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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在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部署时，请参照下列要求准备 CloudOS 5.0 虚拟机的安装环境。 

 

CloudOS 5.0 需要以虚拟机的方式部署到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中，所以在部署 CloudOS 5.0 之前请

确保与之配套的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已安装完毕。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的安装请参见《H3C UIS 超

融合管理平台 标准版 安装指导》。 

 

1.1  部署模式选择 

CloudOS 5.0 目前仅支持集群模式，集群内需要三台 UIS 主机用于部署 CloudOS 5.0 虚拟机（这三

台 UIS 主机还可以运行其他业务）。集群模式说明如表 1-1 所述。 

表1-1 集群模式 

模式 服务器类型 服务器数量 共享存储 共享存储类型 高可用 

集群模式 虚拟机 3台 

UIS超融合管

理平台提供的

共享存储 

iSCSI 支持 

 

 

• 由于 CloudOS 5.0 占用资源较多，因此建议部署 CloudOS 5.0 的 UIS 集群主机数≥5 台。 

• CloudOS 5.0 虚拟机管理的业务规模：不超过 16 台虚拟化宿主机。 

 

1.2  UIS主机配置要求 

承载 CloudOS 5.0 虚拟机的 UIS 主机配置要求如表 1-3 所示。 

表1-2 承载 CloudOS 5.0 虚拟机的 UIS 主机配置要求 

部署场景 指标项 规格 

纯IaaS 

（平台+IaaS） 

数量 3台 

UIS存储 NVMe缓存加速 

单台配置 

CPU 
Intel Xeon V5系列或更新型号，总核数≥32 

主频：≥ 2.0 GHz 

内存 ≥256GB 

预留硬盘 目标主机1*480GB及以上SSD 

http://www.h3c.com/cn/home/qr/default.htm?id=426
http://www.h3c.com/cn/home/qr/default.htm?id=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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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场景 指标项 规格 

目标主机2*800GB及以上HDD（转速 ≥ 

10000r/min ）做RAID1 

网卡 ≥1*4端口千兆以太网卡+1*2端口万兆网卡 

纯PaaS 

（平台+PaaS） 

数量 3台 

UIS存储 NVMe缓存加速 

单台配置 

CPU 
Intel Xeon V5系列或更新型号，总核数≥32 

主频：≥ 2.0 GHz 

内存 ≥256GB 

预留硬盘 

目标主机1*480GB及以上SSD 

目标主机2*800GB及以上HDD（转速 ≥ 

10000r/min ）做RAID1 

网卡 ≥1*4端口千兆以太网卡+1*2端口万兆网卡 

IaaS&PaaS混合部署 

（平台+IaaS+PaaS） 

数量 3台 

UIS存储 NVMe缓存加速 

单台配置 

CPU 
Intel Xeon V5系列或更新型号，总核数≥40 

主频：≥ 2.0 GHz 

内存 ≥256GB 

预留硬盘 

目标主机1*480GB及以上SSD 

目标主机2*800GB及以上HDD（转速 ≥ 

10000r/min ）做RAID1 

网卡 ≥1*4端口千兆以太网卡+1*2端口万兆网卡 

 

 

配置 RAID 的具体方法请参见《H3C 服务器存储控制卡用户指南》。 

 

1.3  CloudOS 5.0虚拟机配置要求 

CloudOS 5.0 安装部署要求如表 1-3 所示，在安装部署 CloudOS 5.0 虚拟机前，请确认目标主机的

资源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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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CloudOS 5.0 虚拟机配置要求 

指标项 规格 

CPU 不低于相应业务场景物理机部署的CPU配置要求，且CPU资源预留100%（开局

指导书2.3节） 

内存 不低于相应业务场景物理机部署的内存配置要求，且内存资源预留100%（开局

指导书2.3节） 

系统盘 系统盘虚拟磁盘容量不低于对应部署场景的物理机要求（使用预留HDD硬盘） 

数据盘 虚拟机需另外新建2块虚拟磁盘（使用预留SSD硬盘） 

每个数据盘的大小不低于100GB，不超过1TB 

 

1.4  CloudOS 5.0网络规划 

CloudOS 5.0 部署需规划管理网、存储外网和集群网络三个网络，CloudOS 5.0 虚拟机有两个虚拟

网卡，管理网络与集群网络复用同一个虚拟网卡，存储外网使用另一个虚拟网卡。IP 地址规划示例

如表 1-4 所述。 

• 管理网络：虚拟机管理网络规划的网段。用户通过管理网络访问 CloudOS 5.0 集群，对集群

进行管理和维护。 

• 存储外网：虚拟机存储外网规划的网段，用于与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存储集群的存储外网通

信使用，所属网段必须与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初始化时设置的存储外网网段相同。 
• 集群网络：虚拟机集群网络规划的网段，用于集群中各 CloudOS 5.0 虚拟机互相通信时使用

