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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H3Cloud 云操作系统是 H3C 公司在 OpenStack 核心组件基础上开发的一款云操作系统软件。该软

件目前提供了单机和集群两种部署模式，本文档主要用于为采用单机模式部署该软件的用户提供指

导。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资料获取方式 

• 技术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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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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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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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获取方式 

您可以通过 H3C 网站（www.h3c.com.cn）获取最新的产品资料： 

H3C 网站与产品资料相关的主要栏目介绍如下： 

• [服务支持/文档中心]：可以获取硬件安装类、软件升级类、配置类或维护类等产品资料。 

• [产品技术]：可以获取产品介绍和技术介绍的文档，包括产品相关介绍、技术介绍、技术白皮

书等。 

• [解决方案]：可以获取解决方案类资料。 

• [服务支持/软件下载]：可以获取与软件版本配套的资料。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service@h3c.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810-0504（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h3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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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3c.com.cn/
http://www.h3c.com.cn/Service/Document_Center/
http://www.h3c.com.cn/Products___Technology/
http://www.h3c.com.cn/Solution/
http://www.h3c.com.cn/Service/Software_Download/
http://www.h3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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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署介绍 
H3Cloud OS 云操作系统（以下简称 H3Cloud OS）是 H3C 公司在 OpenStack 核心组件基础上开

发的一款云操作系统软件，目的是在调度和管理云资源（如计算、存储、网络、安全、数据库、应

用等）的同时为 H3Cloud 提供面向用户的图形操作接口，主要用于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云资源的按需

获取和快速交付能力，是 H3Cloud 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部署模式 

H3Cloud OS 目前支持两种部署模式：单机模式和集群模式，两种部署模式的差异如表 1-1 所示。 

表1-1 部署模式差异 

模式 服务器类型 高可用 共享存储 服务器数量 可管理 VM 数 

单机模式 物理机 不支持 不需要 1 <=200 

集群模式 
虚拟机 支持 需要 3 <=1000 

物理机 支持 需要 3 <=10000 

 

 

• 由于单机模式不支持高可用，因此 H3C 不建议在实际生产环境中采用单机模式部署。 

 

1.2  依赖组件 

H3Cloud OS 在提供云服务时需要依赖的组件如表 1-2 所示。 

表1-2 依赖组件 

组件类型 具体产品 说明 

虚拟化平台 
H3C CAS、 

VMware vSphere 
虚拟化平台是各种服务器虚拟化产品的统称，主要用于为

H3Cloud提供计算、存储等类型的云资源。 

SDN控制器 H3C VCF控制器 

SDN控制器是指SDN网络模型中负责计算流表或路由的控制

软件，主要用于为H3Cloud提供网络、安全等类型的云资源。

H3Cloud OS目前支持的SDN控制器产品为H3C VCF控制器，

以下简称VCFC。 

授权服务器 H3C License Server 提供云服务授权管理功能。 

 

H3Cloud OS 目前缺省支持的虚拟化平台如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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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缺省支持的虚拟化平台 

虚拟化平台 说明 

H3C CAS H3C公司的虚拟化平台产品，由负责集中管理的CVM和提供虚拟化能力的CVK组成，以下

简称CAS。 

VMware vSphere VMware公司的虚拟化平台产品，由负责集中管理的vCenter和提供虚拟化能力的ESXi组
成，以下简称VMware。 

 

1.3  服务组件 

H3Cloud OS 所包含的服务组件如表 1-4 所示。 

表1-4 产品组件 

服务组件名称 描述 

cloudos-web-app H3Cloud OS前台框架服务组件，提供H3Cloud OS前台界面。 

cloudos-core-api  H3Cloud OS REST接口服务组件，包括OpenStack原生REST接口

和H3Cloud OS扩展的REST接口。 

cloudos-openstack OpenStack控制节点组件，负责管理和调度计算、存储、网络、安

全资源。 

cloudos-rabbitmq H3Cloud OS消息队列组件。 

cloudos-postgresql H3Cloud OS数据库组件。 

cloudos-openstack-compute OpenStack计算节点组件，对接虚拟化平台。 

cloudos-rdb H3Cloud OS关系型数据库控制组件。 

cloudos-portal H3Cloud OS报表服务组件。 

cloudos-param H3Cloud OS配置参数持久化组件。 

 

1.4  H3Cloud组网方案 

H3Cloud OS 支持多种组网方案，常见的组网方案包括： 

• VLAN VPC 方案 

• 硬件 VXLAN VPC 方案 

• NFV VXLAN VPC 方案 

现场实施人员可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组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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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署前的准备工作 
部署操作开始前，请参考本章内容完成部署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1  网络配置要求 

单机模式部署时，请为 H3Cloud OS 服务器准备以下 IP 地址。 

• 管理网络 IP：必选，H3Cloud OS 提供服务时使用的 IP 地址，可以与 CVM、vCenter、VCFC
通信。 

• 设备管理 IP：可选，服务器提供设备管理功能时使用的 IP 地址，仅在服务器为物理机时准备。

用户可通过服务器提供的设备管理功能可远程安装 H3Cloud OS。 

2.2  服务器配置要求 

安装 H3Cloud OS 时，用户的服务器需满足表 2-1 所示的最低配置要求。 

表2-1 硬件配置需求 

配置项 最低配置要求 

CPU 8核*2（单核>=2.0GHz） 

内存 64G 

本地磁盘 500G 

RAID 10 

网卡 1000M*4 

 

 

• H3Cloud OS 整合了 CentOS 7.2 操作系统，安装前请先咨询服务器供应商“服务器及相关配件

（如 HBA 卡、RAID 卡、网卡等）是否支持 CentOS 7.2 版本”，不支持的服务器可能会造成安

装失败。 

• H3Cloud OS 安装在虚拟机中时，可以使用的虚拟机包括 CAS 虚拟机和 VMware 虚拟机。 

 

2.3  浏览器配置要求 

用户访问和使用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时，其浏览器需满足表 2-2 所示的配置要求。 

表2-2 浏览器类型及版本 

类型 版本 

Google Chrome 46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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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版本 

Mozilla Firefox 43及以上 

 

2.4  计算节点规划 

H3Cloud OS 的计算节点是指提供计算资源与块存储资源的 H3Cloud OS 服务组件。部署操作开始

前，用户需对计算节点的类型、数量及网络模式进行规划。 

2.4.1  计算节点类型 

H3Cloud OS 目前可以自动部署两种类型的计算节点：CAS 计算节点和 VMware 计算节点，分别用

于支持 CAS 虚拟化平台和 VMware 虚拟化平台。 

部署 CAS 计算节点时，用户需联系 CAS 管理员获取如表 2-3 所示的 CAS 参数。 

表2-3 CAS 参数 

参数 说明 

CVM IP地址 CVM的IP地址。 

CVM用户名 计算节点访问CVM时使用的用户名。 

CVM密码 计算节点访问CVM时使用的密码。 

主机池 CVK服务器所在的主机池名称。 

虚拟交换机 为CAS虚拟机提供网络连接的vSwitch名称。 

 

部署 VMware 计算节点时，用户需联系 VMware 管理员获取如表 2-4 所示的 VMware 参数。 

表2-4 VMware 参数 

参数 说明 

vCenter IP地址 vCenter的IP地址。 

vCenter用户名 计算节点访问vCenter时使用的用户名。 

vCenter密码 计算节点访问vCenter时使用的密码。 

集群名称 VMware ESXi服务器所在的集群名称。 

虚拟交换机 为VMware虚拟机提供网络连接的vSwitch名称。 

虚拟交换机类型 为VMware虚拟机提供网络连接的虚拟交换机类型。  

 

2.4.2  计算节点数量 

一套 H3Cloud OS 可以包含多个计算节点，用户可根据以下原则规划计算节点数量。 

• 一套 CAS 虚拟化平台可以包含多个主机池，每个主机池对应一个 CAS 计算节点。 

• 一套 VMware 虚拟化平台可以包含多个集群，每个集群对应一个 VMware 计算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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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计算节点网络模式 

一套 H3Cloud OS 可以包含多个计算节点，用户需分别确认每个计算节点的网络模式。 

• VLAN 模式，租户网络之间采用 VLAN 隔离，适用于“VLAN 方案”。 

• VXLAN 网络 Overlay 模式，租户网络之间采用 VXLAN 隔离，报文在网络设备上进行 VXLAN
封装，适用于“VXLAN VPC 方案”。 

• VXLAN 主机 Overlay 模式，租户网络之间采用 VXLAN 隔离，报文在 vSwitch 上进行 VXLAN
封装，适用于“VXLAN VPC 方案”和“NFV VXLAN VPC 方案”。 

 

单个计算节点的网络模式需要与 H3Cloud 组网方案保持一致。 

 

2.5  H3Cloud组网方案确认 

H3Cloud OS 支持多种类型的 H3Cloud 组网方案。部署操作开始前，用户需确认当前所采用的

H3Cloud 组网方案类型。 

如果方案中需使用 VCFC，则用户需联系 VCFC 管理员获取如表 2-5 所示的 VCFC 参数。 

表2-5 VCFC 参数 

参数 说明 

VCFC IP地址 VCFC的管理IP地址。 

VCFC端口 VCFC的端口号。 

VCFC用户名 登录VCFC的用户名。 

VCFC密码 登录VCFC的密码。 

 

2.6  租户规划 

租户是对以租赁方式使用云资源的团体和个人的统称。用户需要根据租户的组织结构规划 H3Cloud 
OS 组织，以便后续对各项云资源进行分配。 

租户规划时需要规划的内容包括： 

• 各级组织与各级租户之间的映射关系 

• 各组织之间的隶属关系 

• 组织的组织管理员 

 

云本身也是一个组织，是所有一级组织的父组织，该组织的管理员为云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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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可用域规划 

可用域是一种对资源隔离的方法，用户可根据组织的基础资源需求、虚拟化平台类型或租户业务类

型来规划可用域 

2.7.1  可用域类型介绍 

H3Cloud OS 可用域特性主要继承了 OpenStack 的 Nova 可用域和 Cinder 可用域，并且根据

H3Cloud 云计算解决方案的整体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约束和定制。在 H3Cloud OS 中，Nova 可用

