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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Power 基础概述 

随着 IT 产业的蓬勃发展，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持续进行，UNIX 小

型机的部署在世界各国的企业中普遍存在，在金融行业尤其明显。在

绝大多数金融行业的基础设施中，比较典型的情况是：核心系统用的

是基于 UNIX操作系统的小型机(当然，部分高端企业用户的核心业务

系统采用的是大型机)，外围和非关键业务系统采用的是基于 X86 结

构的服务器。IBM Power System 凭借其卓越的产品性能，及其稳定

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其市场占有率在传统的 UNIX 小型机三强(IBM 

Power System、HPPA-RISC、Oracle SPARC)中，占据压倒性优势。 

Power 架构是 IBM 开发的一种基于 RISC 指令系统的架构，相对

于常见的 x86 架构的处理器，采用 Power 架构的处理器具有结构简单

和高效率的特点： 

首先，在高端服务器领域，Power的大规模 SMP系统性能是同时

期的 x86处理器难以望其项背的，当然低端入门级领域 Intel 在同等

价格的前提下性能有很大优势也是事实； 

其次，Power 系统在硬件层面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简

称 RAS）方面明显强于 x86 系统，因为 Intel只提供处理器，整机需

要厂商自己去设计，所以和 IBM 从芯片开始设计的整机方案无法相比； 

再次，Power 服务器一般运行 AIX 系统居多，少数运行 Linux 系

统，x86服务器基本运行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AIX 系统在稳定性、

软件方案集成度（诸如 HA 软件、备份软件、集群文件系统等）、厂

商技术支持能力等方面强于 Windows和 Linux开放平台； 

http://info.chinabyte.com/
http://www.chinabyte.com/keyword/unix/
http://www.chinabyte.com/keyword/%E5%B0%8F%E5%9E%8B%E6%9C%BA/
http://www.chinabyte.com/keyword/%E5%B0%8F%E5%9E%8B%E6%9C%BA/
http://soft.chinabyte.com/os/
http://www.chinabyte.com/keyword/%E5%A4%A7%E5%9E%8B%E6%9C%BA/
http://www.chinabyte.com/keyword/X86/
http://com.chinabyte.com/hp/
http://com.chinabyte.com/oracle/
https://baike.baidu.com/item/IBM/91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87%E4%BB%A4%E7%B3%BB%E7%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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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金融行业 IT 系统的用户选用什么平台主要看业务要求，

有些关键性业务要求 7*24 不能宕机、不能丢数据，此时 Power 服务

器相对于 x86 服务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因此金融行业 Power服

务器应用比较普遍。 

 

图表 1 IBM Power处理器主要发展历程 

PowerVM 是 IBM 推出的适用于 Power 系列服务器的虚拟化技术。

由于 PowerVM 是完全适配 Power 服务器实现的虚拟化，所以其性能是

VMware、Hyper-V等 x86 虚拟化产品无法比拟的。 

PowerVM 分为简捷版（PowerVM Express Edition）、标准版

（ PowerVM Standard Edition）和企业版（ PowerVM Enterprise 

Edition），不同版本包含的功能有所差异，PowerVM 的核心思想在

于：把 CPU、内存、I/O (网卡、SCSI卡、光纤卡等)由独占的方式，

变为共享的方式，以提高资源的使用率。 

PowerVM可以通过 ASMI、IVM、HMC、NovaLink、PowerCenter 等

多种手段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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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I（Advaced System Management Interface）是高级系统

管理接口的缩写，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 Web Browser、HMC 等多种方

式访问 ASMI进行 Power 系统的管理。通过 ASMI 系统管理员可以查看

系统信息、控制系统电源、修改系统设置、修改网络设置、使用并发

管理工具、对服务器进行诊断等操作。 

IVM（Integrated Virtuliazation Manager）集成虚拟化管理器

是 PowerVM 硬件功能的一个组件。IVM 是一种与 HMC 类似的用于管

理 Power 服务器的平台，但提供的功能没有 HMC 丰富、是 HMC 功能

的子集。当系统中没有可用的 HMC 时，可以通过 IVM 管理 Power 系

统。IVM 提供了一个基于 Web的系统管理界面，在被管系统上，用户

可以创建分区，管理虚拟存储和虚拟以太网，并执行查看与服务器相

关的服务信息等操作。 

 

图表 2 VIOS 和 IVM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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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C（Hardware Management Console）硬件管理控制台是一台用

