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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册说明 

本手册主要介绍 OGSP2.0 奥工高性能门户服务软件部署方法，以及 OGSP 如何和集群

对接和 debugger 账号的一般使用方法，可帮助实施人员更容易部署以及维护 OGSP2.0。 

2. OGSP2.0简介 

奥工高性能门户是一个涵盖作业调度、作业监控、用户管理、计费管理的综合型运维

监控平台。系统集成了作业调度模块、用户管理模块、磁盘配额模块、计费功能模块。系

统支持按用户类型进行作业监控、计费、查询并可按多维度生成报表。 

2.1. 硬件环境 

目前 OGSP 安装部署平台的硬件环境要求如下表所示 

硬件 配置 

CPU 
主频 1.5G以上 

内存 8G 以上 

硬盘 500G以上 

其他 IBM,HP，DELL全系列刀片服务器和机架服务器 

表格 1 硬件环境 

2.2. 软件环境 

OGSP 运行的软件平台如下表所示。 

软件 版本 

操作系统 

支持 RedHat Enterprise 5.3 企业版 64 位或以上 

支持 CentOS 6 社区版 64 位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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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Suse Linux 11.0 企业版 64 位或以上 

支持 国产中标麒麟系统 

表格 2 软件环境 

2.3. 软件界面说明 

2.3.1. 一键部署页面 

服务器一键部署通过 Linux 命令行进行操作 

 

2.3.2. 引导配置 

一键部署结束后，可以进行 OGSP 引导对接配置，通过 WEB 进行操作。 



                                                     OGSP2.0 部署维手册 

- 6 - 

 

 

 

2.3.3. 运维登录界面 

安装部署以及引导结束后，运维人员可以对 OGSP 进行相关设置。 

 

 

3. 详细使用介绍 

3.1. 安装准备 

在部署安装 OGSP2.0 之前，需要准备和客户沟通确认以下内容： 

1) 部署的服务器是 ubuntu 版本还是 centos 版本。根据这个选择一键安装包。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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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器是否在集群中，以便后续选择安装的方式。 

2) 对接集群需要权限，不给 root 权限也要创建一个账号（需要给普通用户添加

sudo 权限，修改/etc/sudoers /文件在“root ALL=(ALL)ALL”这一行下面，加入

如下图所示的一行(用户名 ALL=(ALL) ALL)，并保存。以便后续对接需要登录集群

使用。 

3) 是否要对 ldap。不对接 ldap 想要使用作业计费，必须要通过 ogsp 系统的录入功

能录入用户。 

4) 是否要对接作业系统，对接哪种类型的作业系统 lsf，slurm，pbc，以便后续选

择。对接 lsf 的时候，需要在集群上安装 lsf 的接口工具包，对接 slurm 的时候，

也需要在集群上安装 slurm 的接口工具包。 

3.2. 安装 lsf的接口工具包 

1) 获取安装包 ogsp2.0-pylsfagent.zip  

解压（unzip ogsp2.0-pylsfagent.zip）后，进入文件夹执行： 

$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默认以当前 ip:5000 端口执行 

$ python pyLsfAgent.py 

如果需要指定端口号（如指定端口号为 7000）执行： 

$ python pyLsfAgent.py 7000 

 

使用 ps -ef|grep pyLsf 命令检查是否启动成功。通过浏览器打开 ip:5000/api/v1.0。如果有

版本显示，也说明接口正常工作。 

2) 如果没有 pip 请执行以下命令来安装 pip 

yum -y install epel-release 

随后，清空 cache，并 make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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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 clear all 

yum makecache 

安装 pip  

 

yum -y install python-pip 

升级 pip 

pip install --upgrade pip 

3.3. 安装 slurm的接口工具包 

1) 准备 

集群安装时需要 git python 及 pip2。获取安装包 slurmapi-0.0.10.tar.gz 

Cython 0.15.1*, 0.19.2, and the latest stable 

Python 2.6, 2.7, and 3.4 

Slurm 17.02.0 thru 17.02.10 

Note: Cython 0.15.1 is only supported on Python 2.6 and 2.7. 

 

pip install --user Cython --install-option="--no-cython-compile" 

yum install openssl 

yum install python-pip 

yum install *python-dev* 

yum install git 

如果没有 pip 请执行以下命令来安装 pip 

yum -y install epel-release 

随后，清空 cache，并 makecache 

yum clear all 

yum makecache 

安装 pip  

yum -y install python-pip 

升级 pip 

pip install --upgrade pip 

2) 安装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PySlurm/pyslurm.git 

cd pyslurm 

git checkout 1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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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setup.py build --slurm=/gpfsdata/apps/slurm  (slurm 的安装路径) 

python setup.py install 

pip install Flask==1.0.2 

pip install Flask-RESTful==0.3.6 

pip install slurmapi-0.0.10.tar.gz 

3) 服务启动 

* 配置文件生成 

slurmapi_conf > conf.ini 

* 启动服务 

slurmapi_start conf.ini(配置文件管理启动端口 5000) 

nohup slurmapi_start conf.ini & (后台启动) 

