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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概述

华为欧拉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V2.0是华为公司研发的企业级linux服务器操作系统，具
有较高的性能、可靠性、易维护以及安全性，与业界软硬件良好兼容，能够满足您日
常业务运维和管理的需求。

本手册为初次使用华为欧拉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V2.0产品的用户提供日常使用和配置
维护的指引，文档包括基础配置、软件包管理、用户管理等相关说明，用户可以通过
本文档对华为欧拉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V2.0进行日常的维护和相关配置。

华为欧拉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V2.0的软件简称为EulerOS V2.0，本手册及软件产品相关
界面均使用了软件简称EulerOS V2.0。

读者对象

本手册适用于使用EulerOS V2.0 产品的用户，特别是初次使用或想了解EulerOS V2.0的
用户，包括系统工程师、管理员及维护人员等。

使用本手册的用户需要具备基础的linux系统管理知识。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用于警示紧急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将会导致人员死亡或严
重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人员死亡或
严重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中度或轻微
的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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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用于传递设备或环境安全警示信息，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设
备损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他不可预知的结果。
“注意”不涉及人身伤害。

用于突出重要/关键信息、 佳实践和小窍门等。 “说明”不
是安全警示信息，不涉及人身、设备及环境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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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配置

2.1 通过命令设置

2.2 通过图形界面设置

2.1 通过命令设置

2.1.1 设置语言环境

您可以通过localectl修改系统的语言环境，对应的参数设置保存在/etc/locale.conf文件
中。这些参数，会在系统启动的早期被systemd的守护进程读取。

显示当前语言环境状态

要显示当前语言环境，使用命令如下：

localectl status

例如显示系统当前的设置，命令如下：

$ localectl status
   System Locale: LANG=zh_CN.UTF-8
       VC Keymap: cn
      X11 Layout: cn

列出可用的语言环境

要显示当前可用的语言环境，使用命令如下：

localectl list-locales

例如显示当前系统中所有可用的中文环境，命令如下：

$ localectl list-locales | grep zh
zh_CN
zh_CN.gb18030
zh_CN.gb2312
zh_CN.gbk
zh_CN.utf8
zh_HK
zh_HK.big5hkscs
zh_HK.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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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_SG
zh_SG.gb2312
zh_SG.gbk
zh_SG.utf8
zh_TW
zh_TW.big5
zh_TW.euctw
zh_TW.utf8

设置语言环境

要设置语言环境，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localectl set-locale LANG=locale

例如设置为简体中文语言环境，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 localectl set-locale LANG=zh_CN.utf8

2.1.2 设置键盘

您可以通过localectl修改系统的键盘设置，对应的参数设置保存在/etc/locale.conf文件
中。这些参数，会在系统启动的早期被systemd的守护进程读取。

显示当前设置

要显示当前键盘设置，使用命令如下：

localectl status

例如显示系统当前的设置，命令如下：

$ localectl status
   System Locale: LANG=zh_CN.UTF-8
       VC Keymap: cn
      X11 Layout: cn

列出可用的键盘布局

要显示当前可用的键盘布局，使用命令如下：

localectl list-keymaps

例如显示系统当前的中文键盘布局，命令如下：

$ localectl list-keymaps | grep cn
cn

设置键盘布局

要设置键盘布局，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localectl set-keymap map

此时设置的键盘布局同样也会应用到图形界面中。

设置完成后，查看当前状态：

$ localectl status
   System Locale: LANG=zh_CN.UTF-8
       VC Keymap: cn
      X11 Lay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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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设置日期和时间

本节介绍了如何通过timedatectl、date、hwclock命令来设置系统的日期、时间和时区
等。

2.1.3.1 使用 timedatectl 命令设置

显示日期和时间

要显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使用命令如下：

timedatectl

例如显示系统当前的日期和时间，如下：

$ timedatectl
      Local time: 五2015-08-14 15:57:24 CST
  Universal time: 五2015-08-14 07:57:24 UTC
        RTC time: 五2015-08-14 07:57:24
        Timezone: Asia/Shanghai (CST, +0800)
     NTP enabled: yes
NTP synchronized: no
 RTC in local TZ: no
      DST active: n/a

修改时间

要修改当前的时间，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timedatectl set-time HH:MM:SS

例如修改当前的时间，例如修改当前的时间为 15:57:24，如下：

# timedatectl set-time 15:57:24

修改日期

要修改当前的日期，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timedatectl set-time YYYY-MM-DD

例如修改当前的日期，例如修改当前的日期为2015年8月14号，如下：

# timedatectl set-time '2015-08-14'

修改时区

显示当前可用时区，使用命令如下：

timedatectl list-timezones

要修改当前的时区，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timedatectl set-timezone time_zone

例如修改当前的时区，首先查询所在地域的可用时区（以Asia为例）：

# timedatectl list-timezones | grep Asia
Asia/Aden
Asia/Almaty
Asia/Amman
Asia/Anadyr
Asia/Aq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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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Aqtobe
Asia/Ashgabat
Asia/Baghdad
Asia/Bahrain
……

Asia/Seoul
Asia/Shanghai
Asia/Singapore
Asia/Srednekolymsk
Asia/Taipei
Asia/Tashkent
Asia/Tbilisi
Asia/Tehran
Asia/Thimphu
Asia/Tokyo

修改当前的时区为“Asia/Shanghai”，如下：

# timedatectl set-timezone Asia/Shanghai

通过远程服务器进行时间同步

您可以启用NTP远程服务器进行系统时钟的自动同步。是否启用NTP，在root权限下使
用命令如下：

timedatectl set-ntp boolean

例如启动自动远程时间同步，如下：

# timedatectl set-ntp yes

2.1.3.2 使用 date 命令设置

显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要显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使用命令如下：

date

默认情况下， date命令显示本地时间。要显示UTC时间，添加--utc或-u参数：

date --utc

要自定义对应的输出信息格式，添加 +"format" 参数：

date +"format"

表 2-1 参数说明

格式参数 说明

%H 小时以HH格式（例如 17）。

%M 分钟以MM格式（例如 37）。

%S 秒以SS格式（例如 25）。

%d 日期以DD格式（例如 15）。

%m 月份以MM格式（例如 07）。

%Y 年以YYYY格式（例如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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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参数 说明

%Z 时区缩写（例如CEST）。

%F 日期整体格式为YYYY-MM-DD（例如 2015-7-15），和%Y-%m-%d
等同。

%T 时间整体格式为HH:MM:SS（例如 18:30:25），和%H:%M:%S等
同。

 

实际使用示例如下：

l 显示当前的日期和本地时间。
$ date 
2015年 08月 17日 星期一 17:26:34 CST

l 显示当前的日期和UTC时间。
$ date --utc
2015年 08月 17日 星期一 09:26:18 UTC

l 自定义date命令的输出。
$ date +"%Y-%m-%d %H:%M"
2015-08-17 17:24

修改时间

要修改当前的时间，添加--set或者-s参数。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date --set HH:MM:SS

默认情况下， date命令设置本地时间。要设置UTC时间，添加--utc或-u参数：

date --set HH:MM:SS --utc

例如修改当前的时间，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 date --set 23:26:00

修改日期

要修改当前的日期，添加--set或者-s参数。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date --set YYYY-MM-DD

例如修改当前的日期为2015年11月2日，如下：

# date --set 2015-11-02

2.1.3.3 使用 hwclock 命令设置

hwclock用来进行硬件的时钟设置（RTC，Real Time Clock）。

硬件时钟和系统时钟

Linux将时钟分为系统时钟(System Clock)和硬件时钟(Real Time Clock，RTC)两种。系
统时间是指当前Linux Kernel中的时钟，而硬件时钟则是主板上由电池供电的主板硬件
时钟，这个时钟可以在BIOS的"Standard BIOS Feature"项中进行设置。

当Linux启动时，会读取硬件时间，并根据硬件系统时间来设置系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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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日期和时间

要显示当前硬件的日期和时间，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hwclock

例如显示当前硬件的日期和时间，如下：

# hwclock
2015年08月17日  星期一 14时34分42秒. -0.094973 秒

设置日期和时间

要修改当前硬件的日期和时间，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hwclock --set --date "dd mmm yyyy HH:MM"

例如修改当前的时间，如下：

# hwclock --set --date "21 Oct 2015 21:17" --utc

2.2 通过图形界面设置

本节主要介绍在图形界面环境下针对一些系统基本设置选项进行说明，指导用户操
作。

2.2.1 进入设置界面

在桌面环境中，单击右上角的蓝色区域，在弹出的菜单中，单击左下角的设置图标，
如图2-1。

图 2-1 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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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用户设置界面，如图2-2所示。用户可以对背景、语言、网络等一系列配置项进行
设置。

图 2-2 设置详细界面

2.2.2 设置语言

在所示的选项中，单击“区域和语言”。在弹出的设置界面中，如图2-3所示，用户可
以根据需要，分别设置语言、格式和输入源。

图 2-3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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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设置键盘

在设置界面所示的选项中，单击“键盘”。在弹出的设置界面中，如图2-4所示，用户
可以根据需要，分别设置重复键、光标闪烁和快捷键等功能。

图 2-4 键盘

2.2.4 设置日期和时间

在设置界面所示的选项中，单击“日期和时间”，弹出修改日期和时间的主界面。

设置时，非root用户需要单击界面右上角“解锁”，输入管理员密码进行解锁，然后进
行设置修改，如图2-5所示。

说明

如果安装过程中未创建管理员用户，只创建了普通用户，则此时需要输入root账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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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时间和日期

完成认证后，用户可以对地区、城市以及时间等进行修改，如图2-6和图2-7和图2-8所
示。

图 2-6 日期和时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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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日期和时间 2

图 2-8 设置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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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用户

在linux中，每个普通用户都有一个账户，包括用户名、密码和主目录等信息。除此之
外，还有一些系统本身创建的特殊用户，它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中 重要的是管理
员账户，它默认用户名是root。同时linux也提供了用户组，使每一个用户至少属于一个
组，这样便于进行权限的管理。

用户和组管理是系统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介绍EulerOS提供的用户管理
和组管理命令，如何建立多个管理员账户以及为普通用户分配特权的方法。

3.1 增加用户

3.2 修改用户账号

3.3 删除用户

3.4 管理员账户授权

3.5 通过图形界面设置

3.1 增加用户

useradd 命令

通过useradd命令可以为系统添加新用户信息。

useradd [options] user_name

用户信息文件

与用户账号信息有关的文件如下：

l /etc/passwd——用户账号信息。

l /etc/shadow——用户账号信息加密文件。

l /etc/group——组信息文件。

l /etc/defaut/useradd——定义默认设置文件。

l /etc/login.defs——系统广义设置文件。

l /etc/skel——默认的初始配置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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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户实例

例如新建一个用户XXX。命令如下：

[root@localhost ~]# useradd XXX

说明

没有任何提示，表明用户建立成功。这时并没有设置用户的口令，必须使用passwd命令修改用户
的密码，没有设置密码的新账号将不能使用。

使用id命令查看新建的用户信息，命令如下：

[root@localhost ~]# id user_example
uid=502(user_example)    gid=502(user_example)

修改用户user_example的密码：

[root@localhost ~]# passwd user_example

根据提示两次输入新用户的密码，完成口令更改。过程如下：

[root@localhost ~]# passwd user_example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 user_example.
New password:
Retype new password:
passwd: all authentication tokens updated successfully.

3.2 修改用户账号

修改密码

普通用户可以用passwd修改自己的密码，只有管理员才能用passwd usename为其他用户
修改密码。

修改用户 shell 设置

使用chsh命令可以修改自己的shell，只有管理员才能用chsh usename为其他用户修改
shell设置。

用户也可以使用usermod命令修改shell信息，命令如下：

usermod -s [new_shell_path] usename

其中new_shell_path和usename要取相应的值。

例：将用户user_example的shell改为csh。命令如下：

[root@localhost ~]# usermod -s /bin/csh user_example

修改主目录
usermod -d [new_home_directory] usename

将用户user_example的主目录更改为/home/user_example，命令如下。

[root@localhost ~]# usermod -d /home/user_example user_example

如果想将现有主目录的内容转移到新的目录，应该使用-m选项，如下所示：

usermod -d /new/home -m usename

EulerOS V2.0SP3 管理员指南（for ARM64） 3 管理用户

文档版本 01 (2019-08-1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4



修改 UID
usermod -u UID usename

该用户主目录中所拥有的文件和目录都将自动修改UID设置。但是，对于主目录外所拥
有的文件，只能手工用chown命令修改所有权设置。

修改账号的有效期

如果使用了影子口令，则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来修改一个账号的有效期：

usermod -e MM/DD/YY usename

3.3 删除用户
使用userdel命令可删除现有用户。

例：下面的命令将删除用户Test。命令如下：

[root@localhost ~]# userdel Test

如果想同时删除该用户的主目录以及其中所有内容，要使用-r参数来递归删除。

说明

无法删除已经进入系统的用户，如果想强行完成，需要先杀死有关的进程，然后再使用userdel命
令。

3.4 管理员账户授权

3.4.1 创建多个管理员账户

大多数新系统管理员认为root用户是唯一的管理员账户，其实root只是系统默认的管理
员账户。随便打开一个/etc/passwd文件的例子，您就会发现如下几行：

root:x:0:0:root: /root:/bin/bash
bin:x:1:1:bin: /bin: /sbin/nologin
daemon:x:2:2:daemon: /sbin: /sbin/nologin
adm:x:3:4:acim: /var/adm:/sbin/nologin
lp:x:4:7:lp: /va r/spool/ lpd: /sbin/nologin
sync:x:5:0:sync: /sbin: /bin/sync
shutdown:x:6:0:shutdown: /sbin: /sbin/shutdown
Test:x:0:0::/home/j ianCJzhonghua: /bin/bash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发现，root的UID和GID都为0。实际上，管理员账户的充要条件就是
UID和GID都等于0，也就是说，只要用户的UID和GID都为0，就与常被称为root管理员
账户一样，如上例中的Test也是一个管理员账户。

3.4.2 为普通用户分配特权

使用sudo命令可以允许普通用户执行管理员账户才能执行的命令。

sudo命令允许已经在/etc/sudoers文件中指定的用户运行管理员账户命令。例如，一个已
经获得许可的普通用户可以运行：

sudo /usr/sbin/useradd newuserl

实际上，sudo的配置完全可以指定某个已经列入/etc/sudoers文件的普通用户可以做什
么，不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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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sudoers的配置行如下所示。

l 空行或注释行（以#字符打头）：无具体功能的行。

l 可选的主机别名行：用来创建主机列表的简称。必须以Host_Alias关键词开头，列
表中的主机必须用逗号隔开，如：
Host_Alias  linux=ted1,ted2

其中ted1和ted2是两个主机名，可使用linux（别名）称呼它们。

l 可选的用户别名行：用来创建用户列表的简称。用户别名行必须以User_Alias关键
词开头，列表中的用户名必须以逗号隔开。其格式同主机别名行。

l 可选的命令别名行：用来创建命令列表的简称。必须以Cmnd_Alias开头，列表中
的命令必须用逗号隔开。

l 可选的运行方式别名行：用来创建用户列表的简称。不同的是，使用这样的别名
可以告诉sudo程序以列表中某一用户的身份来运行程序。

l 必要的用户访问说明行。

用户访问的说明语法如下：

user host = [ run as user ] command list

在user处指定一个真正的用户名或定义过的别名，host也可以是一个真正的主机名
或者定义过的主机别名。默认情况下，sudo执行的所有命令都是以root身份执行。
如果您想使用其他身份可以指定。command list可以是以逗号分隔的命令列表，也
可以是一个已经定义过的别名，如：

ted1   ted2=/sbin/shutdown

这一句说明ted1可以在ted2主机上运行关机命令。

说明

可以在一行定义多个别名，中间用冒号(：)隔开。

可在命令或命令别名之前加上感叹号(!)，使该命令或命令别名无效。

有两个关键词：ALL和NOPASSWD。ALL意味着“所有”（所有文件、所有主机或所有命
令），NOPASSWD意味着不用密码。

下面是一个sudoers文件的例子：

#sudoers files
#User alias specification
User_Alias ADMIN=ted1:POWERUSER=globus,ted2
#user privilege specification
ADMIN ALL=ALL
POWERUSER ALL=ALL,!/bin/su

第3行定义了两个别名ADMIN和POWERUSER，第5行说明在所有主机上ADMIN都可
以以root身份执行所有命令。第6行给POWERUSER除了运行su命令外等同ADMIN的权
限。

3.5 通过图形界面设置

在图2-2所示的选项中，单击“用户”，弹出用户设置的主界面。

设置时，非root用户需要单击界面右上角“解锁”，输入管理员密码进行解锁，然后进
行设置修改，如图3-1所示。

说明

如果安装过程中未创建管理员用户，只创建了普通用户，则此时需要输入root账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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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认证

完成认证后，用户单击左下角的“+”或者“-”，进行增加/删除用户操作。

3.5.1 添加用户

用户单击图3-2左下角的“+”（非root用户需要完成认证），添加用户，弹出如图3-3
界面。

图 3-2 用户

用户需要设置账户类型（有“标准”和“管理员”两种），输入全名并设置用户名。
设置完成后，单击“添加”即可，如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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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添加用户

用户创建后，默认是被禁用的，需要设置登录选项。单击图3-2的“下次登入时设
置”，弹出密码设置对话框，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设置密码，如图3-4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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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更改密码

3.5.2 删除用户

用户选择需要删除的用户，单击左下角的“-”（非root用户需要完成认证）删除用
户，弹出如图3-5所示。删除用户时，系统会提示是否删除相关的用户数据，用户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说明

当前正在登录的用户无法删除。另外，如果当前登录的是普通用户，要删除的是唯一的管理员用
户，则操作无法执行。

图 3-5 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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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yum 管理软件包

yum是一个Shell前端软件包管理器。基于RPM包管理，能够从指定的服务器自动下载
RPM包并且安装，可以自动处理依赖性关系，并且一次安装所有依赖的软件包。

4.1 配置yum

4.2 管理软件包

4.3 管理软件包组

4.4 检查并更新

4.1 配置 yum

4.1.1 修改配置文件

yum的主要配置文件是/etc/yum.conf，这个文件里面包含“main”部分，保存着yum的
全局设置；也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repository部分，用来设置需要安装的软件源位
置。在/etc/yum.repos.d目录中有一些repo源相关文件，它们定义了各个仓库。

yum的配置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配置/etc目录下的yum.conf文件，另外一种是
在/etc/yum.repos.d目录下增加.repo文件。

修改 main 部分

/etc/yum.conf文件包含一个“main”部分，配置文件示例如下：

[main]
cachedir=/var/cache/yum/$basearch/$releasever
keepcache=0
debuglevel=2
logfile=/var/log/yum.log
exactarch=1
obsoletes=1
gpgcheck=1
plugins=1
installonly_limit=3

说明

关于配置文件的完整说明，请参见man帮助信息的yum.conf(5) 。

常用选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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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main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cachedir Yum的缓存目录，该目录用于存储RPM包和数据库文
件。

keepcache 可选值是1和0，表示是否要缓存已安装成功的那些RPM
包及头文件，默认值为0，即不缓存。

debuglevel 设置Yum生成的debug信息。取值范围：[0-10]，数值越大
会输出越详细的debug信息。默认值为2，设置为0表示不
输出debug信息。

logfile 指定日志文件的输出位置。

exactarch 可选值1和0，设置yum在升级已安装的软件包时是否考虑
体系架构。默认值为1，表示需要考虑体系架构，如果系
统已经安装了一个32位的包，那么就不会通过安装相同
的64位的包进行升级。

obsoletes 可选值1和0，设置是否允许更新陈旧的RPM包。认值为
1，表示允许更新。

gpgcheck 可选值1和0，设置是否进行gpg校验。默认值为1，表示
需要进行校验。

plugins 可选值1和0，表示启用或禁用yum插件。默认值为1，表
示启用yum插件。

installonly_limit 设置可以同时安装“installonlypkgs”指令列出包的数
量。默认值为3，不建议降低此值2。

 

修改 repository 部分

repository部分允许您定义定制化的yum软件源仓库，各个仓库的名称不能相同，否则
会引起冲突。下面是[repository]部分的一个 小配置示例：

[repository]
name=repository_name
baseurl=repository_url

选项说明：

表 4-2 repository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name=repository_name 软件仓库（repository ）描述的字符串。

baseurl=repository_url 软件仓库（repository ）的地址。

l 使用http协议的网络位置：http://path/to/repo

l 使用ftp协议的网络位置：ftp://path/to/repo

l 本地位置：file:///path/to/local/r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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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前配置

要显示当前yum参数的值，执行如下命令：

yum-config-manager

要显示配置文件某一部分参数的值，执行如下命令：

yum-config-manager section…

您也可以使用一个全局正则表达式，来显示所有匹配部分的配置：

yum-config-manager glob_expression…

例如要列出的“repo”部分的所有配置选项及其对应的值，命令如下：

$ yum-config-manager repo \*
================================ repo: EulerOS-base ==================================
[EulerOS-base]
……