于管理 Power系列服务器的 x86服务器设备，为了和被管服务器相连，

HMC 一般都配有串行卡或以太网卡。通过 HMC 可以创建或更改 Power

虚拟机（LPAR），包括动态更改分配给 LPAR 的硬件资源，而无需重

启 LPAR 中运行的操作系统。HMC 只是用于管理 Power 服务器，Power

服务器一旦正常运行，即使关闭 HMC，Power服务器也不会受到影响。

对于较新的 Power 服务器，系统的配置信息会同时保存在 FSP

（Flexible Service Processor）和 HMC 中，因此如果 HMC 被替换，

新 HMC可以从 Power服务器中的 FSP处获取原来的配置信息从而实现

对 Power系统的管理。除了管理 Power 服务器之外，HMC还支持对每

个虚拟机（LPAR）控制台的访问。HMC支持命令行以及 Web 界面两种

方式管理 Power 设备。一个 HMC 可以控制多台 Power 服务器。如果

HMC 只管理一台 Power 服务器，则可以使用直接以太网连接。下图描

述了双 HMC 的典型组网，如果用户环境不需要冗余，则一个 HMC就足

够了。 

 

图表 3 双 HMC 典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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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Link是专为 Power8虚拟化管理而开发的一种新型的软件接

口，无法兼容 Power8 以前的系统。NovaLink运行在 Power服务器的

一个 Linux 分区上。通过 NovaLink 系统管理员可以快速并以较低的

成本在 Power 服务器上配置大量 Power 虚拟机，可以简化新系统的部

署、降低复杂性并提高服务器管理基础架构的安全性。与 HMC 不同，

NovaLink 没有 GUI界面。 

PowerCenter 是由北京凌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开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基于虚拟化和云计算技术的 IBM Power 服务器虚拟化

专业管理平台,本文档后续章节重点介绍 PowerCenter 产品的相关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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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PowerCenter 概述 

2.1 凌云动力简介 

北京凌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立足中国市场，专注于为中国客户提

供 Power虚拟化产品和 Power 云计算解决方案，致力于打造国产小机

虚拟化第一品牌。 

公司秉持开放创新的理念，开发、拓展基于 Power 技术的 Unix

和 Linux云计算市场的业务，通过引进国外知名企业在高端计算和虚

拟化领域的先进科技，为客户构建基于 Power小机的云计算解决方案，

并在 Power 虚拟化和云计算相关领域建立了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 

当前信息化的“国产安全、自主可控”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随

之，国产 Power 小机云计算市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凌云

动力立足我国国情，本着服务本土的原则，奉行技术为本的发展路线，

围绕客户需求深入研究、持续创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技术领先、国

产安全、自主可控的 Power虚拟化产品和 Power 云计算解决方案。目

前凌云动力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已在众多行业客户中得到验证。 

2.2 PowerCenter 简介 

PowerCenter产品是一款由北京凌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虚拟化和云计算技术的 IBM Power服务器

虚拟化管理平台，旨在让系统管理员方便快捷地对 Power服务器虚拟

化集群进行综合管理。PowerCenter 产品通过虚拟机资源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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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载在线迁移、应用系统实时迁移等特性提升服务器资源的利用

率和应用系统的持续运行时间。 

PowerCenter 产品可独立运行，也可与业界主流的云管理平台对

接。PowerCenter 产品提供了标准的 RESTful API 接口，通过这些接

口可以轻松地将 PowerCenter 产品集成到第三方云管理平台产品之

中。 

对于基于 OpenStack 的云管理平台，PowerCenter 产品还提供了

标准的 OpenStack插件，通过该插件可以在不修改第三方云管理平台

任何代码的情况下将 PowerCenter产品集成进来，从而在与目前业内

主流厂家实现优势互补的同时，也充分满足了国内高端客户的异构化

管理、统一化运营的需求。 

如下图所示，PowerCenter 产品包含若干功能模块，通过它们实

现了 PowerCenter的大部分功能，如：集群管理、主机管理、虚机管

理、存储管理、镜像管理等功能。某一功能模块在被 pcenterd 调用

时，会接收到 pcenterd 传过来的相关参数，该功能模块根据命令、

参数封装合适的 HMC 或 VIOS 命令，并确定命令在哪一个 HMC 或 VIOS

执行这些命令，然后建立 SSH 远程连接到该 HMC 或 VIOS 执行封装好

的命令，命令执行成功后把结果返回给 pcent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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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PowerCenter 系统架构图 

pcenterd 是 PowerCenter 产品的核心部分，当它接收到 CGI 发

送过来的用 XML封装的命令时，先解析出命令、参数等信息，判断无

误后把请求数据分派给相应的功能模块，然后等待接收被调用功能模

块的处理结果，在接收到功能模块返回的数据后，把结果数据封装成

XML 格式发送给 CGI。 

REST API 接口是 PowerCenter 软件对外提供的标准访问接口，

云平台通过 REST API 与 PowerCenter 通信，获取 PowerCenter 管理

的 Power 小型机的信息，比如管理的 Power 小型机的电源状态、CPU

个数、内存大小、硬盘大小、网络连接信息等。同时云平台还能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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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PowerCenter 产品的 REST API 对 Power 小型机上的虚拟机进行生