的网络。 

表1-4 CloudOS 5.0 网络规划 

节点 管理网 集群网络 存储外网 

集群虚服务

IP 
10.125.36.230 10.125.36.230  

UIS 

Cloud1 
10.125.36.212 10.125.36.212 10.207.9.12 

UIS 

Cloud2 
10.125.36.213 10.125.36.213 10.207.9.13 

UIS 

Cloud3 
10.125.36.214 10.125.36.214 10.20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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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环境网络规划和地址设置以现场网络规划为准。 

• IP 网段 10.100.0.0/16和 10.240.0.0/12 为系统所占用，在进行 CloudOS IP 地址规划时需要避开这两个网段。 

• 如网络规划地址和此两个网段冲突，需要在服务器安装完成后修改系统容器所使用的网络，具体方法参考

CloudOS5.0 开局指导书。 

 

1.5  安装文件准备 

• 安装 CloudOS 服务器集群节点前，请准备好 CloudOS 的 ISO 文件。 
• 在安装前，建议参考版本发布文档校验 ISO 安装盘的 MD5 值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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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loudOS 5.0 部署 
CloudOS 5.0 虚拟机部署需要在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中完成，CloudOS 5.0 以虚拟机的方式安装在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中。 

 

本文档操作步骤描述及截图基于 CloudOS E5131 版本。 

 

2.1  上传CloudOS5.0 PLAT.iso 

(1) 登录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选择顶部“主机”页签，进入主机管理页面。选择目标主机，进

入主机概要信息页面。选择“存储”页签，选择一个共享文件系统类型的存储池。 

 

需保证部署 CloudOS 虚拟机的目的主机都能够使用该共享存储池且名称不为“uiscloud”。 

 

图2-1 选择上传 iso 的存储池 

 
 

(2) 单击<上传文件>按钮，选择准备好的 CloudOS5.0 PLAT.iso 文件，单击<开始上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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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上传 iso 文件 

 

 

2.2  修改虚拟交换机 

(1) 登录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选择顶部“网络”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虚拟交换机]菜单项，进

入虚拟交换机列表页面。选择存储外网的虚拟交换机（如： vs_storage_ex），单击<修改虚

拟交换机>按钮。 

图2-3 修改虚拟交换机 

 

 

(2) 选择“管理网络”，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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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增加管理网络 

 
 

(3)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建议在 CloudOS 虚拟机部署完成之后撤销 vs_storage_ex 虚拟交换机的“管理网络”网络类

型。 

 

2.3  创建虚拟机 

(1) 使用 scp、sftp 等工具，将 uis_disk_for_cloudos.pyc 脚本上传到每个待部署 CloudOS 5.0 虚

拟机的目标主机的/opt/bin/路径中。 

图2-5 脚本文件 

uis_disk_for_cloudos.pyc
 

 

(2) SSH 登录每个待部署 CloudOS 5.0 虚拟机的目标主机后台，运行 python 

/opt/bin/uis_disk_for_cloudos.pyc /dev/sdg cloudsys命令，将 1.2  UIS 主

机配置要求中预留的 HDD 硬盘盘符（此处为/dev/sdg）挂载到/vms/cloudsys 目录下。 

图2-6 挂载 HDD 硬盘 

 
 

(3) SSH 登录每个待部署 CloudOS 5.0 虚拟机的目标主机后台，运行 python 

/opt/bin/uis_disk_obligate.pyc命令，将 1.2  UIS 主机配置要求中预留的 SSD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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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到/vms/uiscloud 目录下(注意该脚本与上一步使用的脚本不同)。挂载完成后运行 df –h

命令，确认挂载是否成功。 

图2-7 挂载 SSD 硬盘 

 
 

 

• 需为每台待部署 CloudOS 5.0 的目标主机预留一块容量不小于 480GB 的 SSD 盘给组件虚拟机独占（配

置要求请参考 1.2  UIS 主机配置要求）。 

• 该脚本会对主机的所有 SSD 和 HDD 磁盘做检测，同时需满足（SSD-1）：HDD 最小为 1：5，脚本才

能运行成功。 

• UIS 标准版 E0716+的版本可以通过 python /opt/bin/uis_disk_obligate.pyc /dev/sdh(预

留 ssd 的盘符)命令，手工指定挂载。 

 

图2-8 确认挂载成功 

 
 

(4) 登录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选择顶部“虚拟机”页签，在左侧选择目标主机创建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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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虚拟机管理页面 

 
 

(5)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新建虚拟机对话框。设置虚拟机规格参数（如：基本配置 CPU 个数

24 个，内存大小 96GB，磁盘容量 800GB）。 

图2-10 虚拟机基本配置页面 

 
 

(6) 单击<高级配置>按钮，配置 CPU 预留和内存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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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CPU 及内存预留配置页面 

 

 

(7) 在高级配置页面，单击<增加硬件>按钮，选择“增加网卡”菜单项，增加两张网卡。 

 第一张网卡按网络规划的管理 IP 进行配置，注意网络类型选择“高速网卡”，选择相应的

管理网虚拟交换机及网络策略模板。 

 第二张网卡按网络规划的存储外网 IP 进行配置，注意网络类型选择“高速网卡”，选择相

应的存储外网虚拟交换机及网络策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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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配置虚拟机网络 