4.1.2 创建 yum 源

要建立一个yum源，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安装createrepo软件包。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yum install createrepo

2. 将需要的软件包复制到一个目录下，如/mnt/local_repo/ 。
3. 创建yum源，执行以下命令：

createrepo --database /mnt/local_repo

4.1.3 添加、启用和禁用 yum 源

本节将介绍如何通过“yum-config-manager”命令添加、启用和禁用yum源。

添加 yum 源

要定义一个新的yum源，您可以在/etc/yum.conf文件中添加“repository”部分，或者
在/etc/yum.repos.d/目录下添加“.repo文件”进行说明。建议您通过添加“.repo”的方
式来定义yum源，每个yum源都有自己对应的“.repo文件”。

要在您的系统中添加一个这样的源，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yum-config-manager --add-repo repository_url

例如要添加位于http://www.example.com/example.repo的源，命令如下：

# yum-config-manager --add-repo http://www.example.com/example.repo
Loaded plugins: langpacks, product-id, subscription-manager
adding repo from: http://www.example.com/example.repo
grabbing file http://www.example.com/example.repo to /etc/yum.repos.d/example.repo
example.repo                                             |  413 B     00:00
repo saved to /etc/yum.repos.d/example.repo

启用 yum 源

要启用yum源，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yum-config-manager --enable repository…

您也可以使用一个全局正则表达式，来启用所有匹配的yum源：

yum-config-manager --enable glob_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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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启用已定义的example、example-debuginfo和example-source源，命令如下：

# yum-config-manager --enable example\*
Loaded plugins: langpacks, product-id, subscription-manager
============================== repo: example ==============================
[example]
bandwidth = 0
base_persistdir = /var/lib/yum/repos/aarch64/6Server
baseurl = http://www.example.com/repo/6Server/aarch64/
cache = 0
cachedir = /var/cache/yum/aarch64/6Server/example
[output truncated]

禁用 yum 源

要禁用yum源，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yum-config-manager --disable repository…

同样的，您也可以使用一个全局正则表达式，来禁用所有匹配的yum源：

yum-config-manager --disable glob_expression…

4.2 管理软件包

使用yum能够让您方便的进行查询、安装、删除软件包等操作。

搜索软件包

您可以使用RPM包名称、缩写或者描述搜索需要的RPM包，使用命令如下：

yum search term…

示例如下：

$   yum search httpd
========================================== N/S matched: httpd 
==========================================
httpd.aarch64 : Apache HTTP Server
httpd-devel.aarch64 : Development interfaces for the Apache HTTP server
httpd-manual.noarch : Documentation for the Apache HTTP server
httpd-tools.aarch64  : Tools for use with the Apache HTTP Server
libmicrohttpd.aarch64  : Lightweight library for embedding a webserver in applications
mod_auth_mellon.aarch64  : A SAML 2.0 authentication module for the Apache Httpd Server
mod_dav_svn.aarch64  : Apache httpd module for Subversion server

列出软件包清单

要列出系统中所有已安装的以及可用的RPM包信息，使用命令如下：

yum list all

要列出系统中特定的RPM包信息，使用命令如下：

yum list glob_expression…

示例如下：

$ yum list httpd
Available Packages
httpd.aarch64              2.4.6-40.4.h1           EulerOS-base
[root@localhost yum.rep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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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RPM 包信息

要显示一个或者多个RPM包信息，使用命令如下：

yum info package_name…

例如搜索，命令如下：

$ yum info httpd
Available Packages
Name        : httpd
Arch        : aarch64 
Version     : 2.4.6
Release     : 40.4.h1
Size        : 1.2 M
Repo        : EulerOS-base
Summary     : Apache HTTP Server
URL         : http://httpd.apache.org/
License     : ASL 2.0
Description : The Apache HTTP Server is a powerful, efficient, and extensible
            : web server.

安装 RPM 包

要安装一个软件包及其所有未安装的依赖，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yum install package_name

您也可以通过添加软件包名字同时安装多个软件包。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yum install package_name package_name…

示例如下：

yum install httpd-devel.aarch64

下载软件包

在使用yum安装过程中，可能会有提示信息需要您确认，如下：

...
Total size: 1.2 M
Is this ok [y/d/N]:    
...

输入d，yum会下载相应的软件包，但是并不会安装。您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在离线状态
下安装这些软件包。下载的软件包默认保存在“/var/cache/yum/$basearch/$releasever/
repo-name/packages/”目录（repo-name为系统repo源配置文件中repo的名称）。

删除软件包

要卸载软件包以及相关的依赖软件包，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yum remove package_name…

示例如下：

yum remove totem

4.3 管理软件包组
软件包集合是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一组软件包，例如系统工具集等。使用yum可以对
软件包组进行安装/删除等操作，使相关操作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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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软件包组清单

使用summary参数，可以列出系统中所有已安装软件包组、可用的组，可用的环境组的
数量，命令如下：

yum groups summary

使用示例如下：

$ yum groups summary
There is no installed groups file.
Maybe run: yum groups mark convert (see man yum)
EulerOS-base                                | 4.2 kB     00:00
(1/3): EulerOS-base/updateinfo              |  10 kB   00:00
(2/3): EulerOS-base/group_gz                |  15 kB   00:00
(3/3): EulerOS-base/primary_db              | 5.5 MB   00:07
Available environment groups: 4
Available Groups: 4
Done

要列出所有软件包组和它们的组ID ，命令如下：

yum group list ids 

使用示例如下：

$ yum group list ids
Available environment groups:
   Base System (base-sys)
   Developer Mode (developer-mode)
   Cloud Server (cloud-server)
   Server with GUI (graphical-server-environment)
Installed groups:
   Development Tools (development)
Available Groups:
   Compatibility Libraries (compat-libraries)
   Security Tools (security-tools)
   Smart Card Support (smart-card)
Done

显示软件包组信息

要列出包含在一个软件包组中必须安装的包和可选包，使用命令如下：

yum group info glob_expression…

例如显示Development Tools信息，示例如下：

$  yum group info "Development Tools"
There is no installed groups file.
Maybe run: yum groups mark convert (see man yum)

Group: Development Tools
 Group-Id: development
 Description: A bas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Mandatory Packages:
    autoconf
    automake
    binutils
   +bison
   +flex
    gcc
   +gcc-c++
   +gcc-go
    gettext
    libtool
    make
   +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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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gconfig
   +redhat-rpm-config
   +rpm-build
   +rpm-sign
 Default Packages:
   +byacc
   +cscope
   +ctags
   +diffstat
   +doxygen
    elfutils
   +gcc-gfortran
    git
   +indent
   +intltool
   +patchutils
   +rcs
   +subversion
   +swig
   +systemtap
 Optional Packages:
   ElectricFence
   ant
   babel
   bzr
   chrpath
   cmake
   compat-gcc-44
   compat-gcc-44-c++
   cvs
   dejagnu
   expect
   gcc-gnat
   gcc-objc
   gcc-objc++
   imake
   javapackages-tools
   libstdc++-docs
   mercurial
   mod_dav_svn
   nasm
   perltidy
   python-docs
   rpmdevtools
   rpmlint
   systemtap-sdt-devel
   systemtap-server

安装软件包组

每一个软件包组都有自己的名称以及相应的ID（groupid），您可以使用软件包组名称
或它的ID进行安装。

要安装一个软件包组，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yum group install group_name 
yum group install groupid

例如安装Development Tools相应的软件包组，命令如下：

# yum group install "Development Tools" 
# yum group install development

删除软件包组

要卸载软件包组，您可以使用软件包组名称或它的ID，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yum group remove group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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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 group remove groupid

例如删除Development Tools相应的软件包组，命令如下：

# yum group remove "Development Tools" 
# yum group remove development

4.4 检查并更新
yum可以检查您的系统中是否有软件包需要更新。您可以通过yum列出需要更新的软件
包，一次性全部更新或者选择对应的包单独更新。

检查更新

如果您需要显示当前系统可用的更新，使用命令如下：

yum check-update

使用实例如下：

# yum check-update
base                                        | 2.9 kB     00:00
updates                                     | 2.9 kB     00:00
(1/2): updates/primary_db                   | 2.9 MB   00:00
(2/2): base/primary_db                      | 4.4 MB   00:00

anaconda-core.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anaconda-gui.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anaconda-tui.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anaconda-user-help.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anaconda-widgets.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bind-libs.aarch64           32:9.9.4-29.3              updates
bind-libs-lite.aarch64      32:9.9.4-29.3              updates
bind-license.noarch         32:9.9.4-29.3              updates
bind-utils.aarch64          32:9.9.4-29.3              updates
euleros-config.aarch64      1.0-6                      updates
……

升级

如果您需要升级单个软件包，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yum update package_name

例如升级rpm包，示例如下：

# yum update anaconda-gui.aarch64
Resolving Dependencies
--> Running transaction check
---> Package anaconda-gui.aarch64 0:19.31.123-1.13 will be updated
---> Package anaconda-gui.aarch64 0:19.31.123-1.14 will be an update
--> Processing Dependency: anaconda-widgets = 19.31.123-1.14 for package: anaconda-
gui-19.31.123-1.14.aarch64
--> Processing Dependency: anaconda-user-help = 19.31.123-1.14 for package: anaconda-
gui-19.31.123-1.14.aarch64
--> Processing Dependency: anaconda-core = 19.31.123-1.14 for package: anaconda-
gui-19.31.123-1.14.aarch64
--> Running transaction check
---> Package anaconda-core.aarch640:19.31.123-1.13 will be updated
--> Processing Dependency: anaconda-core = 19.31.123-1.13 for package: anaconda-
tui-19.31.123-1.13.aarch64
---> Package anaconda-core.aarch640:19.31.123-1.14 will be an update
---> Package anaconda-user-help.aarch64 0:19.31.123-1.13 will be updated
---> Package anaconda-user-help.aarch64 0:19.31.123-1.14 will be an update
---> Package anaconda-widgets.aarch64 0:19.31.123-1.13 will be 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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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age anaconda-widgets.aarch64 0:19.31.123-1.14 will be an update
--> Running transaction check
---> Package anaconda-tui.aarch64 0:19.31.123-1.13 will be updated
---> Package anaconda-tui.aarch64 0:19.31.123-1.14 will be an update
--> Finished Dependency Resolution

Dependencies Resolved

================================================================================
 Package                  Arch         Version              Repository     Size
================================================================================
Updating:
 anaconda-gui             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461 k
Updating for dependencies:
 anaconda-core            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1.4 M
 anaconda-tui             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274 k
 anaconda-user-help       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315 k
 anaconda-widgets         aarch64      19.31.123-1.14       updates       748 k

Transaction Summary
================================================================================
Upgrade  1 Package (+4 Dependent packages)

Total download size: 3.1 M
Is this ok [y/d/N]:

类似的，如果您需要升级软件包组，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yum group update group_name

更新所有的包和它们的依赖

要更新所有的包和它们的依赖，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如下：

yum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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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服务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systemd进行系统和服务管理。

5.1 简介

5.2 特性说明

5.3 管理系统服务

5.4 改变运行级别

5.5 关闭、暂停和休眠系统

5.1 简介

systemd是在Linux下，与SysV和LSB初始化脚本兼容的系统和服务管理器。systemd使
用socket和D-Bus来开启服务，提供基于守护进程的按需启动策略，支持快照和系统状
态恢复，维护挂载和自挂载点，实现了各服务间基于从属关系的一个更为精细的逻辑
控制，拥有更高的并行性能。

概念介绍

systemd开启和监督整个系统是基于unit的概念。unit是由一个与配置文件对应的名字和
类型组成的（例如：avahi.service unit有一个具有相同名字的配置文件，是守护进程
Avahi的一个封装单元）。unit有多重类型，如表5-1所示。

表 5-1 unit 说明

unit名称 后缀名 描述

Service unit .service 系统服务。

Target unit .target 一组systemd units。

Automount unit .automount 文件系统挂载点。

Device unit .device 内核识别的设备文件。

Mount unit .mount 文件系统挂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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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名称 后缀名 描述

Path unit .path 在一个文件系统中的文件或目录。

Scope unit .scope 外部创建的进程。

Slice unit .slice 一组用于管理系统进程分层组织的units。

Snapshot unit .snapshot systemd manager的保存状态。

Socket unit .socket 一个进程间通信的Socket。

Swap unit .swap swap设备或者swap文件。

Timer unit .timer systemd计时器。

 

所有的可用systemd unit类型，可在如表5-2所示的路径下查看。

表 5-2 可用 systemd unit 类型

路径 描述

/usr/lib/systemd/system/ 随安装的RPM产生的systemd units。

/run/systemd/system/ 在运行时创建systemd units。

/etc/systemd/system/ 由系统管理员创建和管理的systemd units。

 

5.2 特性说明

更快的启动速度

systemd提供了比UpStart更激进的并行启动能力，采用了socket/D-Bus activation等技术
启动服务，带来了更快的启动速度。

为了减少系统启动时间，systemd的目标是：

l 尽可能启动更少的进程

l 尽可能将更多进程并行启动

同样地，UpStart也试图实现这两个目标。UpStart采用事件驱动机制，服务可以暂不启
动，当需要的时候才通过事件触发其启动，这符合第一个设计目标；此外，不相干的
服务可以并行启动，这也实现了第二个目标。

提供按需启动能力

当sysvinit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它会将所有可能用到的后台服务进程全部启动运行。并
且系统必须等待所有的服务都启动就绪之后，才允许用户登录。这种做法有两个缺
点：首先是启动时间过长；其次是系统资源浪费。

某些服务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整个服务器运行期间都没有被使用过。比如
CUPS，打印服务在多数服务器上很少被真正使用到。您可能没有想到，在很多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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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SSHD也是很少被真正访问到的。花费在启动这些服务上的时间是不必要的；同样，
花费在这些服务上的系统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systemd可以提供按需启动的能力，只有在某个服务被真正请求的时候才启动它。当该
服务结束，systemd可以关闭它，等待下次需要时再次启动它。

采用 cgroup 特性跟踪和管理进程的生命周期

init系统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负责跟踪和管理服务进程的生命周期。它不仅可以启动一
个服务，也能够停止服务。这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然而在真正用代码实现的时
候，您或许会发现停止服务比一开始想的要困难。

服务进程一般都会作为精灵进程（daemon）在后台运行，为此服务程序有时候会派生
(fork)两次。在UpStart中，需要在配置文件中正确地配置expect小节。这样UpStart通过
对fork系统调用进行计数，从而获知真正的精灵进程的PID号。

cgroup已经出现了很久，它主要用来实现系统资源配额管理。cgroup提供了类似文件系
统的接口，使用方便。当进程创建子进程时，子进程会继承父进程的cgroup。因此无论
服务如何启动新的子进程，所有的这些相关进程都会属于同一个cgroup，systemd只需
要简单地遍历指定的cgroup即可正确地找到所有的相关进程，将它们逐一停止即可。

启动挂载点和自动挂载的管理

传统的Linux系统中，用户可以用/etc/fstab文件来维护固定的文件系统挂载点。这些挂
载点在系统启动过程中被自动挂载，一旦启动过程结束，这些挂载点就会确保存在。
这些挂载点都是对系统运行至关重要的文件系统，比如HOME目录。和sysvinit一样，
systemd管理这些挂载点，以便能够在系统启动时自动挂载它们。systemd还兼容/etc/
fstab文件，您可以继续使用该文件管理挂载点。

有时候用户还需要动态挂载点，比如打算访问DVD内容时，才临时执行挂载以便访问
其中的内容，而不访问光盘时该挂载点被取消(umount)，以便节约资源。传统地，人们
依赖autofs服务来实现这种功能。

systemd内建了自动挂载服务，无需另外安装autofs服务，可以直接使用systemd提供的
自动挂载管理能力来实现autofs的功能。

实现事务性依赖关系管理

系统启动过程是由很多的独立工作共同组成的，这些工作之间可能存在依赖关系，比
如挂载一个NFS文件系统必须依赖网络能够正常工作。systemd虽然能够 大限度地并
发执行很多有依赖关系的工作，但是类似“挂载NFS”和“启动网络”这样的工作还
是存在天生的先后依赖关系，无法并发执行。对于这些任务，systemd维护一个“事务
一致性”的概念，保证所有相关的服务都可以正常启动而不会出现互相依赖，以至于
死锁的情况。

与 SysV 初始化脚本兼容

和UpStart一样，systemd引入了新的配置方式，对应用程序的开发也有一些新的要求。
如果systemd想替代目前正在运行的初始化系统，就必须和现有程序兼容。任何一个
Linux发行版都很难为了采用systemd而在短时间内将所有的服务代码都修改一遍。

systemd提供了和sysvinit以及LSB initscripts兼容的特性。系统中已经存在的服务和进程
无需修改。这降低了系统向systemd迁移的成本，使得systemd替换现有初始化系统成为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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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系统进行快照和恢复

systemd支持按需启动，因此系统的运行状态是动态变化的，人们无法准确地知道系统
当前运行了哪些服务。systemd快照提供了一种将当前系统运行状态保存并恢复的能
力。

比如系统当前正运行服务A和B，可以用systemd命令行对当前系统运行状况创建快照。
然后将进程A停止，或者做其他的任意的对系统的改变，比如启动新的进程C。在这些
改变之后，运行systemd的快照恢复命令，就可立即将系统恢复到快照时刻的状态，即
只有服务A，B在运行。一个可能的应用场景是调试：比如服务器出现一些异常，为了
调试用户将当前状态保存为快照，然后可以进行任意的操作，比如停止服务等等。等
调试结束，恢复快照即可。

5.3 管理系统服务

systemd提供systemctl命令来运行、关闭、重启、显示、启用/禁用系统服务。

sysvinit 命令和 systemd 命令

systemd提供systemctl命令与sysvinit命令的功能类似。当前版本中依然兼容service和
chkconfig命令，相关说明如表 1，但建议用systemdemd进行系统服务管理。

表 5-3 sysvinit 命令和 systemd 命令的对照表

sysvinit命令 systemd命令 备注

service foo start systemctl start foo.service 用来启动一个服务 (并不
会重启现有的)。

service foo stop systemctl stop foo.service 用来停止一个服务 (并不
会重启现有的)。

service foo restart systemctl restart foo.service 用来停止并启动一个服
务。

service foo reload systemctl reload foo.service 当支持时，重新装载配置
文件而不中断等待操作。

service foo condrestart systemctl condrestart
foo.service

如果服务正在运行那么重
启它。

service foo status systemctl status foo.service 汇报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chkconfig foo on systemctl enable foo.service 在下次启动时或满足其他
触发条件时设置服务为启
用。

chkconfig foo off systemctl disable foo.service 在下次启动时或满足其他
触发条件时设置服务为禁
用。

chkconfig foo systemctl is-enabled foo.service 用来检查一个服务在当前
环境下被配置为启用还是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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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vinit命令 systemd命令 备注

chkconfig –list systemctl list-unit-files --
type=service

输出在各个运行级别下服
务的启用和禁用情况。

chkconfig foo –list ls /etc/systemd/system/*.wants/
foo.service

用来列出该服务在哪些运
行级别下启用和禁用。

chkconfig foo –add systemctl daemon-reload 当您创建新服务文件或者
变更设置时使用。

 

显示所有当前服务

如果您需要显示当前正在运行的服务，使用命令如下：

systemctl list-units --type service

如果您需要显示所有的服务（包括未运行的服务），需要添加-all参数，使用命令如
下：

systemctl list-units --type service --all

例如显示当前正在运行的服务，命令如下：

$ systemctl list-units --type service
UNIT                           LOAD   ACTIVE SUB     DESCRIPTION
abrt-ccpp.service              loaded active exited  Install ABRT coredump hook
abrt-oops.service              loaded active running ABRT kernel log watcher
abrt-vmcore.service            loaded active exited  Harvest vmcores for ABRT
abrt-xorg.service              loaded active running ABRT Xorg log watcher
abrtd.service                  loaded active running ABRT Automated Bug Reporting Tool
...systemd-vconsole-setup.service loaded active exited  Setup Virtual Consoletog-
pegasus.service            loaded active running OpenPegasus CIM Server

LOAD   = Reflects whether the unit definition was properly loaded.
ACTIVE = The high-level unit activation state, i.e. generalization of SUB.
SUB    = The low-level unit activation state, values depend on unit type.