命期管理。 

PowerCenter通过 HMC来对 Power小型机进行管理、控制、监控、

获取小型机资源信息等，并且能够支持在 Power 小型机上进行微分

区的创建、删除、查询，微分区硬件设备比如 SCSI 客户端、虚拟以

太网卡的创建、修改、删除、查询等。PowerCenter 同时能够直接与

Power 小型机的 VIOS 通信，以进行 Power 小型机微分区硬盘、网络

的创建和管理。VIOS 是 Power 小型机上专门负责 I/O 管理的特殊分

区，一般来说，它占有所有的 I/O硬件资源比如硬盘控制器，物理网

卡设备等，并基于这些物理设备产生服务器端为微分区提供虚拟 I/O

服务。而微分区将作为客户端使用 VIOS 提供的服务。 

 

图表 5 凌云动力 PowerCenter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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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凌云动力 PowerCenter 主机管理界面 

 

 

图表 7 凌云动力 PowerCenter 虚机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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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PowerCenter 环境配置 

3.1 PowerCenter 安装及配置 

3.1.1 搭建 PowerCenter 运行环境 

为了加快应用的部署，提高应用的兼容性以及服务的可用性，

PowerCenter 采用在虚拟机为宿主机。部署 PowerCenter的虚拟机需

要满足以下条件： 

1. 计算资源 

CPU 内存 磁盘 网卡 

不少于 4核 不少于 8G 不少于 500G 不少于 1块 

2. 网络资源 

 OpenStack HMC VIOS StorMgr 

PowerCenter 三层互通 三层互通 三层互通 三层互通 

3. 操作系统 

RedHat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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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PowerCenter 安装 

1. 解压 PowerCenter 软件包并运行安装配置脚本 

. install.sh 

2. 设置 RSA 

保存位置回车默认(/root/.ssh/id_rsa) 

文件设置 RSA 秘钥,并再次确认或者默认回车。 

3. mysql 配置 

设置 mysql 密码。 

设置 mysql pcenteradmin 用户密码。 

4. 选择小机环境中的存储虚拟化方案 

请根据用户环境中虚拟机存储的连接方式来选择，常用的存储

连接方式有 VSCSI、NPIV、VSCI+NPIV（虚拟系盘使用 VSCSI

连接方式，数据盘使用 NPIV 连接方式） 

5. 填写存储节点的 IP 

根据提示输入存储管理节点的 IP 地址，如果使用小机本地存

储则不需要输入。 

6. 添加 hmc 到 PowerCenter 

根据提示填写 HMC IP、用户名及密码 

7. 添加 Power 主机到 Power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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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 hmc 找到需要被 PowerCenter管理的小机名字，然后复

制粘贴到此处 

相关 HMC命令： 

~> lssyscfg -r sys -F name  说明：列出小机名字 

8. 根据提示填写该主机下 VIOS信息 

如果该主机已经映射过存储中的 LUN,请登录存储服务器找到

映射关系中的相关信息，并根据提示信息写在相应的位置。 

9. 退出安装 

根据提示，选择“N”退出安装 

10.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检查 rpm、PowerCenter、tomcat 等相关组件是

否安装成功并正常运行。 

相关命令： 

#  lspcenterd –v 

  说明：验证 PowerCenter版本 

# rpm –qa | grep pcenter 

# rmp –qa | grep pcenter | wc –l   

  说明：验证软件包是否安装成功命令结果应该为 14 

# ps ax | grep pcenterd 

  说明：验证 PowerCenter是否在运行 

# ps ax | grep tomcat 

  说明：验证 tomcat是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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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PowerCenter 配置 

1. 导入 license 

依次点击 PowerCenter 首页左侧导航栏的“系统设置”

-> “License 管理”->“激活 License”，在之后弹出的窗

口中选择 license文件上传即可。 

 

2. 添加服务器 

依次点击 PowerCenter 首页左侧导航栏的“主机管理”

-> “添加主机”，在之后弹出的窗口输入小机的 FSP 地址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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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扫描 HBA卡 

点击 PowerCenter首页左侧导航栏的“主机管理”，在

已添加的主机列表中点击选择一个小机，点击“关联存储”

-> “FC端口管理”->“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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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HBA卡 

点击 PowerCenter首页左侧导航栏的“主机管理”，在

已添加的主机列表中点击选择一个小机，点击“关联存储”

