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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将对如何制作与 H3Cloud OS 兼容的镜像进行介绍，并指导管理员如何在 H3Cloud OS 中上传

镜像。镜像系统类型包括包括 Windows 和 Linux，镜像格式类型包括 VMDK。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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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示例约定 

由于设备型号不同、配置不同、版本升级等原因，可能造成本手册中的内容与用户使用的设备显示

信息不一致。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显示的内容为准。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info@h3c.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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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 H3Cloud OS 云操作系统（以下简称 H3Cloud OS）中，云主机的创建和申请离不开云主机镜像。

云主机镜像本身是一个含有引导分区、操作系统以及必要应用的单一文件，云用户在创建和申请云

主机时可通过选择不同的镜像来快速获取相应操作系统的云主机。 

云主机镜像的制作方法与 H3Cloud OS 适配的虚拟化平台相关，本文将对如何制作适用于 VMware
虚拟化平台的云主机镜像进行详细介绍。 

1.1  云主机初始化模式 

H3Cloud OS在适配VMware虚拟化平台时提供了两种类型的云主机初始化模式：标准模式和专业模

式，两种模式的差别 表 1-1 如所示，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相应的云主机初始化模式，并制

作对应的云主机镜像。 

表1-1 云主机初始化模式对比 

云主机配置项 
标准模式 

（Windows） 

标准模式 

（Linux） 

专业模式 

（Windows） 

专业模式 

（Linux） 

IP地址     

主机名     

密码 

镜像密码     

随机密码     

自定义密码     

主机路由     

脚本     

密钥 --  --  

 

1.2  制作镜像前的准备 

制作镜像前，请根据云主机的初始化模式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H3Cloud OS 在适配 VMware 虚拟

化平台时可以使用 VMDK(Virtual Machine Disk)格式的镜像文件。 

1.2.1  标准模式镜像准备工作 

制作标准模式镜像前，请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 VMware ESXi 操作员的用户名和密码，具有可以创建 VMware 虚拟机的权限。 

• 操作系统安装盘、授权以及对应的安装指导文档。 

• 镜像中的操作系统是否为 VMware Tools 支持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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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从 VMware 的联机帮助中查找到 VMware Tools 具体支持的操作系统及版本。 

• VMware ESXi 是 VMware vSphere 产品中虚拟机管理器（Hypervisor），单台 VMware ESXi
仅可以使用 VMware vSphere Client 进行管理，多台 VMware ESXi 可以使用 VMware vSphere 
Client 或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 进行管理。 

 

1.2.2  专业模式镜像准备工作 

制作标准模式镜像前，请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 VMware ESXi 操作员的用户名和密码，具有可以创建 VMware 虚拟机的权限。 

• 操作系统安装盘、授权以及对应的安装指导文档。 

• 制作 Windows 镜像时，请联系 H3C 技术支持获取 CloudbaseInitSetup_<version>_x64.msi
工具安装包。 

• 制作 Linux 镜像时，请为虚拟机提供 Internet 连接，以便下载 Cloud-init 工具安装包及依赖包。 

1.3  镜像上传方式介绍 

H3Cloud OS 目前支持两种镜像上传方式：本地上传方式和服务器上传方式。 

• 本地上传方式是一种通过 Web 页面将用户本地的镜像文件上传至 H3Cloud OS 的方式。优点

是使用方便，不需要额外的工具；缺点是上传大镜像文件（超过 5GB）时容易失败，并且失

败后不能断点续传。 

• 服务器上传方式是一种先通过 FTP 客户端将镜像文件上传至控制节点服务器，再通过 Web 页

面将服务器本地的镜像文件上传至 H3Cloud OS 的方式。优点是上传大镜像文件（超过 5GB）
时不容易失败，并且失败后可以断点续传（依赖于 FTP 客户端）；缺点是需要额外的工具，如

FTP 客户端。



2-1 

2 制作VMDK格式的镜像 
本章将从增加 VMware 虚拟机开始介绍如何制作与 H3Cloud OS 兼容的 VMDK 格式镜像。 

2.1  增加VMware虚拟机 

(1) 使用VMware vSphere  vCenter Server连接VMware ESXi服务器，连接后如 图 2-1 所示。 

图2-1 VMware ESXi 服务器 

 

 

(2) 在上方的工具菜单中点击[文件/新建/虚拟机]菜单项，启动虚拟机创建向导。 

(3) 在“配置”中选择“自定义”选项，如 图 2-2 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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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虚拟机创建向导—配置 