46 loaded units listed. Pass --all to see loaded but inactive units, too.
To show all installed unit files use 'systemctl list-unit-files'

显示服务状态

如果您需要显示某个服务的状态，可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status name.service

相关状态显示参数说明如表5-4所示。

表 5-4 状态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Loaded 说明服务是否被加载，并显示服务对应的绝度路径以及是否启用。

Active 说明服务是否正在运行，并显示时间节点。

Main PID 相应的系统服务的PID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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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Status 相关系统服务的其他信息。

Process 相关进程的其他信息。

CGroup 相关控制组（CGroup）的其他信息。

 

如果您需要鉴别某个服务是否运行，可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is-active name.service

同样，如果您需要判断某个服务是否被启用，可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is-enabled name.service

例如查看gdm.service服务状态，命令如下：

# systemctl status gdm.service
gdm.service - GNOME Display Manager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gdm.service; 
enabled)   Active: active (running) since Thu 2013-10-17 17:31:23 CEST; 5min ago
 Main PID: 1029 (gdm)
   CGroup: /system.slice/gdm.service
           ├─1029 /usr/sbin/gdm
           ├─1037 /usr/libexec/gdm-simple-slave --display-id /org/gno...           └─
1047 /usr/bin/Xorg :0 -background none -verbose -auth /r...Oct 17 17:31:23 localhost systemd[1]: 
Started GNOME Display Manager.

运行服务

如果您需要运行某个服务，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start name.service

例如运行httpd服务，命令如下：

# systemctl start httpd.service

关闭服务

如果您需要关闭某个服务，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stop name.service

例如关闭蓝牙服务，命令如下：

# systemctl stop bluetooth.service

重启服务

如果您需要重启某个服务，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restart name.service

执行命令后，当前服务会被关闭，但马上重新启动。如果您指定的服务，当前处于关
闭状态，执行命令后，服务也会被启动。

例如重启蓝牙服务，命令如下：

# systemctl restart bluetooth.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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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服务

如果您需要在开机时启用某个服务，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enable name.service

例如设置httpd服务开机时启动，命令如下：

# systemctl enable httpd.serviceln -s '/usr/lib/systemd/system/httpd.service' '/etc/systemd/system/
multi-user.target.wants/httpd.service'

禁用服务

如果您需要在开机时禁用某个服务，请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disable name.service

例如在开机时禁用蓝牙服务启动，命令如下：

# systemctl disable bluetooth.servicerm '/etc/systemd/system/dbus-org.bluez.service'rm '/etc/
systemd/system/bluetooth.target.wants/bluetooth.service'

5.4 改变运行级别

Target 和运行级别

systemd用目标（target）替代了运行级别的概念，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如您可以继承
一个已有的目标，并添加其他服务，来创建自己的目标。下表列举了systemd下的目标
和常见runlevel的对应关系：

表 5-5 运行级别和 systemd 目标

运行级
别

systemd目标（target） 描述

0 runlevel0.target，poweroff.target 关闭系统。

1 runlevel1.target，rescue.target 单用户模式。

2 runlevel2.target，multi-user.target 用户定义/域特定运行级
别。默认等同于3。

3 runlevel3.target，multi-user.target 多用户，非图形化。用户
可以通过多个控制台或网
络登录。

4 runlevel4.target，multi-user.target 用户定义/域特定运行级
别。默认等同于3。

5 runlevel5.target，graphical.target 多用户，图形化。通常为
所有运行级别3的服务外加
图形化登录。

6 runlevel6.target，reboot.target 重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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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系统默认目标

查看当前系统默认的启动级别，使用如下命令：

systemctl get-default

查看当前系统的目标

查看当前系统默认的启动级别，使用如下命令：

systemctl list-units --type target

改变默认目标

改变系统默认的目标，在root权限下使用如下命令：

systemctl set-default name.target

改变当前目标

改变当前系统的目标，在root权限下使用如下命令：

systemctl isolate name.target

切换到救援模式

改变当前系统为救援模式，在root权限下使用如下命令：

systemctl rescue

这条命令和“systemctl isolate rescue.target”类似，但它会给当前所有的登录用户发送
一条提示消息。如果想避免systemd发送这个消息，您可以添加“--no-wall”参数。具
体命令如下：

systemctl --no-wall rescue

说明

用户需要重启系统，从救援模式进入正常模式。

切换到紧急模式

改变当前系统为紧急模式，在root权限下使用如下命令：

systemctl emergency

这条命令和“systemctl isolate emergency.target”类似，但它会给当前所有的登录用户发
送一条提示消息。如果想避免systemd发送这个消息，您可以添加“--no-wall”参数。
具体命令如下：

systemctl --no-wall emergency

说明

用户需要重启系统，从紧急模式进入正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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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关闭、暂停和休眠系统

systemctl 命令

systemd通过systemctl命令可以对系统进行关机、重启、休眠等已系列操作。当前仍兼
容linux常用管理命令，对应关系如下表。建议用户使用systemctl命令进行操作。

表 5-6 命令对应关系

之前命令 systemctl命令 描述

halt systemctl halt 关闭系统

poweroff systemctl poweroff 关闭电源

reboot systemctl reboot 重启

pm-suspend systemctl suspend 待机

pm-hibernate systemctl hibernate 休眠

pm-suspend-hybrid systemctl hybrid-sleep 缓和休眠模式

 

关闭系统

要关闭系统并下电，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poweroff

要关闭系统但不下电机器，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halt

执行上述会给当前所有的登录用户发送一条提示消息。如果想避免systemd发送这个消
息，您可以添加“--no-wall”参数。具体命令如下：

systemctl --no-wall poweroff

重启系统

要关重启系统，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reboot

执行上述会给当前所有的登录用户发送一条提示消息。如果想避免systemd发送这个消
息，您可以添加“--no-wall”参数。具体命令如下：

systemctl --no-wall reboot

使系统待机

要使系统待机，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su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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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系统休眠

要使系统休眠，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hibernate

要使系统待机且处于休眠状态，在root权限下执行如下命令：

systemctl hybrid-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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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进程

本章介绍了Linux内核的进程管理方式，然后以实例的方式讲解了Linux提供的常用的进
程控制命令、at和cron服务，以及进程查看命令。

6.1 管理系统进程

6.2 查看进程

6.1 管理系统进程

操作系统管理多个用户的请求和多个任务。大多数系统都只有一个CPU和一个主要存
储，但一个系统可能有多个二级存储磁盘和多个输入/输出设备。操作系统管理这些资
源并在多个用户间共享资源，当用户提出一个请求时，造成好像系统被用户独占的假
象。实际上操作系统监控着一个等待执行的任务队列，这些任务包括用户任务、操作
系统任务、邮件和打印任务等。本节将从用户的角度讲述如何控制进程。

6.1.1 调度启动进程

有时候需要对系统进行一些比较费时而且占用资源的维护工作，这些工作适合在深夜
进行，这时候用户就可以事先进行调度安排，指定任务运行的时间或者场合，到时候
系统会自动完成这些任务。要使用自动启动进程的功能，就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启动命
令。

6.1.1.1 定时运行一批程序（at）

at 命令

用户使用at命令在指定时刻执行指定的命令序列。该命令至少需要指定一个命令和一个
执行时间。at命令可以只指定时间，也可以时间和日期一起指定。

at命令的语法格式如下：

 at [-V] [-q 队列] [-f 文件名] [-mldbv] 时间
 at -c作业[作业…]

设置时间

at允许使用一套相当复杂的时间指定方法，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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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接受在当天的hh:mm（小时：分钟）式的时间指定。如果该时间已经过去，那么
就放存第二天执行。

l 使用midnight（深夜）、noon（中午）、teatime（饮茶时间，一般是下午4点）等
比较模糊的词语来指定时间。

l 采用12小时计时制，即在时间后面加上AM（上午）或者PM（下午）来说明是上
午还是下午。

l 指定命令执行的具体日期，指定格式为month day（月日）或者mm/dd/yy（月/日/
年）或者dd.mm.yy（日.月.年）。指定的日期必须跟在指定时间的后面。

上面介绍的都是绝对计时法，其实还可以使用相对计时法，这对于安排不久就要执行
的命令是很有好处的。指定格式为now+count time-units，now就是当前时间，time-units
是时间单位，这里可以是minutes（分钟）、hours（小时）、days（天）、weeks（星
期）。count是时间的数量，究竟是几天，还是几小时等。还有一种计时方法就是直接
使用today（今天）、tomorrow（明天）来指定完成命令的时间。下面通过一些例子来
说明具体用法。

例如指定在今天下午4:30执行某个命令。假设现在时间是中午12:30，2015年6月7日，
可用命令格式如下：

 at 4:30pm
 at 16:30
 at 16:30 today
 at now+4 hours
 at now+ 240 minutes
 at 16:30 7.6.15
 at 16:30 6/7/15
 at 16:30 Jun 7

以上这些命令表达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安排时间的时候完全可以根据个人喜
好和具体情况自由选择。一般采用绝对时间的24小时计时法可以避免由于用户自己的
疏忽造成计时错误，例如上例可以写成：at 16:30 6/7/15。

执行权限

对于at命令来说，需要定时执行的命令是从标准输入或者使用-f选项指定的文件中读取
并执行的。如果at命令是从一个使用su命令切换到用户shell中执行的，那么当前用户被
认为是执行用户，所有的错误和输出结果都会送给这个用户。但是如果有邮件送出的
话，收到邮件的将是原来的用户，也就是登录时shell的所有者。

例如在6月8日上午10点执行slocate -u命令。命令如下：

# at  10:00  6/8/15
at> slocate -u
at>
[1]+   Stopped    at  10:00  6/8/15

上面的结果中，输入at命令之后，会出现提示符at>，提示用户输入命令，在此输入了
slocate -u，然后按回车键。还可以输入多条命令，当所有要执行的命令输入结束后，
按Ctrl+d键结束at命令。

在任何情况下，管理员账户都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对于其他用户来说，是否可以使用
就取决于/etc/at.allow和/etc/at.deny文件。

6.1.1.2 周期性运行一批程序（cron）
前面介绍at命令都会在一定时问内完成一定任务，但是它只能执一次。也就是说，当指
定了运行命令后，系统在指定时间完成任务，以后就不再执行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需要周期性重复执行一些命令，这时候就需要使用cron命令来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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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

首先cron命令会搜索/var/spool/cron目录，寻找以/etc/passwd文件中的用户名命名的
crontab文件，被找到的这种文件将装入内存。比如一个用户名为globus的用户，对应的
crontab立件应该是/var/spool/cron/globus，即以该用户命名的crontab文件存放在/var/
spool/cron目录下面。

cron命令还将搜索/etc/crontab文件，这个文件是用不同的格式写成的。cron启动以后，
它将首先检查是否有用户设置了crontab文件，如果没有就转入睡眠状态，释放系统资
源。所以该后台进程占用资源极少，它每分钟被换醒一次，查看当前是否有需要运行
的命令。

命令执行结束后，任何输出都将作为邮件发送给crontab的所有者，或者是/etc/crontab文
件中MAILTO环境变量中指定的用户。这是cron的工作原理，但是cron命令的执行不需
要用户干涉，用户只需要修改crontab中要执行的命令。

crontab 命令

crontab命令用于安装、删除或者显示用于驱动cron后台进程的表格。用户把需要执行的
命令序列放到crontab文件中以获得执行，而且每个用户都可以有自己的crontab文件。

crontab命令的常用方法如下：

l crontab -u //设置某个用户的cron服务，root用户在执行crontab时需要此参数。

l crontab -l //列出某个用户cron服务的详细内容。

l crontab -r //删除某个用户的cron服务。

l crontab -e //编辑某个用户的cron服务。

例如root查看自己的cron设置。命令如下：

crontab -u root -l

crontab 文件

在crontab文件中输入需要执行的命令和时间。该文件中每行都包括6个域，其中前5个
域是指定命令被执行的时间， 后一个域是要被执行的命令。每个域之间使用空格或
者制表符分隔。格式如下：

minute hour day-of-month month-of-year day-of-week commands

对于每一项的说明如所示。

表 6-1 参数说明

参数 描述

minute 分钟（0~59）。

hour 小时（0~23）。

day-of-month 一个月（）的第几天（1~31）。

month-of-year 一年的第几个月（1~12）。

day-of-week 一周的星期几（0~6），0代表星期天。

commands 需要执行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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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都不能为空，必须指定值。除了数字还有几个特殊的符号“*”、“/”和
“-”、“，”。其中，*代表所有的取值范围内的数字，/代表每的意思，“*/5”表示
每5个单位，“-”代表从某个数字到某个数字，“，”分开几个离散时数字。对于要
执行的命令，调用的时候需要写出命令的完整路径。

例如晚上11点到早上8点之间每两个小时，在/tmp/test.txt文件中加入sleepy文本。在
crontab文件中对应的行如下：

* 23-8/2 * * * echo"sleepy" >> /tmp/test.txt

每次编辑完某个用户的cron设置后，cron自动在/var/spool/cron下生成一个与此用户同名
的文件。此用户的cron信息都记录在这个文件中，这个文件是不可以直接编辑的，只可
以用crontab -e来编辑。用户也可以另外建立一个文件，使用“cron文件名”命令导入
cron设置。

假设有个用户名为globus，它需要为自己创建的一个crontab文件。步骤如下：

1. 首先可以使用任何文本编辑器建立一个新文件，并将向该文件加入需要运行的命
令和要定期执行的时间，假发该文件为 ~/globus.cron。

2. 然后使用crontab命令安装这个文件，使用crontab命令使之成为该用户的crontab文
件。命令如下：
crontab  globus. -/globus.cron

这样crontab文件就建立好了，可以转到/var/spool/cron目录下面查看，发现多了一个
globus文件。这个文件就是所需的crontab文件。

说明

cron启动后，每过一分钟读一次crontab文件，检查是否要执行里面的命令。因此该文件被修改后
不需要重新启动cron服务。

编辑配置文件

cron服务每分钟不仅要读一次/var/spool/cron内的所有文件，还需要读一次/etc/crontab，
因此通过配置这个文件也能得到cron的服务。用crontab配置是针对某个用户的，而编
辑/etc/crontab是针对系统的任务。此文件的文件格式如下：

SHELL=/bin/sh
PATH=/usr/bin:/usr/sbin:/sbin:/bin:/usr/lib/news/bin
MAILTO=root  //如果出现错误，或者有数据输出，数据作为邮件发给这个账号
HOME=/
#  run-parts
01  * * * *   root run-parts /etc/cron.hourly     //每个小时执行一次/etc/cron.hourly里的脚本
02 4 * * *   root run-parts /etc/cron.daily    //每天执行一次/etc/cron.daily里的脚本
22 4 * * 0  root run-parts /etc/cron.weekly     //每周执行一次/etc/cron.weekly里的脚本
42 4 1  * *  root run-parts /etc/cron.monthly     //每月执行一次/etc/cron.monthly里的脚本

说明

如果去掉run-parts参数，其后面就是运行的某个脚本名，而不是目录名。

6.1.2 挂起/恢复进程

作业控制允许进程挂起并可以在需要时恢复进程的运行，被挂起的作业恢复后将从中
止处开始继续运行。只要在键盘上按Ctrl+Z键，即可挂起当前的前台作业。在键盘上按
Ctrl+Z键后，将挂起当前执行的命令cat。使用jobs命令可以显示shell的作业清单，包括
具体的作业、作业号以及作业当前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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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进程执行时，有两种选择：用fg命令将挂起的作业放回到前台执行；用bg命令将
挂起的作业放到后台执行。灵活使用上述命令，将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方便。

6.2 查看进程

Linux是一个多任务系统，经常需要对这些进程进行一些调配和管理。要进行管理，首
先就要知道现在的进程情况：有哪些进程、进程的状态如何等。Linux提供了多种命令
来了解进程的状况。

who 命令

who命令主要用于查看当前系统中的用户情况。如果用户想和其他用户建立即时通讯，
比如使用talk命令，那么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该用户确实在线上，不然talk进程就无法建
立起来。又如，系统管理员希望监视每个登录的用户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也要使用
who命令。who命令应用起来非常简单，可以比较准确地掌握用户的情况，所以使用非
常广泛。

例如查看系统中的用户及其状态。使用如下：

# who
admin     tty1         Jul 28 15:55
admin     pts/0        Aug  5 15:46 (192.168.0.110)
admin     pts/2        Jul 29 19:52 (192.168.0.110)
root     pts/3        Jul 30 12:07 (192.168.0.110)
root     pts/4        Jul 31 10:29 (192.168.0.144)
root     pts/5        Jul 31 14:52 (192.168.0.11)
root     pts/6        Aug  6 10:12 (192.168.0.234)
root     pts/8        Aug  6 11:34 (192.168.0.234)

ps 命令

ps命令是 基本又非常强大的进程查看命令。使用该命令可以确定有哪些进程正在运
行和运行的状态、进程是否结束、进程有没有僵尸、哪些进程占用了过多的资源等，
大部分进程信息都是可以通过执行该命令得到的。

ps命令 常用的还是用来监控后台进程的工作情况，因为后台进程是不与屏幕、键盘
这些标准输入/输出设备进行通信的，所以如果需要检测其状况，就可使用ps命令。ps
命令的常见选项如表6-2所示。

表 6-2 选项说明

选项 描述

-e 显示所有进程。

-f 全格式。

-h 不显示标题。

-l 使用长格式。

-w 宽行输出。

-a 显示终端上的所有进程，包括其他用户的进程。

-r 只显示正在运行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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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x 显示没有控制终端的进程。

 
例如显示系统中终端上的所有进行进程。命令如下：

# ps -a
  PID TTY          TIME CMD
12175 pts/6    00:00:00 bash
24526 pts/0    00:00:00 vsftpd
29478 pts/5    00:00:00 ps
32461 pts/0    1-01:58:33 sh

top 命令

top命令和ps命令的基本作用是相同的，显示系统当前的进程和其他状况，但是top是一
个动态显示过程，即可以通过用户按键来不断刷新进程的当前状态，如果在前台执行
该命令，它将独占前台，直到用户终止该程序为止。其实top命令提供了实时的对系统
处理器的状态监视。它将显示系统中CPU的任务列表。该命令可以按CPU使用、内存
使用和执行时间对任务进行排序，而且该命令的很多特性都可以通过交互式命令或者
在定制文件中进行设定。

top命令输出的实例如图6-1所示：

图 6-1 top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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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命令

当需要中断一个前台进程的时候，通常足使用“Ctrl+c”组合键，而对于后台进程不能
用组合健来终止，这时就可以使用kill命令。该命令可以终止前台和后台进程。终止后
台进程的原因包括：该进程占用CPU的时间过多、该进程已经死锁等。

kill命令是通过向进程发送指定的信号来结束进程的。如果没有指定发送的信号，那么
默认值为TERM信号。TERM信号将终止所有不能捕获该信号的进程。至于那些可以捕
获该信号的进程可能就需要使用KILL信号（它的编号为9），而该信号不能被捕捉。

kill命令的浯法格式有以下两种方式：

kill [-s 信号 | -p] [-a] 进程号…
kill -l [信号]

其中进程号可以通过ps命令的输出得到。-s选项是给程序发送指定的信号，详细的信号
可以用“kill -l”命令查看；-p选项只显示指定进程的ID号，而发送信号。

杀死pid为1409的进程，示例如下：

# kill -9 1409

显示所有的信号及其编号对应关系，示例如下：

# kill -l
 1) SIGHUP? 2) SIGINT? 3) SIGQUIT? 4) SIGILL
 5) SIGTRAP? 6) SIGABRT? 7) SIGBUS? 8) SIGFPE
 9) SIGKILL?10) SIGUSR1?11) SIGSEGV?12) SIGUSR2
13) SIGPIPE?14) SIGALRM?15) SIGTERM?16) SIGSTKFLT
17) SIGCHLD?18) SIGCONT?19) SIGSTOP?20) SIGTSTP
21) SIGTTIN?22) SIGTTOU?23) SIGURG?24) SIGXCPU
25) SIGXFSZ?26) SIGVTALRM?27) SIGPROF?28) SIGWINCH
29) SIGIO?30) SIGPWR?31) SIGSYS?34) SIGRTMIN
35) SIGRTMIN+1?36) SIGRTMIN+2?37) SIGRTMIN+3?38) SIGRTMIN+4
39) SIGRTMIN+5?40) SIGRTMIN+6?41) SIGRTMIN+7?42) SIGRTMIN+8
43) SIGRTMIN+9?44) SIGRTMIN+10?45) SIGRTMIN+11?46) SIGRTMIN+12
47) SIGRTMIN+13?48) SIGRTMIN+14?49) SIGRTMIN+15?50) SIGRTMAX-14
51) SIGRTMAX-13?52) SIGRTMAX-12?53) SIGRTMAX-11?54) SIGRTMAX-10
55) SIGRTMAX-9?56) SIGRTMAX-8?57) SIGRTMAX-7?58) SIGRTMAX-6
59) SIGRTMAX-5?60) SIGRTMAX-4?61) SIGRTMAX-3?62) SIGRTMAX-2