-> “FC 端口管理”，在之后的弹出窗口中选择分配给虚拟

机系统盘，数据盘的 HBA 卡以及对 HBA 卡分组。 

 

5. 关联存储 

点击 PowerCenter首页左侧导航栏的“主机管理”，在

已添加的主机列表中点击选择一个小机，点击“关联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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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存储”，在之后的弹出窗口中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存

储关联到这个小机。 

 

 

6. StorMgr访问配置 

添加以下内容到文件/etc/profile 末尾。 

export OS_AUTH_SYSTEM=noauth 

export CINDER_URL=http://{StorMgr_IP}:8776  

export OS_USER_ID=admin 

export OS_VOLUME_API+VERSION=2.0 

 



                     PowerCenter 操作手册                            保密 

 25 

7. 创建卷类型并与后端存储关联 

# cinder type-create <type_name>     //创建卷类型 

# cinder type-key <type_name> set volume_backend_name 

<backend_name>  //卷类型与后端存储关联 

8. 设置存储配额 

# cinder quota-show admin    // 显示各类资源的配额 

# cinder quota-update [--volumes <volumes>] [--snapshots 

<snapshots>] 

                           [--gigabytes <gigabytes>] 

[--backups <backups>] 

                           [--backup-gigabytes 

<backup_gigabytes>] 

                           [--consistencygroups 

<consistencygroups>] 

                           [--volume-type 

<volume_type_name>] 

                           [--per-volume-gigabytes 

<per_volume_gigabytes>] 

                           <tenant_id>    // 更新各类资源的

配额 

3.2 StorMgr 安装及配置 

3.2.1 StorMgr 介绍 

基于企业数据中心存在众多异构存储的现状，使得存储的纳管极

为复杂，为了实现对各存储厂家的不同型号的存储统一管理，北京凌

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对开源的 cinder 组件进行了深度的定制开发，

满足了企业对异构存储池化的的需求。简化了存储的纳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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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搭建 StorMgr 运行环境 

为了加快应用的部署，提高应用的兼容性以及服务的可用性，

PowerCenter 采用在虚拟机为宿主机。部署 PowerCenter的虚拟机需

要满足以下条件： 

1. 计算资源 

CPU 内存 磁盘 网卡 

不少于 4核 不少于 8G 不少于 500G 不少于 1块 

2. 网络资源 

 OpenStack HMC VIOS StorMgr 

PowerCenter 三层互通 三层互通 三层互通 三层互通 

3. 操作系统 

ubuntu 14.04 

3.2.3 StorMgr 安装 

1. 解压 StorMgr 软件包并运行安装配置脚本 

. install.sh 

2. 根据提示填写 PowerCenter 信息与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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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StorMgr 配置 

1. 修改配置文件 

 参考 OpenStack Cinder 的配置文档修改配置文件： 

 /etc/cinder/cinder.conf 

2.重启 Cinder 服务 

service cinder-api restart  

service cinder-scheduler restart  

service cinder-volume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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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PowerVM 资源管理 

4.1 用户界面 

 

左侧为功能导航栏，点击快速进入 首页、 集群管理、

主机管理、 虚机管理、 存储管理、 镜像管理、 告

警管理、 用户管理、 日志管理、 系统设置、 回收

站。 

右侧包括了主机资源统计、虚拟机状态统计、虚拟机资源利用率、

常用操作、告警虚机、告警原因分布等信息展示窗口。 

常用操作中可以点击进入创建虚机、添加主机、创建集群、添加

用户、告警设置等操作。 

4.2 集群管理 

通过集群可以对 Power 主机、虚拟机或存储设备进行批量管理和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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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侧导航栏中 按钮进入集群管理页面。PowerCenter默

认有两个集群。cec包括所有已管理的 Power主机，lpar 包括所有的

虚拟机。 

4.2.1 新建集群 

添加一个集群来容纳计算或存储资源。 

 

在集群管理页面中，点击左侧的创建集群按钮；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集群类型和集群名称，点击创建按钮完成新集

群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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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类型有计算资源集群，可以包含 Power主机或者虚拟机；存

储资源集群可以包含存储设备。 

4.2.2 添加成员 

将计算或存储资源加入到指定集群中。 

 

在左侧集群列表中选择需要添加成员的自定义集群； 

 

点击添加成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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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窗口中多选需要添加的资源，点击添加按钮完成资源的添

加。 

4.2.3 批量操作 

对计算或存储资源进行批量操作。 

 

在集群管理页面中多选需要进行操作的资源； 

点击关机、开机、重启、移除分组按钮可以对资源进行开机、关

机、重启和从集群移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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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机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 按钮进入主机管理页面。在主机管理中对

