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HCSA 考试复习指导

准备工作

检查教师机操作

（ root/redhat ）

# ifconfig 查看 网卡信息

# ifconfig eth0 查看 eth0 

对现阶段虚拟机进行快照备份操作

检查学生机 ：

（ root/redhat ）

# ifconfig 查看 网卡信息

# ifconfig eth0 查看 eth0 

解决网卡无法识别问题：

#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删除如下内容

:wq! 

# vi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如果仅有一个 eth0 就不用管了 :q! 

如果有其他 eth1 那么就删除这个文件 : 

# rm -fr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 start_udev 

# more /etc/udev/rules.d/70-persistent-net.rules 

#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配置 IP 信息

# setup 回车 选择： network configuration 

选择设备： device configuration 选择 eth0 注：修改 eth0 的 ip,netmask,GW, 主 DNS 

选择设备： DNS configuration 选择 eth0 注：修改 hostname 和主 DNS 

完成以上操作后保存并推出 ,验证网卡配置信息 . 

# brctl show 注 : 辅助操作 ,查看网卡的桥接情况

# vim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DEVICE=eth0 



ONBOOT=yes 

BOOTPROTO=none 

IPADDR=192.168.0.120 

PREFIX=24 

GATEWAY=192.168.0.254 

DNS1=192.168.0.254 

:wq! 

/etc/init.d/NetworkManager status 查看服务是否开启

/etc/init.d/NetworkManager stop 查看服务是否开启

chkconfig NetworkManager off 关闭开机自启动

#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重启网络服务

# ifconfig -a 检查配置：

# cat /etc/resolv.conf 查看 DNS 

# ip route 查看网关

# vim /etc/sysconfig/network 设置主机名（重启会生效） ：

HOSTNAME=server20.example.com 

:wq! 



# hostname server20.example.com 临时设置主机名：

# vim /etc/hosts 主机名解析

127.0.0.1 localhost 

; ; 1 localhost localhost6 

192.168.0.120 server20.example.com 

:wq! 

# ping server20.example.com 如果可以 ping 通就 OK 

# host host.server20.example.com 测试 DNS 能否解析

对现阶段虚拟机进行快照备份操作

1. 破解 root 密码 (设置 root 密码为 secure ) 

(按 e “edit 的简写”是对grub 进行编辑 ,按 a 是直接修改内核参数，“ c”是进入命令行) 

注：考试时候修改 root 密码记录在纸上，防止忘记。

第一种方法 -直接修改内核参数

开机启动按任意键进入如下 : 



按 a键进入如下 : 

输入 :空格 1 回车

修改密码方法 : 

第一种 :passwd root( 表示修改 root 用户密码 ) 

第二种 : 进入 root 模式直接输入 passwd 



例如 :su - root 切换到 root 用户直接输入 passwd 

第三种 :vi /etc/shadow 

将 root 开头的一行中 root:后和下一个 : 前的内容删除 ,第一行将类似于”root::.... .”

保存 ,reboot 重启 ,root 密码为空 . 

第二种方法 -对 grub 进行编辑

按任意键进入下图 : 

按 e键后 ,再选中内核 ,提示如下图 : 



再次按 e键 ,提示如下内容 :尾部输入空格 1 或者空格 single, 回车

按 b进入单用户模式 . 

使用 runlevel 查看是否运行在单用户模式

使用 getenforece 查看状态

使用 setenforce 0 改为 permission 模式

passwd 修改密码

exit 退出 ,不需要重启 . 

2.iptables 

（考试时没有对 iptables 的任何要求，建议清空策略，保持开启即可）



清空防火墙策略：

# iptables -F 

# service iptables save 注：如果不保存，仅仅是清空当前的策略。

查看当前防火墙策略：

# iptables -L 注：默认的三个链是允许的

3.配置 YUM 软件

# yum repolist 注:查看 YUM 配置情况

# rm -fr /etc/yum.repos.d/* 注 :平时练习删除 YUM 下所有文件

# vim /etc/yum.repos.d/rhel6.repo 注:创建 repo,名称随意

[Server] 

name=Server 注：仓库名字

baseurl=ht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rhel6/dvd 注：仓库路径

enabled=1 注：可以不写，默认启用

gpgcheck=0 

:wq! 