 
 

(4) 在“名称和位置”步骤中输入虚拟机的名称，如 图 2-3 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2-3 虚拟机创建向导—名称和位置 

 
 

(5) 在“存储器”步骤中选择虚拟机文件的目标存储，如 图 2-4 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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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虚拟机创建向导—存储器 

 
 

(6) 在“虚拟机版本”步骤中选择虚拟机的版本为“虚拟机版本：8”，如 图 2-5 所示，单击<下
一步>按钮。 

图2-5 虚拟机创建向导—虚拟机版本 

 
 

(7) 在“客户机操作系统”步骤中指定虚拟机要使用的客户机操作系统，如 图 2-6 所示，单击<下
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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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虚拟机创建向导—客户机操作系统 

 
 

(8) 在“CPU”步骤中选择虚拟机中虚拟CPU（即vCPU）的数量，如图 2-7 所示，单击<下一步>
按钮。 

图2-7 虚拟机创建向导—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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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 CPU 的数量=虚拟插槽数*每个虚拟插槽的内核数。 

 

(9) 在“内存”步骤中配置虚拟机的内存大小，如 图 2-8 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2-8 虚拟机创建向导—内存 

 
 

(10) 在“网络”步骤中配置虚拟机将要连接的网络，如图 2-9 所示，网卡数量设置为 1，单击<下
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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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虚拟机创建向导—网络 

 
 

(11) 在“SCSI控制器”步骤中选择要使用的SCSI控制器类型，如 图 2-10 所示， SCSI控制器类

型请选择“LSI Logic SAS”，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2-10 虚拟机创建向导—SCSI 控制器 

 
 

(12) 在“选择磁盘”步骤中选择“创建新的虚拟磁盘”，如 图 2-11 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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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虚拟机创建向导—选择磁盘 

 
 

(13) 在“创建磁盘”步骤指定虚拟磁盘大小及置备策略，如 图 2-12 所示，其中“Thin Provision”
置备策略会产生较小的虚拟磁盘文件，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2-12 虚拟机创建向导—创建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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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容量的设定，建议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小。 

 

(14) 在“高级选项”步骤指定虚拟磁盘的设备节点及模式，如 图 2-13 所示，其中虚拟设备节点必

须选择“SCSI (0:0)”，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2-13 虚拟机创建向导—高级选项 

 
 

(15) 在“即将完成”步骤查看新虚拟机的设置，如 图 2-14 所示，单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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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虚拟机创建向导—即将完成 

 
 

(16) 创建完成的虚拟机，在“近期任务”栏中“重新配置虚拟机”的任务状态为“已完成”时，表

明虚拟机创建并配置完成，可以启动。 

2.2  制作标准模式镜像 

2.2.1  制作标准模式Windows镜像 

(1) 使用 VMware vSphere Client 连接 VMware ESXi 服务器。 

(2) 在导航树中右键点击创建完成的虚拟机名称，点击[打开控制台]菜单项，弹出虚拟机控制台窗

口，如 图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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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虚拟机控制台 

 

 

(3) 在控制台上部的工具栏中单击 按钮（打开电源），启动虚拟机。虚拟机缺省使用网络引导

方式（Network Boot），控制台的界面如 图 2-17 所示。 

图2-16 无法引导系统 

 

 

(4) 在控制台上部的工具栏中单击 按钮（连接/断开虚拟机的 CD/DVD），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

点击[CD/DVD 驱动器 1/连接到本地磁盘上的 ISO 镜像]菜单项，弹出选择镜像文件窗口。 

(5) 选择 Windows 操作系统的镜像文件，单击<打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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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 

a. 在控制台中单击<Enter>键重新引导系统。 

b. 参考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安装指导完成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安装和激活操作。 

c. 配置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IP 地址，下载并更新系统补丁。 

(7) 在控制台上部的菜单中点击[虚拟机/客户机/安装/升级VMware Tools]菜单项，弹出安装

VMware Tools确认窗口，如 图 2-18 所示。 

图2-17 安装 VMware Tools 确认窗口 

 
 

(8) 单击<确定>按钮，VMware vSphere Client 会将虚拟机使用的镜像文件更换为 VMware Tools
镜像文件，并弹出断开远程设备确认窗口。 

(9) 在断开远程设备确认窗口中单击<确定>按钮。 

(10) 在控制台中双击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光驱，开始安装 VMware Tools，安装完成后重启

