性。 
• 提高虚拟机网络吞吐量，降低主机 CPU 资源消耗，同时支持实现虚拟化网络相关业务能力（如

acl、虚拟防火墙、qos、bindip，vlan 隔离和转发等），也支持虚拟机迁移。 

本文档用于介绍 H3C CAS 虚拟化实现 CAS 支持智能网卡网络加速的使用方法和操作。 

1.1  兼容性列表 

实现 H3C CAS 云计算管理平台的智能网卡，目前不支持 ARM 版本。 

1.2  注意事项和限制 

• 物理主机需要先安装智能网卡，再安装 E0750 版本之后的 CAS 软件。软件安装过程中会对智

能网卡做配置处理。 

• 在配置智能网卡聚合的过程中，不要执行重启、进入维护模式、刷新页面和作其他操作。 

• 如果重启主机之前没有安装光模块和光纤，需要重新重启主机或者在 CVK 主机后台重启智能

网卡初始化服务。 
• 智能网卡聚合只能选择同一张网卡的两个聚合口，不能跨网卡选择聚合口。 

• 使用智能网卡虚拟机和虚拟机所在的主机必须开启大页内存，大页建议值：页大小为 1G，页

数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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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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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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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表 2-2、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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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1 服务器说明 

配置项 说明 

服务器 0 

（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 

型号：New H3C Technologies UIS R390X G2 

CPU：Intel(R) Xeon(R) CPU E5-2630 v4 @ 2.20GHz 

内存：96 GB 

服务器 1 

（H3C CAS CVK虚拟化内核系统） 

型号：New H3C Technologies UIS R390X G2 

CPU：Intel(R) Xeon(R) CPU E5-2620 v4 @ 2.10GHz 

内存：128 GB 

 

表2-2 网卡说明 

配置项 说明 

智能网卡  

（H3C CAS CVM虚拟化管理平台） 

型号：Mellanox Connect X6系列网卡 

 

2.2  软件 

表2-3 软件说明 

软件 版本 

服务器虚拟化管理软件 H3C CAS-E0750 （KVM Kernel 5.10.38 ） 

虚拟机操作系统 CentOS Linux release 7.4.1708 64位（内核版本：

5.10.38-21.hl02.e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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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网需求 
核心需求点： 

• 在 CVM 的虚拟交换机界面，可以创建虚拟交换机，绑定智能网卡 PF（简称 PF）做为上行口，

同时需支持虚拟交换机使用智能网卡 PF 配置聚合。 
• 在 CVM 虚拟机界面，可以使用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创建虚拟网卡。 

• 虚拟机使用智能网卡后，网络基本功能正常，网络性能能够满足智能网卡理论值。 

• 使用智能网卡的虚拟机支持迁移。 
智能网卡采用 Mellanox 提供的基于 VDPA（Vhost DataPath Acceleation: Vhost 数据通道加速）的

用户态 DPDK 方案。虚拟化网络数据转发分为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两个部分，其中控制平面实现报

文的转发规则，数据平面实现报文的快速转发。VDPA 即是让 virtio 数据平面不需主机干预的解决

方案，VDPA 控制平面仍需要 VDPA driver 进行传递，即虚拟机仍然使用原来的控制平面协议作为

接口，而这些控制信息被传递到硬件中，硬件会通过这些控制信息配置好数据平面，经过配置后的

数据平面可以在虚拟机和网卡之间直通。VDPA 后端的数据处理完全在硬件中完成 。 

VDPA 实现如图 3-1 所示，红色代表逻辑的数据通道，虚拟机创建大页共享内存在 QEMU 和 DPDK 
VDPA 驱动的帮助下，协商后被硬件直接使用，真实的数据交换不会发生（在虚拟机和硬件共享内