域被称为“计算可用域”，Cinder 可用域被称为“存储可用域”。 

• 计算可用域：计算可用域基于 Nova 可用域开发，主要用于标识计算资源池。并且 H3Cloud OS
允许云管理员为一个计算可用域配置一个或多个别名。最终用户可方便的通过别名来选择合适

的计算资源池。 

• 存储可用域：存储可用域基于 Cinder 可用域开发，主要用于标识块存储资源池。并且 H3Cloud    
OS 允许云管理员为一个存储可用域配置一个或多个别名。最终用户可方便的通过别名来选择

合适的块存储资源池。 

2.7.2  可用域规划 

规划可用域时应注意： 

• 一个计算节点对应一个 Nova 可用域和一个 Cinder 可用域。 

• 一个 Nova 可用域可以对应多个计算可用域，一个 Cinder 可用域可以对应多个存储可用域。 

• 主机和硬盘位于同一个计算节点上时，主机才可以挂载硬盘。 

2.8  基础资源统计 

统计各计算节点及云可以提供的 CPU、内存、存储资源。 

2.8.1  CPU资源统计 

分别统计每个计算节点中物理 CPU 核心数量。 

• 每个计算节点中可供分配的 CPU 数量最大值为“物理 CPU 核心数量×16”。 

• 整个云可供分配的 CPU 数量最大值为各计算节点可供分配 CPU 最大数量之和。 

2.8.2  内存资源统计 

分别统计每计算节点中物理内存的容量。 

• 每个计算节点可供分配的内存容量最大值为“物理内存容量×1.5”。 

• 整个云可供分配的内存容量最大值为各计算节点可供分配内存最大数量之和。 

2.8.3  存储资源统计 

分别统计每个计算节点中共享存储的容量及类型和各物理服务器的本地存储容量及类型。 

• 对于共享存储，每个计算节点中可供分配的共享存储容量最大值为“共享存储容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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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本地存储，计算节点中各物理服务器的本地存储容量及类型要保持一致，每个计算节点中

可供分配的本地存储容量最大值为“本地存储容量×服务器数量×1”。 

• 每个计算节点可供分配的存储容量最大值为“（共享存储容量最大值+本地存储容量*服务器数

量）×1” 

• 整个云可供分配的存储容量最大值为各计算节点可供分配存储最大数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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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并部署H3Cloud OS 
H3Cloud OS 的安装盘采用了一体化设计，用户通过该安装盘即可完成操作系统、数据库、消息队

列以及 H3Cloud OS 各组件的安装和部署操作。 

 

• 安装部署开始前，请用户正确设置服务器（虚拟服务器请设置宿主机）的系统时间。安装部署

完成后再修改系统时间会造成部分服务组件异常。 

• 在安装过程中，FC 存储会自动被过滤掉，即操作系统只能安装在本地磁盘中。 

• 当前版本使用 GPT 分区表安装操作系统，可支持大于 2TB 的本地磁盘。 

 

3.1  安装操作系统 

(1) 启动服务器并将 H3Cloud OS 安装盘放入光驱。 

(2) 选择从光驱引导后，进入 H3Cloud OS 安装向导界面，如图 3-1 所示。 

图3-1 H3Cloud OS 安装向导 

 

 

(3) 选择“Install H3Cloud OS”选项（缺省选项），按<Enter>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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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Cloud OS 在安装时会根据服务器磁盘数量（单块或多块）和磁盘上是否有数据等情况向用户询

问多种信息。具体的操作步骤请参考 12.1.1  章节。 

 

(4) 进入“INSTALLATION SUMMARY”界面，如图 3-2 所示。安装汇总界面包括多个配置项，

其中“SOFTWARE SELECTION”配置项和“NETWORK&HOST NAME”配置项需要具体

配置，其他配置项使用缺省值即可。 

图3-2 安装汇总界面 

 
 

(5) 点击“SOFTWARE SELECTION”配置项，选择要安装的软件包，如图 3-3 所示。选择“H3Cloud 
OS Master Node”软件包，单击左上角的<Done>按钮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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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软件选择界面 

 
 

(6) 点击“NETWORK&HOST NAME”配置项，弹出配置网络与主机名窗口，如图 3-4 所示。 

图3-4 网络与主机名配置 

 
 

(7) 在 Host name 文本框中配置服务器的主机名，注意不要使用“localhost”关键字。且在集群

模式下，三个节点的服务器主机名不能相同。 

(8) 选择要配置的网卡，单击<Configure>按钮弹出网卡配置窗口，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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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网卡配置 

 
 

(9) 选择“General”选项卡，选中“Automatically connect to this network when it is available”
选项，如图 3-6 所示。 

图3-6 网卡配置 

 
 

(10) 选择“IPv4 Settings”选项卡，在“Method”下拉菜单中选择“Manual”选项，单击<Add>
按钮，配置 IPv4 地址、掩码和网关（此 IP 地址为管理网 IP），并选中“Require IPv4 addressing 
for this connection to complete”，如图 3-7 所示，单击<Save>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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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网卡配置 

 

 

 

请务必须配置网关地址，否则可能会导致部署失败。 

 

(11) 网络配置完成后，请将网络连接配置为 ON 状态（ ）。单击左上角的<Done>按钮完

成配置，如图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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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网卡配置完成 

  

 

 

• 配置网络连接时，目前仅 IPv4 地址的配置有效，暂不支持 IPv6 地址。 

• 配置 IP 地址时，可能会出现不能 SAVE（保存）配置的情况，请删除当前配置后再重新配置。 

 

(12) “SOFTWARE SELECTION”配置项和“NETWORK&HOST NAME”配置项配置完成后，

界面如图 3-9 所示，单击<Begin Installation>按钮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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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配置完成 

 

 

(13) 安装过程如图 3-10 所示。 

图3-10 安装过程 

 
 

(14) 安装完成，系统重启。重启完成后的界面如图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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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重启完成 

 

 

 

• 服务器操作系统的缺省用户名和密码为：root/cloudos。 

•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的缺省用户名和密码为：admin/admin。 

 

3.2  部署H3Cloud OS组件 

3.2.1  配置向导 

 

部署 H3Cloud OS 需提前安装好集群所有节点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安装过程请参考 3.1  。 

 

表3-1 配置向导 

操作 详细配置 

登录部署界面 3.2.2   

选择部署模式 3.2.3   

 

3.2.2  登录部署界面 

(1) 启动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h3cloudos_ip_address>:9090 打开“H3Cloud OS 安装

部署服务”登录页面，如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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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登录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 

 
 

(2) 输入缺省的用户名和密码：admin/admin，单击<登录>按钮进入安装部署服务首页，如图 3-13
所示。 

图3-13 安装部署服务首页 

 

 

(3) 如图 3-14 所示，鼠标移至页面右上角的“admin”图标处，在浮出菜单中选择[修改密码]菜单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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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浮出菜单 

 

 

(4) 弹出“修改密码”窗口，如图 3-15 所示，输入原密码和新密码后单击<确定>按钮。 

图3-15 修改密码 

 

 

3.2.3  开始部署 

(1) 点击首页中的“加号”图标准备启动部署向导。如图 3-16 所示 



 

3-11 

图3-16 准备启动部署向导 

 

 

(2) 弹出安装模式选择窗口，如图 3-17 所示，选择“单机模式”。 

图3-17 选择安装模式 

  

 

(3) 如图 3-18 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 

 

此时可点击“加号”图标增加计算节点，或单击<下一步>按钮跳过此步骤。跳过此步骤后，可等部

署完成后再增加计算节点。增加计算节点的具体步骤请参考 10.1.1  章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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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添加计算节点 

 
 

(4) 进入配置信息确认页面，如图 3-19 所示，确认无误后单击<开始部署>按钮。 

图3-19 配置信息确认 

 

 

(5) 开始部署 H3Cloud OS，如图 3-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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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开始部署 

 

 

 

部署过程中请勿刷新或关闭浏览器。 

 

(6) 部署成功后，如图 3-21 所示，单击<完成>按钮，返回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首页。 

图3-21 部署成功 

 

 

3.3  查看节点信息 

(1) 在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首页，可查看控制节点信息。将鼠标浮动到控制节点图标上，

查看控制节点详细信息，如图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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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控制节点信息 

 

 

(2) 点击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页面中选择“计算节点”页签，可查看计算节点信息。将鼠

标移动到计算节点图标上可查看计算节点的详细信息，如图 3-23 所示。 

图3-23 计算节点信息 

 

 

3.4  登录H3Cloud云管理平台 

(1) 启动浏览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 http://<h3cloudos_ip_address>，打开 H3Cloud 云管

理平台登录页面，如图 3-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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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登录 H3Cloud 云管理平台 

 
 

(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登录>按钮，登录 H3Cloud 云管理平台。 

 

 

• 云管理员缺省的用户名密码为 admin/cloudos。 

• 第一次登录 H3Cloud 云管理平台时，admin 用户只能使用运维管理的相关功能，其他功能需要

在 admin 用户完成初始化配置后才能使用。 

• 浏览器仅支持分辨率 100%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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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3Cloud OS初始化配置 
H3Cloud OS 部署完成后，缺省可以登录的用户为 admin。因此，本章将以 admin 用户为例，介绍

如何对 H3Cloud OS 进行初始化配置。 

4.1  H3Cloud OS初始化配置流程 

H3Cloud OS 的初始化配置流程如表 4-1 所示。 

表4-1 配置流程介绍 

操作步骤 描述 参考 

联动配置 配置H3Cloud OS与邮件系统联动。 4.2   

配置可用域 配置H3Cloud OS的计算可用域与存储可用域。 4.3   

网络规划 根据H3Cloud组网方案配置H3Cloud OS的网络自动化类型及参数。 4.4   

管理服务列表 确定H3Cloud要提供的云服务，并通过系统参数启用或禁用相应的云服务。 4.5   

配置资源规格 配置云用户在申请资源时可以选择的资源规格。 4.6   

配置计费策略 根据配置的资源规格制定计费策略。 4.7   

配置私有云 配置云基础设施的资源配额及提供服务时的计费策略。 4.8   

配置租户 配置私有云的组织机构、租户和权限分组。 4.9   

配置流程 配置私有云和租户的流程。 4.10   

增加公网地址池 为私有云增加公网地址池。 4.11   

 