EulerOS V2.0SP3 管理员指南（for ARM64） 6 管理进程

文档版本 01 (2019-08-1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5



7 Repo 部署说明

7.1 概述

7.2 创建/更新本地repo源

7.3 部署远端repo源

7.4 使用repo源

7.1 概述
通过mkrepo工具将EulerOS提供的镜像EulerOS-V2.0SPx-aarch64-dvd.iso创建为repo源，
并使用nginx进行repo源部署，提供http服务。

说明

EulerOS-V2.0SPx-aarch64-dvd.iso为EulerOS的镜像文件名称，其中SP1简称为EulerOS 2.1，SP2简
称EulerOS 2.2，SP3简称EulerOS 2.3。

7.2 创建/更新本地 repo 源
使用mkrepo和mount挂载，将EulerOS 2.3的镜像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创建为
repo源，并能够对repo源进行更新。

7.2.1 获取 ISO 镜像

通过CMC上获取EulerOS 2.3版本的ISO。

获取包路径

1. 登录CMC，网址为https://cmc.rnd.huawei.com/cmcversion/。
2. 查找EulerOS V200R005下的相应版本，查找您需要的版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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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从 CMC 上获取包

说明

获取发布包后，请进行完整性校验，建议您使用PGP数字签名进行验证，详细的验证操作
说明请参见“安全资料—发布包完整性校验”章节。

7.2.2 挂载 ISO 创建 repo 源

使用mount命令挂载镜像文件。

示例如下：

mount /home/Euler/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  /mnt/

挂载好的mnt目录如下：

.
│── boot.catalog
│── EFI
│── extra
│── images
│── LiveOS
│── Packages
│── repodata
│── TRANS.TBL
└── RPM-GPG-KEY-EulerOS

其中，Packages为rpm包所在的目录，repodata为repo源元数据所在的目录，RPM-GPG-
KEY-EulerOS为EulerOS的签名公钥。

7.2.3 mkrepo 创建 repo 源

使用repo构建工具mkrepo构建repo源，mkrepo集成rsync、createrepo等命令，mkrepo的
使用方式如下：
mkrepo
Usage: mkrepo -i isoname -d repodirectory
Options:
        -i, --iso        Specify the iso to make
        -d, --dir        Specify the directory to make repo
        --key-dir        GPG key directory
        -h, --help       Display help information.
Example:
        ./mkrepo -i EulerOS.iso -d /home/Euler/

其中，-i/--iso表示ISO所在的路径，-d/--dir表示要构建的repo源目录，--key-dir表示
EulerOS提供的GPG公钥存放目录，默认存放在repo的父目录，也可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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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如下：

mkrepo -i /home/Euler/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 -d /srv/repo/os/2.3/base/aarch64 --key-
dir /srv/repo/

构建好的repo目录如下：

.
├── os
│   └── 2.3
│       └── base
│           └── aarch64
│               ├── Packages
│               └── repodata
└── RPM-GPG-KEY-EulerOS

其中，Packages为rpm包所在的目录，repodata为repo源元数据所在的目录，RPM-GPG-
KEY-EulerOS为EulerOS的签名公钥。

7.2.4 更新 repo 源

更新repo源有两种方式：

l 通过新版本的ISO更新已有的repo源，与创建repo源的方式相同
mkrepo -i /home/Euler/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 -d /srv/repo/os/2.3/base/aarch64 --key-
dir /srv/repo

说明

这里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表示新版本EulerOS的iso文件。

l 在repo源的Packages目录下添加rpm包，然后更新repo源，可通过createrepo命令更
新repo源
createrepo --update --workers=10 /srv/repo/os/2.3/base/aarch64

其中，--update表示更新，--workers表示线程数，可自定义。

对于update升级目录，同样用mkrepo构建repo源，保存到update目录下：

mkrepo -i /home/Euler/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 -d /srv/repo/os/2.3/update/aarch64

7.3 部署远端 repo 源
安装操作系统EulerOS2.3（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在EulerOS2.3上通过
nginx部署repo源。

7.3.1 nginx 安装与配置

1. nginx已经集成到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中，若需要安装可通过配置
repo，直接yum install进行安装：
yum install –y nginx

2. 安装nginx之后，配置/etc/nginx/nginx.conf
user  root;
worker_processes  auto;                          # 建议设置为core-1
error_log  /var/log/nginx/error.log  warn;       # log存放位置
pid        /var/run/nginx.pid;

events {
    worker_connections  1024;
}

http {
    include       /etc/nginx/mime.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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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_type  application/octet-stream;

    log_format  main  '$remote_addr - $remote_user [$time_local] "$request" '
                      '$status $body_bytes_sent "$http_referer" '
                      '"$http_user_agent" "$http_x_forwarded_for"';

    access_log  /var/log/nginx/access.log  main;
    sendfile        on;
    keepalive_timeout  65;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localhost;                 # 服务器名（url）
        client_max_body_size 4G;
        root         /srv/repo;                 # 服务默认目录

        location / {
            autoindex            on;            # 开启访问目录下层文件
            autoindex_exact_size on;
            autoindex_localtime  on; 
        }

    }

}

7.3.2 启动 nginx 服务

1. 通过systemd启动nginx服务：
systemctl enable nginx
systemctl start nginx

2. nginx是否启动成功可通过下面命令查看：
systemctl status nginx

– 图 1表示nginx服务启动成功

图 7-2 nginx 服务启动成功

– 若nginx服务启动失败，查看错误信息：

systemctl status nginx.service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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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nginx 服务启动失败

如图 2所示nginx服务创建失败，是由于目录/var/spool/nginx/tmp/client_body创建失
败，手动进行创建，类似的问题也这样处理：

mkdir -p /var/spool/nginx/tmp/client_body
mkdir -p /var/spool/nginx/tmp/proxy
mkdir -p /var/spool/nginx/tmp/fastcgi
mkdir -p /usr/share/nginx/uwsgi_temp
mkdir -p /usr/share/nginx/scgi_temp

7.3.3 repo 源部署

1. 创建nginx配置文件/etc/nginx/nginx.conf中指定的目录/srv/repo：
mkdir -p /srv/repo

2. SELinux设置为宽容模式：
setenforce permissive

说明

repo server重启后，需要重新设置。

3. 设置防火墙规则，开启nginx设置的端口（此处为80端口），通过firewall设置端口
开启：
firewall-cmd --add-port=80/tcp --permanent
firewall-cmd --reload

查询80端口是否开启成功，输出为yes则表示80端口开启成功：

firewall-cmd --query-port=80/tcp

也可通过iptables来设置80端口开启：

iptables -I INPUT -p tcp --dport 80 -j ACCEPT

4. nginx服务设置好之后，即可通过ip直接访问网页，如图 1：

图 7-4 nginx 部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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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下面几种方式将repo源放入到/srv/repo下：

– 在/srv/repo下直接创建repo源
mkrepo -i /home/Euler/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 -d /srv/repo/os/2.3/base/aarch64 
--key-dir /srv/repo

EulerOS-V2.0SP3-aarch64-dvd.iso存放在/home/Euler目录下。

– 在/srv/repo下创建repo源的软链接
ln -s /home/Euler/os /srv/repo/os

/home/Euler/os为已经创建好的repo源，/srv/repo/os将指向/home/Euler/os。
如图 2所示，repo源部署成功：

图 7-5 repo 部署成功

7.4 使用 repo 源
repo可配置为yum源，yum（全称为 Yellow dog Updater, Modified）是一个Shell前端软
件包管理器。基于RPM包管理，能够从指定的服务器自动下载RPM包并且安装，可以
自动处理依赖性关系，并且一次安装所有依赖的软体包，无须繁琐地一次次下载和安
装。

7.4.1 repo 配置为 yum 源

构建好的repo可以配置为yum源使用，在/etc/yum.repos.d/目录下创建***.repo的配置文
件（必须以.repo为扩展名），分为本地和http服务器配置yum源两种方式：

l 配置本地yum源

在/etc/yum.repos.d目录下创建EulerOS-2.3-Base.repo文件，使用构建的本地repo作
为yum源，Euler0S-2.3-Base.repo的内容如下：

[base]
name=base
baseurl=file:///srv/repo/os/2.3/base/aarch64
enabled=1
gpgcheck=1
gpgkey=file:///srv/repo/RPM-GPG-KEY-EulerOS

说明

gpgcheck可设置为1或0，1表示进行gpg（GNU Private Guard）校验，0表示不进行gpg校
验，gpgcheck可以确定rpm 包的来源是有效和安全的。

gpgkey为签名公钥的存放路径。

l 配置http服务器yum源

在/etc/yum.repos.d目录下创建EulerOS-2.3-Base.repo文件，使用http服务端的repo作
为yum源，Euler0S-2.3-Base.repo的内容如下：

[base]
name=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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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url=http://192.168.1.2/os/2.3/base/aarch64
enabled=1
gpgcheck=1
gpgkey=http://192.168.1.2/RPM-GPG-KEY-EulerOS

说明

“192.168.1.2”为示例地址，请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7.4.2 repo 优先级

当有多个repo源时，可通过在.repo文件的priority参数设置repo的优先级。其中，1为
高优先级，99为 低优先级，如给EulerOS-2.3-Base.repo配置优先级为2：

[base]
name=base
baseurl=http://192.168.1.2/os/2.3/base/aarch64
enabled=1
priority=2
gpgcheck=1
gpgkey=http://192.168.1.2/RPM-GPG-KEY-EulerOS

说明

gpgcheck可设置为1或0，1表示进行gpg（GNU Private Guard）校验，0表示不进行gpg校验，
gpgcheck可以确定rpm 包的来源是有效和安全的。

gpgkey为签名公钥的存放路径。

7.4.3 yum 相关命令

yum命令在安装升级时能够自动解析包的依赖关系，一般的使用方式如下：

yum <command> <packages name>

常用的命令如下：

l 安装
yum install <packages name>

l 升级
yum update <packages name>

l 回退
yum downgrade <packages name>

l 检查更新
yum check-update

l 卸载
yum remove <packages name>

l 查询
yum search <packages name>

l 本地安装
yum localinstall <absolute path to package name>

l 查看历史记录
yum history

l 清除缓存目录
yum clean all

l 更新缓存
yum make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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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热补丁

内核热补丁是一种在不重启操作系统或者插拔内核模块的前提下，修复内核和内核模
块中缺陷的一种工具，可以在不中断业务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本章介绍内核热补丁的
原理、主要功能、使用场景、使用方法和约束限制。

8.1 概述
本节介绍内核热补丁的一些基础概念，让您了解内核热补丁的作用。

8.2 约束限制

8.3 使用场景

8.4 准备软硬件环境
本章介绍内核热补丁使用的软硬件环境。

8.5 管理补丁(运行环境)
本章介绍如何对补丁进行加载、激活、查询、回退等操作。

8.6 热补丁制作（编译环境）

8.7 命令参考

8.8 常见错误处理
本章介绍在进行内核热补丁操作时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8.1 概述

本节介绍内核热补丁的一些基础概念，让您了解内核热补丁的作用。

背景描述

内核热补丁是用发布的补丁文件修改内核或者内核模块中的缺陷，它可以不影响业务
的情况下在线解决大部分内核或者内核模块的问题，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从而有效
提升公司形象及客户满意度。

补丁管理服务具备以下优点：

l 缩短版本发布的时间，提高市场的响应速度。

l 不影响现网的业务，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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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从版本验证改为补丁验证，缩短测试时间。

内核热补丁简介

内核热补丁对编译生成的二进制文件进行操作生成补丁文件，提取缺陷函数的二进制
代码，以内核模块形式插入到系统中，检测系统中所有进程是否在调用所修改的函
数，通过修改函数的代码段实现函数跳转，进而实现修改内核和模块中函数缺陷。

通过在缺陷函数中插入的钩子，让缺陷函数在被调用时跳转到新函数的地址中，使热
补丁生效。

基本概念

l 内核热补丁：linux内核的热补丁，主要是Euler部门用，产品部门可以不关注。

l 模块热补丁：产品模块驱动的热补丁。

l 补丁： 一般一个修改点，做成一个补丁。

工具说明

make_hotpatch：热补丁制作工具。

livepatch：加载补丁、激活补丁、补丁查询、删除补丁、回退补丁工具。

8.2 约束限制
用户在使用内核热补丁功能时，请注意以下约束限制：

l 不支持

– 不支持对初始化函数打补丁（初始化函数只执行一次，补丁函数执行不
到）。

– 不支持汇编文件打补丁。

– 不支持对死循环、不退出函数打补丁（旧函数不退出调用栈，没有机会调用
新函数）。

– 不支持对有前缀notrace修饰的函数打补丁（产品一般不涉及）。

– 不支持修改数据结构成员（热补丁原理是做函数替换）。

– 不允许删除函数内部静态局部变量。

– 不支持新增同名静态局部变量。

– 不支持对头文件进行修改。

– 不支持对非C语言编写的代码程序打热补丁。

– 不允许对NMI中断的处理函数打补丁（stop machine无法stop住NMI中断处理
流程，补丁无法保证对该类函数打补丁的一致性和安全性）。

– 不支持修改全局变量初始值。

– 不支持删除函数。

– 不支持对修改前后内敛情况发生变化的函数打补丁。

– 不支持对包含以下弱符号的函数打补丁。

"kallsyms_addresses"
"kallsyms_num_syms"
"kallsyms_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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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lsyms_markers"
"kallsyms_token_table"
"kallsyms_token_index"

l 支持

– 支持新增全局数据结构。

– 支持对内联函数打补丁。

– 支持对静态函数打补丁。

– 支持修改多个文件的多个函数。

– 支持新增全局变量。

制作热补丁时，用户必须保证编译环境包和基线代码所编译出的二进制与运行环
境中一致。

l Makefile的约束限制

xxx-y目前不支持./xxx.o

Makefile中不可显示定义CROSS_COMPILE和CC这两个变量，如果有需要在制作
热补丁时注释掉。

编译过程中，不可删除中间生成的二进制文件，如果有也请注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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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模块在编译时会动态生成头文件，请在制作补丁时保持头文件不变。

部分模块一次编译会生成多个ko，制作热补丁，需要修改Makefile，保证每次只编
译出一个ko：
-obj-m := kvm.o kvm-intel.o kvm-amd.o
+obj-m := kvm.o

-obj-m := kvm.o kvm-intel.o kvm-amd.o
+obj-m := kvm-intel.o

l c++模块补丁限制

– 内核热补丁机制需要支持C++内核模块制作热补丁，包括X86和ARM。当前
只承诺支持auto_tiering模块。

热补丁机制对auto_tiering模块的支持能力保持和C内核模块一致。例如补丁制
作限制等。

说明

热补丁机制支持C++内核模块制作热补丁当前只支持auto_tiering模块。后续如果产品
继续新增了其他C++内核模块，需要重新提需求做更全面的适配以及覆盖测试。

– C++内核模块热补丁不支持导出函数。

8.3 使用场景
内核热补丁 大的特点是在不重启系统和不中断业务前提下修改内核中的函数，达到
动态替换内核函数的目的， 主要的应用场景有两个：

1. 修复内核和模块的缺陷函数。

内核热补丁能够动态的修复内核和模块的缺陷函数。在开发人员发现问题，或者
操作系统发现安全漏洞需要修复时，可以将缺陷函数或者安全补丁制作成内核热
补丁打入系统中，通过这种方法，在不需要重启系统或者插拔模块、不中断业务
的前提下修复缺陷。

2. 开发过程中的调试和测试手段。

内核热补丁也适用于在开发过程中进行调试和测试。比如在模块或者内核的开发
过程中，如果需要通过在某一个函数中添加打印信息，或者为函数中某一个变量
赋予特定的值，可以通过内核热补丁的形式实现，而不需要重新编译内核、安装
然后重启的操作。

8.4 准备软硬件环境
本章介绍内核热补丁使用的软硬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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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要求

l 编译环境：即热补丁制作环境，能够正常运行64位Linux操作系统，制作补丁需要
编译内核和模块，如果有多CPU支持，速度更快。

l 运行环境：即要安装热补丁的环境，必须是X86或ARM64架构。

软件要求

l 编译环境：需要安装Linux环境，并搭建下载与运行环境相匹配的编译环境压缩包
Euler_compile_env.tar.gz或Euler_compile_env_cross.tar.gz。

l 在编译环境中做补丁的基线源代码、配置文件、Makefile编译出的二进制要和运行
环境中的二进制完全一致。

l 运行环境的EulerOS系统中已经带有livepatch命令。

8.5 管理补丁(运行环境)
本章介绍如何对补丁进行加载、激活、查询、回退等操作。

8.5.1 加载补丁

本章介绍热补丁的加载过程。

使用场景

补丁已从编译环境上传到运行环境，在运行环境使用livapatch工具将补丁文件加载到内
核中。

注意事项

l 若加载的补丁P2依赖另一个补丁P1，在加载补丁P2之前需先激活补丁P1。

l 若对模块打补丁，在加载此补丁前需先加载此模块。

操作过程

步骤1 假设已将补丁文件（如klp_test.tar.gz）上传到运行环境上，存放在/root/目录下。

步骤2 可在任意目录下执行livepatch命令来加载补丁。可使用相对路径。

livepatch -l /root/klp_test.tar.gz

显示如下：

install patch /root/klp_test.tar.gz success

----结束

验证结果

加载补丁成功后，返回补丁加载成功信息。通过“查询补丁信息”查询补丁当前的状
态：

[root@EulerOS ~]# livepatch -q 
Patch Name: test
Patch State: D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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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cmdline_proc_show
Denpendency: vmlinux
-----------------------------------------------------------
[root@EulerOS ~]# 

8.5.2 激活补丁

本章介绍热补丁的激活。

使用场景

对已经加载完成的补丁进行操作，设置补丁的状态，使之为激活。

注意事项

激活补丁命令中使用的补丁名必须是通过“查询补丁信息”查询出的补丁名。

操作过程

可在任意目录下执行livepatch命令激活补丁。

步骤1 查询所有补丁文件信息：

[root@EulerOS ~]# livepatch -q 
Patch Name: test
Patch State: Deactive
Changes:
        cmdline_proc_show
Denpendency: vmlinux
-----------------------------------------------------------
[root@EulerOS ~]# 

步骤2 激活补丁：

[root@EulerOS ~]# livepatch -a test
active patch klp_test success

----结束

验证结果

激活补丁成功后，返回补丁激活成功信息，通过查询命令可以查询到补丁状态信息为
Active。
[root@EulerOS ~]# livepatch -q
Patch Name: test
Patch State: Active
Changes:
        cmdline_proc_show
Denpendency: vmlinux
-----------------------------------------------------------
[root@EulerOS ~]# 

8.5.3 查询补丁

本章介绍如何查询补丁状态。

使用场景

对加载到系统中的补丁进行状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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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l 如果是查询单个补丁，需要将补丁的id直接跟着-q参数后面。

l 如果是对内联函数打补丁，在补丁查询的时候只会显示调用该内联函数的缺陷函
数名称，而不是内联函数本身。

操作过程

步骤1 查询所有补丁文件信息：

[root@EulerOS ~]# livepatch -q
Patch Name: test
Patch State: Active
Changes:
        cmdline_proc_show
Denpendency: vmlinux
-----------------------------------------------------------
[root@EulerOS ~]# 

步骤2 查询单个补丁文件信息：

[root@EulerOS ~]# livepatch -q test
Patch Name: test
Patch State: Active
Changes:
        cmdline_proc_show
Denpendency: vmlinux
-----------------------------------------------------------

步骤3 回退补丁：

[root@EulerOS ~]# livepatch -d test
deactive patch klp_test success
[root@EulerOS ~]# 

----结束

验证结果

回退补丁成功后，返回补丁回退成功信息，通过查询命令可以查询到补丁状态信息发
生改变。
[root@EulerOS ~]# livepatch -q
Patch Name: test
Patch State: Deactive
Changes:
        cmdline_proc_show
Denpendency: vmlinux
-----------------------------------------------------------
[root@EulerOS ~]# 

调用被打补丁的函数可以进一步验证内核热补丁是否成功去激活，即回退补丁后被打
补丁函数是否还原。具体步骤略。

8.5.4 回退补丁

本章介绍补丁的回退。

使用场景

补丁处于激活状态，要使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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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补丁已加载并处于激活状态。

补丁如果被其他补丁依赖则无法回退，必须先回退依赖补丁，再回退该补丁。

操作过程

可在任意目录下执行livepatch命令回退补丁。

步骤1 查询所有补丁文件信息：

[root@EulerOS ~]# livepatch -q 
Patch Name: test
Patch State: Deactive
Changes:
        cmdline_proc_show
Denpendency: vmlinux
-----------------------------------------------------------
[root@EulerOS ~]#

步骤2 回退补丁：

[root@EulerOS ~]# livepatch -d test
deactive patch klp_test success

----结束

验证结果

回退补丁成功后，返回补丁回退成功信息，通过查询命令可以查询到补丁状态信息发
生改变。

[root@EulerOS ~]# livepatch -q
Patch Name: test
Patch State: Deactive
Changes:
?cmdline_proc_show
Denpendency: vmlinux
-----------------------------------------------------------
[root@EulerOS ~]# 