存）。VDPA 检测硬件的中断事件，从而经过 QEMU 注入中断通知虚拟机 virtio 前端驱动。VDPA 也

可检测到 QEMU kvm 发过来的 kick 事件，告知网卡硬件需要处理数据。VDPA 在中间担当一个中

介者，使数据被协同地处理。 

图3-1 智能网卡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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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转发层依然是用虚拟交换机。为了能在虚拟交换机里面表示 PF/VF 的端口，便于虚拟交换机操

作（比如下发流表、查看端口状态）将用到 PF/VF Reprenstor。网卡的 rep 驱动支持 tc 接口。转

发层支持流表放到网卡里面，Mellanox 网卡负责硬件转发组件是 eswitch（负责流量转发）。虚拟交

换机已经支持将流表调用到网卡的功能，但需要满足基本 offload 条件（即源和目的端口都是硬件

可加速的）的流表，通过内核 netlink 机制给硬件下发 tc flower 流表，如果设置到硬件成功，以后

该流表的转发就由硬件进行。如果失败，该流表只会用软件来做，这时不能调用该部分流表，但可

以保证转发正常。 

4 配置步骤 

4.1  开启主机的大页配置 

选择“高级设置”页签，选择左侧的[启动项配置]菜单，开启大页配置“页大小为 1G，页数为 8”，
单击<保存>按钮。 

图4-1 开启智能网卡虚拟机所在主机的大页配置界面 

 
 

4.2  配置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 

创建 smart 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操作步骤如下所示。 
(1) 选择目标主机，选择“硬件”页签，进入主机的物理网卡列表页面。物理接口以 ens 开头的

网卡为智能网卡，确保其状态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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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安装正确的智能虚拟网卡界面 

 
(2) 选择顶部“云资源”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计算/主机池/<主机名>]或者[计算/主机池/集群/<

主机名>]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要信息页面。 
(3) 在安装了智能网卡的主机里选择“虚拟交换机”页签，单击<增加>按钮。 

图4-3 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的主机界面 

 

 

(4) 进入增加虚拟交换机页面，输入名称“smart”，其他保持默认值，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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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增加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基本信息界面 

 

 

(5) 配置网络。选择智能网卡的网口，单击<确认>按钮，即可创建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 

图4-5 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配置网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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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虚拟机使用智能网卡 

4.3.1  创建智能网卡虚拟机 

在创建了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的主机创建智能网卡虚拟机（E0710-225 和 E0710-226），这里以操

作系统为 linux，版本为 CentOS 6/7(64 位)的 E0710-225 智能网卡虚拟机为例，创建智能网卡虚拟

机 E0710-226 同理。 

(1) 选择顶部“云资源”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计算/主机池/主机/<虚拟机>]或者[计算/主机池/集
群/主机/<虚拟机>]菜单项，进入虚拟机管理页面。 

(2) 配置基本信息。单击<添加虚拟机>按钮，进入增加虚拟机界面，输入虚拟机名称“E0710-225”，
“操作系统”栏选择“linux”，“版本”栏选择“CentOS 6/7(64 位)”。 

图4-6 智能网卡虚拟机基本信息界面 

 

 

(3) 置硬件信息。内存栏“开启大页配置”，即为智能网卡虚拟机开启大页界面，如图 4-7 所示网

络类型栏选择“智能网卡”，即为选择智能网卡界面，如图 4-8 所示，单击<确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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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智能网卡虚拟机开启大页界面 

 

 

图4-8 选择智能网卡界面 

 

 

(4) 网络栏选择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smart”。单击<确认>按钮，完成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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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选择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 

 

 

 

当虚拟交换机选择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时，设备型号只能选择智能网卡。当选择设备型号为智

能网卡时，所选择的虚拟交换机也只能选择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 

 

(5) 单击<确认>按钮。完成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的配置。 
(6) 安装 CASTools，请参考 4.3.3  安装 CASTools，安装完成后，在虚拟机的“概要”页面显示