*测试启动是否 OK 

浏览器输入 IP:5000/api/nodes/count/general 比如 

http://192.168.88.128:5000/api/nodes/count/general 

启动成功后，页面会返回 :{"count": 2} 

3.4. 一键部署 

3.4.1. 获取上传安装包 

1) 获取软件包 

联系产品部，当前的安装包分为两种版本，一个是 Centos 版本，一个是 Ubuntu

版本，根据需要部署的服务器版本进行获取。参考如下。 

 

2) 文件传输 

通过 scp 或者 ftp 等方式上传.bin 文件到需要部署的服务器上，上传路径可以自

己定义。Xftp 传输到/home/chengong/ogsp 路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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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运行权限。 

传输后 bin 文件可能没有运行权限，需要使用 chmod 赋权给 bin 文件。 

参考命令:chmod 755 ogsp2-ubuntu-20191225-Linux-x86_64.bin 

 

 

3.4.2. 运行安装 

使用 ./ogsp2-ubuntu-20191225-Linux-x86_64.bin  命令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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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自动解压 

点击回车会解压文件（docker 安装包，脚本等）。等待 2min 左右。 

 

3.4.4. 服务器是否在 HPC中 

1) 选择 yes，表示部署的 OGSP 服务器在集群外部。这时需要输入集群的 IP，以便上传

脚本文件到集群中。 

 

2) 选择 no，表示部署的 OGSP 服务器在集群中，这时系统自动创脚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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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网卡 IP选择 

部署的服务器会有多个网卡，根据网络连接的情况（必要是可以询问客户现场的

网络管理人员），选择对应的网卡的 IP 地址。端口号可以不用选择直接回车。 

 

3.4.6. 选择 IP是否绑定到域 

如果此 ip 需要绑定域名，可以选择绑定域名，输入域名信息。 

 

3.4.7. 端口选择 

端口号可以不用选择直接回车，如需自定义修改可自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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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OGSP数据库选择 

OGSP 部署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已经存在的数据库（比如客户指定的数据库），不

要使用特殊的数据，可以自动创建新的数据库，通常情况使用自动创建新的内部数据库。 

 

3.4.9. 作业调度选择(1)slu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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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SLURM作业数据库选择 

如果集群的作业系统使用的 slurm，可以在这个环境进行 slurm 数据库信息配置，配

置完成后，ogsp 可以通过 slurm 数据库获取集群的作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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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作业调度选择(2)lsfmongo安装 

 

3.4.12. 一键部署完成 

完成以上步骤后，OGSP 一键部署结束，命令行会提示 OGSP 登录的地址，请记下地

址，web 登录会使用该地址。下图显示的登录地址是 http://192.168.10.180: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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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引导对接 

3.5.1. 打开引导页面 

部署完成后，输入 OGSP 登录地址，可以跳转到引导对接界面。点击确定开始对接。 

 

3.5.2. 数据库对接 

该页面会显示一键部署过程中配置的数据库信息，确认无误可以点击保存并下一步按

钮。如果需要再次修改，可以在输入框中重新编辑，然后点击连接测试，提示连接成功

后，以点击保存并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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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站点基本配置 

OGSP 工作站点的基本信息可以在这里配置，参考下图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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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集群对接配置 

输入需要对接的集群信息，点击测试连接，连接成功后可以保存下一步 

 

3.5.5. LDAP对接配置 

如果需要对接集群的 ldap，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 ldap 的信息，然后连接测试成功

后，保存并下一步。 

如果不需要对接集群的 ldap，可以取消勾选，跳过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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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堡垒机对接 

如果不需要对接堡垒机，可以取消勾选，跳过对接。 

如果需要对接堡垒机，可以选择对接堡垒机的类型，目前支持 Jumpserver 和齐治堡垒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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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umpserver 按照页面提示输入正确配置信息，然后连接测试成功后，保存并下一

步。 

 

2）齐治堡垒机按照页面提示输入正确配置信息，然后连接测试成功后，保存并下一步 

字段输入信息如下： 

ApiURL：www.oglab.top:20081/api 

配置管理员 ID：输入堡垒机中配置管理员在数据库的 ID信息 

Token：输入堡垒机/etc/shterm/apiauth.ini 路径下配置管理员 token 的明文

信息（原文件为 MD5 加密） 

认证方式：堡垒机数据 auth_method表的 mix 认证方式的 ID 

分组信息：identity_zone 表的分组信息 

域：domain 表的域信息 

http://www.oglab.top:20081/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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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文件系统配置 

集群的文件系统按照页面提示输入正确配置信息，如果集群中有多个文件系统，

可以点击添加目录，在下一行会多处一个目录进行设置。然后保存并下一步。 

 