# yum clean all 注: 清除当前 yum 缓存

# yum repolist 注: 查看 Server 仓库里是否获取到相应的包

注：光盘里的 3585 包，如果获取到就是正确的。

4.调整逻辑卷的大小

将逻辑卷 home调整到 1000M ，（900M--1100M 之间是可接受的）

由于实际考试时逻辑卷扩大和缩小都可能出现，必练会。

（确认对那个卷进行操作，如果卷组有足够空间（先扩逻辑卷，再扩文件系统）如果卷

组没有足够空间（先扩卷组，在做 PV），根据具体情况是缩小还是扩大）

图形化调整逻辑卷大小

# yum install system-config-lvm -y 

# system-config-lvm 



扩大 home 逻辑卷到 1000MB （可以在线操作的）

查看当前的卷： # lvscan 

注 :查看到 home 卷当前是 512MB, 所在的 VG 是 vol0, ,所在的 LV 是 home 

查看 vg 卷组的空间剩余情况： # vgs 注:查看 vol0 有没有足够剩余空间

先扩大逻辑卷： # lvextend -L 1000M /dev/vol0/home 注： L 直接调整 size 

再扩大文件系统： # resize2fs /dev/vol0/home 

检查扩大后的 home 逻辑卷



VG 空间不足

# fdisk -cu /dev/sda 新建一个分区

# pvcreate /dev/sda8 将 /dev/sda8 加入 PV 物理卷中

# vgextend vol0 /dev/sda8 添加新的 /dev/sda8 物理卷加入 VG 卷组中

缩小 home 逻辑卷到 300MB （扩大可以在线操作 ,缩小必须离线操作）

查看当前要缩小的 home 逻辑卷信息

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home/ 注 :umount /home 文件系统

检查逻辑卷： # e2fsck -f /dev/vol0/home 注:强制扫描 /dev/vol0/home 逻辑卷

先缩小文件系统： # resize2fs /dev/vol0/home 300M 

再缩小逻辑卷 (逻辑卷只能比文件系统大或者相等，但绝对不能比文件系统小 )：

# lvreduce -L 300M /dev/vol0/home 



检查缩小后的逻辑卷： # e2fsck 

挂载文件系统： # mount -a 注 :挂载文件系统

重启系统： # reboot 

模拟错误操作



针对上面情况：最好重新操作扩大分区，如果重启系统那么会比较麻烦，如下图

输入 root 密码

将 home 挂载项注释掉： # vim /etc/fstab 

注：系统启动过程中有两次挂载 /的过程，第一次由 grup 进行挂载，目的加载内核驱动。



第二次是按照 fstab 选项进行挂载。本次问题停在第一次挂载的位置上面。

手动将 / 进行挂载，以读写的方式挂载： # mount -o remount,rw / 

将 home 挂载项注释掉： # vim /etc/fstab 

接下来重启系统或者输入 exit 两者退出的结果是一样的，本次操作目的就是放弃了

home 的启动。

扩大 home 逻辑卷： # lvextend -L 200M /dev/vol0/home 

操作文件系统： # resize2fs /dev/vol0/home 

# e2fsck -f /dev/vol0/home 

将 home 挂载项注释还原： # vim /etc/fstab 

重新加载一下： mount -a 



# resize2fs /dev/vol0/home 

考试形式：一 .扩大（ 1.给定卷组有足够空间， 2.没有足够空间） 二.缩小

结论： 逻辑卷只能比文件系统大或者相等，但绝对不能比文件系统小

5.创建用户账户

创建组 adminuser 

创建用户 natasha 和harry 属于该组（该组为他们的第二个组创建）

创建用户 sarah，不属于 adminuser ，没有交互的 shell 

他们的密码都是 secure 

# groupadd adminuser 创建 adminuser 组

# useradd natasha -G adminuser 创建用户或者 useradd -G adminuser natasha 

# useradd harry -G adminuser 创建用户



# useradd -s /sbin/nologin sarah 注 :添加用户 ,并设置 shell 

设置用户密码：

# echo “secure ”  |passwd --stdin natasha 注 :或者 passwd natasha 

# echo “secure ”  |passwd --stdin harry 

# echo “secure ”  |passwd --stdin sarah 

# userde natasha 删除用户

# userde harry 

# userde sarah 

# groupdel adminuser 删除组

6.配置文件 /var/tmp/fstab 的权限

拷贝 /etc/fstab 到 /var/tmp/fstab ，属主和属组为 root；任何人都不能执行； natasha 能读写；

harry 没有任何权限；其他和将来的用户能够读。



