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除了技術特點之外，OpenStack 吸引我的地方是，它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這

麼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又是如何採用社群開發模式管理的？更重要的是，如果

我們從 OpenStack 本身吸收了很多東西，我們又能為 OpenStack 的推廣與應

用做些什麼呢？  

想來想去，我們可能沒有能力對 OpenStack 的核心程式碼做出貢獻，但卻可

以為應用 OpenStack 去做些貢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驗證環境或生產環

境中獲得的各類測試性經驗用一本書的形式分享出來，那麼這對於 OpenStack 

初學者或打算使用 OpenStack 雲端系統協助企業降低支出的 IT 人員來說，是

一大福音。 

特別是，當我聽到許多大型企業 IT人員在為商業虛擬化軟體高昂的成本而憂

心時，這種願望就更為強烈。開源、開放、免費的 OpenStack 系統，難道不

是企業更好的選擇嗎？如今當企業內部把應用部署在開放的 Linux 系統上

時，難道還有人會對這種選擇產生質疑嗎？  

當 OpenStack 支援 EMC、NetApp、IBM、華為等專業廠商的儲存系統後，我

就感覺到企業要使用 OpenStack 作為虛擬化或雲端系統的時間已不遠了。 

當然，如同早期大家擔憂將應用軟體部署到 Linux 上行不行一樣，OpenStack 

各元件也有一個軟體的成熟過程，只是這個成熟過程可能要比大家想像得

快，如我在 2012 年 3 月學習的是 E 版，而 2013 年 10 月就已發佈 H 版了。 

這裡我試圖整理了一些資料，讓讀者瞭解 OpenStack 是在什麼樣的機制下創

造出來的。同時，也提供企業所關心的開放、開源軟體的品質與安全性方面

的資料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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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ack的由來  

OpenStack的發展歷史  

OpenStack 的發展與 Nebula 的 CEO Chris Kemp 有關。當他在美國太空總

署艾姆斯研究中心（NASA’s Ames Research Center）工作時發現，每當需

要更大的計算能力時，中心就會購買更多的超級電腦，他想為什麼不能像 

Google 那樣，用成本更加低廉的一般 PC伺服器建構一個具備龐大計算能力

的資源池，然後分配給需要的人使用呢？於是 Kemp 和一些持有同樣觀點的

人員便開始計畫，基於普通的 PC 伺服器寫一套統一管理與調度計算能力的

軟體系統。 

與此同時，以提供 IaaS見長的全球排名第二的公共雲端服務提供者 Rackspace

也打算用一套開放、開源的雲端系統軟體管理眾多伺服器，以更有效地提高

資源利用率，降低客戶與服務商的營運成本。 

當 Kemp 成為 NASA 的 CTO 後，他注意到 Rackspace 與 NASA 都在尋求同

樣的東西，於是他們決定共同用 Python 寫一套雲端管理軟體，NASA 負責其

中名為 Nova 的計算服務部分，而 Rackspace 則負責名為 Swift 的儲存部分。

於是，OpenStack 誕生了！並且在 2010 年 10 月負責映像管理的 Glance 零組

件也加入了其中。此時，Kemp 放棄了 NASA 的工作，成為以私有雲為目標

的 Nebula 公司的創始人之一。 

Rackspace的歷史和願景  

1996 年，Richard Yoo 在美國德克薩斯聖安東尼奧的一間公寓中創辦了一家以

網際網路服務為目標的 Cymitar 網路系統公司，提供網際網路接入及主機託管

服務。1997 年，他與 Dirk Elmendorf 合作，重組了公司，將開發網際網路應

用作為核心業務，同時更名為 Cymitar 科技集團公司。隨著公司的成長，Patrick 

Condon 於 1998 年加入了公司。巧合的是，三位創始人均來自聖安東尼奧的 

Trinity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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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重點闡述 CentOS以及 Ubuntu作業系統的自動化部署問題。 