Windows 操作系统。 

(11) 在虚拟机上安装支持多网卡绑定脚本。 

a. 在虚拟机上安装 Python，建议版本为 Python2.7。 

b. 在虚拟机：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路径下，编辑 Path 环境变量。 

c. 把安装 python 的 home 目录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中，如 C:\Python27。 

d. 将 writeip 文件夹放到放到虚拟机 C 盘下，运行日志保存到 c:\ipset.lo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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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编辑 Path 环境变量。 

 

(12) 为 Windows 操作系统安装需要随镜像一起提供给用户使用的软件或应用。 

(13) 设置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IPv4 地址获取方式为“自动获得 IP 地址”，DNS 地址的获取方式

为“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 

(14) 正常关闭 Windows 操作系统。 

2.2.2  制作标准模式Linux镜像 

(1) 使用 VMware vSphere Client 连接 VMware ESXi 服务器 

(2) 在导航树中右键点击创建完成的虚拟机名称，点击[打开控制台]菜单项，弹出虚拟机控制台窗

口，如 图 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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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虚拟机控制台 

 

 

(3) 在控制台上部的工具栏中单击 按钮（打开电源），启动虚拟机。虚拟机缺省使用网络引导

方式（Network Boot），控制台的界面如 图 2-20 所示。 

图2-20 无法引导系统 

 

 

(4) 在控制台上部的工具栏中单击 按钮（连接/断开虚拟机的 CD/DVD），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

点击[CD/DVD 驱动器 1/连接到本地磁盘上的 ISO 镜像]菜单项，弹出选择镜像文件窗口。 

(5) 选择 Linux 操作系统的镜像文件，单击<打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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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 Linux 操作系统。 

a. 在控制台中单击<Enter>键重新引导系统。 

b. 参考 Linux 操作系统的安装指导完成 Linux 操作系统的安装和激活操作。 

c. 配置 Linux 操作系统的 IP 地址，下载并更新系统补丁。 

(7) 在控制台上部的菜单中点击[虚拟机/客户机/安装/升级VMware Tools]菜单项，弹出安装

VMware Tools确认窗口，如 图 2-21 所示。 

图2-21 安装 VMware Tools 确认窗口 

 
 

(8) 单击<确定>按钮，VMware vSphere Client 会将虚拟机使用的镜像文件更换为 VMware Tools
镜像文件，并弹出断开远程设备确认窗口。 

(9) 在断开远程设备确认窗口中单击<确定>按钮。 

(10) 将光驱挂载至 Linux 的文件系统中，并将光驱中的 VMware Tools 安装包

（VMwareTools-<version>.tar.gz）拷贝至临时操作目录/tmp 下。 

(11) 安装 VMware Tools。 

a. 使用以下命令解压 VMware Tools 安装包。 
[root@localhost tmp]# tar –zxvf VMwareTools-<version>.tar.gz 

b. 使用以下命令安装VMware Tools，安装过程中的提示问题可使用默认值（直接按<Enter>
键），安装完成后的效果如 图 2-22 所示。 
[root@localhost tmp]# cd vmware-tools-distrib 

[root@localhost vmware-tools-distrib]# ./vmware-install.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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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安装完成 

 
 

(12) 在虚拟机上安装支持多网卡绑定脚本。 

a. 将 netorktool-1.0.tar.gz 拷到环境中，并解压该文件。 
tar -zvxf networktool-1.0.tar.gz 

b. 进入解压后的文件夹。 
cd networktool-1.0/ 

c. 执行程序安装。 
python setup.py install 

d. 运行日志保存到/var/log/openstack/ openstack-network-tools.log 文件。 

e. 安装过程如下所示： 
[root@localhost ~]# tar -zvxf networktool-1.0.tar.gz 

networktool-1.0/ 

networktool-1.0/PKG-INFO 

networktool-1.0/scripts/ 

networktool-1.0/scripts/networktool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__init__.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util.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text.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__init__.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log.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network_tool.py 

networktool-1.0/setup.py 

[root@localhost ~]# cd networktool-1.0/ 

[root@localhost networktool-1.0]# python setup.py install 

running install 

running build 

running build_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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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build 

creating build/lib 

creating build/lib/networktool 

creating build/lib/networktool/utils 

………………… 

 

networktool-1.0.tar.gz 文件可以到 H3Cloud OS 安装文件下获取。 

 