8.5.5 卸载补丁

本章介绍卸载热补丁。

使用场景

在运行环境使用livepatch工具将补丁文件从内核补丁区移除。

注意事项

l 卸载补丁命令中的补丁名必须是通过“查询补丁信息”查询出的补丁名。

l 若有其他已加载的或处于激活状态的补丁依赖于补丁P1，不允许卸载补丁P1。

操作过程

步骤1 查询所有补丁信息：

[root@EulerOS ~]# livepatch -q 
Patch Nam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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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 State: Deactive
Changes:
?cmdline_proc_show
Denpendency: vmlinux
-----------------------------------------------------------
[root@EulerOS ~]#

步骤2 回退补丁：
[root@EulerOS ~]# livepatch -d test
deactive patch klp_test success

步骤3 卸载补丁：
[root@EulerOS ~]# livepatch -r test
remove patch klp_test success

----结束

验证结果

卸载补丁成功后，返回补丁卸载成功信息，通过查询命令查询不到补丁的信息（补丁
已不在内核补丁区）。

8.6 热补丁制作（编译环境）

8.6.1 制作模块热补丁

内核模块指用户开发的驱动。由于热补丁使用是有一定限制和约束的，所以制作前，
请先阅读 8.2 约束限制 一节。

前提条件

l EulerOS编译环境中已经安装补丁制作工具和补丁制作目录。

l 修改前的模块需要能够编译通过。

l 修改后的模块需要能够编译通过。

注意事项

l 补丁制作的源码、源码在编译环境中的路径、编译环境等需要和运行环境运行的
内核、模块完全一致。

l 如果之前已经做过补丁，现在需要对同一个文件的相同或其他函数再做补丁，需
要再将之前的改动代码和本次将要修改的代码都包含在唯一后缀的文件中。

制作步骤

步骤1 部署编译环境（这一步通常由CI工程师搭建一次即可）。

EulerOS提供了对应的编译环境包（X86架构Euler_compile_env.tar.gz，ARM64架构交叉
编译环境Euler_compile_env_cross.tar.gz）。用户可从CMC或CI工程师处获取对应的编
译环境包等工具，本章节以ARM64编译环境包为例。

tar zxf Euler_compile_env_cross.tar.gz

步骤2 拷贝或挂载产品代码到编译环境目录下，例如Euler_compile_env/code/。

步骤3 chroot到编译环境中进行工作，开始制作热补丁（以下步骤以testmod模块制作热补丁作
为示例，其他模块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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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ot Euler_compile_env_cross/ /bin/bash --login

步骤4 进入源码目录，拷贝源文件为唯一后缀的文件（这里的后缀即为步骤5中的-d参数的
值），并修改文件中需要打补丁的函数。

cd /code/testmod/
cp testmod_drv.c testmod_drv.c.new
vi testmod_drv.c.new

步骤5 进入补丁制作目录，制作热补丁。

cd /opt/patch_workspace/
./make_hotpatch -d .new -i test -j 64 -m /code/testmod

l -d 后面跟上前面的唯一后缀名。

l -i 后跟补丁ID，可包括字母和数字。

l -j 后跟make编译时的线程数。

l -m 后跟模块源码绝对路径。

步骤6 补丁制作成功后在编译环境/opt/patch_workspace/hotpatch/目录下。

步骤7 将补丁klp_test.tar.gz上传到运行环境上，用livepatch命令加载并激活热补丁。

livepatch -l klp_test.tar.gz
livepatch -a test

以上两步执行成功后即可验证业务逻辑是否正常，bug是否成功修复。

----结束

特殊处理

l 热补丁编译模块时仅执行make操作，当模块带参数编译时，例如make
DEBUG=1。用户需要将DEBUG=1写入一个flag文本，并在制作热补丁时增加--
extra_flags参数指定flag文本路径。示例如下：
./make_hotpatch -d .new -i test -j 64 -m /code/testmod --extra_flags /opt/patch_workspace/
flags

l 当模块的Makefile不在源码目录下时，比如Makefile在testmod/build目录，模块源码
在testmod/src目录，制作补丁时需要增加-f参数指定Makefile路径。示例如下：
./make_hotpatch -d .new -i test -j 64 -m /code/testmod/src -f /code/testmod/build/Makefile

8.6.2 制作内核热补丁

由于热补丁使用是有一定限制和约束的，所以制作前，请先阅读“8.2 约束限制”一
节。

前提条件

l EulerOS编译环境中已经安装补丁制作工具和补丁制作目录。

l 修改前的模块需要能够编译通过。

l 修改后的模块需要能够编译通过。

注意事项

l 补丁制作的源码、源码在编译环境中的路径、编译环境等需要和运行环境运行的
内核、模块完全一致。

l 如果之前已经做过补丁，现在需要对同一个文件的相同或其他函数再做补丁，需
要再将之前的改动代码和本次将要修改的代码都包含在唯一后缀的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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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步骤

步骤1 部署编译环境（这一步通常由CI工程师搭建一次即可）。

EulerOS提供了对应的编译环境包（X86架构Euler_compile_env.tar.gz，ARM64架构交叉
编译环境Euler_compile_env_cross.tar.gz）。用户可从CMC或CI工程师处获取对应的编
译环境包等工具，本章节以ARM64编译环境包为例。

tar zxf Euler_compile_env_cross.tar.gz

步骤2 chroot到编译环境中进行工作，开始制作热补丁（以下步骤以修改内核源码fs/proc/
cmdline.c为示例）。

chroot Euler_compile_env_cross/ /bin/bash --login
cd /opt/patch_workspace/
./make_hotpatch

步骤3 上面这一步执行完后，会在/opt/patch_workspace/目录下生成一个kernel-source的软链
接，指向内核源码目录。进入内核源码目录，拷贝源文件为唯一后缀的文件（这里的
后缀即为步骤4中的-d参数的值），并修改文件中需要打补丁的函数。

cd /opt/patch_workspace/kenrel-source
cd fs/proc/
cp cmdline.c cmdline.c.new
vim cmdline.c.new

步骤4 进入补丁制作目录，制作热补丁。

cd /opt/patch_workspace/
./make_hotpatch -d .new -i test -j 64 

l -d 后面跟上前面的唯一后缀名。

l -i 后跟补丁ID，可包括字母和数字。

l -j 后跟make编译时的线程数。

步骤5 补丁制作成功后在编译环境/opt/patch_workspace/hotpatch/目录下。

步骤6 将补丁klp_test.tar.gz上传到运行环境上，用livepatch命令加载并激活热补丁。

livepatch -l klp_test.tar.gz
livepatch -a test

以上两步执行成功后即可验证业务逻辑是否正常，bug是否成功修复。

----结束

8.7 命令参考

make_hotpatch
l 功能说明

通过此命令创建一个热补丁，新创建的补丁将会存放在补丁工作目录的hopatch
下。

说明

该命令不支持并发，即不能同时执行多个该命令。

l 命令原型
make_hotpatch -d patch_diffext -i patch_id  -j CPU_number -m module_src -f makefile_path --
extra_flags flags_path [--debug_info] [-h]

l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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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描述 可选or必选

-d,--diffext 用来指定修改文件的后缀名，比如
“.patch”。

必选

-j,--jobs 指定补丁制作过程中使用的CPU个数，
CPU越多速度越快。

可选

-i,--id 指定补丁的id，只能用数字或者字符表
示id，并不能超过20个字符。

必选

-m,--modulesrc 用来指定用户模块源码所在的路径，请
使用绝对路径，且保证该路径与之前编
译模块（编译对应系统运行中的模块）
的路径相同。如果是内核或者内核模块
补丁，可以省略这个参数。

l 当制作用户模块
补丁时，该参数
必选。

l 当制作内核补丁
时，该参数不需
要。

-f,--makefile 用来指定模块编译时Makefile的路径和
文件名，使用绝对路径，且这个
Makefile中需要指定obj-m编译的目标

说明
该参数只适用于制作模块补丁，并且只有在
模块的源码和Makefile文件不在同一目录时
必配，通过该参数指定Makefile的路径。

l 当制作用户模块
补丁，且模块的
源码和Makefile
文件不在同一目
录时，该参数必
选。

l 当制作内核补丁
时，该参数不需
要。

--extra_flags 用来指定模块编译Makefile中的全局变
量，配置文件flags定义了用户模块
Makefile引用的全局变量，此参数为可
选参数。

说明
如果用户模块的Makefile引用了非本Makefile
定义的全局变量，在制作用户模块补丁时，
可能导致制作补丁失败。使用“--
extra_flags”可以将Makefile中非本Makefile
定义的全局变量，定义到指定配置文件中，
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l 当制作用户模块
补丁时，该参数
可选。

l 当制作内核补丁
时，该参数不需
要。

--debug_info 制作补丁时打印调试日志以及保存中间
临时文件，方便补丁问题分析定位。

可选。正式发布的
补丁建议不要添加
此参数。

-h,--help 获取帮助信息。 可选。

 

livepatch
l 功能说明

通过此命令管理一个补丁。

l 命令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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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patch -l/--load -r/--remove -a/--activate -d/--deactivate <patch>
                 -q[patch]/--query[=patch]
                 -h/--help -v/--version

l 参数说明

表 8-2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描述

-l/--load 加载补丁。

-r/--remove 卸载一个补丁。

-a/--activate 激活一个补丁。

-d/--deactivate 回退一个补丁。

-q[patch]/
--query[=patch]

查询所有补丁或者查询指定补丁状态。

-h/--help 帮助信息。

-v/--version 查询livepatch的版本号。

 

说明

具体的使用实例可以参考8.5 管理补丁(运行环境)模块。

8.8 常见错误处理
本章介绍在进行内核热补丁操作时遇到的一些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8.8.1 补丁制作失败，no changed objects found

问题描述

补丁制作完成，没有报错，但没有生成补丁文件，打印出信息no changed objects
found.。

问题原因

模块Makefile中显示定义了CC或CROSS_COMPILE。

处理方法

请检查你的Makefile中（包括其include的其他Makefile）是不是显示指定了CC或
CROSS_COMPILE这两个变量，如果有，请将其注释后再重新制作热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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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某产品公共 Makefile：plat_pub.mak

8.8.2 补丁制作失败，can't find parent xxx for xxx

问题描述

模块热补丁制作失败。

问题原因

模块Makefile问题，编译末尾存在mv或rm操作。

处理方法

请检查你的Makefile，在编译完成后是否有mv或rm操作将生成的二进制移走或删除，
如果有，请将其注释后再重新制作热补丁。

图 8-2 某产品模块 Makefile

8.8.3 补丁制作失败，reference to static local variable xxx in xxx
was removed

问题描述

补丁制作失败，提示reference to static local variable xxx in xxx was removed。

问题原因

热补丁不支持删除静态局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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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

热补丁不支持删除静态局部变量，请检查你的源码改动，找到被删除的静态局部变
量，通过在修改处恢复该静态局部变量进行规避，然后再重新制作热补丁。

示例：找到根据错误提示的函数，这里是handleWriteChunkWriteSuccessEvent，开发在
该函数中删了一个内联函数的引用，引用了其他函数，原来的内联函数中存在日志限
频打印宏（可能层层内联，需要一层一层往下找）PRINT_LIMINT_PERIOD，这个宏
中存在静态局部变量，即报错中提示的ulLast。

图 8-3 示例

规避方法

在改动处，增加类似以下语句，注意静态局部变量的初始值要和删除之前的保持一
致，如果存在多个静态局部变量，也作相同处理。

do{
static u64 ulLast = 0;
if(!jiffies)
printk("%lx\n",ulLast++);
}while(0);

8.8.4 补丁制作失败，invalid ancestor xxx for xxx

问题描述

补丁制作失败，提示类似invalid ancestor xxx for xxx。

问题原因

模块Makefile问题，使用了相对路径。

处理方法

请修改你的Makefile，在编译中尽量使用绝对路径，避免使用相对路径。示例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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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某产品模块 Makefile

8.8.5 补丁加载失败，Invalid parameters

问题描述

补丁加载失败，提示Invalid parameters。

问题原因

基线代码正确，运行环境是DEBUG包，但编译时flag文件中缺少DEBUG=1之类的宏，
导致编译出的补丁是release版本的热补丁。

处理方法

请确保release版本的热补丁到release包的运行环境验证，debug版本的热补丁到debug包
的运行环境验证。

8.8.6 补丁加载失败，Invalid module format

问题描述

补丁加载失败，messages日志“exports duplicate symbol xxx”。

问题原因

模块Makefile问题，每次编译前会删除二进制导致部分符号被热补丁工具识别为新增符
号而重复导出。

处理方法

请检查你的Makefile，在MAKE之前是否有删除二进制的操作，有的话请将其注释掉后
重新制作热补丁。

图 8-5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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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补丁激活失败，编译器优化导致未改动函数被做到补丁中

问题描述

热补丁激活失败，日志显示函数正在被调用，但日志显示的函数并没有修改。

问题原因

编译器优化行为会导致出现没有发生修改的函数在前后两次编译中汇编发生变化，被
补丁工具做到热补丁中。

处理方法

在修改的文件中对应的函数xxx后增加以下两句：

#include "/usr/share/kpatch/patch/kpatch-macros.h"
KPATCH_IGNORE_FUNCTION(xxx)

“xxx”为函数名称。

说明

风险知会：这种方法会导致xxx函数即使发生改动也不做到补丁中，因此必须在确保是由于编译
器优化行为导致的函数改动（只是寄存器号发生变化，函数整体汇编逻辑没变）的场景才可使
用，否则会导致模块逻辑功能异常。使用时请评估清楚，风险由使用者自行承担。

8.8.8 补丁激活失败，改动的函数频繁调用导致激活失败

问题描述

补丁激活失败，日志显示改动函数正在被调用。

问题原因

改动函数属于频繁调用函数，容易出现激活失败。

处理方法

在修改的文件中对应的函数xxx后增加以下两句：

#include "/usr/share/kpatch/patch/kpatch-macros.h"
KPATCH_FORCE_UNSAFE(xxx)

“xxx”为函数名称。

说明

风险知会：这种方法会导致xxx函数在补丁激活或回退时不会进行调用栈检查，存在前后一致性
风险，即补丁生效后旧函数和新函数可能存在同时运行的场景，请用户充分评估清楚这种场景对
模块逻辑的风险，慎重使用，风险由使用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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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ocker

9.1 简介

9.2 安装Docker

9.3 配置Docker

9.4 使用Docker

9.5 Docker使用限制

9.1 简介
虚拟化技术使应用在各自的空间内运行相互不影响，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
减少了对实体服务器的需求，降低了成本。目前虚拟化技术包括KVM、XEN、
VMWare等，全虚拟化技术或半虚拟化技术存在对主机开销大的缺点，而Linux
container技术是通过与主机共用内核，结合内核的cgroup和namespace实现的一种虚拟
化技术，极大的减少了对主机资源的占用而且具有较快的启动速度。docker就是一个
Linux container引擎技术，实现应用的打包、快速部署等。

Docker的英文本意是码头工人，码头工人的工作就是将商品打包到Container（集装
箱）并且搬运Container、装载Container。从docker字面上的解释就可以看出docker是干
什么的，对应到Linux中，docker就是将App打包到Container，通过Container实现App在
各种平台上的部署，运行。Docker通过Linux Container技术将App变成一个标准化的、
可移植的、自管理的组件，实现了应用的build once、run everywhere。Docker技术特点
是：应用快速发布、应用部署和扩容简单、更高的应用密度、应用管理更简单。

9.2 安装 Docker

安装

对于EulerOS，docker rpm的安装包在iso，把ISO光盘mount到/media , 使用yum来安装。

1. 创建yum源，在/etc/yum.repos.d/目录下配置EulerOS-base.repo文件，添加如下信
息：
[base]
name=EulerOS-base
baseurl=file:///media/
enabl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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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gcheck=1
gpgkey=file:///media/RPM-GPG-KEY-EulerOS

2. 安装
yum install -y docker-engine

3. 启动

说明

docker默认状态是开启的。

启动时的参数（默认只有daemon），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查看：

root@euler:~/workspace# ps -eaf|grep docker
root295210 16:55  00:00:00 /usr/bin/docker daemon -H fd://
root334212130 17:11 pts/000:00:00 grep docker

卸载
yum remove -y docker-engine

9.3 配置 Docker
Docker服务可以通过手动输入命令启动，它的配置就是传给docker的命令行参数，也可
以通过服务的方式来管理，这时的配置是通过配置文件来完成的。

l 通过命令行启动
docker daemon -D #命令行启动，-D打开调试,若要停止，kill掉docker进程

l 通过systemd服务启动
systemctl start docker   #服务的方式来启动，停止为stop

用户可以通过修改 /usr/lib/systemd/system/docker.service 文件来修改docker服务的启
动参数。

# vim /usr/lib/systemd/system/docker.service[Unit]
Description=Docker Application Container Engine
Documentation=https://docs.docker.com
After=network.target

[Service]
Type=notify
EnvironmentFile=-/etc/sysconfig/docker
EnvironmentFile=-/etc/sysconfig/docker-storage
EnvironmentFile=-/etc/sysconfig/docker-networkEnvironment=GOTRACEBACK=crash# the default is 
not to use systemd for cgroups because the delegate issues still# exists and systemd 
currently does not support the cgroup feature set required# for containers run by docker
ExecStart=/usr/bin/docker daemon $OPTIONS \
          $DOCKER_STORAGE_OPTIONS \
          $DOCKER_NETWORK_OPTIONS \
          $ADD_REGISTRY \
          $BLOCK_REGISTRY \
          $INSECURE_REGISTRY
LimitNOFILE=1048576
LimitNPROC=1048576
LimitCORE=infinity
TimeoutStartSec=0# set delegate yes so that systemd does not reset the cgroups of docker 
containersDelegate=yes
# kill only the docker process, not all processes in the cgroup
KillMode=process

[Install]
WantedBy=multi-user.target

EulerOS V2.0SP3 管理员指南（for ARM64） 9 Docker

文档版本 01 (2019-08-12)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71



说明

1. 通过“systemctl restart docker”重启服务使配置生效。

2. EnvironmentFile=-/etc/sysconfig/docker，定义环境变量所在的文件。该文件中定义的环
境变量可以在/usr/lib/systemd/system/docker.service文件中进行引用。

3. docker服务程序的启动参数需要加到“ExecStart”的后面。

l 配置docker的外网代理

若要从docker hub上pull镜像，还需要设置代理。

a. 在/usr/lib/systemd/system/docker.service中添加内容如下：
Environment="HTTP_PROXY=http://count:passwd@proxyhk.huawei.com:8080"

b. 重启daemon使配置生效
systemctl restart docker

9.4 使用 Docker
docker安装完成后，会自动启动，若是直接使用docker的可执行程序 ，可以使用docker
daemon &启动docker的后台进程。docker后台进程的启动需要root权限。这一章介绍
docker中一些简单应用，使读者对docker有一个初步了解和印象，对于命令的使用不作
详细解释，对于docker更多的使用，请参考docker --help。

l 下载镜像
docker pull ubuntu

上面的命令将会从dockerhub（需要连接到外网）上去下载ubuntu镜像

若是有自己的hub，也可以用下面的方式下载：

docker daemon -D  --insecure-registry=rnd-dockerhub.huawei.com
docker pull rnd-dockerhub.huawei.com/library/ubuntu

说明

上面的rnd-dockerhub.huawei.com是自己的hub地址，library是hub上用户的账号。

l 启动容器
docker run -ti ubuntu bash

l 关于docker的使用，可以使用--help获取当前几乎所有关于docker的使用
docker  --help        #显示docker子命令
docker daemon --help  #显示docker daemon的详细信息

9.5 Docker 使用限制

9.5.1 docker daemon 配置和使用相关

9.5.1.1 daemon 启动时间

Docker服务由systemd管理，systemd对各个服务的启动时间有限制，如果指定时间内
docker服务未能成功启动，则可能有以下原因：

l 如果使用devicemapper，且为第一次启动，docker daemon需要对该设备做mkfs初始
化操作，而该操作对IO性能依赖较高，很可能出现超时。该设备只需要初始化一
次，后续的daemon启动不再需要重复初始化。

l 如果当前系统资源占用太高，导致系统卡顿，当前系统所有的操作都会变慢也可
能会出现docker服务启动超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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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服务启动超时情况，可以检查是否属于上述两种情况。

9.5.1.2 重启 systemd-journald 后需要重启 docker daemon
Journald通过pipe获取Docker daemon的日志，如果journald服务重启，会导致该pipe被关
闭，docker的日志写入操作便会触发SIGPIPE信号，正常情况下该错误信号会导致
docker daemon crash， 新版本已经合入patch，忽略该信号，即出现该问题后docker
daemon不会crash，但是由于pipe已经丢失，docker daemon的日志也就无法写入。所以
建议用户在重启journald服务或者journald异常后主动去重启docker daemon，保证docker
日志能够被正常记录。