4.2  联动配置 

4.2.1  配置H3Cloud OS与邮件系统联动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系统参数]菜单项，进入系统参数配置页面。 

(2) 选择“连接配置”页签。 

(3) 在“邮件服务连接配置”区域配置以下参数： 

 发件服务器地址/域名：邮件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 

 发件人邮件地址：发件人的邮箱地址。 

 发件人身份验证：发送邮件是否需要身份验证。 

 发件人用户名：需要身份验证时使用的用户名。 

 发件人密码：需要身份验证时使用的密码。 

 使用安全连接（SSL）：邮件服务器是否要求使用安全连接。 

(4) 单击本区域的<测试>按钮，测试配置的参数是否正确。 

(5) 测试通过后，单击本区域的<确定>按钮使配置生效。 



 

4-2 

4.3  配置可用域 

根据规划配置计算可用域与存储可用域。 

4.3.1  增加计算可用域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可用域管理]菜单项，进入可用域管理页面。 

(2) 单击计算可用域区域的<新建>按钮，弹出“增加可用域”对话框，如图 4-1 所示。 

图4-1 增加计算可用域 

 

 

(3) 配置计算可用域参数： 

 可用域名称：计算可用域的名称 

 描述：计算可用域的描述信息。 

 虚拟化类型：计算可用域对应的虚拟化类型。 

 新建方式：计算可用域如何映射到 Nova 可用域。 

− 使用原有可用域：使用已存在的 Nova 可用域。 

− 新可用域：创建新的 Nova 可用域。 

 可用域：计算可用域映射的 Nova 可用域。 

 可用主机：新建 Nova 可用域时指定该 Nova 可用域中的计算节点。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4.3.2  增加存储可用域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可用域管理]菜单项，进入可用域管理页面。 

(2) 单击存储可用域区域的<新建>按钮，弹出“增加可用域”对话框，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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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增加存储可用域 

 
 

(3) 配置存储可用域参数： 

 可用域别名：存储可用域的名称。 

 描述：存储可用域的描述信息。 

 虚拟化类型：存储可用域对应的虚拟化类型。 

 可用域：存储可用域映射的 Cinder 可用域。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 存储节点是与计算节点部署在一起，Cinder 可用域中的存储节点需要在部署计算节点时指定。 

• 虚拟化类型：存储可用域对应的虚拟化类型，包括 CAS 和 VMware。 

 

4.4  网络规划 

根据 H3Cloud 组网方案配置 H3Cloud OS 的网络自动化类型及参数。 

 

私有云创建完成后，请勿随意切换网络自动化类型。 

 

 

• 有关网络多出口的详细配置方法请参考《H3Cloud OS 支持网络多出口特性说明书》。 

• 在需要 VCFC 下发安全组的场景中，须在安装部署完成后进入 OpenStack 容器中，修改以下

配置文件及其中的配置项：/etc/neutron/plugins/ml2/ml2_conf_h3c.ini  
----enable_security_group = False，将对应配置项从“False”改为“True” 并在容器中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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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置。H3Cloud OS 的版本升级后，该配置项会与上个版本中的配置保持一致，即 H3Cloud 
OS 升级不会影响该配置项。 

 

4.4.1  VLAN方案 

1. 轻VLAN方案（无网络和安全服务）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网络规划]菜单项，进入网络规划页面。 

(2) 单击网络自动化页面。 

(3) 选择网络自动化类型为“无”，如图 4-3 所示。 

图4-3 网络自动化配置 

 
 

(4) 选择租户网络隔离模式为“VLAN” 

(5) 输入租户网络使用的 VLAN 范围。 

(6)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配置。 

2. VLAN VPC方案 

(1) 在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网络规划]菜单项，进入网络规划页面。 

(2) 单击网络自动化页面。 

(3) 选择网络自动化类型为“H3Cloud OS”，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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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网络自动化配置 

 

 

(4) 选择“基础配置”页签，配置以下参数： 

 租户网络隔离模式：配置为“VLAN”。 

 控制器协议：访问 VCFC 时使用的协议，请选择“http”。 

 控制器 IP 地址：VCFC 的 IP 地址。 

 控制器端口号：VCFC 的端口号。 

 控制器用户名：访问 VCFC 时使用的用户名。 

 控制器密码：访问 VCFC 时使用的密码。 

 校验：校验填写的 VCFC 配置参数是否正确。 

 网络出口配置：添加网络出口配置，输入对应网络出口所使用的 VLAN 范围。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基础配置。 

(6) 选择“地址池”页签，增加以下地址池和 VLAN ID 范围： 

 防火墙下行网络 IP 地址池 

 防火墙上行网络 IP 地址池 

 Context 设备管理网络 IP 地址池 

 租户承载网络 IP 地址池 

 租户承载网络 VLAN ID 范围 

(7) 选择“网元”页签，增加以下网元。 

 网关设备 

 接入设备 

 防火墙设备 



 

4-6 

 负载均衡设备 

 

“网关设备”与“接入设备”的“VTEP IP”为必填项，在本组网方案中“VTEP IP”可配置为任

意 IP 地址且不会影响最终的运行效果。 

 

(8) 选择“Context 模板”页签，为以下类型的网元增加 Context 模板。 

 防火墙设备 

 负载均衡设备 

4.4.2  VXLAN VPC方案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网络规划]菜单项，进入网络规划页面。 

(2) 单击网络自动化页面。 

(3) 选择网络自动化类型为“H3Cloud OS”，如图 4-5 所示。 

图4-5 网络自动化配置 

 

 

(4) 选择“基础配置”页签，配置以下参数： 

 租户网络隔离模式：配置为“VXLAN”。 

 控制器协议：访问 VCFC 时使用的协议，请选择“http”。 

 控制器 IP 地址：VCFC 的 IP 地址。 

 控制器端口号：VCFC 的端口号。 

 控制器用户名：访问 VCFC 时使用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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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器密码：访问 VCFC 时使用的密码。 

 校验：校验填写的 VCFC 配置参数是否正确。 

 网络出口配置：添加网络出口配置，输入对应网络出口所使用的 VLAN 范围。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基础配置。 

(6) 选择“地址池”页签，增加以下地址池和 VLAN ID 范围： 

 防火墙下行网络 IP 地址池 

 防火墙上行网络 IP 地址池 

 Context 设备管理网络 IP 地址池 

 租户承载网络 IP 地址池 

 租户承载网络 VLAN ID 范围 

(7) 选择“网元”页签，增加以下网元。 

 网关设备 

 接入设备 

 防火墙设备 

 负载均衡设备 

 

• 对于网络 Overlay，“接入设备”为必须增加的网元类型。 

• 对于主机 Overlay，只需在 VCFC 中增加相应的“计算域”即可，无需在 H3Cloud OS 中增加

“接入设备”类型的网元。 

• 对于混合Overlay，只需增加网络Overlay部分的“接入设备”网元，主机Overlay部分需在VCFC
中增加相应的“计算域”。 

 

(8) 选择“Context 模板”页签，为以下类型的网元增加 Context 模板。 

 防火墙设备 

 负载均衡设备 

4.4.3  NFV VXLAN VPC方案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网络规划]菜单项，进入网络规划页面。 

(2) 单击网络自动化页面。 

(3) 选择网络自动化类型为“H3Cloud OS”，如图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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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网络自动化配置 

 

 

(4) 选择“基础配置”页签，配置以下参数： 

 租户网络隔离模式：配置为“VXLAN”。 

 控制器协议：访问 VCFC 时使用的协议，请选择“http”。 

 控制器 IP 地址：VCFC 的 IP 地址。 

 控制器端口号：VCFC 的端口号。 

 控制器用户名：访问 VCFC 时使用的用户名。 

 控制器密码：访问 VCFC 时使用的密码。 

 校验：校验填写的 VCFC 配置参数是否正确。 

 网络出口配置：添加网络出口配置，输入对应网络出口所使用的 VLAN 范围。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基础配置。 

 

• 在 NFV VXLAN VPC 方案中，用户无需在 H3Cloud OS 中配置“地址池”、“网元”和“Context
模板”。 

• 在 NFV VXLAN VPC 方案中。用户需要在 VCFC 中配置 VNFM 组件及计算域等相关业务才能

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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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管理服务列表 

用户需要确定 H3Cloud OS 可以提供的云服务，并通过 H3Cloud OS 的系统参数启用或禁用相应的

云服务。 

4.5.1  云服务列表 

H3Cloud 可以提供的云服务如表 4-2 所示，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要启动的业务功能。 

表4-2 服务目录列表 

服务名称 缺省状态 
适用角色 

云管理员 组织管理员 普通用户 

虚拟数据中心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不可用 

主机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裸金属服务 禁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硬盘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快照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镜像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虚拟网卡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密钥对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路由器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不可用 

网络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不可用 

负载均衡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公网IP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防火墙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不可用 

安全组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关系型数据库（主备）

服务 禁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IPS服务 禁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防病毒服务 禁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应用安全服务 禁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大数据分析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大数据集群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关系型数据库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非关系型数据库服务 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云桌面服务 禁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多级云服务 禁用 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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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称 缺省状态 
适用角色 

云管理员 组织管理员 普通用户 

VLAN/IP地址管理 禁用 可用 可用 不可用 

消息通知服务 邮件 可用 可用 可用 

报表服务 禁用 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列定制服务 禁用 可用 可用 不可用 

平台监控 禁用 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网络拓扑服务 禁用 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虚拟化管理 启用 可用 不可用 不可用 

 

4.5.2  启用/禁用云服务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系统参数]菜单项，进入系统参数页面。系统参数页面包含多个页

签，缺省为“服务目录”页签，如图 4-7 所示。 

图4-7 系统参数-服务目录 

  

 

(2) 配置“启用”或“禁用”相应的云服务。 

(3) 注销并重新登录 H3Cloud OS 使配置生效。 

4.6  配置资源规格 

资源规格是对用户所申请资源的一组客观描述。用户可以通过 H3Cloud OS 的资源规格功能管理云

服务提供资源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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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规格类型 