 
 

(8) 配置虚拟机系统盘，配置虚拟机磁盘，存储池选择 2.3  (2)中的“cloudsys”（本地文件目录

/vms/cloudsys）。磁盘容量 800GB，预分配选择“延迟置零”。 

图2-13 配置虚拟机系统盘 

 
 

(9) 配置虚拟机两块数据盘，配置虚拟机磁盘，存储池选择 2.3  (2)中的“uiscloud”（本地文件

目录/vms/uiscloud）。每块磁盘容量 200GB，预分配选择“延迟置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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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配置虚拟机数据盘 

 
 

 

CloudOS虚拟机使用HDD的系统盘为一块，容量 800GB，使用SSD的数据库两块，容量各

为 200GB，预分配都需要配置为延迟置零。 

 

(10) 单击<光驱>按钮，选择 2.1  上传 CloudOS5.0 PLAT.iso 中上传的 CloudOS5.0 PLAT.iso，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创建虚拟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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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选择 iso 

 
 

(11) 重复步骤步（2）-（9），完成三台虚拟机的创建。 

 

创建 CloudOS5.0 虚拟机时。 
• 禁止开启“时间同步”功能（虚拟机自动同步物理机时间，默认关闭）。 

• 禁止使用 IP/MAC 绑定功能。 

• 目前不允许安装 CAStools。 

 

2.4  安装CloudOS服务节点 

(1) 启动安全完成的虚拟机。 
(2) 按 CloudOS 5.0 对应版本的开局指导书中“安装 CloudOS 服务器”章节进行安装操作。 

 

选择安装系统的磁盘为使用 HDD 硬盘创建的 800G 虚拟机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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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选择安装目标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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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备共享存储卷 

3.1  创建业务主机和业务主机组 

(1) SSH 登录每个 CloudOS 虚拟机后台（E5131 后台登录账号密码默认为：root/Passw0rd@_），
输入 cat /etc/iscsi/initiatorname.iscsi命令，获取 iqn。 

图3-1 获取 iqn 

 
 

(2) 创建业务主机。登录UIS超融合管理平台，选择顶部“存储”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块存储/
映射管理]菜单项，进入业务主机组列表页面。单击<增加>按钮，输入规划的虚拟机管理网 IP
以及上一步中获取的 iqn。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3-2 增加业务主机 

 
 

(3) 创建业务主机组。选择顶部“存储”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块存储/映射管理]菜单项，进入业

务主机组列表页面。单击<增加>按钮，输入主机组名称，如“cloudos5HostGroup”。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4) 添加业务主机。业务主机组列表页面，选择创建好的业务主机组，单击<添加>按钮，选择步

骤（2）中创建的业务主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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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添加业务主机 

 
 

3.2  增加块设备 

根据 CloudOS 5.0 开局指导书的配置要求，创建 CloudOS 平台使用的共享存储。 
(1) 选择顶部“存储”页签，单击左侧导航树[块存储/块设备管理]菜单项，进入块设备列表页面。 

(2) 单击<增加>按钮，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块设备配置。业务主机组选择 3.1  (3)中创建的业务主

机组（本例中为“cloudos5HostGroup”），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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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增加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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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loudOS 5.0 初始化配置 

 

请参考 CloudOS5.0 对应版本的开局指导书进行操作，本章节仅描述差异化的部分。 

 

4.1  部署平台组件 

在 CloudOS5.0 初始化“etcd 磁盘设置”时选择 2.3  (9)中用 SSD 创建的虚拟机磁盘，每个节点

各两块。 

图4-1 etcd 磁盘设置 

 

 

4.2  部署服务组件 

(1) 在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标准版上创建 CloudOS 5.0 服务组件（如 IaaS、PaaS 组件）所需的

块设备（参考 3.2  增加块设备），各组件的存储大小请按照 CloudOS 5.0 对应版本的开局指

导书中各服务组件的要求进行配置。 
(2) 每新建一个块设备请及时在 CloudOS 5.0 系统增加对应的存储卷，添加方式请参考 CloudOS 

5.0 对应版本的开局指导书中服务组件配置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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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不要连续新建多个块设备后再在 CloudOS 5.0 中增加存储卷，容易出现分不清存储卷大

小而混淆的情况。 

UIS 以 iSCSI 方式为 CloudOS 5.0 服务组件提供存储，iSCSI IP 地址为 UIS 标准版“存储”

页签中[存储管理/映射管理/iSCSI 高可用]页面处的高可用 IP 地址。如不存在请参考 UIS 标准

版的操作手册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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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加 UIS 超融合管理平台标准版节点 
完成 CloudOS 5.0 的初始化配置的 IaaS 服务（4.2  部署服务组件）后，用户可以将 UIS 超融合管

理平台标准版增加至系统中作为计算节点。 

具体操作请参考 CloudOS 5.0 对应版本的开局指导书中 CAS 虚拟化的配置操作。 

 

添加完成后需升级 UIS OpenStack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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