(13) 正常关闭 Linux 系统。 

 

对于 Red hat、CentOS 等云主机，关闭 Linux 系统前请删除网卡。 

 

2.3  制作专业模式镜像 

2.3.1  制作专业模式Windows镜像 

(1) 执行 2.2.1  中（1）至（13）步骤。 

(2) 在虚拟机上安装 Cloud-init。 

a. 使用 administrator 用户远程登录 Windows 系统。 

b. 上传 cloud-init 安装文件 CloudbaseInitSetup_0_9_9_x64.msi。 

c. 双击文件图标启动 cloud-init 安装向导，单击<Next>按钮继续。 

图2-23 cloud-init 安装向导 

 

 

d. 进入许可信息界面，选择接受许可协议（I accept the terms in the License Aggreement），
单击<Next>按钮继续。 



2-17 

图2-24 进许可协议 

 

 

e. 进入安装路径选择界面，无须修改安装路径，单击<Next>按钮继续。 

图2-25 选择安装路径 

 

 

f. 进入初始化操作用户设置界面，将 Username 由 Admin 修改为 Administrator；确保 Use 
metadata password 选项处于选中状态；用户的本地组为 Administrators、Serial port for 
logging 为空，单击<Next>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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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初始化操作用户设置 

 

 

g. 进入安装准备界面，单击<Install>按钮开始安装。 

图2-27 安装准备 

 

 

h. 进度条完成后，进入安装完成界面，不要选中任何选项，单击<Finish>按钮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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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8 安装完成 

 

 

i. 进入 C:\Program Files\Cloudbase Solutions\Cloudbase-Init\conf 目录，使用文本工具编辑

cloudbase-init.conf 配置文件： 

− 确保 mtu_use_dhcp_config 取值为 true（mtu_use_dhcp_config=true）。 

− 确保 ntp_use_dhcp_config 取值为 true（ntp_use_dhcp_config=true）。 

− 增加 first_logon_behaviour 配置项，取值为 no（first_logon_behaviour=no）。 

− 增加 metadata_services 配置项，取值为

cloudbaseinit.metadata.services.configdrive.ConfigDriveService（metadata_services= 
cloudbaseinit.metadata.services.configdrive.ConfigDriveService）。 

− 增加 netbios_host_name_compatibility 配置项，取值为 false
（netbios_host_name_compatibility=false）。 

图2-29 修改配置文件-cloudbase-init.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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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保存退出。 

(3) 在虚拟机上安装支持多网卡绑定脚本。 

a. 在虚拟机上安装 Python，建议版本为 Python2.7。 

b. 在虚拟机：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路径下，编辑 Path 环境变量。 

c. 把安装 python 的 home 目录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中，如 C:\Python27。 

d. 将 writeip 文件夹放到放到虚拟机 C 盘下，运行日志保存到 c:\ipset.log 文件。 

图2-30 编辑 Path 环境变量。 

 

 

 

writeip 文件联系 H3C 技术支援获取。 

 

(4) 为 Windows 操作系统安装需要随镜像一起提供给用户使用的软件或应用。 

(5) 设置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IPv4 地址获取方式为“自动获得 IP 地址”，DNS 地址的获取方式

为“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 

(6) 正常关闭 Windows 操作系统。 

2.3.2  制作专业模式Linux镜像 

(1) 执行 2.2.2  中（1）至（12）步骤。 

(2) 在虚拟机上安装 Cloud-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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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前，请确保用于制作镜像的虚拟机可以访问镜像源或互联网并下载所需的安装包。 

 

a. 使用 SSH（推荐使用 Xshell）工具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CentOS 系统。 

b. 使用以下命令安装 cloud-init 工具，交互过程中输入 y 表示同意。 
[root@localhost ~]# yum install cloud-init 

<省略部分交互和输出内容> 

Installed: 

  cloud-init.x86_64 0:0.7.5-10.el7.centos.1 

 

Dependency Installed: 