H3Cloud OS 针对不同云服务提供的资源规格可由表 4-3 中所示的规格配置项构成。 

表4-3 规格配置项 

服务类型 规格项类型 离散型 连续型 

主机 

CPU数量 支持 不支持 

内存容量 支持 不支持 

系统盘容量 支持 不支持 

存储类型 支持 不支持 

硬盘 磁盘容量 支持 支持 

公网IP 网络带宽 支持 支持 

防火墙 吞吐量 支持 不支持 

负载均衡 吞吐量 支持 不支持 

大数据分析 内存容量 支持 不支持 

大数据集群 内存容量 支持 不支持 

非关系型数据库 

CPU数量 支持 不支持 

内存容量 支持 不支持 

系统盘 支持 支持 

容量 支持 支持 

数据库类型 支持 不支持 

部署模式 支持 不支持 

关系型数据库 

CPU数量 支持 不支持 

内存容量 支持 不支持 

系统盘 支持 支持 

容量 支持 支持 

数据库类型 支持 不支持 

部署模式 支持 不支持 

虚拟网卡 虚拟网卡 支持 不支持 

HP主机 

处理单元 支持 不支持 

内存 支持 不支持 

系统盘 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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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配置资源规格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资源规格]菜单项，进入资源规格页面，如图 4-8 所示。 

图4-8 业务功能参数 

 

 

(2) 为不同的云服务类型配置相应的规格项。 

 

添加的主机规格不得超出服务器的最大能力，否则服务器无法提供该主机所需的资源。 

 

4.7  配置计费策略 

计费策略是由一组费用收取规则构成的规则集。admin 用户可以通过 H3Cloud OS 计费策略管理功

能定义相应服务的资源费用收取规则。 

4.7.1  计费项目 

H3Cloud OS 根据不同云服务提供的资源规格预置了表 4-4 中所示的计费项目。 

表4-4 计费项目 

服务类型 计费项目 

主机 

CPU数量 

内存容量 

系统盘容量 

存储类型 

硬盘 磁盘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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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 计费项目 

存储类型 

防火墙 吞吐量 

负载均衡 吞吐量 

公网IP 网络带宽 

大数据分析 

CPU 

内存 

硬盘 

大数据集群 

CPU 

内存 

硬盘 

类型 

非关系型数据库 

CPU 

内存 

系统盘 

容量 

数据库类型 

部署模式 

关系型数据库 

CPU 

内存 

系统盘 

容量 

数据库类型 

部署模式 

云桌面 

CPU 

内存 

硬盘 

虚拟网卡 虚拟网卡 

HP主机 

处理单元 

内存 

系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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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增加计费策略 

(1) 在侧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计费策略]菜单项，进入计费策略管理页面，如图 4-9 所示。 

图4-9 计费策略列表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增加计费策略页面，如图 4-10 所示。 

图4-10 增加计费策略 

 
 

(3) 根据不同云服务提供的资源规格配置计费策略参数。 

(4) 单击页面下部的<确定>按钮完成配置。 

4.8  配置私有云 

私有云是对一组云基础设施进行管理抽象后的单一对象。用户可以通过 H3Cloud OS 私有云管理功

能定义私有云的资源配额及计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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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资源配额类型 

用户可以在私有云中定义表 4-5 所示类型的资源配额。 

表4-5 资源配额类型 

资源配额类型 单位 

CPU数量 核 

内存容量 GB 

主机数量 个 

存储总容量 GB 

硬盘数量 个 

快照数量 个 

路由器数量 个 

网络数量 个 

网卡数量 个 

公网IP数量 个 

防火墙数量 个 

负载均衡数量 个 

 

4.8.2  新建私有云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私有云]菜单项，进入私有云页面，如图 4-11 所示。 

图4-11 私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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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私有云页面，如图 4-12 所示。 

图4-12 新建私有云 

 

 

(3) 配置私有云参数。 

(4) 单击页面下部的<确定>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4-13 所示。 

图4-13 完成私有云创建 

 
 

4.9  配置租户 

租户的相关配置主要由：配置组织、配置权限分组和增加用户三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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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配置组织 

配置组织时，admin 用户应根据之前确定的租户规划方案进行配置。配置时应注意，组织应准确反

映各级组织与各级租户之间的映射关系，以及各组织之间的隶属关系。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租户管理/组织机构]，进入组织机构页面，如图 4-14 所示。 

图4-14 组织机构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增加组织”窗口，如图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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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增加组织 

 

 

(3) 配置组织机构参数。 

 名称：组织的名称。 

 描述：组织的描述信息。 

 上级组织：选择该组织的父组织。 

 可用域：可以为该组织提供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的可用域。子组织的可用域只能是父组织

的子集。 

 计算配额：输入组织的计算资源配额。 

 存储配额：输入组织的存储资源配额。 

 网络配额：输入组织的网络资源配额。 

 

子组织资源配额之和不能大于父组织的资源配额。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增加组织操作，如图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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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完成增加组织 

 
 

4.9.2  配置权限分组 

H3Cloud OS 的权限分组功能是一种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类功能，每种角色都有自己的权限集。

admin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裁剪某一角色的权限从而形成新的权限分组，属于该分组中的用户会

继承分组的相应权限。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租户管理/权限分组]，进入新建权限分组页面，如图 4-17 所示。 

图4-17 权限分组 

 

 

(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权限分组”窗口，如图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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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新建权限分组 

 
 

(3) 为分组配置权限。 

 分组名称：权限分组的名称。 

 角色：权限分组所基于的角色。 

 分组描述：权限分组的描述信息。 

 权限操作：分组所具有的权限。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4-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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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完成新建权限分组 

 

4.9.3  增加用户 

配置完组织和权限分组后，admin 用户即可以增加新的云用户。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租户管理/用户]，进入用户管理页面，如图 4-20 所示。 

图4-20 用户 

 

 

(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用户”窗口，如图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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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新建用户 

 
 

(3) 配置用户信息。 

 登录名称：云用户登录 H3Cloud OS 时使用的用户名。 

 密码/确认密码：云用户登录 H3Cloud OS 时使用的密码。 

 权限分组：云用户所属的权限分组。 

 角色：云用户所属的角色，与权限分组相关联。 

 组织机构：用户所属的组织。如果用户属于“私有云”，则权限分组必须为基于“云管理员”

角色的权限分组。 

 用户信息：云用户的各项基本信息。 

(4) 单击<确认>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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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完成新建用户 

 

4.10  配置流程 

流程是一种规范云资源使用的方法和手段。admin 用户通过配置流程可以有效规范普通用户对云资

源的申请和使用。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流程管理]菜单项，进入流程管理页面。 

(2) 单击<定制流程>按钮，弹出“定制流程”窗口，如图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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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定制流程 

 
 

(3) 配置流程参数： 

 名称：流程的名称。 

 选择审批级别：流程审批的级别数量。 

 描述：流程的描述信息。 

 租户：使用该流程的租户。 

 资源类型操作：需要通过流程审批才能进行的操作。 

 一级审批人：流程的一级审批人，缺省为用户的组织管理员。 

 N 级审批人：流程的第 N 级审批人，N 与流程的审批级别有关。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流程创建，新创建的流程默认为“禁用”状态。 

(5) 在流程列表中选择要启用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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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更多操作/启用]菜单项，启用相应的流程，如图 4-24 所示。 

图4-24 流程管理 

 

 

 

• 一个组织的一种资源操作只能有一个生效的流程。 

• “默认流程”是一个低优先级的流程，当租户的资源操作没有对应的定制流程时，“默认流程”

才会生效。 

 

4.11  增加公网地址池 

H3Cloud OS 公网地址池是一组由 admin 用户增加的公网 IP 地址。admin 用户增加公网地址池后，

租户可从池中选择公网 IP 地址分配给主机和监听器使用。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网络与安全/公网地址池]菜单项，进入公网地址池管理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增公网地址池对话框。 

图4-25 新增公网地址池 

 
 

(3) 配置公网地址池参数。 

 名称：公网地址池的名称。 

 网络地址：公网地址池的网络地址，一个可用的 CIDR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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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关地址：该网络的网关，用户可自行指定网络中的地址为网关地址，若留空则默认为该

网络中的第一个可用地址。 

 地址范围：网络地址中的某段地址，最多可输入 10 段地址，各段之间以分号分隔，每段格

式为“起始 IP-结束 IP”，地址范围中不能包含网关地址。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在使用公网地址池功能前需在[运维管理/系统参数]页面的“服务目录”页签中启用“公网 IP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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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管理员配置 
此章节需要创建组织管理员用户后才能进行如下操作。本章以组织管理员用户为例，介绍如何对

H3Cloud OS 的组织机构进行初始化操作。 

5.1  组织管理员操作流程 

组织管理员的一般操作流程如表 5-1 所示。 

表5-1 操作流程介绍 

操作步骤 描述 参考 

新建防火墙 组织管理员为组织机构创建防火墙。 5.2   

新建路由器 组织管理新建路由器。 5.3   

新建防火墙规则 组织管理员新建防火墙规则 5.4   

新建网络 组织管理员新建网络。 5.5   

上传镜像 组织管理员使用本地和服务器方式上传镜像。 5.6   

 

5.2  新建防火墙 

防火墙是用于为租户提供内外网安全防护的功能。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网络与安全/防火墙]菜单项，进入防火墙页面。 

(2) 单击“防火墙”页签。 

(3)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防火墙对话框。 

图5-1 新建防火墙 

 

 

(4) 配置防火墙参数。 



 

5-2 

 名称：防火墙名称 

 描述：防火墙的描述信息。 

 吞吐量：防火墙的吞吐量，防火墙在不丢帧情况下能够接收并转发的最大数据速率。 

(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新建完成的防火墙状态为“非活跃”，只有绑定到路由器后才会实际下发。 

 

5.3  新建路由器 

路由器是为租户私有网络提供互联互通功能的逻辑实体。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网络与安全/路由器]菜单项，进入路由器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路由器对话框。 

图5-2 新建路由器 

 

 