很多熟悉 CentOS、剛剛接觸 OpenStack的人碰到的一個麻煩是，網路上關於

OpenStack 的安裝指導資料多是以 Ubuntu 為基礎的，CentOS 方面的相對較

少，這是因為以 Ubuntu為基礎學習 OpenStack更容易一些。 

另外一個問題是，剛開始學習時，我們通常只有非常少的伺服器，面對

OpenStack那麼多元件，如果不考慮將所有的控制服務都安裝到一台機器中，

而是嘗試多點部署 OpenStack元件，就需要將 MySQL、RabbitMQ、nova-api、

Keystone、Glance 等分別安裝到不同的虛擬機器中。此時，應該選擇哪個作

業系統作為運行虛擬機器的基礎作業系統呢？ 

CentOS作業系統的很多發行版本光碟都是圖形介面的互動形式，在上面建立

與管理虛擬機器較為方便；而 Ubuntu的伺服器版本多是字元終端的形式，如

果在上面建立虛擬機器，就意味著要用大量的指令操作。但 OpenStack 的學

習資料又多是以 Ubuntu為基礎的，那該怎麼辦呢？ 

比較好的作法是在 CentOS上建立多個 Ubuntu虛擬機器來運行 OpenStack的

多個控制服務，而計算節點則直接採用 Ubuntu，因為計算節點是由 OpenStack

系統直接控制的，並不需要我們透過指令來建立虛擬機器。這樣的話，整個

OpenStack系統就都跑在 Ubuntu上，其安裝過程可以直接參考網路上的很多

資料。在本書後面關於 OpenStack的測試環境中，我們採用的就是這種結構。

這樣，我們通常只需要兩台伺服器就可以建置出多點部署的 OpenStack結構。 

對於初學者來說，因為測試環境簡單，自動化安裝作業系統並不是一件急需

學習的任務。但如果後期開始在正式上線環境中實際使用，那麼大量部署

CentOS或 Ubuntu則是一件必需的工作了，這也是本章的目的所在。 

雖然我們在網路上可以很容易找到關於使用 kickstart安裝 CentOS或 Ubuntu

的案例，但讀者最終會發現，kickstart雖然可以很好地安裝 CentOS，但卻無

法滿足我們靈活安裝 Ubuntu的需要。其原因是，只有 Ubuntu自身的 preseed

設定檔機制才能讓我們具備靈活安裝 Ubuntu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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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OpenStack：運用網卡子介面模擬多網卡 

由於一個網卡可以建立多個子介面，而每個子介面又可以加入不同的橋接

器，這樣雖然我們在安裝 OpenStack 時只有一張網卡，但實際上可以模擬一

個多網卡、多橋接器的網路環境，這在設定 FlatDHCP安裝模式時很有用。 

2.2 橋接器及橋接器管理工具 bridge-utils 

很多人剛開始學習 OpenStack 時，難以理解橋接器的概念。不同於實體機，

虛擬機器沒有硬體設備，我們在虛擬機器中設定了網卡，但這些網卡連接到

哪裡呢？ 

橋接器就是為了解決虛擬機器的網卡連接問題。建立橋接器後，就像網路交

換器具有實體網路介面一樣，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在橋接器上建立多個虛擬的

實體介面，然後再將每個介面與虛擬機器的網卡連接。在 Linux 作業系統的

KVM 虛擬化環境內，為掛載虛擬機器，橋接器介面的標識通常會是 vnet0、

vnet1等符號。 

圖 2-1為虛擬機器、橋接器、實體機網卡以及外部交換器間的關係。在本書的

測試環境中我們使用的是 Dell 伺服器，實體機網卡標示為 em1、em2、em3

和 em4。 

 

圖 2-1 虛擬機器、橋接器、實體機網卡以及外部交換器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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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共有 3個橋接器，其中 br1與 br2分別與實體主機的 em1與 em2實體埠

連接，且實體主機的 em1連接到網際網路上。br800雖然連接虛擬機器 D，但

卻不與任何實體主機的實體埠連接，因此與 br800連接的虛擬機器是無法存取

外網的。 

vnet0 透過 uml-utilities 工具產生虛擬機器的實體介面，最終這些介面會被加

入到橋接器上，進而完成虛擬機器與橋接器的連接。而 bridge-utils工具則用

於在作業系統中建立橋接器。由於很多虛擬機器特別是 OpenStack 使用的

qemu-kvm 環境，其網卡的標識都是自動建立的，因此我們不會講解

uml-utilities工具，而是將重點集中於如何使用該工具在系統中建立橋接器。 

2.2.1 安裝與使用 bridge-utils 

CentOS系統下的橋接器管理工具是 bridge-utils套件。安裝該工具後，可以使

用 brctl命令建立、查看與管理橋接器，相關指令如下所示： 

[root@localhost network-scripts]# yum install bridge-utils 
[root@localhost network-scripts]# brctl 
Usage: brctl [commands] 
commands: 
    addbr           <bridge>                add bridge 
    delbr           <bridge>                delete bridge 
    addif           <bridge> <device>       add interface to bridge 
    delif           <bridge> <device>       delete interface from bridge 
…… 

