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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 KIWI

1.1 版本要求

1.2 安装 KIWI 及模板

1.1 版本要求
各个发行版集成 KIWI 的版本不同，因而各个版本的 KIWI 的特性功能有所差异。这里
制作 EulerOS Machine Image 要求KIWI的版本为：7.04.21。

1.2 安装 KIWI 及模板
l 配置 yum repo，参考 EulerOS 官方 repo 配置说明：

http://developer.huawei.com/ict/en/site-euleros/article/yum
l 通过命令，安装 EulerOS kiwi 模板包（会自动安装 kiwi 工具包）：

yum install -y kiwi-template-eul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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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配置

2.1 EulerOS KIWI 模板

2.2 EulerOS KIWI 配置

2.1 EulerOS KIWI 模板

l EulerOS kiwi 模板安装（参考1.2 安装 KIWI 及模板）之后，配置文件存放在 /usr/
share/kiwi/image/ 目录下。

配置模板结构如下：

[root@localhost myimage]# tree /usr/share/kiwi/image/euleros-2.2-JeOS/
/usr/share/kiwi/image/euleros-2.2-JeOS/
├── config.sh
├── config.xml
├── euleros-2.2-JeOS.kiwi -> config.xml
├── README
├── root
│   ├── etc
│   │   ├── default
│   │   │   └── grub
│   │   ├── login.defs
│   │   ├── selinux
│   │   │   └── config
│   │   ├── sysconfig
│   │   │   ├── authconfig
│   │   │   ├── firstboot
│   │   │   ├── network
│   │   │   └── network-scripts
│   │   │       └── ifcfg-lan0
│   │   └── udev
│   │       └── rules.d
│   │           └── 70-persistent-net.rules
│   └── fastboot
└── rpms

8 directories, 14 files
[root@localhost myimage]# tree /usr/share/kiwi/image/vmxboot/euleros-2.2/
/usr/share/kiwi/image/vmxboot/euleros-2.2/
├── config.sh
├── config.xml
├── images.sh
└── root
    ├── include
    ├── linuxrc
    └── pre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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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rectory, 6 files

l 修改配置文件请参考 kiwi 官方配置文件：

https://doc.opensuse.org/projects/kiwi/doc/

2.2 EulerOS KIWI 配置

步骤1 设置root账号密码。

修改/usr/share/kiwi/image/euleros-2.2-JeOS/config.xml文件如下字段：

<users group="root">
<user password="xxxxxxx" pwdformat="plain" home="/root" name="root"/>
</users>

l 直接明文设置密码，示例如下：
<users group="root">
<user password="Huawei@SYS3" pwdformat="plain" home="/root" name="root"/>
</users>

说明

“Huawei@SYS3”表示设置的明文密码。明文密码会有密码泄露的风险，请用户谨慎操
作。

l 也可以设置密文，示例如下：

请先使用 useradd / passwd 命令生成密文。

HGH1000041148:~ # useradd test
HGH1000041148:~ # passwd test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test.
New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HGH1000041148:~ # cat /etc/shadow | grep "^test:" | awk -F ":" '{print $2}'
$6$q2fbgF1k$PxDuxvhlQX955mRjKy5JUDG1g/z/DfLrOxN/
Ag4udd0KQXCFhV8ZdSZU2vgDtN6V0NdtszyInCXn0An66ckNu/
HGH1000041148:~ # 

把生成的密文填写到password字段，并设置 pwdformat="encrypted"。
<users group="root">
<user password="$6$q2fbgF1k$PxDuxvhlQX955mRjKy5JUDG1g/z/DfLrOxN/
Ag4udd0KQXCFhV8ZdSZU2vgDtN6V0NdtszyInCXn0An66ckNu/" pwdformat="encrypted" home="/root" 
name="root"/>
</users>

说明

– 制作完成之后建议删除掉配置文件中的密码，避免泄露。

– 密文必须以$6开头，以sha512算法生成密文。

步骤2 设置网卡名。

修改/usr/share/kiwi/image/euleros-2.2-JeOS/root/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文
件。