(3) 配置路由器参数。 

 名称：路由器名称。 

 描述：路由器的描述信息。 

 防火墙：可选配置项，路由器绑定的防火墙，可以在创建路由器时绑定已存在的路由器，

也可创建完成路由器之后，在[更多操作]中选择“连接到防火墙”完成路由器绑定防火墙的

操作。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4  新建防火墙规则 

每个防火墙设备都会绑定一个规则集，规则集是一组防火墙规则的集合，在实际使用时，防火墙设

备会根据防火墙规则阻拦或放行外部网络与内部网络之间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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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网络与安全/防火墙]菜单项，进入防火墙页面。 

(2) 单击“规则集”页签。 

(3) 点击规则集名称链接，进入规则集详细信息页面。 

(4) 单击<新建规则>按钮，弹出新建规则窗口。 

图5-3 新建规则 

 
 

(5) 配置防火墙规则参数。 

 名称：规则名称。 

 协议：规则生效的协议，目前支持 TCP、UDP、ICMP。若为 ANY 则对所有协议都生效。 

 行为：接受表示对符合规则的流量放行，拒绝表示对符合规则的流量阻拦。 

 源 IP：流量的源 IP 地址。 

 源端口：TCP、UDP 连接的源端口。（仅 TCP/UDP 有此选项） 

 目的 IP：流量的目的 IP 地址。 

 目的端口：TCP、UDP 连接的目的端口。（仅 TCP/UDP 有此选项） 

 前于：表示规则的顺序，先于某条规则。 

 后于：表示规则的顺序，后于某条规则。 

5.5  新建网络 

网络即租户的私有网络。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网络与安全/网络]菜单项，进入网络页面。 

(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私有网络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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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新建私有网络 

 
 

(3) 配置网络参数信息。 

 名称：租户私有网络名称。 

 网络地址：私有网络的网络地址，需在租户网络配额范围内。 

 网络类型：可选择网络类型。在网络规划为“无”模式时，网络类型支持 FLAT 类型与 VLAN
类型的网络；在网络规划为“H3CloudOS”模式时，网络类型支持 VLAN 类型与 VXLAN
类型的网络。 

 网络出口：配置在该网络上的网络出口配置。 

 网关地址：租户私有网络的网关地址，缺省为网段内的第一个地址，网络连接至路由器时，

该地址会配置到路由器上。 

 资源区域：用户在创建网络时可选择能使用该网络的计算可用域。 

 DHCP：开启此网络的 DHCP，并给该网络下创建的虚拟机分配 IP 地址。 

 地址池：该网络中可以使用的 IP 地址范围。 

 DNS：该网络中主机使用的 DNS 服务的 IP 地址。 

 主机路由：配置在该网络中主机上的静态路由。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6  新建镜像 

组织管理员通过新建镜像功能可在本组织中增加一个自定义镜像，自定义镜像仅能被本组织用户使

用。镜像上传方式分为本地上传和服务器上传，超过 5G 大小的镜像文件建议采用服务器上传方式。 

 

上传镜像时，不支持同一浏览器打开多个页面同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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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镜像上传方式-本地上传 

(1) 单击左导航树中的[计算与存储/镜像]菜单项，进入镜像管理页面。 

(2) 点击 “自定义”页签来管理自定义类型的镜像。 

(3)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镜像窗口。 

图5-5 上传镜像 

 
 

(4) 配置镜像参数。 

 名称：镜像名称。 

 描述：镜像的描述信息。 

 格式：上传的镜像文件的格式，目前支持 QCOW2、VMDK、RAW。 

 虚拟化类型：制作镜像文件时选择的虚拟化平台类型。 

 操作系统：镜像文件的操作系统。 

 最小 CPU（核）：用户使用镜像创建主机时的最小 CPU 数量。 

 最小内存（MB）：用户使用镜像创建主机时的最小内存容量。 

 最小磁盘（GB）：用户使用镜像创建主机时的最小系统盘容量。 

 服务与应用：创建应用部署或大数据镜像是请选择此项。 

(5) 选择 “上传方式”为本地上传。 

 本地上传：通过浏览器将用户本地的镜像文件上传至服务器。 

 服务器上传：先通过 FTP 工具将用户本地的镜像文件上传至服务器，然后再通过浏览器将

镜像文件导入系统。 

(6) 单击<选择文件>按钮，选择本地镜像文件。 

(7) 单击<确定>按钮开始上传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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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镜像上传方式-服务器上传 

 

• 镜像文件大于 5GB 时建议使用服务器上传方式上传镜像。 

• 使用服务器上传方式上传镜像时，需通过 FTP 工具将本地的镜像文件上传至 H3Cloud OS，再

通过浏览器将镜像文件导入系统。 

• 使用租户的用户名密码将镜像文件上传至 FTP 服务器。 

 

(1) 单击左导航树中的[计算与存储/镜像]菜单项，进入镜像管理页面。 

(2) 点击 “自定义”页签来管理自定义类型的镜像。 

(3)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镜像窗口。 

图5-6 创建镜像 

 

 

(4) 配置镜像参数。 

 名称：镜像名称。 

 描述：镜像的描述信息。 

 格式：上传的镜像文件的格式，目前支持 QCOW2、VMDK、RAW。 

 虚拟化类型：制作镜像文件时选择的虚拟化平台类型。 

 操作系统：镜像文件的操作系统。 

 最小 CPU（核）：用户使用镜像创建主机时的最小 CPU 数量。 

 最小内存（MB）：用户使用镜像创建主机时的最小内存容量。 

 最小磁盘（GB）：用户使用镜像创建主机时的最小系统盘容量。 

 服务与应用：创建应用部署或大数据镜像是请选择此项。 

(5) 选择 “上传方式”为服务器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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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查看镜像文件图标“ ”，弹出镜像文件列表对话框。 

(7) 在镜像文件列表中选择需要上传的镜像文件。 

(8) 单击<确定>按钮。 

(9) 输入本地镜像的 MD5 值。 

(10) 单击<确定>按钮开始上传镜像。 

 

用户可通过[创建镜像]窗口右下角的“下载 MD5 工具”按钮下载 MD5 工具并计算镜像的 MD5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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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普通用户操作 
此章节需要创建普通用户后才能进行如下操作。本章介绍普通用户如何使用H3Cloud OS基础功能。 

6.1  普通用户操作流程 

普通用户一般操作流程如表 6-1 所示。 

表6-1 操作流程介绍 

操作步骤 描述 参考 

申请主机 普通用户申请主机操作。 6.2   

申请硬盘 普通用户申请硬盘操作。 6.3   

挂载硬盘 普通用户挂载硬盘操作。 6.4   

新建硬盘快照 普通用户新建硬盘快照操作。 6.5   

新建虚拟网卡 普通用户申请新建虚拟网卡 6.6   

加载网卡 普通用户为主机加载虚拟网卡操作。 6.7   

申请公网IP 普通用户申请公网IP操作。 6.8   

为主机分配公网IP 普通用户将申请的公网IP分配给主机。 6.9   

 

6.2  申请主机 

普通用户通过该功能申请主机，申请完成后需等待管理员审批通过后，才能创建成功。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计算与存储/主机]菜单项，进入主机管理页面。 

(2) 单击<申请主机>按钮，弹出申请主机窗口。 

(3) 配置主机[基本配置]参数。 

 资源区域：提供计算资源的计算可用域。请选择网络所对应的资源区域。 

 名称：主机名称。 

 别名：主机别名。 

 密钥对：操作系统采用密钥认证时所使用的密钥对。密钥对中的私钥由用户保存并管理，

H3Cloud OS 仅保存和管理公钥。 

 租期：主机的租期。 

 描述：主机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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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主机基本配置 

 
 

(4)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镜像页面。 

(5) 选择镜像来源. 

 预定义：云管理员在[预定义]页面中上传的镜像，私有云中所有用户都可使用。 

 自定义：云管理员或组织管理员在[自定义]页面中上传的镜像，只有本组织的用户可以使用。 

 快照：用户创建的主机快照。 

(6) 在镜像列表中选择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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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选择镜像 

 
 

(7) 单击<下一步>按钮。 

(8) 选择主机的规格。 

图6-3 选择主机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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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网络页面。 

(10) 在网络列表中选择主机网络。 

图6-4 配置主机网络 

 
 

(11) 单击<更过配置>按钮。 

(12) 配置主机密码和域信息。 

 使用镜像密码：主机使用镜像密码。 

 使用随机密码：主机使用随机密码，默认为此项。 

 自定义密码：主机使用用户自定义密码，需在密码框中输入密码。 

 加入域：将主机加入域，仅支持 VMware 平台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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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主机更多配置 

 
 

(13) 单击<提交>按钮完成申请主机。 

6.3  申请硬盘 

普通用户申请硬盘操作。申请成功后需等待管理员审批通过后方可创建。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计算与存储/硬盘]菜单项，进入硬盘管理页面。 

(2) 单击<申请硬盘>按钮，弹出申请硬盘窗口。 

图6-6 申请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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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硬盘参数。 

 资源区域：提供存储资源的存储可用域。 

 名称：硬盘名称。 

 描述：硬盘的描述信息。 

 存储类型：缺省为普通类型，云管理员可在[运维管理/存储规格]中新建存储规格。 

 容量：申请硬盘的容量。 

 挂载主机：创建完硬盘后，是否立即将硬盘挂载到主机上。默认为否。 

 创建空硬盘：创建一个空的硬盘。 

 从镜像创建：创建一个硬盘，并将镜像加载到硬盘中。 

(4) 单击<提交>按钮完成申请操作。 

6.4  挂载硬盘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计算与存储/硬盘]菜单项，进入硬盘管理页面。 

(2) 在硬盘列表中选择待加载至主机的硬盘。 

(3) 单击<更多操作>按钮，弹出下拉菜单。 

(4)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加载至主机]菜单项，弹出选择主机对话框。 

(5) 选择主机。 

图6-7 加载硬盘至主机 

 
 

(6)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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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加载硬盘完成 

 
 

6.5  新建硬盘快照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计算与存储/硬盘]菜单项，进入硬盘管理页面。 

(2) 选择需要创建快照的硬盘。 

(3) 单击<更多操作>按钮，弹出下拉菜单。 

(4)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创建快照]菜单项，弹出创建快照窗口。 

(5) 配置快照名称和描述信息。 

图6-9 创建快照 

 