# cp /etc/fstab /var/tmp/ 拷贝 /etc/fstab 到/var/tmp/fstab 

# ll /var/tmp 属主和属组为 root 

# setfacl -m u:natasha:rw /var/tmp/fstab 

# setfacl -m u:harry:- /var/tmp/fstab 

查看 # getfacl /var/tmp/fstab 

7.配置 cron 任务

natasha 每天 14:20 时执行命令： /bin/echo hello 

附加题：创建计划任务 ,要求在 natasha 每月 1.3.5 日 14:30 分执行 /bin/echo hello 

# crontab -e -u natasha 



20 14 * * * /bin/echo hello 

# crontab -l -u natasha 

附加题： 30 14 1,3,5 * * /bin/echo hello 

8.创建共享目录

创建共享目录 /home/admins ；属组为 adminuser ；adminuser 组成员对目录有读写和执行

的权限，其他所有用户没有任何权限（ root 除外）；在 /home/admins 目录中创建的文件，

会自动继承 adminuser 组

附加题：文件只有属主可以删除

# mkdir /home/admins 

# chgrp adminuser /home/admins/ 

# chmod 770 /home/admins 

# ll -d /home/admins 

# touch /home/admins/file1 

# ll /home/admins/file1 



# chmod g+s /home/admins/ 

# ll -d /home/admins/ 

# touch /home/admins/file2 

# ll /home/admins/ 

另一种做法：

# mkdir /home/admins 

# chgrp adminuser /home/admins 

# chmod 2770 /home/admins/ 

# ll -d /home/admins/ 

附加题： # chmod o+t /home/admns/ 

# ll -d /home/admns/ 



9.升级内核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updates ；新内核为默认启动的内核，原内核仍保留。

# yum -y install lftp 安装 lftp 工具

# ping instructor.example.com ping 服务器

# lftp 192.168.0.254 

/> ls 

/> cd pub/updates/ 

pub/updates> ls 

用 get 命令 将两个文件下载下来。

查看当前内核： uname -r 



# vim /etc/grub.conf 注 :查看有几个内核 ,此步无需修改

安装内核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rpm -ivh kernel-*.rpm 注：千万别按 ctrl+C 需要等待。

注： rpm -uvh kernel-*.rpm 这个是升级，题中要保存老内核。日常工作中也应该保存老内

核，有一个观察期。

第二种方法 : 

yum -y localinstall kernel-*.rpm 



或者

yum -y localinstall kernel-2.6.32-279.1.1.e16.x86_64.rpm kernel-firmware-2.6.32-279.1.1.e16.noarch.rpm 

例如：如下情况只需要等待，千万别按 ctrl+C,会导致机器无法启动

# rpm -qa |grep kernel 查看当前内核

删除内核： kernel-firmware-2.6.32-279.1.1.e16.noarch 

终极办法： # vim /etc/grub.conf 

default=0 注： 0 表示第一个内核，两个 tltlo 从上至下顺序排列第一个 0，第二个 1 

里面有两个 tltlo 就是两个内核，每个 tltlo 看到的就是 kernel 版本。

终极办法就是使用老内核启动，丢弃此题。

10.绑定到外部验证服务

LDAP 服务器： instructor.example.com 

基础DN：dc=example,dc=com 

帐户信息和验证信息都是由 LDAP提供



证书： ht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EXAMPLE-CA-CERT 

用户 ldapuser20 的密码是 'password' ，完成 autofs 题目后，才能生成主目录。

# id ldapuser20 查看是否存在 ldapuser20 用户

# yum grouplist |grep -i Directory 确认安装组件

# yum -y groupinstall “Directory Client ”没有组件的情况，需要安装 client 组件

配置 LDAP 服务器

依据考题配置如下信息：



检 查 证 书 有 效 性 ： IE 中 输 入 证 书 地 址 ht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 打 开