SUBSYSTEM=="net", ACTION=="add", DRIVERS=="?*", ATTR{address}=="?*", ATTR{dev_id}=="0x0", 
ATTR{type}=="1", KERNEL=="?*", NAME="lan0"

请把lan0 修改为 eth0。另外，您也可以添加多张网卡的配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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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修改网卡名为eth0，第一张网卡会被命名为lan0，且启动制作的镜像后需要手动
修改网卡配置文件。

如果有其他定制需求，请参见2.1 EulerOS KIWI 模板。

步骤3 设置repo

在/usr/share/kiwi/image/euleros-2.2-JeOS/config.xml配置文件中，修改或添加 <repository
type='rpm-md'>repo-url</repository>段，且该配置文件中至少需要定义一个 <repository
type='rpm-md'>repo-url</repository>段。示例如下：

    <repository type="rpm-md">
        <source path="http://192.168.1.2/repo"/>
    </repository>

说明

“http://192.168.1.2/repo”为对应的repo地址示例，请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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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作 Machine Image

3.1 使用命令制作 Machine Image

3.2 镜像文件说明

3.3 格式转换

3.1 使用命令制作 Machine Image

命令行说明

使用 kiwi 工具制作虚拟机镜像：
kiwi --build euleros-2.2-JeOS --set-repo iso:///root/EulerOS-V2.0SP2-x86_64-dvd.iso --add-repo 
http://developer.huawei.com/ -d /tmp/myimage --type vmx

l --set-repo，可以是yum源，也可以是iso。

l -d 参数，指定制作目录。

l --add-repo，使用该参数添加多个repo源。

说明

“iso:///root/EulerOS-V2.0SP2-x86_64-dvd.iso”，为对应的repo地址示例，请用户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配置。

制作 Machine Image 示例

1. 通过命令来制作Machine Image，如图 1：
kiwi --build euleros-2.2-JeOS --set-repo iso:///home/ISO/EulerOS-2.2-x86_64.ISO

图 3-1 制作 Machin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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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命令完成后，将在设置的输出目录里面生成镜像文件，如图 2。

图 3-2 镜像文件

3.2 镜像文件说明

通过3.1 使用命令制作 Machine Image制作完之后，镜像存放在 -d 指定的目录下，本例
中存放在 /tmp/myimage 目录，如 图 1。

图 3-3 镜像存放路径

l qcow2 格式镜像：EulerOS-2.2.x86_64-1.0.0.qcow2。

l raw 格式镜像： EulerOS-2.2.x86_64-1.0.0.raw。

l 其他输出文件均可不用关注。

l 需要其他格式镜像请使用qemu-img convert命令转换（不支持zvhd）。

说明

Mar-23 13:00:25 <1> : Initializing image system on: /tmp/myimage/build/image-rootDirectory 
'/var/run/screen' must have mode 777.                                          failed
Apr-13 13:04:14 <1> : Initializing image system on: /tmp/image/build/image-rootDirectory 
'/var/run/screen' must have mode 775.                                            failed

如果出现上述报错，请根据提示修改 /var/run/screen 目录权限为777或775：
chmod 777 /var/run/screen
chmod 775 /var/run/screen

3.3 格式转换

l KIWI默认输出的Machine Image仅有开源的RAW/QCOW2格式，VHD格式需要您
使用“qemu-img convert”命令转换。命令举例如下：
qemu-img convert –O vpc EulerOS-2.2.x86_64-1.0.0.raw EulerOS-2.2.x86_64-1.0.0.vhd

l 当前KIWI不支持输出ZVHD格式的Machine Image。如果需要ZVHD格式，需要
FusionCompute提供的qemu-img程序进行转换。命令举例如下：
qemu-img convert –O zvhd EulerOS-2.2.x86_64-1.0.0.raw EulerOS-2.2.x86_64-1.0.0.zv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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