 

(6)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用户可在[计算与存储/快照/硬盘快照]页面中，查看已创建的硬盘快照。 

 

6.6  新建虚拟网卡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计算与存储/虚拟网卡]菜单项，进入虚拟网卡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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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创建虚拟网卡对话框。 

(3) 配置网卡信息参数。 

 网卡名称：网卡名称 

 网络：虚拟网卡所属的私有网络。 

 IP 地址：为虚拟网卡指定 IP 地址，缺省为网络中可用的第一个地址。 

 安全组：为虚拟网卡选择安全组。 

图6-10 创建虚拟网卡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创建网卡操作。 

6.7  加载虚拟网卡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计算与存储/虚拟网卡]菜单项，进入虚拟网卡管理页面。 

(2) 在网卡列表中选择待关联主机的虚拟网卡。 

(3) 单击<更过操作>按钮，弹出下拉菜单。 

(4)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绑定主机]菜单项，弹出绑定主机窗口。 

(5) 选择待绑定的主机。 

图6-11 主机绑定虚拟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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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6.8  申请公网IP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网络与安全/公网 IP]菜单项，进入公网 IP 管理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增加公网 IP 对话框。 

(3) 配置公网 IP 参数。 

 名称：公网 IP 名称。 

 所属地址池：公网 IP 地址所属的公网地址池。 

 IP 地址：指定公网 IP 地址，缺省为所属地址池中第一个可用的 IP 地址。 

 公网带宽：公网 IP 的网络带宽。 

图6-12 增加公网 IP 

 
 

(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6.9  为主机分配公网IP 

(1)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网络与安全/公网 IP]菜单项，进入公网 IP 管理页面。 

(2) 选择状态为“未分配”的公网 IP 地址。 

(3) 单击<更过操作>按钮，弹出下拉菜单。 

(4)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分配至主机]菜单项，弹出分配至主机页面。 

(5) 选择使用该公网地址的主机虚拟网卡。 

(6)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主机虚拟网卡所在的私有网络需连接设置有外部网关的路由器，且路由器外部网关需与公网 IP 地址

在同一地址池中，才能将该公网 IP 分配至主机。 

 



 

7-1 

7 关系型数据库业务 
关系型数据库业务是一种自动部署数据库服务实例的业务。当云用户申请数据库时，H3Cloud OS
会根据用户请求自动为其部署相应类型的数据库实例。与在虚拟机上部署的数据库实例不同，云用

户申请的数据库实例都是部署在带有高可用支持的物理服务器上。通过使用物理服务器，H3Cloud 
OS 可以为数据库应用提供更高的 I/O 响应速度。 

除此之外，关系型数据库业务还提供了多种数据库的可视化运维功能。通过使用运维功能，云用户

无需再掌握复杂的数据库运维技能，降低了数据库的使用和运维难度。 

H3Cloud OS支持多种类型的关系型数据库业务定制，用户如需要相关服务，请联系H3C技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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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用部署业务 
应用部署业务是一种自动部署应用的业务。当云用户申请部署应用时，H3Cloud OS 会根据用户请

求自动为其部署应用。与在虚拟机上安装某个软件不同，应用部署业务可以为云用户提供从虚拟机

申请到所有应用部署完成的整个流程。通过使用应用部署业务，云用户可快速获得构建核心业务的

各种应用资源。 

H3Cloud OS 支持多种类型的应用部署业务定制，用户如需要相关服务，请联系 H3C 技术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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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软件注册 
H3Cloud OS 中的各组件在部署完成后还需进行 License 注册操作才能正常使用。 

9.1  License简介 

H3Cloud OS 的 License 介绍由 License 类型和 License 计算两部分构成。 

9.1.1  License类型 

H3Cloud OS 提供的 License 类型如表 9-1 所示。 

表9-1 License 类型 

License 类型 有效期 资源数量 续期&扩容 说明 

正式License License控制 License控制 可以 适合在正式生产环境中使用 

试用License 30天 License控制 可以 适合体验H3Cloud OS功能 

临时License 180天 1000 不可以 适合体验H3Cloud OS功能 

 

9.1.2  License计算 

H3Cloud OS 在计算每资源消耗的 License 时如表 9-2 所示。 

表9-2 License 计算 

资源类型 每资源消耗 License 数量 

主机 1 

关系型数据库 消耗数据库服务授权管理License 

 

9.2  注册过程介绍 

 

申请 License 文件后，如果设备信息文件对应的服务器或虚拟机出现网卡变更（包括禁用网卡、新

网卡启用、网卡更换、旧网卡损坏等）、CPU 更换或硬盘更换等硬件信息的变更，将会导致 License
文件失效。 

 

H3Cloud OS 的软件注册过程如表 9-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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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3 H3Cloud OS 软件注册过程 

序号 操作步骤 说明 

1 获取设备信息文件 获取License server的设备信息文件 

2 申请License文件 登录到H3C官方网站进行License首次激活申请或扩容激活申请，获取License
文件 

3 获取License授权 
• 上传 License 文件至 License server 

• 在 H3Cloud OS 上连接 License server，获取 License 授权 

 

9.3  获取设备信息文件 

(1) 登录 License server。 

(2)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授权管理/激活文件管理]菜单项，进入激活文件管理页面。 

(3) 单击激活文件列表上部的<导出 DID>按钮，获取 License server 的设备信息文件。 

 

DID 设备信息文件如果使用中文名称，则申请到的授权文件会出现解析失败的情况，因此建议使用

默认文件名称。 

 

9.4  申请License文件 

获取到设备信息文件后，请登录 H3C 中文网站申请 License： 

• 如果是首次申请 License 文件，具体步骤请查看“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 

• 如果此前已申请过 License 文件，又需要对 License 进行扩容，具体步骤请查看“License 扩

容激活申请”。 

9.4.1  License首次激活申请 

(1) 访问 H3C 公司中文网站 http://www.h3c.com，依次点击“服务-> 授权业务-> License 首次激

活申请”，进入“License 首次激活申请”页面。 

(2) 根据使用的授权方式，在“产品分类”中选择“云应用_H3Cloud OS”。 

(3) 请按照表 9-4 的说明，在页面上填写相关信息。 

表9-4 相关信息说明 

项目 说明 

授权信息 输入授权码 

设备信息 请上传此前获取到的设备信息文件 

用户信息 请填写您的用户信息，其中带“*”的项目必填 

 

http://www.h3c.com/


 

9-3 

(4) 请输入验证码并选中“已阅读并同意法律声明所述服务条款各项内容”选项。 

(5) 单击<获取激活码（文件）>按钮，请将生成的 License 文件保存到本地 PC 待用。 

9.4.2  License扩容激活申请 

(1) 访问 H3C 公司中文网站 http://www.h3c.com，依次点击“服务-> 授权业务-> License 扩容激

活申请”，进入“License 扩容激活申请”页面。 

(2) 根据使用的授权方式，在“产品分类”中选择“云应用_H3Cloud OS”。 

(3) 请按照表 9-5 的说明，在页面上填写相关信息。 

表9-5 相关信息说明 

项目 说明 

设备信息 上传服务器主机信息：需要上传此前获取到的设备信息文件 

授权信息 输入授权码 

用户信息 请填写您的用户信息，其中带“*”的项目必填 

 

(4) 请输入验证码并选中“已阅读并同意法律声明所述服务条款各项内容”选项。 

(5) 单击<获取激活码（文件）>按钮，请将生成的 License 文件保存到本地 PC 待用。 

9.5  获取License授权 

获取到 License 授权文件后，用户需先将文件上传至 License server，然后再将 H3Cloud OS 连接

至 License server。 

9.5.1  上传License授权文件 

上传 License 授权文件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登录 License server。 

(2)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授权管理/激活文件管理]菜单项，进入激活文件管理页面。 

(3) 单击<安装激活文件>按钮，弹出上传激活文件窗口。 

(4) 选择保存在本地的 License 文件。 

(5) 单击<确定>按钮上传文件。上传成功后在激活文件管理页面会显示获取的授权信息。 

9.5.2  连接License server 

连接 License server 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登录 H3Cloud 云管理平台。 

(2) 在左导航树中单击[运维管理/授权管理]菜单项，进入授权管理页面。 

(3) 配置 License server 的 IP 地址、用户名、密码、端口号参数。 

(4) 单击<连接>按钮连接至 License server。连接成功后云平台会自动获取所有授权信息。 

http://www.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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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升级License Server 

Licenser Server 是管理 H3Cloud OS 云服务授权的重要组件。当 H3Cloud OS 从 E1136H04 之前

的版本升级到 E1136H04 及之后的版本时，需要同步升级相应的 Licenser Server 至 E1132 或后续

版本。 

H3Cloud OS 使用的 License Server 根据部署方式的不同，分为集成 License Server 和独立 License 
Server。 

• 集成 License Server：与 H3Cloud OS 部署在同一台服务器上的 License Server。 

• 独立 License Server：与 H3Cloud OS 部署在不同服务器上的 License Server。 

对于使用集成 License Server 的 H3Cloud OS，现场实施人员可参考后续章节的内容完成集成

License Server 的升级操作。对于使用独立 License Server 的 H3Cloud OS，现场实施人员可联系

相应的管理员并参考 License Server 的配套文档完成 License Server 的升级操作。 

9.6.1  集成License Server步骤 

集成 License Server 的升级步骤如表 9-6 所示。 

表9-6 集成 License Server 升级步骤 

步骤 描述 

卸载旧版License Server 卸载H3Cloud OS自带的旧版License Server（E2179版本） 

清理占用8090端口的进程 清理旧版License Server进程对8090端口的占用。 

安装新版本License Server 安装新版本License Server（E1132或后续版本）。 

 

9.6.2  卸载节点旧版License Server 

(1) 使用 root 用户登录 H3Cloud OS 节点。 

(2) 卸载 License server 软件包。 
[root@cloudos ~]# rpm -e vcf-controller-lics 

(3) 提示是否进行卸载，继续卸载请输入 Y 并回车或直接回车。 
Do you really want to uninstall LICS? (y/n, default:y) :Y 

(4) 提示是否进行备份，输入 y 表示备份，具体步骤如下： 
Do you want to backup the configuration to /opt/LicServer/backup/lics_backup.tar? (y/n, 
default:y) : y 

…Uninstalling vcf-controller-lics... 