9.5.1.3 重启 firewalld 服务后需要重启 docker daemon
firewalld服务启动会清空当前系统的iptables规则，所以启动docker过程中重启firewalld
可能会导致docker服务插入规则失败进而导致docker服务启动失败。docker服务启动后
重启firewalld服务会导致docker的iptables规则被清除，创建带端口映射的容器会失败。

所以，建议在重启或者拉起firewalld之后要重启docker服务，保证docker服务在firewalld
之后启动。

9.5.1.4 禁止修改 docker daemon 的私有目录

不允许对docker用的根目录（默认/var/lib/docker，可以用-g参数重新指定）和运行时目
录（默认/run/docker）以及这两个目录下的文件或者目录作修改，包括在该目录下删除
文件，添加文件，对目录或者文件做软/硬链接，修改文件的属性/权限，修改文件的内
容等，如果确实需要做修改，请联系欧拉容器团队评审。

9.5.1.5 使用 devicemapper 注意事项

使用devicemapper必须使用devicemapper+direct-lvm的方式，配置的方方可以参考https://
docs.docker.com/engine/userguide/storagedriver/device-mapper-driver/#configure-direct-lvm-
mode-for-production配置devicemapper时，如果系统上没有足够的空间给thinpool做自动
扩容，请把自动扩容功能禁止，禁止的方法是把/etc/lvm/profile/docker-thinpool.profile中
的

的这两个值都改成100. 使用devicemapper时推荐加上--storage-opt
dm.use_deferred_deletion=true --storage-opt dm.use_deferred_removal=true

在EulerOS上使用devicemapper时，容器文件系统推荐使用ext4,需要在配置参数中加上--
storage-opt dm.fs=ext4

9.5.1.6 有高性能要求的业务的容器场景下建议关闭 seccomp
在做容器网络性能测试时发现 “Docker相对于原生内核namespace性能下降30%”，经
分析发现开启Seccomp 后， 系统调用（如：sendto）不会通过system_call_fastpath进
行，而走tracesys，带来性能大幅下降。因此，建议在有高性能要求的业务的容器场景
下关闭secc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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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容器管理和镜像管理

9.5.2.1 禁止使用强制删除参数删除容器和镜像

l 禁止使用docker rm –f XXX 删除容器

l 禁止使用docker rmi –f XXX删除镜像

如果使用强制删除，docker rmi和docker rm会忽略过程中的错误，可能导致容器或者镜
像关元数据残留。如果使用普通删除，如果删除过程出错，则会删除失败，不会导致
元数据残留。

9.5.2.2 load 和 docker rmi 操作

如果同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可能导致并发性问题：

l 某个镜像存在在系统中

l 同时对该镜像进行docker rmi和docker load操作

所以使用时应该避免这种场景（注：所有的镜像创建操作如tag，build，load和rmi并发
都有可能会导致类似的错误，应该尽量避免这类操作与rmi的并发。）

9.5.2.3 可能会产生 none 镜像场景

1. none镜像是指，没有tag的 顶层镜像，比如ubuntu的imageID，只有一个tag是
ubuntu，如果这个tag没了，但是imageID还在，那么这个imageID就变成了none镜
像。

2. Save镜像的过程中因为要把镜像的数据导出来，所以对image进行保护，但是如果
这个时候来一个删除操作，可能会untag成功，删除镜像ID失败，（因为被保护
了），造成该镜像变成none镜像。

3. 执行docker pull时掉电，或者系统panic，可能出现none镜像，为保证镜像完整性，
此时可通过docker rmi 删除镜像后重新拉取。

9.5.2.4 执行 docker save 保存镜像时镜像名为 none
执行docker save保存镜像时，如果指定的名字为镜像ID，则load后的镜像也没有tag，其
镜像名为none。

9.5.2.5 docker stop/restart 指定 t 参数且 t<0 时，请确保自己容器的应用会处理 stop
信号

Stop的原理：（Restart会调用Stop流程）

Stop会首先给容器发送Stop 信号（15）

然后等待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用户输入的 t）

过了一定时间，如果容器还活着，那么就发送kill信号（9），强杀。

输入参数t的含义：

t<0 : 表示死等，不管多久都等待程序优雅退出，既然用户这么输入了，表示对自己的
应用比较放心，认为自己的程序有合理的stop信号的处理机制。

t=0 ： 表示不等，立即发送kill -9 到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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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 ： 表示等一定的时间，如果容器还未退出，就发送kill -9 到容器。

所以如果用户使用t<0 (比如t=-1)，请确保自己容器的应用会正确处理signal 15. 如果容
器忽略了该信号，会导致docker stop一直卡住。

9.5.2.6 使用 sh/bash 等依赖标准输入输出的容器应该使用`-ti`参数，避免出现异常

正常情况：不用`-ti`参数启动sh/bash等进程容器，容器会马上退出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docker会先创建一个匹配用于容器内业务的stdin，在不设
置-ti等交互式参数时，docker会在容器启动后关闭该pipe，而业务容器进程sh/bash在检
测到stdin被关闭后会直接退出。

异常情况：如果在上述过程中的特定阶段（关闭该pipe之前）强制杀死docker
daemon，会导致该pipe的daemon端没有被及时关闭，这样即使不带`-ti`的sh/bash进程也
不会退出，导致异常场景，这种容器就需要手动清理。

Daemon重启后会接管原有的容器stream，而不带`-ti`参数的容器可能就无法处理（因为
正常情况下这些容器不存在stream需要接管）；真实业务下几乎不存在这种使用方式
(不带`-ti`的sh/bash没有任何作用)，为了避免这类问题发生，限制交互类容器应该使用
`-ti`参数。

9.5.2.7 不能用 docker restart 重启加了--rm 参数的容器

加了--rm参数的容器在退出时，容器会主动删除，如果重启一个加了--rm的参数的容
器，可能会导致一些异常情况，比如启动容器时，同时加了--rm与-ti参数，则不允许对
该容器执行restart操作，否则起容器端口可能会概率性卡住无法退出。

9.5.2.8 docker exec 进入容器启动多个进程的注意事项

docker exec 进入容器执行的第一个命令为bash命令时，当退出exec时，要保证在这次
exec启动的进程都退出了，再执行exit退出，否则会导致exit退出时，终端可能卡住的
情况。如果要在exit退出时，exec中启动的进程仍然在后台保持运行，要在启动进程时
加上nohup。

9.5.2.9 启动容器不能单独加-a stdin

启动容器时，不能单独加-a stdin，必须要同时加上-a stdout或者-a stderr，否则会导致终
端即使在容器退出后也会卡住。

9.5.2.10 docker rename 和 docker stats <container_name>的使用冲突

如果docker stats <container_name>实时监控容器，当使用docker rename重命名容器后，
docker stats中显示的名字将还是原来的名字，不是rename后的名字。

9.5.2.11 build 镜像的同时删除这个镜像，有极低概率导致镜像 build 失败

目前的build镜像的过程是通过引用计数来保护的，当build完一个镜像后，紧接着就给
该镜像的引用计数加1（holdon操作），一旦holdon操作成功，该镜像就不会被删除
了，但是在holdon之前，有极低的概率，还是可以删除成功，导致build镜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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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12 docker stop 处于 restarting 状态的容器可能容器不会马上停止

如果一个容器使用了重启规则，当容器处于restarting状态时，docker stop这个容器时有
很低的概率会立即返回，容器仍然会在重启规则的作用下再次启动。

9.5.2.13 blkio-weight 参数在支持 blkio 精确控制的内核下不可用

HULK实现了容器内更为精确的blkio控制，该控制需要指定磁盘设备，可以通过docker
的--blkio-weight-device参数实现。同时在这种内核下docker不再提供--blkio-weight方式
限制容器blkio，使用该参数创建容器将会报错:

docker: Error response from daemon: oci runtime error: container_linux.go:247: starting
container process caused

"process_linux.go:398: container init caused \"process_linux.go:369: setting cgroup config for
ready process caused

\\\"blkio.weight not supported, use weight_device instead\\\"\""

9.5.2.14 共享 pid namespace 容器，子容器处于 pause 状态会使得父容器 stop 卡
住，并影响 docker run 命令执行

使用--pid参数创建共享pid namespace的父子容器，在执行docker stop父容器时，如果子
容器中有进程无法退出（比如处于D状态、pause状态），会产生父容器docker stop命令
等待的情况，需要手动恢复这些进程，才能正常执行命令。

遇到该问题的时候，请对pause状态的容器使用docker inspect 命令查询 PidMode对应的
父容器是否为需要docker stop的容器。如果是该容器，请使用docker unpause将子容器
解除pause状态，指令即可继续执行。

一般来说，导致该类问题的可能原因是容器对应的pid namespace由于进程残留导致无
法被销毁。如果上述方法无法解决问题，可以采用获取容器内残留进程的方法：

l 获取容器pid namespace id docker inspect --format={{.State.Pid}} CONTAINERID |
awk '{print "/proc/"$1"/ns/pid"}' |xargs readlink

l 获取该namespace下的线程 ls -l /proc/*/task/*/ns/pid |grep -F PIDNAMESPACE_ID |
awk '{print $9}' |awk -F \/ '{print $5}

l 然后可以通过借助linux工具，确定pid namespace中进程无法退出的原因，解决后
容器就可以退出。

9.5.2.15 如果 Docker 操作镜像时系统掉电，可能导致镜像损坏，需要手动恢复

由于Docker在操作镜像（pull/load/rmi/build/combine/commit/import等）时, 镜像数据的
操作是异步的、镜像元数据是同步的。所以如果在镜像数据未全部刷到磁盘时掉电。
可能导致镜像数据和元数据不一致。对用户的表现是镜像可以看到(有可能是none镜
像)，但是无法启动容器，或者启动后的容器有异常。这种情况下应该先使用docker rmi
删除该镜像，然后重新进行之前的操作，系统可以恢复。

9.5.2.16 使用--blkio-weight-device 需要磁盘支持 CFQ 调度策略

--blkio-weight-device参数需要磁盘工作于完全公平队列调度（CFQ：Completely Fair
Queuing）的策略时才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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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看磁盘scheduler文件（/sys/block/<磁盘>/queue/scheduler）可以获知磁盘支持的
策略以及当前所采用的策略，如查看sda：

# cat /sys/block/sda/queue/scheduler
noop [deadline] cfq

当前sda支持三种调度策略：noop, deadline, cfq，并且正在使用deadline策略。通过echo
修改策略为cfq：

# echo cfq > /sys/block/sda/queue/scheduler

9.5.3 热升级

1. 该功能必须在daemon的启动参数中加上--live-restore，使能该功能后，重启/停止
daemon不会使正在运行中的容器自动停止；如果停止daemon时要把所有容器都停
止，则需要在停止前使用docker stop $(docker ps -q)。

2. 要使用热升级功能时，用户的自定义参数要放在/etc/docker/daemon.json文件中，
比如devicemapper的相关配置

{
"storage-opts":[
"dm.datadev=/dev/mapper/vg--docker-data",
"dm.metadatadev=/dev/mapper/vg--docker-metadata",
"dm.fs=ext4",
"dm.use_deferred_removal=true",
"dm.use_deferred_deletion=true"
]
}
如果是放在/etc/sysconfig/docker中，那么在升级的时候会被覆盖的，必须在升级完
后重新配置/etc/sysconfig/docker。注意：配置参数放在/etc/docker/daemon.json后，
docker daemon的进程的参数是看不到这几个配置参数的。

3. 如果容器的网络是使用的外部插件，那么在热升级过程中插件需要保持运行状态
或者插件再次启动后能恢复原来容器的一些网络状态，比如分配给容器的ip地址
等。使用docker自带的网络插件无此限制。

4. 在热升级过程中，docker daemon不响应外部API，所有对docker daemon的访问都
会返回失败或者卡住，同时docker daemon的进程也会停止，因此如果有心跳机制
检测docker daemon的健康状态，在热升级过程中需要停止。

5. 容器的stdio是通过fifo传输的，fifo的buffer大小为1M（每个发行版本可能不一样，
Euler OS上为1M），在升级过程中，日志都是缓存在fifo中的，在升级过程中，如
果日志缓存超过1M，容器将block住，因此热升级过程中需要保证容器日志不会超
出1M，如果明确有容器的日志可能超过1M大小，则可以通过修改/proc/sys/fs/pipe-
max-size来增加buffer的大小

6. 在热升级过程中userland-proxy（容器有端口映射时会启动一个userland-proxy）会
跟随着daemom一起挂掉, daemon再次启动后会启动一个新的userland-proxy，
userland-proxy的作用上是转发主机127.0.0.1的流量到容器内部，因此如果有业务
依赖是通过主机的127.0.0.1来访问容器时，会导致短暂的中断。不建议docker开启
userland-proxy，存在一些已知的问题，如内存泄露，触发内核bug等，建议在
daemon的启动参数中加上--userland-proxy=false,业务不要通过主机127.0.0.1地址来
访问到容器内部。

7. 如果容器设置了重启规则并且在升级过程中容器死了，容器重启规则不会起作
用，只有daemon再次启动的时候，重启规则会重新起作用。升级后容器的重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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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会丢失，如果有容器设置了--restart on-failure:N，每次升级后重启次数会重新计
算。

8. 用systemd启动docker daemon的时候不能在docker.service文件中加上
MountFlags=slave。

9. 禁止同版本直接进行热升级。

9.5.4 加速器特性

1. 测试主体为docker daemon；fakefpga插件只是测试辅助工具，不做为交付件对外交
付。如果测试中遇到插件错误，请与开发人员联系修复。

2. “docker accel”子命令仅用于辅助测试，不对外交付，如遇到问题请与开发人员
联系修复；

3. fakefpga插件只能运行一个实例，应避免启动多个实例。如果启动多实例仅 后一
个实例生效，之前启动的实例无法继续与docker daemon通信，即使 后一个实例
被kill；

4. fakefpga插件被kill后，在docker端进行加速器相关操作会有16s左右的等待时间，
这是由于docker正在尝试重新连接插件，该行为是docker插件机制的默认行为，并
未性能故障。

5. 加速器名字 大长度为256个字符，创建加速器时参数 大个数为128，每个参数
长字符数为1024；获取所有加速器资源时指定的过滤器规则 大字符数为1024

个字符。

9.5.5 网络

1. Docker daemon使用--bip参数指定docker0网桥的网段之后，在下一次重启的时候去
掉--bip参数，docker0网桥会沿用上一次的—bip配置，即使重启之前已经删除
docker0网桥。原因是docker会保存网络配置并在下一次重启的时候默认恢复上一
次配置。

2. Docker network create 并发创建网络的时候，可以创建具有相同名字的两个网络。
原因是docker network是通过id来区分的，name只是个便于识别的别名而已，不保
证唯一性。

3. 在做容器网络性能测试时发现 “Docker相对于原生内核namespace性能下降
30%”，经分析发现开启Seccomp 后， 系统调用（如：sendto）不会通过
system_call_fastpath进行，而走tracesys，带来性能大幅下降。因此，建议在有高性
能要求的业务的容器场景下关闭seccomp。

9.5.6 容器卷

1. 启动容器时如果通过`-v`参数将主机上的文件挂载到容器中，在主机或容器中使用
vi或sed命令修改文件可能会使文件inode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主机和容器内的文件
不同步。容器中挂载文件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这种文件挂载的方式（或不与vi和
sed同时使用），也可以通过挂载文件上层目录来避免该问题。

9.5.7 镜像组合

9.5.7.1 使用--no-parent 参数并发 build 镜像时可能会残留镜像

使用—no-parent参数build镜像时，如果有多个build操作同时进行，并且Dockerfile里
FROM的镜像相同，则可能会残留镜像，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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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OM的镜像不是完整镜像，则有可能会残留FROM的镜像运行时生成的镜像。残
留的镜像名类似base_v1.0.0-app_v2.0.0，或者残留<none>镜像。

2. 如果Dockerfile里的前几条指令相同，则有可能会残留<none>镜像。

9.5.8 强杀 docker 服务进程可能导致的后果

docker的调用链很长，强杀daemon可能会导致一些数据状态不一致等问题，本章节列
举一些强杀可能导致的问题。

使用 devicemapper 作为 graphdriver 时，强杀可能导致信号量残留

docker在操作dm的过程中会创建信号量，如果在释放信号量前，daemon被强杀，可能
导致该信号量无法释放，一次强杀 多泄露一个信号量，泄露概率低。而linux系统有
信号量上限限制，EulerOS上默认128，当信号量泄露次数达到128将无法创建新的信号
量，进而导致docker daemon启动失败。排查方法如下：

1. 首先查看系统上残留的信号量：
  $ ipcs
  ------ Message Queues --------
  key        msqid      owner      perms      used-bytes   messages
  ------ Shared Memory Segments --------
  key        shmid      owner      perms      bytes      nattch     status
  ------ Semaphore Arrays --------
  key        semid      owner      perms      nsems
  0x0d4d3358 238977024  root       600        1
  0x0d4d0ec9 270172161  root       600        1
  0x0d4dc02e 281640962  root       600        1

2. 接着用dmsetup查看devicemapper创建的信号量，该信号量集合是上一步中查看到
的系统信号 量的子集：
  $ dmsetup udevcookies
  Cookie       Semid      Value      Last semop time           Last change time

3. 后查看内核信号量设置上限，第四个值就是当前系统的信号量使用上限：
  $ cat /proc/sys/kernel/sem
  250     32000   32      128

如果步骤1中残留的信号量数量与步骤3中看到的信号量上限相等，则是达到上限，此
时docker daemon无法正常启动。可以使用下述命令增加信号量使用上限值来让docker
恢复启动：

  $ echo 250 32000  32  1024 > /proc/sys/kernel/sem 

也可以手动清理devicemapper残留的信号量（下面是清理一分钟以前申请的dm相关信
号量）：

  $ dmsetup udevcomplete_all 1
  This operation will destroy all semaphores older than 1 minutes with keys that have a prefix 
3405 (0xd4d).
  Do you really want to continue? [y/n]: y
  0 semaphores with keys prefixed by 3405 (0xd4d) destroyed. 0 skipped.

使用 bridge 模式启动容器的过程中，强杀 daemon 可能导致网卡残留

使用bridge网络模式，当docker创建容器时，会先在host上创建一对veth，然后再把该网
卡信息存到数 据库中，如果在创建完成，存到docker的数据库之前，daemon被强杀，
那么该网卡无法被docker跟踪， 下次启动也无法删除（docker本身会清理自己数据库中
不用的网卡），从而造成网卡残留。

9.5.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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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1 避免使用的选项

1. –privileged 选项会让容器获得所有权限，容器可以做挂载操作和修改/proc, /sys等
目录，可能会对host造成影响，普通容器需要避免使用该选项。

2. 共享host的namespace，比如 –pid host/--ipc host/--net host等选项可以让容器跟host
共享命名空间，同样会导致容器影响host的结果，需要避免使用。

9.5.9.2 docker cp 拷贝大文件问题

使用docker cp向容器里面拷贝文件时，docker ps和对这个容器的所有操作都将等待
docker cp结束后才能进行。

9.5.9.3 使用 overlay2/overlay 时修改镜像中大文件问题

使用overlay2/overlay为graphdriver时，在容器中第一次修改镜像中的文件时，如果该文
件的大小大于系统剩余的空间，修改将会失败，因为即使修改很小，也要把这个文件
完整的copy up到上层，剩余空间不足导致失败。

9.5.9.4 devicemapper 磁盘限额功能

使用devicemapper的磁盘限额功能时，设置的磁盘空间只能大于base的大小，base大小
可以通过docker info查看，如下图所示。

9.5.9.5 系统掉电注意事项

当系统出现意外掉电（或系统panic，总之是系统无法及时做磁盘刷新的危险操作）情
况时，可能导致docker daemon的部分状态尚未刷新到磁盘导致重启后docker daemon状
态不正常，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包括但不限于）：

l 掉电前创建了容器，重启后docker ps –a看不到；该问题是因为该容器的状态文件
没有刷新到磁盘，从而导致重启后daemon无法获取到该容器状态导致。（其他状
态如镜像、卷、网络等也可能会有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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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掉电前某个文件正处于写入状态，尚未完全写入，重启后daemon重新加载该文件
发现文件格式不正常或内容不完整，导致的错误。

9.5.9.6 docker cp 文件权限问题

容器以非root用户运行，当使用docker cp命令复制主机上一个非root权限的文件到容器
时，文件在容器中的权限角色会变成root。docker cp与cp命令不同，docker cp会修改复
制到容器中文件的uid和gid为root。

9.5.9.7 hook 执行时间问题

使用hook时，执行时间应尽量短。如果hook中的prestart时间过长（超过2分钟），则会
导致容器启动超 时失败，如果hook中的poststop时间过长（超过2分钟），也会导致容
器异常。目前已知的异常如下：执行docker stop命令停止容器时，2分钟超时执行清理
时，由于hook还没执行结束，因此会等待hook执行结束（该过程持有锁），从而导致
和该容器相关的操作都会卡住（例如docker ps -a命令），需要等到hook执行结束才能
恢复。另外，由于docker stop命令的2分钟超时处理是异步的过程，因此即使docker stop
命令返回了成功，容器的状态也依然是up状态，需要等到hook执行完后状态才会修改
成exit。

9.5.9.8 容器状态检测与使用

在任何情况下，容器的状态应该以docker inspect或者docker ps查询出的结果为准，上层
应用如果依赖容器的状态，则不应该以docker stop是否成功返回为判断标准。

9.5.9.9 避免使用 docker kill 命令

docker kill命令发送相关信号给容器内业务进程，依赖于容器内业务进程对信号处理注
册，导致信号执行与预期不符合的情况，应该避免使用docker kill命令。

9.5.9.10 并发执行命令数量问题

docker内部的消息缓冲有一个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会将消息丢弃，因此在并发执行命
令时建议不要超过1000条命令，否则有可能会造成docker内部消息丢失，从而造成容器
无法启动等严重问题。

9.5.9.11 iptables 默认规则对 docker 的影响

docker使用--icc=false选项时，可以限制容器之间互通，但若os自带某些规则，可以造
成限制容器之间互通失效。因此，在容器os中使用docker，如果需要使用-icc=false选项
时，建议先在host上清理一下iptables的相关规则。例如：

Chain FORWARD (policy ACCEPT 0 packets, 0 bytes)

...