使用 brctl命令建立橋接器 br1，並將 em1埠加入此橋接器，例如： 

[root@localhost network-scripts]# brctl addbr br1 
[root@localhost network-scripts]# brctl addif em1 
[root@localhost network-scripts]# ifconfig em1 0.0.0.0 
[root@localhost network-scripts]#ifconfig br1 172.21.1.3 netmask 255.255.0.0 

在上述設定中，同時將 em1的 IP位址去除了，並建立了橋接器的 IP位址。 

橋接器包括的埠資訊如下所示： 

[root@localhost ~]# brctl show br1 
bridge name     bridge id               STP enabled     interfaces 
br1             8000.d4ae52640406       no              em1 
                                                        vnet0 
                                                        vne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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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作業系統內部的虛擬化環境中，我們通常會將橋接器與 VLAN對應

起來，即 A橋接器劃分到 VLAN A中，B橋接器劃分到 VLAN B中。下面我

們將更進一步闡述 VLAN方面的知識。 

2.3.1 VLAN 協議 802.1Q 

如果不過多地引用理論，只從便於理解的角度來看，802.1Q 的作用是將每個

虛擬機器發出的封包加一個標籤，一個區域網路內共有 4096個標籤，每個標

籤可以看做一個獨立的網路（Virtual LAN），每個虛擬機器只能接收與自身

VLAN號碼相同的資料包，如圖 2-3所示。 

 

圖 2-3 虛擬機器、橋與 VLAN 

虛擬機器 A與虛擬機器 A1雖然分處於不同的實體主機，但這兩台機器中每個

二層資料包均有一個 VLAN 1 的號碼標籤，因此虛擬機器 A 與虛擬機器 A1

可以互相收到對方發出的資料包，並且虛擬機器 A與虛擬機器 A1的廣播封包

也被限定在這兩台機器之間，不會擴散到其他機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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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多點多主機 nova-network FlatDHCP 部署示意圖 

以下簡單介紹一下多點多主機 nova-network FlatDHCP部署的基本環境。 

 主機 A安裝 CentOS 6.2作業系統，上面運行 6台基於 Ubuntu 12.04作業

系統的虛擬機器，分別安裝了 MySQL、RabbitMQ、Keystone、Glance、

API+Scheduler、Horizon等 OpenStack控制服務。 

 主機A在 CentOS上建立 br1與 br4橋接器，分別包括 em1與 em4實體網卡；

每個虛擬機器建立 eth0、eth1兩個網路介面，分別掛接到 br1與 br4上。 

 主機 B、C 上安裝 Ubuntu 12.04 作業系統，分別運行 nova-api、

nova-network、nova-compute這 3個服務。 

 主機 A、B、C的 em1/eth0網卡接在第一台交換器上，形成 OpenStack的

控制網路；em3/eth3接在第二台交換器上；主機 B、C的 eth2則連接在

第三台交換器上。 

 系統的網際網路閘道是 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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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a-api、nova-network部署於計算節點上，任何一台計算節點上啟動或