…略… 

 

备份并卸载旧版 License Server 会将 License Server 中的配置与授权文件一并备份，方便新版

License Server 的安装与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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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清理占用 8090 端口的进程 

卸载旧版 License Server 后，需要确认占用 8090 端口的进程是否已被清除，否则需要手工清除。 

(1) 使用 root 用户登录 H3Cloud OS Master 节点。 

(2)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 8090 端口是否被占用。 
[root@cloudos ~]# netstat -apn |grep 8090 

tcp6       0      0 :::8090                 :::*                    LISTEN      555 

 

以上信息表明进程 ID 为 555 的进程正在监听 8090 端口，如果没有显示进程 ID，则表明没有进程

在监听 8090 端口，可直接跳过此节。 

 

(3) 使用以下命令结束占用端口的进程，其中 555 为进程 ID，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替换。 
[root@cloudos ~]# kill -9 555 

9.6.4  安装新版License Server 

(1) 使用 root 用户登录 H3Cloud OS Master 节点。 

(2) 使用以下命令进入新版 License Server 软件包的存储目录下。 
[root@cloudos ~]# cd /opt/matrix/component/LicenseServer/resource/file/ 

 

/opt/matrix/component/LicenseServer/resource/file/是新版 License Server 软件包的存储位置。 

 

(3) 查看该目录下软件包的名称。 
[root@cloudos file]# ll 

total 239888 

-rw-r--r--  1 root root 123475604 Dec  1 18:14 LICENSE_SERVER-E1132.rpm 

…略… 

 

软件包的名称格式为 LICENSE_SERVER-version.rpm，其中 version 为版本号。 

 

(4) 执行以下命令开始安装新版 License Server。 
[root@cloudos file]# rpm -ivh LICENSE_SERVER-E1132.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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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5) 设置授权服务端口号。 

 如果为首次安装或者在卸载旧版本时未保留配置，则会提示输入授权服务端口号，直接回

车则使用默认端口号 5555。 

 请确认使用的端口号为空闲端口号。 
Type the license service port (1024-65535, default:5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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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置 HTTP 服务端口号。 

 如果为首次安装或者在卸载旧版本时未保留配置，则会提示输入登录 GUI 界面的 HTTP 端
口号，直接回车则使用默认端口号 8090。 

 请确认使用的端口号为空闲端口号。 
Type the HTTP port for the Web login (1-65535, default:8090) : 

Redirecting to /bin/systemctl/start Licore.service 

Starting tomcat (via systemctl):                                [ok] 

Redirecting to /bin/systemctl/start Licsmonitor.service 

Start lics service successfully. 

 

具体安装方式请参考 License Server 的 E1132 版本配套发布文档《H3C License server 安装指导

-CentOS-5W100》。 

 



 

10-1 

 

10 安装后的管理和维护 

10.1  管理计算节点 

用户通过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可以对计算节点进行增加、修改、删除操作。 

10.1.1  增加计算节点 

(1) 登录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 

图10-1 登录部署服务 

 

 

(2) 点击“计算节点”页签。 

(3) 点击“加号”图标增加计算节点。如图 10-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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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准备添加计算节点 

  

 

(4) 弹出计算节点配置窗口，如图 10-3 所示，根据表 10-1 配置计算节点参数后，单击<检验>按
钮。 

图10-3 计算节点配置-1 

  

 

表10-1 计算节点配置参数-1 

虚拟化类型 相关参数 说明 

H3C CAS CVM IP CVM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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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类型 相关参数 说明 

网络模式 该计算节点所采用的网络模式，包括：VLAN模式、VXLAN网络

Overlay模式和VXLAN主机Overlay模式。 

管理用户名 该计算节点访问CVM时使用的用户名。 

管理用户密码 该计算节点访问CVM时使用的用户名密码。 

VMware vSphere 

虚拟交换机类型 为VMware虚拟机提供网络连接的虚拟交换机类型。 

vCenter IP vCenter的IP地址。 

网络模式 该计算节点所采用的网络模式，包括：VLAN模式、VXLAN网络

Overlay模式和VXLAN主机Overlay模式。 

管理用户名 该计算节点访问vCenter时使用的用户名。 

管理用户密码 该计算节点访问vCenter时使用的用户名密码。 

 

(5) 根据表 10-2 配置计算节点参数，如图 10-4、图 10-5 所示。 

图10-4 计算节点配置-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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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计算节点配置-VMware 

 
 

表10-2 计算节点配置参数-2 

虚拟化类型 相关参数 说明 

H3C CAS 

主机池 CVK服务器所在的主机池名称。 

集群名称 CVK服务器所在的集群名称。 

Cinder可用域 该计算节点的Cinder可用域名称。 

主机名 计算节点的主机名。 

虚拟机初始化模式 

该计算节点的虚拟机初始化模式。可选择“标准模式”与“专业

模式”。 

“标准模式”下， 虚拟机利用虚拟化平台提供的接口进行初始化

操作，支持下发主机名、超级用户密码、网络地址等初始化数据。 

“专业模式”下， 虚拟机利用开机运行的cloud-init工具进行初始

化，除支持下发“标准模式”的初始化数据外，还支持下发主机

路由等用户提供的数据。 

网络出口列表 该计算节点的网络出口。可选择“虚拟交换机”与“直通网卡”

两种类型。 

VMware vSphere 

集群名称 该计算节点对应的VMware ESXi服务器所在的集群名称。 

Cinder可用域 该计算节点的Cinder可用域名称。 

主机名 计算节点的主机名。 

虚拟机初始化模式 

该计算节点的虚拟机初始化模式。可选择“标准模式”与“专业

模式”。 

“标准模式”下， 虚拟机利用虚拟化平台提供的接口进行初始化

操作，支持下发主机名、超级用户密码、网络地址等初始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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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类型 相关参数 说明 

“专业模式”下， 虚拟机利用开机运行的cloud-init工具进行初始

化，除支持下发“标准模式”的初始化数据外，还支持下发主机

路由等用户提供的数据。 

网络出口列表 该计算节点的网络出口。只可选择虚拟交换机这一种类型。 

 

 

• 对于组网模式是”VLAN”和”VxLAN 网络 Overlay”的模式，可以配置多个“虚拟交换机”或“直

通网卡”类型的网络出口。对于”VxLAN 主机 Overlay”模式，则只支持配置一个“虚拟交换机”

类型的网络出口，并且不支持“直通网卡”类型的网络出口。 

• 不同计算节点如果对接相同的 CVM，两个计算节点不能使用相同的主机池。 

• 存储可用域表示该计算节点的 Cinder 可用域名称，多个计算节点请配置不同的存储可用域名称。 

• 当集群名称为空时，虚拟交换机设备为所有集群名称下所有虚拟交换机的交集。  

 

(6) 单击“网络出口列表”中的<增加>按钮，新建网络出口配置，如图 10-6 所示。根据表 10-3
配置网络出口参数，完成后单击<确认>按钮。 

图10-6 新建网络出口 

 
 

表10-3 网络出口配置 

相关参数 说明 

网络出口名称 网络出口的名称。 

网络出口类型 连接业务网络时使用的虚拟交换机名称。可选择“虚拟交换机”和“直通网卡”

两种类型。 

虚拟交换机名称 网络出口的名称。网络出口类型为“虚拟交换机”时显示此项。使用此网络出口

的云主机将连接到指定的vSwitch上。 

直通网卡名称 连接业务网络时使用的SR-IOV直通网卡名称。网络出口类型为“直通网卡”时

显示此列表。使用此网络出口的云主机将连接到指定的网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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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网络出口时，必须保证网络出口中的对应的虚拟交换机或直通网卡在虚拟化平台中的每台物

理节点中都做配置（即拥有相同的网络出口），否则在 H3Cloud OS 创建主机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7)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计算节点配置，如图 10-7 所示。 

图10-7 计算节点配置 

 

 

 

• 计算节点新建完成后，“网络模式”参数将不能修改。 

 

(8) 完成计算节点配置，如图 10-8 所示，再次点击“加号”图标可增加多个计算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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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配置完成 

 

 

10.1.2  修改计算节点 

(1) 登录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 

图10-9 登录安装部署服务 

 

 

(2) 单击“计算节点”页签，进入计算节点管理页面，如图 10-10 所示。 

图10-10 计算节点管理页面 

 

 

(3) 将鼠标移动到需要修改的计算节点图标上，点击修改图标 ，如图 10-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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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1 修改计算节点 

 

 

(4) 在弹出的确认修改计算节点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确认修改并弹出修改计算节点对话框。 

图10-12 确认修改 

 
 

(5) 修改计算节点配置信息。 

(6) 修改完成后单击<确认>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10-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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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3 修改计算节点 

 

 

 

• 修改虚拟化平台用户名/密码后需要先单击<刷新>按钮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后才能单击<确定>
按钮。 

• 修改计算节点参数时，管理员只能对虚拟化平台用户名/密码和网络出口进行修改。 

 

(7) 将鼠标移动到计算节点图标上，可查看修改完成后的计算节点信息。 

10.1.3  删除计算节点 

(1) 登录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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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4 登录安装部署服务 

 

 

(2) 单击“计算节点”页签，进入计算节点管理页面，如图 10-15 所示。 

图10-15 计算节点管理页面 

 
 

(3) 将鼠标移动到需要删除的计算节点图标上，点击删除计算机节点图标 ，如图 10-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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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6 删除计算节点 

 

 

(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删除操作，如图 10-17 所示。 

图10-17 确认删除 

 

 

10.2  H3Cloud OS备份 

(1) 登录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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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8 登录安装部署服务 

 
 

(2) 鼠标移动至页面右上角，点击设置图标 ，如图 10-19 所示，弹出系统设置侧边栏。 

图10-19 打开设置 

 
 

(3) 在弹出的系统设置栏中单击<系统备份>按钮，如图 10-20 所示，弹出系统备份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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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0 系统备份 

 

 

(4) 在系统备份窗口中输入系统备份路径，单击<立即备份>按钮，如图 10-21 所示。 

图10-21 配置备份路径 

 
 