Power 主机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查看主机的基本信息和关联存储。 

4.3.1 添加主机 

将已受 HMC 管理，但还未添加到 PowerCenter的 Power 主机纳入

管理。添加 Power主机后，PowerCenter 将可对该主机进行管理，如

开、关机，新建虚拟机等。 

 

点击添加主机，在弹出窗口中输入 Power 小机的 fsp 地址。 

 

只有已纳入 powercenter管理的 hmc所管理的主机才能在这里添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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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删除主机 

从 PowerCenter中移除管理的 Power主机。移除后，PowerCenter

将不再对该主机进行监控和管理，进行此动作时 PowerCenter 不会对

主机进行任何操作。 

 

在左侧主机列表中选择需要从 PowerCenter删除的主机。 

 

主机信息分页中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将主机从 PowerCenter 中移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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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开/关主机 

对 Power主机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主机管理页面中点击关机、开机、重启按钮即可对 Power主机进

行关机、开机、重启操作。 

注：请勿在工作主机上随意开关机 Power 主机。 

 

4.3.4 查看虚拟机 

查看该主机上的已经创建的虚拟机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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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主机管理页面的 虚机 按钮，即可进入主机的虚拟机列表分

页 。

 

 

4.3.5 查看操作日志 

查看主机的操作记录，包括开关机时间、新建虚拟机等。 

 

点击主机管理页面的 操作日志 按钮进入主机操作日志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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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查看状态信息 

在左侧主机列表中选择一台 Power主机后，在右侧主机信息分页

中展示了主机的状态信息，包括当前 CPU、内存、本地磁盘使用率和

总大小等。 

 

 

CPU、内存、硬盘使用率环形图 

 

CPU、内存、硬盘使用率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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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内存、硬盘总大小 

 

4.3.7 查看基本信息 

 

主机信息分页中展示了主机名称、主机型号、当前状态、启动时

间、运行时长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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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虚机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 按钮进入虚拟机管理页面。在虚拟机管理

页面中可以创建新虚拟机、删除虚拟机、开/关虚拟机和调整虚拟机

配置。 

4.4.1 新建虚拟机 

 

在虚拟机管理页面中点击创建虚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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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窗口中输入要创建虚拟机的虚拟机名称、虚拟机 cpu 数量、

虚拟机硬盘大小，虚拟机内存大小、所属主机、系统镜像、初始 ROOT

用户密码、虚拟机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虚拟机所需的 cpu数量最小可以是 0.1 核。 

 

点击 可以设置网关和 VLAN。 

点击 可以增加一张虚拟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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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虚拟机会跟随 Power主机启动而自动启动。 

 

4.4.2 删除虚拟机 

 

虚拟机管理页面中点击删除按钮可以删除虚拟机。要删除的虚拟

机必须处于关机状态。删除虚拟机会放入回收站中。 

4.4.3 虚拟机开/关机 

 

虚拟机管理页面中点击关机、开机、重启按钮可以对虚拟机进行

关机、开机、重启操作。 

 

4.4.4 查看虚拟机状态 

在虚拟机管理页面中查看该虚拟机的 CPU、内存、硬盘使用率和

虚拟硬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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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机信息分页显示虚拟机的状态信息。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硬盘使用率环形图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硬盘使用率折线图 

 

CPU 大小、内存大小、硬盘大小和所挂载的虚拟设备，如网卡、

虚拟光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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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查看虚拟机基本信息 

 

在虚拟机信息分页可以查看虚拟机的基本信息：虚拟机名称、操

作系统、所属主机、当前状态和运行时间。 

 

4.4.6 虚拟机迁移 

将虚拟机从原 Power 主机迁移到另一台 Power主机上，迁移操作

依赖于共享存储设备。 

 

左侧虚拟机列表中选择需要迁移的虚拟机，在虚拟机管理页面中

点击迁移进行虚拟机迁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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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迁移的目标主机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进行在线迁移。 

 

4.4.7 控制台 

通过串口工具连接到目标虚拟机的控制，不要求虚拟机的网络服

务是联通的。 

 

在虚拟机管理页面中点击控制台按钮可以打开控制台，控制台只

能同时打开一个。 

 

4.4.8 添加网卡 

为目标虚拟机添加一张虚拟网卡设备，同时为该网卡设置 IP 和

子网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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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虚拟机列表中选择需要添加虚拟网卡的虚拟机，在右侧虚拟

机信息分页点击添加网卡按钮； 

 

在弹出窗口中输入新增网卡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在线添加虚拟网卡，添加成功后将在硬件列表

中显示出来。 

4.4.9 添加硬盘 

为目标虚拟机添加一块指定大小的硬盘设备。 

  