 

如果集群开启了 fileset 功能，可以选择支持 fileset 功能。然后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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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作业调度配置 

OGSP 需要对接集群的作业系统才能实现机时查询，作业计费等操作。不同的集群可

以会使用不同的作业管理软件，作业调度系统类型可以根据集群情况进行选择，目前支持

SLURM、SLF 

 

1) SLURM 作业配置 

ApiURL 需要输入集群中安装的 slurmapi 的地址。参照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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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SF 作业配置 

ApiURL 需要输入集群中安装的 lsfapi 的地址，对接后可参考是否解析 event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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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统一认证平台对接配置 

如果需要配置统一认证平台，请按照下图配置，如果不需要，可以取消勾选，跳过对

接。

 

 

3.5.10. 创建系统管理员账号 

该步骤会创建一个系统管理员的账号。按照提示输入账号和密码（OGSP 登录界面使

用）等信息即可。



                                                     OGSP2.0 部署维手册 

- 25 - 

 

 

3.5.11. 创建系统管理员账号 

该步骤用来创建运维管理员账号，运维管理员可以进行集群的对接管理。按照提示输

入账号和密码（OGSP 登录界面使用）等信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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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引导对接结束。 

3.6. 集群管理 

运维人员引导对接集群后，还是可以通过之前创建的 debugger 账号登录 OGSP，继

续运维 OGSP 系统。 

3.6.1. 运维人员登录 

打开浏览器，输入一键部署后的 ogsp 登录 url。如 http://192.168.10.180:8041 

可以查看到以下页面。 

http://192.168.10.180: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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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运维人员账号和密码（3.2.3 章节创建的账号）后点击登录可以登录。登录后

界面如下： 

 

3.6.2. 集群管理 

1) 集群对接列表默认有个在引导界面对接的集群列表信息。点击编辑可以进行集群信息

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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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新增集群可以增加集群。暂时还不支持多集群的对接。 

 

3.6.3. 集群对接管理 

点击集群条目的管理，可以进行集群的对接模块重新配置。后期集群的文件系统，

ldap 等需要重新维护，可以在这里操作。 

 

点击管理后页面显示如下，具体的配置信息和引导页面配置一样，可以参考 3.5 章节

引导对接进行集群对接信息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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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站点管理 

维人员登录后，不仅可以管理集群的对接配置，还能对 OGSP 系统进行站点的配置管

理，比如服务器的邮箱配置，计费定时任务时间配置，密码锁定设置等。 

3.7.1. 基本设置 

站点管理基本设置界面可对网站的基本信息进行设置。当网站的首页信息，比如背景

图，口号，备案号等需要修改，可以在此处进行相关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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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定时任务 

点击站点管理界面的“定时任务”按钮，可配置账单、折扣及邮件的定时任务。 

 

1) 账单周期定时任务 

任务频率指账单多久计算一次，任务执行日是指哪天一天执行账单计算。邮件发

送频率指账单的邮件多久发送一次，邮件发送日是指，账单邮件哪天发送。 

两个月计算一次账单，计算的当月 10 号计算，账单邮件两个月发送一次，25 号

发送账单邮件，可以如下图设置 

 

 

2) 折扣周期定时任务 

该定时任务是和打折优惠相关的。打折优惠有个满多少金额，打几折的设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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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设置的目的是指每月 1号到下下个月（任务频率 2 个月）1号，达到满多少金额，

才能享受打折优惠。 

 

3) 日结定时任务 

该定时任务可以按照设定的时间，触发每日机时计费和机时统计。每天的

19:50:00来统计昨天的机时和费用可以按照下图配置，勾选两个启用，同时触发费用

计算和机时统计。 

 

4) 月报表定时任务 

勾选启动，可以触发每月报表功能。选择机时数据，可以计算月机时，选择账单

数据，可以计算月费用数据。每月 10 号计算账单数据，20 号发送邮件，可以按照下

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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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邮件发送通用配置 

服务器邮箱不能频繁快速发送过多账单机时邮件，因此可以在邮件发送配置中，进行

设置。凌晨 2点发送邮件，且 3 分钟发送一封。可以按照下图设置。 

 

3.7.3. 邮箱配置 

邮箱配置可对 OGSP 的发送邮件的邮箱进行配置，点击测试成功后可提交。 

点击测试，成功后可提交。 

 

3.7.4. 权限配置 

1) 点击权限配置页面的链接，可以进入到管理员、组长、组员权限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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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权限配置列表下的权限，可对该权限进行权限配置。 

 

 

3.7.5. 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可设置用户登录密码输入次数和错误锁定时长。用户登录失败 5 次后，该用

户登录会被锁定 10 分钟，可以按照以下设置。 

 

3.7.6. 其他设置 

点击站点管理界面的“其他设置”按钮，可设置组长和组员默认有效期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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