 

备份路径可为主节点上任意路径，请注意不要使用/opt/matrix/目录。 

 

(5) 备份过程如图 10-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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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2 开始备份 

 
 

(6) 备份完成，单击<完成>按钮。 

(7) 备份完成后，可在后台查看备份结果，如图 10-23 所示。 

图10-23 备份结果 

 

 

 

• H3Cloud OS 数据及配置备份文件会在管理员每次执行备份操作时生成，文件的名称为：

cloudos_backup_版本号_备份时间.tar.gz。 

•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备份文件会在版本部署或升级后，管理员第一次执行备份操作时生

成，文件的名称为：matrix_backup_版本号_备份时间.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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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软件升级 
H3Cloud OS 的软件升级包括“系统升级”和“补丁/插件升级”。 

• 系统升级，用于升级当前的 H3Cloud OS 到指定版本，如从 H3Cloud OS（E1135）升级到

H3Cloud OS（E1136）或从 H3Cloud OS（E1137H04）升级到 H3Cloud OS（E1137H06）。 

• 补丁/插件升级，用于为当前版本的 H3Cloud OS 升级补丁或插件，如 H3Cloud OS（E1136）
升级到 H3Cloud OS（E1136H01）或将 H3Cloud OS 自带的 CAS 或 VCFC 插件升级到指定

版本。 

 

• H3Cloud OS 作为 H3Cloud 云计算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升级时请注意个产品间的配套关系。 

• H3Cloud OS 在与 H3C CAS 和 H3C VCF 控制器配合使用时，请注意升级相应的插件。 

• 在开始升级 H3Cloud OS 前都需要升级安装部署服务，步骤如 11.2.2  所示。 

• H3Cloud OS 升级软件补丁时，请向 H3C 技术支援咨询使用“系统升级”或“补丁/插件升级”。 

• 若从 H3Cloud OS(E1135)或之前版本升级到 H3Cloud OS(E1136H04)，需要添加存储卷。 

• 在升级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后，并且没有升级 H3Cloud OS 操作系统前不要对计算节点

进行操作。 

 

11.1  准备工作 

升级前，请参考本节内容完成升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 系统升级时请准备目标版本的 H3Cloud OS 安装盘。 

• 补丁/插件升级时请准备目标版本的补丁或插件升级包。 

• 升级操作开始前请务必完成对 H3Cloud OS 的备份，具体的备份操作方法请参考 10.2  

H3Cloud OS 备份。 

11.2  系统升级 

系统升级可以将当前的 H3Cloud OS 升级到指定版本，本文将以 H3Cloud OS（E1135H01）升级

到 H3Cloud OS（E1136）为例介绍如何使用该功能，使用的安装盘为 H3CLOUD-E1136.iso。 

11.2.1  拷贝并挂载安装盘 

(1) 将安装盘的 iso 文件拷贝至主节点的/root/H3CloudOS 目录下（H3CloudOS 目录请新建）。 

(2) 使用 root 用户登录主节点操作系统。 

(3) 使用以下命令将 iso 文件挂载至主节点的/root/ismount 目录下（ismount 目录请新建）： 
[root@cloudos ~]# mount -o loop -t iso9660 /root/H3CloudOS/H3CloudOS-E1137H06.iso 
/root/ismount/ 

mount: /dev/loop0 is write-protected, mounting read-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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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升级安装部署服务 

(1) 安装盘拷贝并挂载完成后，使主节点中用以下命令升级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 
[root@cloudos ~]# sh /root/ismount/tools/matrix/matrixupgrade.sh /root/ismount/ 1 

 matrixupgrade.sh 为安装部署服务的升级脚本。 

 /root/ismount/为安装盘的挂载目录。 

 部署模式：1 表示单机，2 表示集群。 

11.2.3  开始升级 

(1) 登录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 

(2) 鼠标移动至页面右上角，点击设置图标 ，如图 11-1 所示，弹出系统设置侧边栏。 

图11-1 打开设置 

 

 

(3) 在系统设置侧边栏中单击<软件升级>按钮，如图 11-2 所示，弹出软件升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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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系统升级 

 
 

(4) 点击[系统升级]页签，在系统升级窗口中输入升级镜像路径，如图 11-3 所示。 

图11-3 升级镜像路径 

 

 

(5) 单击<下一步>按钮，检查 iso 并进入服务组件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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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查看组件信息 

 

 

(6) 确认服务组件信息、版本号和当前状态等信息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升级信息确认页

面。 

图11-5 信息确认 

 

 

 

升级过程中会中断业务，请确认后执行。 

 

(7) 确认信息无误后，单击<开始升级>按钮，执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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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开始升级 

 

 

(8) 升级成功后，单击<完成>按钮。 

图11-7 升级成功 

 

 

11.3  补丁/插件升级 

H3Cloud OS（E1136）版本中提供了补丁/插件升级功能，用户可通过该功能完成对 H3Cloud OS
各组件补丁的升级以及 CAS 和 VCFC 插件的升级。 

11.3.1  开始升级 

(1) 登录 H3Cloud OS 安装部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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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鼠标移动至页面右上角，点击设置图标 ，如图 11-8 所示，弹出系统设置侧边栏。 

图11-8 打开设置 

 
 

(3) 在系统设置侧边栏中单击<软件升级>按钮，如图 11-9 所示，弹出软件升级窗口。 

图11-9 软件升级 

 
 

(4) 点击[补丁/插件升级]页签，点击“文件夹”图标选中本地的补丁包，单击<上传>按钮，等待

安装包上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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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上传安装包 

 

 

(5) 安装包上传完成以后，单击<下一步>按钮继续，进入组件/插件信息列表界面。 

图11-11 组件信息列表 

 

 

(6) 单击<开始升级>按钮，进行补丁或插件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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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2 开始升级 

 
 

(7) 升级成功后，单击<完成>按钮。 

图11-13 升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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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常见问题解答 

12.1  安装部署类 

12.1.1  出现提示信息”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erase ALL data on disk XXX? (y/n)”时应该

如何处理？ 

解答：出现此提示信息的原因是因为服务器的磁盘上存在数据。XXX通常为服务器的磁盘标识如 sda、
vda 等。 

确认数据可以清除后，用户可在”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erase ALL data on disk XXX? (y/n)”后输

入”y”。并在”Warning！ALL data will be lost！continue?（y/n）”后再次输入”y”。 

此时，H3Cloud OS 会将目标磁盘格式化，格式化完成后进入 3.1  (4)。 

图12-1 目标磁盘上存在数据 

 

 

 

• 请在格式化之前做好数据确认工作。 

• 若在安装时不想格式化，可在确认界面中输入”n”,此时系统会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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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拒绝格式化磁盘 

 
 

12.1.2  出现提示信息”WARNING，Which of the detected hard drivers do you want to be 
used as the installation target?”时如何处理？ 

解答：出现此提示信息的原因是由于服务器的磁盘数量为多块。 

 如果服务器的磁盘数量为多块且目标磁盘上没有数据。此时，输入安装使用的目标磁盘，

如vda，并按<Enter>键确认。H3Cloud OS会将目标磁盘格式化，格式化完成后进入3.1  (4)。 

图12-3 多块磁盘且目标磁盘上没有数据 

 

 

 如果服务器的磁盘数量为多块且目标磁盘上有数据。此时，输入安装使用的目标磁盘，如

vda，并按<Enter>键确认。H3Cloud OS 会提示用户“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erase ALL 
data on disk vda? (y/n)”，请参考 12.1.1  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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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多块磁盘且目标磁盘上有数据 

 

 

 

• 在图 12-4 中的两块磁盘 vda 与 vdb，其中 vda 为有原始数据的磁盘，vdb 为无数据的新磁盘。 

 

12.1.3  出现提示信息”ERROR, Your disk is under 500GB in size. Installation cannot 
continue. Restart installation with a larger disk.”时如何处理？ 

解答：这是由于安装 H3Cloud OS 的目标磁盘空间不足 500GB 导致的。根据 H3Cloud OS 的要求，

目标磁盘的最小空间为 500GB，请选择符合要求的磁盘安装 H3Cloud OS。 

图12-5 磁盘空间不足 5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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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升级安装部署服务后，在登录到安装部署服务界面中时，之前部署的计算节点消失。 

解答：在升级安装部署服务后，且未进行系统升级时，可能会出现计算节点消失的情况。此时计算

节点可能并未真正消失，请在进行系统升级后，再次查看计算节点还是否消失，步骤如 11.2.3  所
示。 

12.2  业务类 

12.2.1  在虚拟化管理中，为什么会出现VMware物理服务器性能数据无法获取的现象？ 

解答：这是由于 5.5 和 6.0 版本的 vCenter 限制了每次查询时可获取的性能数据个数，当集群中物

理服务器（即 VMware 主机）数量过多时就会出现此现象。用户可参考以下步骤解除 vCenter 的相

关限制。 

(1) 打开 vCenter 客户端并使用管理员帐号登录。 

(2) 在“主页”中点击“vCenter Server 设置”链接，如图 12-6 所示，弹出“vCenter Server 设
置”窗口。 

图12-6 vCenter Server 设置 

 
 

(3) 选择“高级设置”配置项，如图 1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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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高级设置 

 
 

(4) 在下部的输入框中输入以下“键”和“值”，并单击<添加>按钮，效果如图 12-8 所示。 

 键：vpxd.status.maxQuerymetrics 

 值：-1 

图12-8 键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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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配置。 

12.2.2  在H3Cloud OS云操作系统中，为什么会出现无法进入VMware类型虚拟机控制台的问

题。 

解答：这是由于在 VMware 虚拟化平台中没有开启 ESXi 主机防火墙的 gdbserver 服务。 

(1) 打开 vCenter 客户端并使用管理员帐号登录。 

(2) 选中要开启 gdbserver 服务的主机。 

(3) 单击主机的“配置”页签，选择[软件/安全配置文件]选项。 

图12-9 ESXi 主机配置 

 

 

(4) 单击“属性”链接，弹出防火墙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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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0 配置防火墙属性 

 

 

(5) 选中“gdbserver”服务选项。 

(6)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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