代理工具运行。 

(7) 在虚拟机的“修改虚拟机”对话框中，“设置网络”栏勾选“IP/MAC 绑定”，输入虚拟机的

IP 地址信息，然后单击<应用>按钮。 

(8) 创建智能网卡虚拟机（E0710-225 和 E0710-226）完成后，后台会为虚拟机添加 VF，从而实

现智能网卡的加速功能。 

图4-10 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 VF 资源显示 

 
 

4.3.2  创建普通虚拟机 

创建普通网卡虚拟机（centos7 和 centos-1），这里以操作系统为 linux，版本为 CentOS 6/7(64 位)
的 centos7 为例，创建 centos-1 虚拟机步骤同理。 
(1) 选择顶部“云资源”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计算/主机池/主机/<虚拟机>]或者[计算/主机池/集

群/主机/<虚拟机>]菜单项。 

(2) 配置基本信息。单击<增加虚拟机>按钮，进入增加虚拟机界面，根据配置需求填写虚拟机基

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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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虚拟机基本信息界面 

 
 

(3) 硬件信息。网络类型选择“普通网卡”，单击<确认>按钮，创建普通的虚拟机完成。 

图4-12 虚拟机硬件信息界面 

 
 

(4) 安装 CASTools，请参考 4.3.3  安装 CASTools，安装完成后，在虚拟机的“概要”页面显示

代理工具运行。 

(5) 在虚拟机的“修改虚拟机”对话框中，“设置网络”栏勾选“IP/MAC 绑定”，输入虚拟机的

IP 地址信息，然后单击<应用>按钮。 

4.3.3  安装 CASTools 

(1) 虚拟机光驱连接 ISO 安装文件。在“修改虚拟机”对话框中，选择“光驱”，单击<选择>按
钮。在弹出的“选择文件”对话框的“类型”栏选择“安装 CAStools”，然后单击<确定>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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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选择安装 CASTools 文件 

 
 

(2) mount 光驱。在 Linux 虚拟机中执行 mount 命令，挂载光驱设备，并进入到代理工具的 Linux
目录下。 

(3) 然后执行安装命令“./CAS_tools_install.sh”。 

图4-14 挂载光驱设备和安装 CASTools 界面 

 

 

4.4  验证智能网卡虚拟机通信 

(1) 通过 ovs_dbg_listports 工具可以看到 E0710-225 和 E0710-226 的组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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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智能网卡交换机和虚拟机组网 

 

 

(2) 进入E0710-225虚拟机控制台，使用 ping 3.3.3.2命令测试和虚拟机E0710-226的通信情况。 

图4-16 虚拟机 E0710-225 ping 虚拟机 E0710-226 

 

 

(3) 进入虚拟机 centos7 控制台，使用 ping 172.16.52.2命令测试和虚拟机 centos-1 的通信情况，

与智能网卡虚拟机做对比。 

图4-17 虚拟机 centos7 ping 虚拟机 cent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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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inux 端口聚合 

5.1  概述 

每张智能网卡包含两个网口，可将同一张智能网卡中的两个网口配置聚合（bonding），以增加带宽、

容错以及提供负载均衡。目前不支持将不同智能网卡的网口进行聚合。 

智能网卡网口聚合，在目前版本中不支持 ovs 聚合（即普通虚拟交换机的聚合模式），仅支持 Linux
网卡聚合，目前支持如下三种 Linux 聚合模式。 

• active-backup 主备静态聚合 
使用该模式时，一个端口处于主状态，另一个处于从状态（即只有一个网口是 active 状态，另一个

是备状态 standby）。所有流量都在主链路上处理，从链路不会有任何流量。当主端口 down 掉时，

从端口接手主状态。主备模式对端交换机不用做额外的配置，属于静态聚合模式。如果对端交换机

配置为聚合模式，则可能导致流量不通，需要取消聚合配置。 

• balance-xor 异或负载均衡静态聚合 

该模式使用 XOR HASH 负载分担，属于静态聚合模式。该模式与物理交换机的聚合以强制不协商

方式配合，物理交换机需要支持 xmit_hash_policy。 
通过源和目标 MAC 地址，进行 HASH 运算，生成因子，再通过 XOR 算法进行选路的。可保证到