0 0 ACCEPT icmp -- * * 0.0.0.0/0 0.0.0.0/0

...

0 0 DROP all -- docker0 docker0 0.0.0.0/0 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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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hain FORWARD中，DROP上面多出了一条ACCEP icmp的规则，造成加了--
icc=false后，容器之间也能ping能，但udp/tcp仍然是不通的。

9.5.9.12 docker run --hook-spec 注意事项

docker run --hook-spec可以指定hook配置文件(.json)来配置容器在3个特殊阶段(prestart、
poststart、poststop)来执行自定义的二进制。

需要注意当有多个hook配置文件，要运行多个hook时，用户必须自己手工将多个hook
配置文件组合成一个配置文件，使用--hook-spec参数指定此合并后的配置文件，方可生
效所有的hook；如果配置多个--hook-spec参数，则只有 后一个生效。

配置举例：

hook1.json内容如下：

# cat /var/lib/docker/hooks/hookspec.json

{

"prestart": [

{

"path": "/var/lib/docker/hooks/lxcfs-hook",

"args": ["lxcfs-hook", "--log", "/var/log/lxcfs-hook.log"],

"env": []

}

],

"poststart":[],

"poststop":[]

}

hook2.json如下：

# cat /etc/docker-tools/hookspec.json

{

"prestart": [

{

"path": "/docker-root/hooks/docker-hooks",

"args": ["docker-hooks", "--state", "prestart"],

"env": []

}

],

"post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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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top":[

{

"path": "/docker-root/hooks/docker-hooks",

"args": ["docker-hooks", "--state", "poststop"],

"env": []

}

]

}

手工合并后的json如下：

{

"prestart": [

{

"path": "/var/lib/docker/hooks/lxcfs-hook",

"args": ["lxcfs-hook", "--log", "/var/log/lxcfs-hook.log"],

"env": []

},

{

"path": "/docker-root/hooks/docker-hooks",

"args": ["docker-hooks", "--state", "prestart"],

"env": []

}

],

"poststart":[],

"poststop":[

{

"path": "/docker-root/hooks/docker-hooks",

"args": ["docker-hooks", "--state", "poststop"],

"env": []

}

]

}

{

"prest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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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 "/docker-root/hooks/docker-hooks",

"args": ["docker-hooks", "--state", "prestart"],

"env": []

}

],

"poststart":[],

"poststop":[

{

"path": "/docker-root/hooks/docker-hooks",

"args": ["docker-hooks", "--state", "poststop"],

"env": []

}

]

}

需要注意的是，用户需要识别多个hook之间的依赖关系，如果有依赖关系，在组合
hook配置文件时要根据依赖关系灵活调整顺序。

docker-engine会按照数组顺序依次读取hook配置文件中prestart等action中hook二进制，
进行执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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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pvlan

EulerOS支持ipvlan，本文主要介绍ipvlan的配置和使用。

10.1 场景介绍

10.2 约束限制

10.3 使用指导

10.1 场景介绍

ipvlan是从一个主机接口虚拟出多个虚拟网络接口，这些虚拟接口都有相同的mac地
址，而拥有不同的ip地址。

EulerOS中支持三种ipvlan模式：l2，l3，以及l2e模式。ipvlan各工作模式如图1 ipvlan工
作模式所示：

l ipv1， ipv2，ipv3，ipv4，gw1，gw2分别为ipvlan接口。eth0，eth1，eth2，eth3分
别为物理网口。

l ipv1，ipv2，gw1依附于eth0；ipv3，ipv4，gw2依附于eth2。

l eth0，eth1属于同一节点，eth2，eth3属于另一个节点。

图 10-1 ipvlan 工作模式

以ipv1接口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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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2模式：ipv1可与ipv2，ipv3，ipv4通信，与eth0，eth1，eth2，eth3无法通信。

l l3模式：ipv1可与ipv2，eth0，eth2通信，与ipv3，ipv4，eth1，eth3无法通信。

l l2e模式：ipv1可与ipv2，ipv3，ipv4，eth0，eth1，eth2，eth3通信。

实际可根据需要选择ipvlan工作模式。

10.2 约束限制

1. 由于ipvlan所有接口都有相同的mac地址，在DHCP协议分配ip的时候一般使用mac
地址作为机器的标识。这种情况下，客户端动态获取ip的时候需要配置唯一的
ClientID字段，并且DHCP server也要正确配置使用该字段作为机器标识，而不是
使用mac地址。

2. 父接口只能选择一种模式，依附于它的所有虚拟接口都运行在该模式下，不能混
用模式。

10.3 使用指导

ipvlan可通过模块参数“ipvlan_default_mode”控制默认工作模式，默认为l3模式。

ipvlan_default_mode为0，1，2分别对应l2，l3，l2e模式。

配置 ipvlan 工作模式

可通过ip命令配置ipvlan接口的工作模式，通过ip命令指定方式：

ip link add ipv1 link eth0 type ipvlan mode l2
ip link add ipv1 link eth0 type ipvlan mode l3
ip link add ipv1 link eth0 type ipvlan mode l2e

通过ip命令查看ipvlan接口的工作模式：

[root@localhost l2e]# ip -d link show gw
76: gw@eth0: <BROADCAST,MULTICAST,UP,LOWER_UP> mtu 1500 qdisc noqueue state UNKNOWN mode DEFAULT 
qlen 1
    link/ether aa:e8:bd:21:xx:xx brd ff:ff:ff:ff:xx:xx promiscuity 0
    ipvlan  mode l2e addrgenmode eui64

通过模块参数配置ipvlan接口的默认工作模式：

方法一：

步骤1 在/etc/modprobe.d/目录下创建ipvlan.conf，内容如下：

options ipvlan ipvlan_default_mode=2

步骤2 用modprobe ipvlan加载ipvlan模块。

modprobe ipvlan

步骤3 以默认工作模式创建ipvlan接口。

ip link add ipv1 eth0 type ipvlan

----结束

方法二：

步骤1 用insmod加载ipvlan模块

insmod /lib/modules/$(uname -r)/kernel/drivers/net/ipvlan/ipvlan.ko ipvlan_default_m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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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以默认工作模式创建ipvlan接口

ip link add ipv1 eth0 type ipvlan

----结束

环境搭建

两台环境搭建方法相同，以其中一台机器搭建环境为例。

1. 设置eth0，eth1转发，配置nat规则：
sysctl net.ipv4.conf.eth0.forwarding=1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s 192.168.0.0/255.255.255.0 -o eth0 -j MASQUERADE
sysctl net.ipv4.conf.eth1.forwarding=1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s 192.168.0.0/255.255.255.0 -o eth1 -j MASQUERADE

2. 配置网关gw：
ip link add gw link eth0 type ipvlan
ifconfig gw 192.168.0.1/24

3. 配置ipv1，并设置到net1的namespace中：
ip netns add net1
ip link add ipv1 link eth0 type ipvlan
ip link set ipv1 netns net1
ip netns exec net1 ip link set ipv1 up
ip netns exec net1 ip link set lo up
ip netns exec net1 ip -4 addr add 192.168.0.11/24 dev ipv1
ip netns exec net1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0.1

4. 配置ipv2，并设置到net2的namespace中：
ip netns add net2
ip link add ipv2 link eth0 type ipvlan
ip link set ipv2 netns net2
ip netns exec net2 ip link set ipv2 up
ip netns exec net2 ip link set lo up
ip netns exec net2 ip -4 addr add 192.168.0.12/24 dev ipv2
ip netns exec net2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0.1

常见问题说明

根据配置ipvlan工作模式中“方法一”配置ipvlan工作模式后，执行modprobe ipvlan前
需确认ipvlan模块是否已加载，如果已加载，需执行以下步骤重新加载ipvlan模块。重
新加载后可能会出现ipvlan接口丢失或ipvlan接口ip丢失。

[root@localhost l2e]# lsmod | grep ipvlan
ipvlan                 18125  0
[root@localhost l2e]# rmmod ipvlan
[root@localhost l2e]# modprobe ipvlan

添加ipvlan时如果同一主接口上存在相同的ip，ipvlan会添加失败，导致网络不通，可以
通过如下命令打开日志打印，以便定位问题。

ip link add ipv1 link eth0 type ipvlan
ethtool -s ipv1 msglvl 0x20

打开后，如果添加ipvlan失败会有如下打印：

ipv1: Failed to add IPv4=2.1.1.11 on ipv1 intf.

针对ipvlan l2e模式引入了本地队列提升tcp传输性能，提供以下两个sysctl参数用于设置
队列长度以及超时时长。

net.ipvlan.loop_delay = 10
net.ipvlan.loop_qlen = 13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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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br 算法说明

11.1 简介

11.2 约束限制

11.3 使用指导

11.1 简介
bbr算法是一种TCP拥塞控制算法，主要是根据RTT和带宽的变化来调节窗口，进而控
制链路带宽，应对网络可能拥塞的情况，其目的是提升TCP的带宽抢占能力。关键技
术有：

1. 依赖数据调整滑动窗口：通过分析RTT、实际带宽调整滑动窗口，忽略丢包率，
可以准确区分噪声丢包和拥塞丢包，避免假拥塞。

2. RACK判断重传：取代RTO超时，保证丢包、乱序时数据平滑发送。

3. FQ公平队列：根据发送速率控制报文发送，避免波动。

11.2 约束限制
tcpbbr算法在无延时，无丢包的环境，性能比tcp默认算法cubic稍差，会差5%左右。

11.3 使用指导

步骤1 安装tcp_bbr模块
modprobe tcp_bbr

步骤2 修改tcp拥塞控制算法为bbr
sysctl -w net.ipv4.tcp_congestion_control=bbr

步骤3 配套修改内核的FQ功能

l 全局生效。在/etc/sysctl.conf配置文件中添加如下选项，全局默认FQ生效。
net.core.default_qdisc=fq

l 针对特定网卡配置FQ。 如果不想FQ全局默认生效，可以针对特定的网卡进行配
置FQ。

插入fch_fq.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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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mod ./kernel/net/sched/sch_fq.ko

打开对应网卡的FQ功能，例如eth2：
tc qdisc add dev eth2 root fq

查看eth2的fq状态：
tc qdisc show dev eth2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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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查询EulerOS版本标识

12.2 EulerOS默认支持的文件类型

12.3 网络配置约束限制

12.4 glibc内存管理参数

12.5 如何设置防火墙提高容器网络的性能

12.6 老版本kernel删除方法

12.7 配置虚拟机串口输出文件

12.8 openldap默认证书注意事项

12.9 rootsh日志防爆特性的约束限制

12.10 调整中断负载均衡策略

12.11 cron引起/var/spool/postfix/maildrop目录生成大量小文件

12.12 图形界面用户登录卡住现象说明

12.13 mail命令发送邮件失败时不可以使用-S指定文件的说明

12.14 逻辑卷创建后被自动挂载且挂载点不可用现象说明

12.15 系统内核大量冲日志导致系统卡住无法登录

12.16 防火墙规则设置不合理或者设置tcp_sack=0对网络性能的影响

12.17 NetworkManager内存占用说明

12.18 使用authconfig命令修改PAM配置失败

12.19 systemd进程频繁打印“Starting Session XX of user USERNAME”日志

12.20 nfs的客户端上mount相关进程卡住

12.21 执行ping命令时，向前更改系统时间，导致短时间网络不可达

12.22 rpm 、yum、dnf等命令被强制kill后出现挂死问题

12.23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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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查询 EulerOS 版本标识

EulerOS V2.0SP3 版本标识的配置文件是 /etc/euleros-latest，此文件中包含了EulerOS版
本、版本编译时间和内核版本的信息，使用如下命令进行查看：

[root@localhost ~]# cat /etc/euleros-latest 
eulerversion=EulerOS_V200R005C00SPC100B009    #EulerOS版本
compiletime=2017-12-25-02-02-54               #版本编译时间 
kernelversion=4.1.44-03.31.vhulk1711.1.1      #内核版本 

12.2 EulerOS 默认支持的文件类型

EulerOS版本默认仅支持EXT4文件系统，其余文件系统默认不支持。

12.3 网络配置约束限制

EulerOS（ARM64）默认不安装NetworkManager，所以默认可以使用ip/ifconfig/route等
命令配置网络。（注意：安装GUI组件时会自动安装NetworkManager。）

如若需要通过NetworkManager服务管理网络，则需自行挂载ISO配置yum源后通过yum
安装NetworkManager。如果开启了NetworkManager服务，则必须使用nmcli命令或修改
配置文件来配置网络（如IP、路由等），而不能使用ip/ifconfig/route命令来配置。

说明

在开启NetworkManager 服务的场景下，使用 ip/ifconfig/route 等命令配置网络，则一段时间后配
置会被NetworkManager覆盖，导致 ip/ifconfig/route 配置不生效。

查看NetworkManager 服务是否开启：

systemctl status NetworkManager

说明

nmcli命令使用参考“nmcli --help”或者“man nmcli”。

如果要使用 ip/ifconfig/route 等命令来管理网络，请先关闭 NetworkManager 服务，使用
如下命令：

systemctl stop NetworkManager

12.4 glibc 内存管理参数

glibc升级到glibc-2.17-196版本之后，内存管理算法默认采用了PER_THREAD实现。默
认情况下，为了减少多线程内存申请时的锁竞争，glibc会为每个线程创建一个分配区
arena，部分多线程应用会由于这个变化，导致进程的虚拟内存和物理内存大量增长。
可以通过以下环境变量限制arena的个数。

例如，限定arena的数量为1：

export MALLOC_ARENA_MAX=1

说明

MALLOC_ARENA_MAX不设置的情况下，glibc默认创建的arena最大个数为CPU核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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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如何设置防火墙提高容器网络的性能
EulerOS 的防火墙基于 CentOS 的 firewalld 进行构建，并跟随大多数操作系统，如
Windows/Redhat/CentOS/Ubuntu等的策略，默认打开防火墙。

firewalld 打开时，因为会加载一系列iptable/ebtable 的内核模块及默认规则，导致容器
网络性能下降 20% 左右（测试环境不同对下降幅度有影响）。

说明

关闭防火墙时，所有iptable/ebtable 中规则及模块本身都会被删除卸载，即默认的和用户定义的
防护规则都将失效。

防护规则及功能

当前 firewalld 支持的防护规则及功能主要有：

1. Zone
定义安全级别，不同安全级别的接口/连接/地址放入不同的 zone 进行防护，预定
义有 drop/block/public/external/dmz/work/home/internal/trusted 9 类。如家庭网络接
口可以放入home 甚至 trusted zone，而公共 wifi 则适合 public 级别。

2. Service
虽然 Service 终对应的是端口和地址，但 firewalld 将其抽象出来，使得用户可以
便捷地使能/关闭对一些服务的防护。例如：

firewall-cmd --permanent --zone=public --add-service=http

3. IPSet
即 IP 和 MAC 的绑定设置。

4. ICMP Type
鉴于 ICMP 在 IP 网络里的特殊性，firewalld 将其提出来进行防护。

5. Direct Interface
用户可以在 firewalld 里直接定义 iptable/ebtable 的规则。

重要命令

1. 查看防火墙状态
[root@localhost firewalld]#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firewalld.service -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firewalld.service; enabled)
   Active: active (running) since Wed 2017-03-22 06:17:32 EDT; 1h 25min ago
 Main PID: 28597 (firewalld)
   CGroup: /system.slice/firewalld.service
           └─28597 /usr/bin/python -Es /usr/sbin/firewalld --nofork --nopid

2. 开启防火墙
[root@localhost firewalld]# systemctl start firewalld

开启后查看防火墙状态
[root@localhost firewalld]#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firewalld.service -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firewalld.service; enabled)
   Active: active (running) since Wed 2017-03-22 10:36:38 EDT; 2s ago
 Main PID: 1500 (firewalld)
   CGroup: /system.slice/firewalld.service
           └─1500 /usr/bin/python -Es /usr/sbin/firewalld --nofork --nopid

3. 关闭防火墙
[root@localhost firewalld]#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

关闭后查看防火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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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firewalld]#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firewalld.service - firewalld - 
dynamic firewall daemon   Loaded: loaded (/usr/lib/systemd/system/firewalld.service; enabled)
   Active: inactive (dead) since Wed 2017-03-22 07:43:05 EDT; 4min 15s ago
  Process: 28597 ExecStart=/usr/sbin/firewalld --nofork --nopid $FIREWALLD_ARGS 
(code=exited, status=0/SUCCESS)
 Main PID: 28597 (code=exited, status=0/SUCC

12.6 老版本 kernel 删除方法

现象描述
rpm  -Uvh kernel 

或者

yum  update  kernel 

使用上述命令对 kernel 包升级之后，老版本 kernel 会被保留，以防止新内核有问题无
法启动时，可以切换回老版本内核， 是 rpm/yum 对 kernel 包的特殊处理，别的rpm则
直接会把老版本删除掉。

解决方法

要删除老版本的kernel，可以在升级kernel成功之后，使用

rpm -e kernel-xxx

或者

yum remove kernel-xxx 

xxx指定具体的版本号来删除。

12.7 配置虚拟机串口输出文件

背景描述

虚拟机通过串口输出的内容定位到文件中，方便串口日志分析、传递。

配置方法

要实现该功能，需要配置以下两个地方。

1. 修改配置文件grub.cfg中内核启动参数

在/boot/efi/EFI/euleros/grub.cfg 文件中找到要修改的内核，在该内核的启动参数后
增加 console=ttyS0，如图12-1。

图 12-1 增加内核启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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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Host端
Host侧需要在定义虚拟机时配置串口输出文件路径，修改示例如下，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配置“source path”。

<serial type='file'>
<source path='/sdb/test/Euler2.3_vm/serial.log'/>
<target port='0'/>
</serial>
<console type='file'>
<source path='/sdb/test/Euler2.3_vm/serial.log'/>
<target type='serial' port='0'/>
</console>

12.8 openldap 默认证书注意事项
openldap在安装时，会提供一份默认的证书和证书数据库密码文件，默认提供的文件安
全等级低，建议用户初次使用ldap时，务必使用自己的证书文件，并做好权限控制。

12.9 rootsh 日志防爆特性的约束限制
rootsh日志防爆特性利用logrotate日志来实现日志防爆功能，用日志文件的时间戳来判
断是否删除该日志文件以满足日志的空间大小要求。当系统时间发生向前改变时，则
存在将新产生的rootsh日志删除，从而导致日志丢失的风险。

说明

处理该场景会引入其他风险，故对此场景不做处理。

12.10 调整中断负载均衡策略

中断均衡优化简介

Host os自带的irqbalance可以动态（隔一定时间间隔）平衡多个cpu上面的中断数量，来
做到全部中断能均衡绑定到各个cpu，但是它不能完全解决CPU中断负载绝对均衡，在
虚拟化环境下就会影响vcpu性能，具体就是如果各个vcpu对应的cpu的中断负载不同，
那么vcpu的计算性能就会表现较大差异， 终导致虚拟机看到的cpu计算性能不同，会
影响虚拟机内部的业务。