  PyYAML.x86_64 0:3.10-11.el7 

  audit-libs-python.x86_64 0:2.4.1-5.el7 

  checkpolicy.x86_64 0:2.1.12-6.el7 

  jbigkit-libs.x86_64 0:2.0-11.el7 

  libcgroup.x86_64 0:0.41-8.el7  

  libjpeg-turbo.x86_64 0:1.2.90-5.el7 

  libsemanage-python.x86_64 0:2.1.10-18.el7  

  libtiff.x86_64 0:4.0.3-25.el7_2 

  libwebp.x86_64 0:0.3.0-3.el7 

  libyaml.x86_64 0:0.1.4-11.el7_0 

  net-tools.x86_64 0:2.0-0.17.20131004git.el7 

  policycoreutils-python.x86_64 0:2.2.5-20.el7 

  python-IPy.noarch 0:0.75-6.el7 

  python-backports.x86_64 0:1.0-8.el7  

  python-backports-ssl_match_hostname.noarch 0:3.4.0.2-4.el7 

  python-boto.noarch 0:2.25.0-2.el7.centos 

  python-chardet.noarch 0:2.2.1-1.el7_1  

  python-cheetah.x86_64 0:2.4.4-5.el7.centos  

  python-jsonpatch.noarch 0:1.2-3.el7.centos  

  python-jsonpointer.noarch 0:1.9-2.el7  

  python-markdown.noarch 0:2.4.1-1.el7.centos 

  python-pillow.x86_64 0:2.0.0-19.gitd1c6db8.el7 

  python-prettytable.noarch 0:0.7.2-2.el7.centos  

  python-pygments.noarch 0:1.4-9.el7 

  python-requests.noarch 0:2.6.0-1.el7_1 

  python-setuptools.noarch 0:0.9.8-4.el7  

  python-six.noarch 0:1.9.0-2.el7 

  python-urllib3.noarch 0:1.10.2-2.el7_1  

  setools-libs.x86_64 0:3.3.7-46.el7  

Complete! 

c. 联系 H3C 技术支援获取 cloud-init 定制工具包，并通过 FTP 客户端将工具包上传到/root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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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工具包目前支持的 cloud-init 版本为 0.7.5-0.7.9。 

• 定制工具包目前支持的操作系统类型包括：Redhat、CentOS、Ubuntu 和 Oracle 这 4 种 Linux
发行版。 

 

d. 使用以下命令解压缩工具包。 
[root@master ~]# tar zxvf cloudinit_custom_0.2.tgz  

cloudinit_custom/ 

cloudinit_custom/0.7.5/ 

cloudinit_custom/0.7.5/cc_set_passwords.py 

cloudinit_custom/0.7.5/net_util.py 

cloudinit_custom/0.7.5/rhel.py 

cloudinit_custom/0.7.6/ 

cloudinit_custom/0.7.6/cc_set_passwords.py 

cloudinit_custom/0.7.6/net_util.py 

cloudinit_custom/0.7.6/rhel.py 

cloudinit_custom/0.7.7/ 

cloudinit_custom/0.7.7/cc_set_passwords.py 

cloudinit_custom/0.7.7/net_util.py 

cloudinit_custom/0.7.7/rhel.py 

cloudinit_custom/0.7.8/ 

cloudinit_custom/0.7.8/cc_set_passwords.py 

cloudinit_custom/0.7.8/net_util.py 

cloudinit_custom/0.7.8/rhel.py 

cloudinit_custom/0.7.9/ 

cloudinit_custom/0.7.9/cc_set_passwords.py 

cloudinit_custom/0.7.9/net_util.py 

cloudinit_custom/0.7.9/rhel.py 

cloudinit_custom/README 

cloudinit_custom/ChangLog 

cloudinit_custom/custom_script.sh 

e. 使用以下命令进入工具包所在目录，并查看脚本。 
[root@master ~]# cd cloudinit_custom/ 

[root@master cloudinit_custom]# ll 

total 32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Dec  4  2017 0.7.5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Dec  4  2017 0.7.6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Dec  4  2017 0.7.7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Dec  4  2017 0.7.8 

drwxr-xr-x 2 root root 4096 Dec  4  2017 0.7.9 

-rw-r--r-- 1 root root   87 Dec  4  2017 ChangLog 

-rw-r--r-- 1 root root 3486 Dec  4  2017 custom_script.sh 

-rw-r--r-- 1 root root   57 Dec  4  2017 README 

f. 使用以下命令执行脚本，提示"Cloud-init package customization finished."即安装成功。 
[root@master cloudinit_custom]# sh ./custom_scrip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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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loud-init向CentOS或Red Hat云主机注入数据之前，请确认CentOS为 7.4 及以上版本或Red 
Hat为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7.4 及以上版本。若为上述版本的以下版本，请确认libselinux
库已升级到 2.5.7 及以上版本。查看libselinux版本和libselinux的升级方式请参见 4.2  。 