EXAMPLE-CA-CERT 文件如下图显示信息。



复制上图 IE 中的地址信息填到如下证书中。

# id ldapuser20 加载成功后会有一个账号例如

验证 LDAP 尝试登陆：

# ssh ldapuser20@localhost 注：这里最好不要写 IP 容易造成考官误判。

LDAP 配置失败处理参考

是环境的问题，以下是解决方案，先和 instructor 同步时间。

instructor( 教师机执行 )：

rm -fr /var/lib/ldap/* 

gls-setup-ldap 

gls-rebuild-ldap 

service slapd restart 

init 6 



server( 学生机执行 )：

rm -fr /etc/openldap/cacerts/* 

system-config-authentication 

service sssd restart 

init 6 

11.配置 NTP 

NTP 服务器： instructor.example.com

图形化配置： # system-config-date 

结合考题输入 NTP 客户端 :instructor.example.com 或者 IP,然后回车或者空白处单击确定 ,

选择 yes,另外勾上 speed up initial synchronization 

检查 NTP 配置结果： # ntpq -p 



# /etc/init.d/ntpd status 注 :确保 ntpd 进程处于启动状态

查看 NTP 服务（使用图形配置，会自动启动服务，文本界面 操作需要手动重启服务。 ）

使用文本界面配置 NTP：# vim /etc/ntp.conf 需要手动重启服务并且设置开机启动。

设置 NTP 服务为开机启动： # chkconfig ntpd on 

12.配置 autofs 

instructor.example.com(192.168.0.254) 通过NFS输出了 /home/guests/ 目录

ldapuser20 用户的主目录是 instructor.example.com:/home/guests/ldapuser20 

ldapuser20 的主目录应该挂载到本地的 /home/guests/ldapuser20 

用户对其主目录必须是可写的

# getent passwd 查看所有本机和远程账户

# getent passwd ldapuser20 查看 ldapuser20 账户

vim /etc/auto.master 



输入 :/home/guests /etc/auto.ldap 注其中 auto.ys 也可以

:wq! 

# vim /etc/auto.ldap 注其中 auto.ys 也可以

输入 : ldapuser20 -rw instructor.example.com:/home/guests/ldapuser20 

下图不用操作 :拓展思路 (两个对比 ,第一个是针对一个用户 ,第二个针对多个用户 ) 