左侧虚拟机列表中选择需要添加虚拟硬盘的虚拟机，在右侧虚拟

机信息分页点击添加硬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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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窗口中输入新增硬盘的名称和大小，点击添加按钮创建一

块可用的磁盘卷。 

 

点击挂载磁盘按钮并选择可用的磁盘卷， 

 

点击挂载即可在线添加虚拟硬盘，添加成功后将在硬件列表中显

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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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 挂载虚拟光驱 

 

点击增加光驱按钮将为虚拟机在线增加一个虚拟光驱设备，添加

成功后在右下方的设备列表中显示。 

点击 按钮并选择镜像管理中的 iso 镜像， 

 

点击挂载后将可在系统中访问 iso 镜像文件。 

4.4.11 动态资源调整 

 

点击动态调整规则按钮，PowerCenter 会根据 CPU、内存使用率

动态的调整该虚拟机的可用 CPU 数量和内存大小。 

4.4.12 虚拟机资源调整 

调整目标虚拟机可使用的资源，如 CPU 数量和内存大小。只有虚

拟机 RMC状态正常时才可以进行资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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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虚拟机列表中选择需要调整资源的虚拟机； 

 

在虚拟机信息分页右下方的虚拟机资源列表中点击 CPU 或内存

对 CPU 或内存进行在线更改； 

 

在弹出窗口中输入新的 CPU或内存大小，点击修改按钮确认修改。 

注：建议只对虚拟机继续资源扩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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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存储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 按钮进入存储管理，查看与管理共享存储

设备。 

4.5.1 增加存储设备 

 

在存储管理的左侧列表中点击添加存储按钮， 

 

在弹出页面中选择需要进行管理的共享存储设备。添加后将显示

在左侧的存储设备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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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查看设备信息 

点击左侧的存储列表，选择要查看的存储设备。 

 

可以查看该存储设备的总容量、已用容量、可用容量、关联主机

数量和创建的卷数量。 

卷管理 

 

点击卷管理按钮，进入卷管理分页。 

 

手动的创建、删除、扩容和挂载卷。点击创建快照按钮，为指定

磁盘卷创建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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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快照管理 

 

点击快照管理按钮进入卷快照页面， 

 

查看和删除卷快照。 

4.6 镜像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 按钮进入镜像管理页面。 

 

4.6.1 ISO 镜像 

 

ISO 镜像是可以挂载到虚拟光驱的 CD 镜像。 

点击上传按钮，从本地选择 ISO 文件上传到镜像服务器中。 



                     PowerCenter 操作手册                            保密 

 51 

4.6.2 模板镜像 

模板镜像是可以用于创建虚拟机的磁盘镜像。 

点击上传按钮，从本地选择模板文件上传到镜像服务器中。 

4.7 告警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 按钮进入告警管理页面。 

 

分别在列表中显示主机、虚拟机和 hmc 告警信息。 

 

 

4.8 用户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 按钮进入用户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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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添加用户 

新建一个可以登录 PowerCenter的用户。 

 

点击添加用户按钮开始添加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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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窗口中输入新用户的用户名、密码、手机号和邮箱号码，

点击添加按钮完成新用户添加。 

4.8.2 修改用户密码 

对用户的密码进行修改。 

 

在左侧用户列表中选择需要修改密码的用户； 

 

点击修改按钮开始修改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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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窗口中输入当前密码和新密码，点击修改按钮完成用户密

码的修改。 

4.8.3 修改用户权限 

在左侧用户列表中选择需要修改权限的用户； 

 

点击设置按钮进入多选模式，选择需要为指定用户打开的功能，

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权限修改。 

4.9 日志管理 

查看 PowerCenter的操作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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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户分组的操作日志，左侧为用户列表，右侧为该用户的操作

日志。 

 

4.10 系统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 按钮进入系统管理页面。 

1.1.1 系统概况 

 

 

显示 PowerCenter的运行状态、版本、部署的 IP地址等信息。 

4.10.1 License 管理 

License管理页面展示了服务许可和技术支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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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告警管理 

设置主机或虚拟机的 CPU、内存使用率过高的报警阀值； 

 

报警信息会在首页中体现。 

 

4.11 回收站 

点击左侧导航栏中 按钮进入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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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虚拟机回收站 

 

点击彻底删除按钮将虚拟机彻底删除，删除时会自动删除其系统

磁盘。 

点击还原按钮将虚拟机还原到虚拟机管理列表中。 

4.11.2 磁盘回收站 

 

回收站中的磁盘将不可用于挂载到虚拟机。 

点击彻底删除按钮将磁盘彻底删除，数据将不可找回。 

点击还原按钮，磁盘将再次可用于挂载到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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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对接云平台 