 

(3) 设置 Linux 操作系统的 NetworkManager 服务：如果操作系统中安装了 NetworkManager 服
务，要保证该服务是关闭状态，并禁止 NetworkManager 服务开机自启动。以 CentOS 操作

系统为例说明操作步骤： 

a. 使用以下命令禁用 NetworkManager 服务。 
[root@localhost ~]# service NetworkManager stop 

b. 使用以下命令禁止 NetworkManager 服务开机自启动。 
[root@localhost ~]# chkconfig NetworkManager off 

(4) 设置 Linux 操作系统的防火墙服务。 

a. 使用以下命令禁止防火墙服务开机自启动。 
[root@localhost ~]# chkconfig iptables off 

b. 重启虚拟机。 

c.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防火墙服务的状态。 
[root@localhost ~]# service iptables status 

图2-31 防火墙服务状态 

 
 

(5) 编辑 Linux 操作系统的网卡配置文件。 

a. 整行清除 HWADDR 配置项。 

b. 整行清除 UUID 配置项。 

c. 将 NM_CONTROLLED 配置项的取值由 yes 改为 no。 

d. 将 BOOTPROTO 配置项的取值配置为 dhcp。 



2-24 

图2-32 网卡配置文件 

 
 

(6) 启用 Linux 操作系统的 SSH 服务。 

a. 使用以下命令启用 Linux 操作系统的 SSH 服务。 
[root@localhost ~]# chkconfig sshd on 

b. 重启虚拟机。 

c.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 SSH 服务的状态。 
[root@localhost ~]# service sshd status 

图2-33 SSH 服务状态 

 
 

(7) 清除 Linux 操作系统的 Network Persistence Rules。 

a. 使用以下命令清除 70-persistent-net.rules 中的内容。 
[root@localhost ~]# echo >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b. 使用以下命令清除 75-persistent-net-generator.rules 中的内容。 
[root@localhost ~]# echo > /lib/udev/rules.d/75-persistent-net-generator.rules 

(8) 在虚拟机上安装支持多网卡绑定脚本。 

a. 将 netorktool-1.0.tar.gz 拷到环境中，并解压该文件。 
tar -zvxf networktool-1.0.tar.gz 

b. 进入解压后的文件夹。 
cd networktool-1.0/ 

c. 执行程序安装。 
python setup.py install 

d. 运行日志保存到/var/log/openstack/ openstack-network-tools.log 文件。 

e. 安装过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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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 tar -zvxf networktool-1.0.tar.gz 

networktool-1.0/ 

networktool-1.0/PKG-INFO 

networktool-1.0/scripts/ 

networktool-1.0/scripts/networktool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__init__.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util.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text.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__init__.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utils/log.py 

networktool-1.0/networktool/network_tool.py 

networktool-1.0/setup.py 

[root@localhost ~]# cd networktool-1.0/ 

[root@localhost networktool-1.0]# python setup.py install 

running install 

running build 

running build_py 

creating build 

creating build/lib 

creating build/lib/networktool 

creating build/lib/networktool/utils 

………………… 

 

networktool-1.0.tar.gz 文件可以到 H3Cloud OS 安装文件下获取。 

 

(9) 正常关闭 Linux 系统。 

 

• 关闭 Linux 系统前请查看/etc/resolv.conf 文件中是否有 DNS 信息残留，如有，请删除。 

• 对于 Red hat、CentOS 等云主机，关闭 Linux 系统前请删除网卡。 

 

2.4  导出镜像 

(1) 使用 VMware vSphere Client 连接 VMware ESXi 服务器。 

(2) 在导航树中点击安装完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名称。 

(3) 在上方的工具菜单中点击[文件/导出/导出OVF模板]菜单项，弹出导出OVF模板窗口，如图2-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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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4 导出 OVF 模板 

 

 

(4) 配置模板导出信息，其中格式必须选择“文件的文件夹（OVF）”。 

(5) 单击<确定>按钮，弹出模板导出进度条，如 图 2-35 所示。 

图2-35 模板导出 

 
 

(6) 导出完成后，打开模板导出目录，如 图 2-36 所示，其中的vmdk文件即为需要的镜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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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6 vmdk 镜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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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传镜像 
在 H3Cloud OS 支持的两种镜像上传方式中，服务器上传方式相比本地上传方式主要增加了通过