达特定对端的流量总是从同一个接口上发出。与 balance-rr 一样，物理交换机端口需要配置“port 
channel”聚合。 

如果对端物理交换机未做相应配置，则聚合负载均衡能力会受到影响，但是两个聚合网口仍然具备

高可用能力（即其中一个网口 down 掉，另一个端口会继续传输流量，整个聚合网络链路仍然可用）。 

• 802.3ad（LACP）动态聚合 
该模式遵从 802.3ad（LACP）标准协议，属于动态链路聚合模式。该模式与物理交换机的 LACP
聚合方式进行配合，物理交换机需要支持 xmit_hash_policy。802.3ad 模式是 IEEE 标准，因此所

有实现了 802.3ad 的对端交换机都可以很好的互操作。802.3ad 协议包括聚合的自动配置，因此在

物理交换机的手动配置很少。 

802.3ad 标准也要求帧按顺序传递，因此通常单个连接不会看到包的乱序。该标准同时也要求所有

设备在聚合操作时，要在同样的速率和双工模式。并且与除了 balance-rr 模式外的其它 bonding 负

载均衡模式一样，任何连接都不能使用多于一个接口的带宽。 

使用该聚合模式，需要对端物理交换机支持并开启 802.3ad 模式，否则聚合的负载均衡能力会受到

影响。但是如果对端交换机未做相应配置，两个聚合网口仍然具备高可用能力（即其中一个网口

down 掉，另一个端口会继续传输流量，整个聚合网络链路仍然可用）。 

5.2  智能网卡聚合配置 

智能网卡聚合目前支持两种配置方式： 
• 在初始化部署时，选择同一个智能网卡的两个 PF 网口进行聚合配置。 

• 初始化完成后，在主机的虚拟交换机增加或者修改虚拟交换机时，选择智能网卡的两个网口进

行聚合配置。下文以此为例介绍智能网卡聚合的配置方法，初始化部署时进行聚合的配置方法

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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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智能网卡聚合的操作，均会导致网络链路中断，请谨慎操作，以免影响业务。 

• 智能网卡聚合绑定的两个网口必须是同一张智能网卡的，不支持跨智能网卡绑定网口进行

聚合。 
• 使用智能网卡要求确保网口是 link up 状态。 

• 增加、删除聚合，修改聚合的绑定网口或者聚合模式的耗时都比较长，过程中不要进行其

他操作。 

• 修改和删除智能网卡聚合的虚拟交换机，都要求虚拟交换机上没有连接虚拟机，否则不允

许操作。 
• 如果同一台主机上有 2 张或以上的智能网卡，操作某一张智能网卡的聚合配置，会引发智

能网卡初始化，由于目前智能网卡资源配置共用同一个管理程序，因而会影响到其他智能

网卡虚拟交换机上的虚拟机业务，需要谨慎操作。 

 

(1) 选择顶部“云资源”页签，选择需要配置智能网卡虚拟交换机的主机，单击左侧导航树[计算/
主机池/<主机名>]或者[计算/主机池/集群/<主机名>]菜单项，选择“虚拟交换机”页签，进入

该主机的虚拟交换机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增加虚拟交换机，填写基本信息。 

(3) 单击<下一步>按钮，配置网络。选择同一个智能网卡中的两个 PF 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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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命名方式下通常可以从网卡名称来判断是否属于同一个智能网卡，例如 ens3fx。 

 

(4) 网卡选择无误后，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 Linux 聚合模式。 

 
 

(5) 单击<完成>按钮，弹出操作提示。 



16 

 
 

 

目前增加、删除聚合、修改聚合的绑定网口或聚合模式，均涉及智能网卡的初始化操作，此操

作耗时约为 5 分钟左右，具体时间与智能网卡分配的 VF 口的个数有关。 

 

(6)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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