5.1 对接方案介绍 

PowerCenter 支持与云平台的集成，云平台的 Driver 插件由北

京凌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安装好 Driver 插件并正确配置后，

可以实现云平台管理 Power服务器集群。 

 

 

5.2 Nova 插件 

5.2.1 下载代码 

Driver 代码下载后，找到 OpenStack安装位置，将 Driver 放入 

nova 下的 virt 目录下的 pcenter 目录中（没有此目录时需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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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位置如下： 

/usr/lib/python2.7/site-packages/nova/virt/pcenter 

5.2.2 配置文件 

修改 Nova 的配置文件，通常此配置文件为： 

/etc/nova/nova.conf 或/etc/nova/nova-compute.conf。 

修改内容如下（如不存在则需添加）： 

将 compute_driver一项修改为： 

compute_driver = pcenter.PcenterDriver 

并增加以下字段： 

[pcenter] 

pcenter_url = http://192.168.137.125/rest 

pcenter_username = nova 

pcenter_password = nova1234 

group = cec 

version = 1 

其中： 

pcenter_url 为 restapi接口地址，形式为 http://IP/rest，IP

根据本地配置相应改动； 

pcenter_username以及 pcenter_password为 pcenter提供的具

有相应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 

group 为对 power 服务器的分组，默认分组即为 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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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即版本号默认为 1。 

5.2.3 重启服务 

配置完成后，重启 Nova 的 Compute服务。 

常用重启命令： 

/usr/bin/python /usr/local/bin/nova-compute --config-file 

/etc/nova/nova.conf --log-file /var/log/n-cpu.log 

或者： 

systemctl restart openstack-nova-compute.service 

 

5.3 Cinder 插件 

5.3.1 下载代码 

Driver 代码下载后，找到 OpenStack安装位置，将 Driver 放入 

cinder 下的 volume下的 drivers 目录下的 pcenter 目录中（没有此

目录时需创建）。 

通常位置如下： 

/usr/lib/python2.7/site-packages/cinder/volume/drivers/

pcenter 

5.3.2 配置文件 

修改 Cinder的配置文件，通常此配置文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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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cinder/cinder.conf 

修改内容如下（如不存在则需添加）： 

将 compute_driver一项修改为： 

enabled_backends = pcenter 

并增加以下字段： 

[pcenter] 

volume_group = pcenter 

volume_driver = cinder.volume.drivers.pcenter.PcenterDriver 

volume_backend_name = pcenter 

pcenter_url = http://192.168.137.125/rest 

pcenter_username = cinder 

pcenter_password = cinder1234 

scheme = npiv 

storage = storage_name 

group = storage 

version = 1 

其中： 

pcenter_username和 pcenter_password为 pcenter提供的具有

相应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 

pcenter_url 为 rest_api 接口地址，形式为 http://IP/rest，

IP 地址根据本地配置相应改动； 

scheme为 power服务器存储虚拟化方案，分为 npiv、vscsi、vglv； 

group 为 PowerCenter 中的存储分组，vglv 模式下，为服务器

分组； 



                     PowerCenter 操作手册                            保密 

 62 

storage 为固定的外接存储的名字，为可选配置； 

其余项为默认值。 

5.3.3 重启服务 

配置完成后，重启 Cinder 的 Volume 服务。 

常用的重启命令为： 

/usr/bin/python /usr/local/bin/cinder-volume --config-file 

/etc/cinder/cinder.conf --log-file /var/log/c-vol.log 

或者： 

systemctl restart openstack-cinder-volume.service 

 

5.4 Ceilometer 插件 

5.4.1 下载代码 

Driver 代码下载后，找到 OpenStack安装位置，将 Driver 放入

ceilometer下的 compute 下的 virt 目录下的 pcenter目录中（没有

此目录则需创建）。 

通常位置如下： 

/usr/lib/python2.7/site-packages/ceilometer/compute/vir

t/pcenter 



                     PowerCenter 操作手册                            保密 

 63 

5.4.2 配置文件 

修改 Ceilometer 配置文件，通常此配置文件为： 

/etc/ceilometer/ceilometer.conf 文件 

修改内容如下（如不存在则需添加）： 

hypervisor_inspector = pcenter 

并增加以下字段： 

[pcenter] 

pcenter_url = http://192.168.137.125/rest 

pcenter_username = ceilometer 

pcenter_password = ceilometer1234 

version = 1 

其中： 

pcenter_username和 pcenter_password为 pcenter提供的具有

相应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 

pcenter_url 为 rest_api 接口地址，形式为 http://IP/rest，

IP 根据本地配置相应改动。 

在 Ceilometer 模块目录所在位置的平级目录，修改 egg-info/ 

entry_points.txt 文件： 

在[ceilometer.compute.virt]字段下添加： 

pcenter = 

ceilometer.compute.virt.pcenter.inspector:PcenterInsp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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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重启服务 