停止 nova-network 服務只會影響計算節點的虛擬機器，不會影響到其他

虛擬機器。 

 eth0段作為雲端系統的控制網段獨立存在。 

 eth2段作為 Flat interface，虛擬機器分配的固定 IP均在此段上。 

 eth3段作為公共介面公網網段，可為每個虛擬機器分配浮動 IP位址，使

得虛擬機器可以透過公網對外提供服務，但虛擬機器上網仍走 eth2網段。 

4.4 OpenStack 企業內部應用的調整要求 

在標準的 OpenStack部署模式中，虛擬機器需要得到浮動 IP後，才能存取企

業內部網路並進一步連接網際網路。那麼，我們能不能放棄比較繁瑣的浮動

IP，而只給每個虛擬機器分配單一的固定 IP直接接入企業內網，從而讓虛擬

機器能夠直接完成列印、檔案儲存並通企業內部的路由器 NAT設備上網呢？ 

這是可以實現的，只是我們需要對 OpenStack 標準的公共雲部署模式做進一

步的調整，調整到單一的固定 IP結構，以更好地與企業內部網路融合，同時

簡化企業應用 OpenStack時的管理與維護工作。 

這種調整的前提是需要我們深入地研究 nova-network的 IP位址分配與流量

模式。 

4.4.1 nova-network 的 IP 位址管理及流量模式 

當我們要進一步調整 FlatDHCP的部署模式時，就需要深入理解 nova-network

的 IP位址管理及流量模式。 

在 OpenStack系統中，虛擬機器啟動後通常是獲得一個由系統分配的固定 IP

位址，具體的 DHCP服務是由 nova-network管理下的 dnsmasq行程負責，而

此 dnsmasq服務的 IP位址同時是虛擬機器的閘道位址。也就是說，虛擬機器

如果要對外存取，則需要透過 nova-network管理 iptables的 DNAT/SNAT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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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 nova-network 服務中斷，整個網路就會出現問題，

這並不是我們希望發生的。雖然我們採用了多主機 nova-network 部署模式，

但這種問題仍存在。 

我們希望在企業內部應用時，nova-network只負責分配固定 IP位址，不要參

與流量與路由處理，我們希望流量與路由處理能繼續交給企業內網更穩固的交

換器或路由器來完成，同時每個虛擬機器只獲得一個固定 IP 位址即可，閘道也

指向企業內部的交換器或路由器。這樣的話，nova-network只需要做 DHCP服務，

壓力會大大減輕，即使服務中斷也不會影響到虛擬機器正常的內外存取。 

圖 4-2展示了這種單一的固定 IP架構，其中箭頭為流量路徑。在這種架構中，

虛擬機器能夠直接取得企業內網中的閘道位址 13.1.1.1，此時虛擬機器 A對內網

與外網的存取均不再經過 nova-network服務。 

 

圖 4-2 單一的固定 IP 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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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quantum-api 與各代理之間的合作關係示意圖 

下面我們介紹一下各個元件及其作用。 

 quantum-api的作用。主要用於接收來自雲端系統的對網路操作的指令，

然後透過OVS代理來操作網路節點與計算節點中的Open vSwitch交換器

外掛程式，完成具體的介面、橋接器及 VLAN的建立。 

 quantum-plugin-openvswitch-agent的作用。當準備建立虛擬機器需要的網

路執行環境時，Quantum伺服器會接收 Quantum用戶端的網路請求，並

進一步將需要操縱的埠、橋接器等網路動作請求通知給計算節點與網路

節點中的 quantum-ovs-agent，再由代理操作底層的 Open vSwitch來完成

具體網路設定，最終一個虛擬機器運行的租戶網路環境就在計算節點與

網路節點間同時準備完畢。 

 quantum-dhcp-agent 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要完成為虛擬機器分配 IP

位址、設置閘道的任務，同時也負責將虛擬機器對 169.254.169.254的中

繼資料請求交由中繼資料代理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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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Quantum VLAN 網路的建立與使用 

在使用 quantum-server之前，需要透過 Keystone認證才能取得到 token，然後

使用 token存取 quantum-server服務。 

前面我們在 Keystone中已經建立了 Quantum帳戶，此處可以使用 Quantum用

戶來透過 Keystone認證，步驟如下所示。 

(1) 新建 export_quantum檔，並將以下幾行指令寫入 export_quantum檔中： 

export OS_TENANT_NAME=serviceTenant 
export OS_USERNAME=quantum 
export OS_PASSWORD= Quantum_Pass 
export OS_AUTH_URL=http://10.7.1.4:35357/v2.0/ 
export OS_REGION_NAME=GrizzlyOne 

(2) 將 Quantum帳戶認證的相關資訊設置為環境變數，如下所示： 

source export_quantum 

5.7.1 在 Quantum 下建立網路 

Quantum建立網路主要分為如下幾個部分： 

 建立公用的外部網路，用於存取網際網路。 

 建立租戶內部網路及網段。 

 建立租戶內部網路路由器，並增加路由器內部網路與外部介面，以為內

部網段間提供路由及存取外部網路提供服務。 

5.7.2 建立外部網路 

建立一個外部公共網路，如下所示： 

quantum net-create --tenant-id $serviceTenant_id public --provider:network_type flat 
    --provider:physical_network default --router:external=True 

注意，建立公網的時候需要指定公共網路所在的租戶 id（tenant_id），這裡使

用 serviceTenant_id。此值可以透過 Keystone tenant-list命令得到。 

為公網建立一個子網以供使用，如下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