需要在原有irqbalance功能的基础上做特性增强，保证中断负载在各个cpu上动态平均。

应用场景

l 在中断负载不均衡时，例如某个具有多队列（有多个中断号）功能的网卡的所有
中断全部让cpu0处理，其它cpu空闲，增强irqbalance会将所有中断分散配置到各个
cpu，并按照一定时间间隔进行调整，以保证在一段时间内，所有cpu的中断负载
均值基本相等。

l 在某些应用场景中，希望能够实现对某些cpu和中断的隔离功能，这就需要将对应
的中断号和cpu加到irqbalance的黑名单中，实现cpu和中断对irqbalance隐藏，脱离
irqbalance的管理。

注意事项

l irqbalance特性增强功能在服务配置文件（/etc/sysconfig/irqbalance）中提供了开
关，如果要关闭，请设置IRQBALANCE_ABSOLUTE_BALANCE=disable，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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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必须重启irqbalance服务，此时irqbalance服务只具备原生功能，建议在版本中
保持默认开启。

l irqbalance提供了中断黑名单、cpu黑名单功能，如果不期望某个中断或cpu被
irqbalance管理，可以使用下边的接口将中断号或cpu加到黑名单中。

说明

l CPU黑名单功能，设置需要提供系统单板中存在的cpu。

l 中断黑名单功能，需配置当前系统中存在的中断，并且黑名单中中断数量最大支持4096
个中断。

l 如果要irqbalance黑名单的设置生效，必须重启irqbalance服务。

l 对于服务配置文件读写和重启服务操作都需要root用户权限，所以需要保证调用接
口的程序具有root执行权限。

l 中断需要与CPU的中断向量绑定后才能设置中断亲和性，一个CPU的中断向量表
共有256项，功能详见下表，可以用于绑定通用外设的为32~47、64~127、129~203
和205~238，共189个。当系统中断过多时，如果将全部的中断绑定到一个CPU上
时，会因为中断向量不足而导致设置中断亲和性失败，如果中断多为msi/msix中断
（通过cat /var/log/dmesg | grep -w irq命令查看），可以多分配几个CPU用于绑定中
断，因为根据msi机制，不同的中断在不同的CPU上，可以申请相同的中断向量，
这样就解决了单一CPU上中断向量不足的问题。

表 12-1

中断向量号 用途

0~31 系统预留中断向量

32~47 可以用于绑定通用外设中断

48~63 通常绑定ISA外设中断

64~127 可以用于绑定通用外设中断

128 系统调用

129~203 可以用于绑定通用外设中断

204 系统预留

205~238 可以用于绑定通用外设中断

239 时钟中断

240~255 为SMP系统预留中断向量

 

互斥特性

l 与迁移特性互斥

包括虚拟机的冷、热迁移，整机的冷、热迁移。

黑名单不会随热迁移迁移到目的端，而且目的端对应的中断号可能与源端不同，
所以需要上层重新调用相关接口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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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 API
l addCpuBanned：将一系列CPU添加到irqbalance服务的CPU黑名单中。

l delCpuBanned：将一系列CPU从irqbalance的CPU黑名单中删除。

l getCpuBanned：获取当前的irqbalance CPU黑名单列表。

l addIRQBanned：将一系列中断号添加到irqbalance服务的中断黑名单中。

l delIRQBanned：将一系列中断号从irqbalance服务的中断黑名单中删除。

l getIRQBanned：获取当前的irqbalance中断黑名单列表。

l setIRQBind：将中断绑定到指定的CPU范围内。

示例代码

1. 添加CPU到黑名单示例。
import libuvp_compute, sys
import os
try:
   libuvp_compute.addCpuBanned("1,4-5,12-15")
   os.system('systemctl restart irqbalance > /dev/null')
except:
    print 'addCpuBanned failed.'

2. 从CPU黑名单移除cpu示例。
import libuvp_compute, sys
import os
try:
   libuvp_compute.delCpuBanned("1,4-5")
   os.system('systemctl restart irqbalance > /dev/null')
except:
    print 'delCpuBanned failed.'

3. 获取CPU黑名单列表示例。
import libuvp_compute, sys
try:
   cpubanned = libuvp_compute.getCpuBanned(128)
   print cpubanned
except:
    print 'getCpuBanned failed.'

4. 添加中断到黑名单示例。
import libuvp_compute, sys
import os
try:
   libuvp_compute.addIRQBanned("1,4,8,9")
   os.system('systemctl restart irqbalance > /dev/null')
except:
    print 'addIRQBanned failed.'

5. 从黑名单中移除中断示例。
import libuvp_compute, sys
import os
try:
   libuvp_compute.delIRQBanned("1,8,9")
   os.system('systemctl restart irqbalance > /dev/null')
except:
    print 'delIRQBanned failed.'

6. 获取中断黑名单列表示例。
import libuvp_compute, sys
try:
   irqbanned = libuvp_compute.getIRQBanned(128)
   print irqbanned
except:
    print 'getIRQBanned failed.'

7. 将中断绑定到指定的CPU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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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libuvp_compute, sys
try:
    libuvp_compute.setIRQBind("4,8","1-5");
except:
    print 'setIRQBind failed.'

说明

l 这个接口主要应用在CPU和中断隔离场景中，在cpu和中断隔离场景中，会首先使用上
述addCpuBanned和addIRQBanned接口，将CPU和中断加入到irqbalance的黑名单中，然
后调用setIRQBind将隔离出来的中断绑定到隔离出来的cpu中。

l setIRQBind接口是通过修改/proc/irq/XX/smp_affinity_list文件来实现中断绑定的，绑定关
系在Host重启后会失效，因此需要在Host重启后重新调用此接口进行中断绑定。

12.11 cron 引起/var/spool/postfix/maildrop 目录生成大量小
文件

问题现象

cron引起/var/spool/postfix/maildrop目录生成大量小文件。

原因分析

由于EulerOS在执行cron时，会将cron执行脚本中的output和warning信息以邮件的形式
发送cron所有者，而由于服务器上的sendmail或postfix没有正常运行，导致邮件发送不
成功，全部小文件堆积在了maildrop目录下面，而且没有自动清理转换的机制，经历较
长时间后，此目录已堆积了大量的小文件。

解决方法

在crontab的第一行加入“MAILTO=""”便可，这样执行当前用户的cron时，不会发送
邮件。

12.12 图形界面用户登录卡住现象说明

问题现象

用户使用图形界面时，如果输错密码三次，触发锁定300s，解锁后输入用户名，点击
Next按钮，会一直卡住，无法登录成功。或者处于图形登录界面长时间不操作时，同
样会出现该现象。如图1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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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用户无法登录

原因分析

该现象是由于GNOME图形登录通信依赖GNOME shell与GDM之间直连的dbus连接，当
用户处于登录界面长时间无响应，连接超时会自动断开，断开后继续通信则会一直卡
住。点击Cancel回到登录主界面重新建立连接则恢复正常。

解决方法

点击cancel回到主界面，重新输入用户名，则可正常登录。

12.13 mail 命令发送邮件失败时不可以使用-S 指定文件的说
明

问题现象

当mail客户端执行如下命令提示失败时，不会在指定文件中记录发送失败的邮件信息。

echo "hello world" | mail –S DEAD=“/root/aaa” -s "test" aaa@huawei.com

原因分析

为避免邮件发送失败时，默认产生的/root/dead.letter文件不断增大而占满分区的风险。
EulerOS做了加固，对发送失败的邮件默认不记录到文件中，导致在使用mail命令时-S
参数不再起作用。

解决方法

如果用户需要记录发送失败的邮件到指定文件，需要修改mail的配置文件，具体方法如
下：

 #vi /etc/mail.rc

修改set -S DEAD=""为set -S DEAD="~/$MY_HOPE_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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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MY_HOPE_DIR是由用户指定的保存路径。

12.14 逻辑卷创建后被自动挂载且挂载点不可用现象说明

问题现象

当使用lvcreate命令创建一个新的逻辑卷后，使用"df -h"查看挂载情况：

发现新建的逻辑卷被自动挂载了，但逻辑卷的size变得无限大，并且挂载点无法写入。

原因分析

引起该问题需要以下四个要素：

1. 在/etc/fstab中配置了逻辑卷自动挂载项，且已生效。

2. 逻辑卷的文件系统为ext文件系统（fat文件系统已验证不存在此问题，其他文件系
统未验证）。

3. udev相关的服务开启：

systemd-udevd
systemd-udevd-control.socket
systemd-udevd-kernel.socket

4. 在同一个卷组中，对名为xxx的逻辑卷执行“创建-删除-再创建”操作（再创建的
逻辑卷的大小不能小于前者）。

当删除逻辑卷时，原逻辑卷中文件系统相关的信息仍保留在磁盘上。在磁盘的相同位
置新建一个同名同大小的逻辑卷时，该文件系统的信息会被新的逻辑卷复用。lvcreate
执行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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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lvcreate执行清零的操作在文件系统挂载操作之后，已经挂载的文件系统被清零操
作破坏，从而导致了"df -h"显示异常，挂载点不可用。

解决方法

在删除逻辑卷之前，先将逻辑卷中的文件系统系统信息清除。以删除/dev/vgtest/lvtest
逻辑卷为例：

 #dd if=/dev/zero of=/dev/vgtest/lvtest bs=1M count=32
 #lvremove /dev/vgtest/lvtest

12.15 系统内核大量冲日志导致系统卡住无法登录

现象

在系统内核态大量冲日志并且用户态也大量写入日志情况下，系统会卡住无法进行ssh
登录等操作。

原因分析

用户态日志和内核态日志同时打印时，因日志优先级问题，会优先处理内核态日志。
当内核态大量冲日志并且内核态写入速率大于journal处理速率时，就会导致journal无法
处理用户态日志。当用户态继续使用syslog接口打印日志时，由于journal socket缓冲
池/dev/log空间占满，又无法被journal读取，新发送的日志无法获取返回值造成阻塞。
进一步导致用户态各个进程执行时打印日志会卡住，从而导致系统无法登录，或进行
其他操作。

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属于systemd本身性能问题。在该问题解决之前，用户可通修改rsyslog配置文
件来避免这种问题。

需要在以下两个地方同时修改rsyslog配置：

l 在/etc/rsyslog.conf文件中将“$OmitLocalLogging on”修改为“$OmitLocalLogging
off”。

l 在/etc/rsyslog.d/listen.conf文件中添加“$SystemLogSocketName /dev/log”。

说明

修改完配置后重启rsyslog服务生效。

12.16 防火墙规则设置不合理或者设置 tcp_sack=0 对网络性
能的影响

现象

防火墙规则设置不合理（例如：TCPOPTSTRIP tcp -- anywhere anywhere
TCPOPTSTRIP options mss,sack-permitted,sack,timestamp,md5）或设置tcp_sack=0时，在
丢包严重场景下会导致系统网络性能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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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在丢包严重的场景下，tcp连接在发生丢包时，SACK可以把接收端报文序列号的空洞
反馈给发送端，发送端在进行重传恢复的时候可以避免把所有报文再重新发送一次。

而防火墙“TCPOPTSTRIP tcp -- anywhere anywhere TCPOPTSTRIP options mss,sack-
permitted,sack,timestamp,md5”把SACK需要的信息给strip掉了，导致重传的数据信息丢
失。与tcp_sack=0本质一样，会导致发送端将所有报文重发，从而导致整体网络性能的
下降。

解决方法

l 系统中默认tcp_sack=1，用户不用修改该设置。

l 防火墙中不能添加类似strip报文中SACK信息的规则。

12.17 NetworkManager 内存占用说明

问题现象

使用ip命令批量创建大量虚拟网卡设备并删除，NetworkManager的内存占用不回落，
再次创建同等数量的虚拟网络设备不上涨。

原因分析

NetworkManager大量使用g_ptr_array，g_array以及ghash等glib2动态库的数据结构来管
理设备信息。当大量地并发执行创建、删除、修改设备时会产生内存碎片，这种内存
占用不是内存泄露，是NetworkManager设计上的缺陷。

对于不同的虚拟网卡，以1000个数量为例，通过批量添加，配置ip，路由，设置网卡信
息等操作，内存占用情况如下：

虚拟网卡类型 数量 内存占用

veth 1000 192M

vlan 1000 128M

dummy 1000 192M

macvlan 1000 128M

bridge 1000 192M

bond 1000 192M

 

解决方法

可以根据系统实际网卡情况来监控NetworkManager的内存占用。如果所有虚拟网卡被
删除而NetworkManager内存不回落，可通过重启NetworkManager服务释放内存占用。

重启服务命令：

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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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使用 authconfig 命令修改 PAM 配置失败

问题现象

使用authconfig命令，针对PAM配置进行修改，修改失败 。

原因分析

EulerOS针对PAM的配置，默认进行了安全加固，为了防止加固配置被覆盖，用户通过
authconfig命令自动配置无法直接生效。

解决方法

如果用户要在现有PAM配置下进行变更，有以下两种方法。

l 方法一：使用authconfig命令进行配置，命令执行之后，需要将软连接/etc/pam.d/
system-auth和/etc/pam.d/password-auth指向/etc/pam.d/system-auth-ac和/etc/pam.d/
password-auth-ac文件。

l 方法二：手动配置/etc/pam.d/system-auth-local和/etc/pam.d/password-auth-local文
件。

12.19 systemd 进程频繁打印“Starting Session XX of user
USERNAME”日志

问题现象

在没做任何操作情况下/var/log/messages不断打印“Starting Session XX of user
USERNAME”等一些列日志的信息，这些日志会造成冲日志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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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

cron定时服务在执行时，定时任务中配置的特定用户通过systemd拉起会话，并在会话
中执行相应的命令或者脚本。systemd拉起会话的过程会打印此类日志，频繁执行定时
任务会导致systemd不断打印会话连接的日志到messages文件中。

Euler:~ # cat /etc/cron.d/sysstat
# Run system activity accounting tool every 10 minutes
*/10 * * * * root /usr/lib64/sa/sa1 1 1

解决方法

systemd打印会话日志属于正常信息，一般情况下日志量很少，只有在cron服务比较频
繁的时候才会大量打印此类日志。要过滤messages中大量的会话日志，可以通过在
rsyslog服务中添加配置进行操作，具体命令如下：

echo 'if $programname == "systemd" and ($msg contains "Starting Session" or $msg contains "Started 
Session" or $msg contains "Created slice User Slice of"  or $msg contains "Starting User Slice of" 
or $msg contains "Removed slice User Slice of" or $msg contains "Stopping User Slice of") then 
stop' >/etc/rsyslog.d/ignore-systemd-session-slice.conf

重启rsyslog服务后配置生效：

systemctl restart rsyslog

12.20 nfs 的客户端上 mount 相关进程卡住

问题现象

使用nfs时，mount默认采用hard模式挂载。在mount成功以后，服务端发生重启。但在
服务端重启完成之后，客户端在访问之前挂载的目录时，仍然卡住。

原因分析

服务端重启之前配置了多个ip地址，客户端采用hard模式挂载了多个ip的共享目录。在
服务端重启完成之后，部分ip没有恢复配置。导致客户端在访问原先挂载的共享目录
时，访问失败，nfs request会一直重试，导致客户端mount相关进程卡住。

解决方法

在使用hard模式挂载时，如果客户端出现mount相关进程卡住，需要排查服务端的网
络、nfs服务、rpcbind服务等是否已经恢复正常。在服务端恢复正常以后，客户端进程
即可自动恢复。 另外，建议在使用hard模式时增加intr选项来硬挂载目录，这时当有某
个进程进入了重试循环，则允许用户使用键盘将其中断。

说明

1. mount命令在挂载时默认采用hard模式。

2. 在nfs客户端采用hard模式挂载时，可以保证客户端和服务端数据的一致性，不会出现静默数
据错误。但当服务端出现异常的时候，客户端会一直向服务端发出请求，直到服务端恢复正
常，进而导致客户端进程一直阻塞。

3. 在nfs客户端采用soft模式挂载时，可以通过timeo和retry参数配置超时时间。服务端出现异常
时，客户端会向服务器端重发请求。当超过配置的超时时间时，则返回错误，不会一直阻
塞。但在soft模式下可能会出现静默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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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执行 ping 命令时，向前更改系统时间，导致短时间网
络不可达

执行ping命令，ping某个ip地址时，如果同时向前修改本端机器的系统时间，会导致当
前时间超过arp表项的超时时间，从而触发arp表项的异步删除机制，可能导致arp表项
丢失，短时间内网络不可达，ping命令输出错误信息ping: sendmsg: Network is
unreachable，网络不可达持续几秒钟左右，在相应arp表项重新建立之后，ping命令继
续正常执行。

12.22 rpm 、yum、dnf 等命令被强制 kill 后出现挂死问题

问题描述

rpm 在正常运行期间如果被强制kill（使用kill -9或 killall -9命令），可能导致当前其他
正在执行或后续执行rpm、yum、dnf命令挂死。

原因分析

rpm使用了libdb的接口来维护数据，libdb模块为了支持多进程互斥，使用了共享锁机
制；如果rpm执行命令期间被强制退出可能导致libdb的接口加共享锁后未解除，导致其
他进程不能正常加锁从而挂死。因为yum、dnf依赖rpm接口，因此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解决方法

1. 杀死所有的rpm、yum、dnf进程。
killall -9 rpm
killall -9 yum
killall -9 dnf

2. 删除/var/lib/rpm/__db.* 文件。
rm -rf /var/lib/rpm/__db.*

3. 再次执行rpm、yum、dnf等命令即可正常。

12.23 术语
l account

指允许个人连接到系统的登录名称、个人目录、密码以及shell的组合。

l alias
别名。在shell中为了能在执行命令时将某一字符串替换成另一个的一种机制。在
提示符中键入alias可了解当前所定义的全部别名。

l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地址解析协议）。该网际网络协议用于将网际网络地
址动态地对应到局域网络的硬件地址上。

l batch
批处理。将工作按顺序送到处理器，处理器一个接一个执行直到 后一个完成并
准备好接受另一组处理清单的一种处理模式。

l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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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即发生在按下计算机的电源开关，机器开始检测接口设备的状态，并把操
作系统加载到内存中的整个过程。

l bootdisk
引导盘。包含来自硬盘（有时也可从其本身）加载操作系统的必要程序代码的可
开机软磁盘。

l BSD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伯克利软件发行套件）。一套由美国伯克利大学信
息相关科系所发展的Unix分支。

l buffer
缓冲区。指内存中固定容量一个小区域，其中的内容可以加载区域模式文件，系
统分区表，以及执行中的进程等等。所有缓冲区的连贯性都是由缓冲区内存来维
护的。

l buffer cache
缓冲区存取。这是操作系统核心中甚为重要的一部份，负责让所有的缓冲区保持
在 新的状态，在必要时可以缩小内存空间，清除不需要的缓冲区。

l CHAP
Challenge-Handshak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询问交互式身份验证协议）：ISP验
证其客户端所采用的通信协议。它与PAP的不同处在于：进行 初的判别后，每隔
固定的时间周期它将会重新再验证一次。

l client
客户端。是指能够短暂地连接到其他程序或计算机上并对其下达命令或要求信息
的一个程序或一部计算机。它是服务器/客户端系统组件的一部分。

l client/server system
服务器/客户端系统。由一个server（服务器端）与一个或多个client（客户端）所
组成的系统架构或通信协议。

l compilation
编译。指把人们读得懂的以某种程序语言（例如C语言）书写的程序源代码转换成
机器可读的二进制文件的一种过程。

l completion
自动补齐。只要系统内有能与之配合对象，shell将自动把一个不完全的子字符
串，延展扩大成一个已存在的文件名、用户名。

l compression
压缩。这是一种在通信连接的传送过程中缩小文件或减少字符数目的方法。压缩
程序通常包含有compress，zip，gzip及bzip2。

l console
控制台。也就是人们一般使用并称为终端的概念。它们是连接到一部巨型中央计
算机的使用者操作的机器。对PC而言，实际的终端就是指键盘与屏幕。

l cookies
由远程web服务器写入到本地硬盘的临时文件。它让服务器可以在使用者再次连上
网站的时候可以知道其个人偏好。

l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一种以局域网络机器
为设计基础，能从DHCP服务器动态取得IP地址的通信协议。

l 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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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Memory Access。一种运用在PC架构上的技术，它允许接口设备可以从主存
储器存取或读写资料而无须通过CPU联系。

l DNS
Domain Name System（网络域名系统）。用来负责分配名称/地址的机制。它可以
将机器名称对应到IP地址。同样DNS也允许反向搜寻，也就是说可以从IP地址得
知其机器名称。

l DPMS
Display Power Management System（显示器电源管理系统）。用于所有现今生产的
显示器以管理其电源使之能够延长使用年限的协议。

l editor
编辑器。一般而言是指编辑文本文件所使用的程序（也就是文字编辑器）。 为
人所熟知的GNU/Linux编辑器有Emacs以及VIM。

l email
电子邮件。是处于相同网络里的人们互相传送电子信息的一种方式。与定期邮件
相同，email需要收件人以及寄件人地址以便正确地传送信息。

l NVRAM
非易失性随机访问存储器(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是指断电后仍能
保持数据的一种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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