配置完成后，重启 Ceilometer 的 agent-compute 服务。 

常用的重启命令为： 

/usr/bin/python /usr/local/bin/ceilometer-agent-compute 

--config-file 

/etc/ceilometer/ceilometer.conf 

或： 

systemctl restart openstack-ceilometer-comput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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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常见问题 

6.1 创建虚拟机失败 

6.1.1 没有可用的主机 

问题描述： 

在云平台下发 Power 虚拟后，返回 “no available host be 

found” 的报错信息。 

解决办法： 

选择资源配置比较的的虚拟机模板，然后重新下发。 

6.1.2 创建磁盘失败 

问题描述： 

在云平台下发 Power 虚拟后，返回 “create volume fail” 的

报错信息。 

注：仅适用于 EMCVMAX 系统的存储 

解决办法： 

1. 登陆 SMIS 服务器 

2. 查看 provider服务器是否正常： 

# /etc/rc5.d/S51emc_ecom status 



                     PowerCenter 操作手册                            保密 

 66 

3. 如果不正常则重启 provider服务 

#  /etc/rc5.d/S51emc_ecom start 

 

6.2 虚拟机资源调整失败 

解决办法： 

1. 虚拟机和虚拟机所属 HMC网络是否通 

2. 虚拟机的 RMC 服务状态是滞正常 

# lssrc -a | grep rsct 

 ctrmc            rsct             

8847376      active          <--it is a RMC 

subsystem 

 IBM.DRM          rsct_rm          66848

02      active          <--it is for executing 

the DLPAR command on the partition 

 IBM.DMSRM        rsct_rm          7929940

      active          <--it is for tracking 

statuses of partitions 

 IBM.ServiceRM    rsct_rm          10223780 

    active 

 IBM.CSMAgentRM   rsct_rm          4915254  

    active          <--it is for  handshaking 

between the partition and HMC 

 ctcas            rsct            

              inoperative     <--it is for 

security verification 

 IBM.ERRM         rsct_rm            

           inoperative 

 IBM.AuditRM      rsct_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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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operative 

 IBM.LPRM         rsct_rm            

           inoperative 

 IBM.HostRM       rsct_rm             

          inoperative     <--it is for obtaining 

OS information 

6.3 创建云硬盘失败 

参考 5.1.2 

6.4 挂载云硬盘失败 

参考 5.1.2 

6.5 卸载云硬盘失败 

参考 5.1.2 

6.6 删除云硬盘失败 

参考 5.1.2 

6.7 删除虚拟机失败 

解决办法： 

删除虚拟机前确保虚拟机处于关机状态 

6.8 虚拟机性能数据获取失败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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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拟机和 PowerCenter 网络是否通 

2. 检测是否安装 pctools 

# ls /usr/local/pctools/ 

LogFile.pm  Server.pl   install.pl 

3. 如果/usr/local/pctools/ 目录没有文件，则上传 pctools到

此目录，pctools 在 PowerCenter的

/install/postscripts/aix 目录下，上传完成后安装 pctools 

#/usr/bin/perl /usr/local/pctools/install.pl 

4. 虚拟机中的 pctools 是否运行正常 

# ps x |grep pctools 

 7995470      - A     0:00 /usr/bin/perl 

/usr/local/pctools/Server.pl  

 8716428      - A     0:00 /usr/bin/perl 

/usr/local/pctools/Server.pl  

 9175044      - A     0:00 /usr/bin/perl 

/usr/local/pctools/Server.pl 

5. 如果没 pctools没有运行，则启动 pctools 

# /usr/bin/perl /usr/local/pctools/Server.pl 

 

6.9 虚拟机迁移失败 

解决办法： 

1. 判断是否系统盘迁移失败 

参考 5.4系统盘挂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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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机 RMC 状态是否正常 

参考 5.2 虚拟机动态调整 

3. 关闭虚拟打开的控制台 

查看虚拟机所属 HMC 

lsdef xxx    //powercenter 命令 

关闭虚拟机控制台 

rmvterm -m mySystem -p p1    // hmc命令 

4. 检查目标服务器是否存在迁移虚拟机的 vlan 

 

6.10 其它 

6.10.1 在 PowerCenter 执行 cinder 命令报错 

1. 添加以下内容到文件/etc/profile末尾。 

export OS_AUTH_SYSTEM=noauth 

export CINDER_URL=http://{StorMgr_IP}:8776  

export OS_USER_ID=admin 

export OS_VOLUME_API+VERSION=2.0 

2. source /etc/pro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