FTP 客户端上传镜像文件的过程。本章在默认管理员可以熟练使用 FTP 客户端上传镜像文件的前

提下介绍如何将 VMDK 格式的镜像文件上传至 H3Cloud OS 中。 

3.1  系统参数配置 

采用服务器上传方式前需要在系统参数处配置安装部署服务的连接参数。 

(1) Admin 用户登录 H3Cloud 云操作系统。 

(2)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系统参数]菜单项，进入参数管理界面。 

(3) 单击“连接配置”页签，进入连接配置界面。 

(4) 配置安装部署服务连接参数。 

 安装部署服务 IP：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所在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采用集群模式部署

时，该 IP 地址为 H3Cloud OS 主节点的 IP 地址。 

 安装部署服务端口：安装部署服务的端口号，一般为 9090。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配置。 

图3-1 配置安装部署服务参数 

 

 

3.2  上传镜像的基本操作 

(1) 使用云管理员或组织管理员帐号登录 H3Cloud OS。 

(2)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计算与存储/镜像]菜单项，进入镜像管理页面，页面分为“自定义”和“预

定义”两个页签。云管理员可以新建预定义镜像和自定义镜像，而组织管理员只能新建自定义

镜像。 

(3) 在“预定义”/“自定义”页签下单击<新建>按钮，弹出创建镜像窗口如 图 3-2 所示，缺省为

QCOW2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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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创建镜像 

 

 

(4) 配置镜像参数。 

(5) 选择镜像上传方式，包括“本地上传”和“服务器上传”。 

 选择“本地上传”时，单击<选择文件>按钮，弹出选择文件窗口，选择要上传的镜像文件。 

 选择“服务器上传”时，界面如图 3-3 所示，点击 图标弹出选择镜像文件窗口，选择通

过FTP上传的镜像文件，并输入该镜像文件的MD5 值。 

 集群模式下选择 FTP 服务器上传镜像时，使用集群的虚服务 IP。 

图3-3 服务器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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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按钮。 

3.3  VMDK格式的镜像参数 

配置 VMDK 格式的镜像参数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格式：上传 VMDK 格式的镜像时，必须选择“VMDK”选项。 

• 磁盘类型：目前只支持一种磁盘类型：稀疏（streamOptimized）。 

• 磁盘适配器类型：与制作镜像时在虚拟机中指定的 SCSI 控制器类型相同。 

• 操作系统：选择与镜像文件相同的操作系统类型，注意 64 位与 32 位的区别。 

• 最小 CPU 个数：不能超过在 H3Cloud OS 中申请主机时所能指定的最大 CPU 数量。 

• 最小磁盘：不能超过在 H3Cloud OS 中申请主机时所能指定的最大磁盘容量，并且不能小于

制作镜像时在虚拟机中指定的磁盘容量。 

• 最小内存：不能超过在 H3Cloud OS 中申请主机时所能指定的最大内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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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见问题解答 

4.1  如何使用H3Cloud OS自带的MD5工具计算镜像文件的MD5值？ 

(1) 创建镜像时，在创建镜像窗口点击下载 MD5 工具链接，将 MD5 工具保存到本地。 

图4-1 下载 MD5 工具 

 

 

(2) 双击已下载的 MD5 工具图标，弹出“打开文件-安全警告”窗口，单击<运行>按钮，允许 MD5
工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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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运行 MD5 工具 

 

 

(3) 单击<Open File>按钮，打开准备上传的镜像文件。 

图4-3 打开镜像文件 

 
 

(4) 等待一段时间，待 MD5 值生成以后，单击<Copy Checksum>按钮，复制 MD5 值。 

图4-4 复制 MD5 值 

 
 

 

MD5 值的生成时间与镜像文件大小有关，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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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创建镜像窗口中，将获得的 MD5 值粘贴到“MD5 值”输入框中。 

图4-5 填写 MD5 值 

 

4.2  在专业模式下，为什么会出现向CentOS云主机注入数据失败的问题？ 

解答：这是由于 CentOS 和 Red Hat 中 libselinux 库的版本低导致的。 

(1)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 libselinux 库的版本号。 

[root@master ~]# rpm -qa | grep libselinux 

libselinux-python-2.2.2-6.el7.x86_64 

libselinux-2.2.2-6.el7.x86_64 

libselinux-utils-2.2.2-6.el7.x86_64 

(2) 使用以下命令升级 libselinux 版本。 

[root@master ~]# yum install libse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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