# service autofs restart 重新启动 autofs 进程

# ls /home/guests/ 查看目录 ,这个一个空目录

# ssh ldapuser20@localhost ssh 登陆 ldapuser20 账户

# df -Th 查看服务器挂载情况



# /etc/init.d/sssd restart 重启后台进程（可以手动启动）

注：图形化配置操作会自动重启这个进程， 如果是文本编辑配置那么需要手动重启此进程。

13.配置 FTP 服务器的访问

用户能够匿名在 /var/ftp/pub 目录中下载文件

安装 FTP：# yum -y install vsftpd 

重启 FTP 服务： # service vsftpd restart 注：图中 FAILED 的错误是允许的

设置开机启动： # chkconfig vsftpd on 



注：默认是允许匿名用户访问和下载。

14.实现一个 web 服务器

网站： http://server20.example.com 

下载网页：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rhcsa/server.html 

# yum -y install httpd 装载 http server 

# ping server20.example.com 测试 web 服务器解析

# lftp 192.168.0.254 利用 lftp 和 get 下载网页

cd pub/ 

cd rhcsa/ 

get server.html 

by 

注：考试中 DNS 和域名是已经配置好的（ 192.168.0.254 是域名服务器地址）



# cp server.html /var/www/html/index.html 考题延伸要求

# ll -Z /var/www/html/index.html 注: 查看上下文 ,参数是大写的 Z 

# service httpd restart 重启 httpd 服务

# chkconfig httpd on 设置开机启动

测试 web 服务器：物理机 IE 上输入 http://server20.example.com 

问题拓展：为什么不能移动或者复制 index.html 文件，因为哈希值会变化。



15.配置一个用户账户

jack，用户 ID 为 4000，密码 secure 

# useradd jack -u 4000 配置 jack 账户

# echo secure |passwd --stdin jack 

16.添加 swap 分区

添加一个 512M 的交换分区，开机自动挂载

swap 操作优先级： 1.有实体分区尽量加分区 2.没有分区可以做逻辑卷 3.没有卷做文件。

使用分区方式添加 swap 分区：

# fdisk -cu /dev/sda (演示中物理机是 sda) 

注： # fdisk -cu /dev/vda （考试的时候肯定是虚拟机，所以是 vda）

输入： p 注：打印分区（ print）



如上图看到三个分区，然后输入： n 注：（new）

输入： e 注 :建议分一个扩展分区，以防止后面不能再分。

然后：回车，回车全分给它。

注：扩展分区首尾是扇区方式 sector 

输入 :p 注：打印分区 (如下图 ,多了一个逻辑分区 ) 



如上图输入： p 查看分区，看到的这个分区是不能被你使用 . 

输入： n 回车（划分以逻辑分区）然后输入： +512M 。

拓展：如果输入： d 是删除分区指令，然后输入数字 5 就是删除第五个分区。

输入： p 查看分区 （如下图）

转换类型， 其实转不转换都无所谓， 输入： t 然后输入： 5再然后输入： 82 之后输入： p 查

看分区，其中看到的 82 是我们的交换分区。 （如下图）



输入： w 退出 （如下图）

激活划分的分区，无需重启，考试后的时候是： # partx -a /dev/vda 本题是 sda 

查看 dev 下有没有设备文件被发现 ，也就是设备内核没有识别到我们新的分区 ：

# ll /dev/sda* (如下图 ) 



知识点陷阱：每一次对磁盘分区操作出来以后都需要刷一下，如果不刷就需要重启，否则

可能会有问题，如果你分区表紊乱了，那么再刷就刷不出来了。官方要求输入： reboot 重

启。如果发现设备不对了，那么一定得重启，是最终的一个选择。

格式化分区： # mkswap /dev/sda5 

注：如果这个时候后重启那么 4200 元费用就没了

目的：所有操作保证开启以后都是永久的，不能是临时的，否则没有意义。

# vim /etc/fstab 

输入： /dev/sda5 swap swap dofaults 0 0 

注：对于本地挂载 UUID 是无所谓的。

# swapon -a 注：参照 /etc/fstab 里面去激活所有的交换

# swapon -s 



总结添加 swap分区步骤：

1.swap partition ，or lvm ， file 

2.mkswap /dev/sda5 

3.vim /etc/fstab 

4.swapon -a 

5.swapon -s 

注：如果文件做这个一样写，按照这个步骤，前面写文件名就可以。

# swapon -s 

# fdisk -cu /dev/vda 创建扩展分区创建逻辑分区 512M 

输入 :p 

输入 :n 

输入 :e 回车 回车

输入 :p 

输入 :n 

输入 :回车

输入 :+512M 

输入 :p 

输入 :t 

输入 :5 

输入 :82 

输入 :p 



输入 :w 保存

/dev/vda5 t 5 l 82 w 

# partx -a /dev/vda 激活划分的分区

# mkswap /dev/vda5 格式化分

# swapon /dev/vda5 或者 swapon -a 激活所有的交换

# swapon /dev/vda5 -s 或者 swapon -s 激活所有的交换

# vim /etc/fstab 

/dev/vda5   swap  swap   defaults  0 0 

:wq 

# mount -a 

使用逻辑卷方式添加 swap 分区：

# vga 

创建卷： # lvcreate -L 512M -n swap3 vol0 

查看卷： lvscan 

执行下面的命令提示需要使用强制的方式。



# vim /etc/fstab 

# swapon -a 

# swapon -s 

使用文件方式添加 swap 分区：

# dd if=/dev/zero of=/swap4.img bs=1M count=512 

# mkswap -f /swap4.img 



# vim /etc/fstab 

# swapon -a 

# swapon -s 

列出历史命令： history 

删除分区操作

[root@free root]# fdisk /dev/vda ←指定 linux 分区所在的硬盘

Command （m for help）：p ←显示目前硬盘分割情况

Command （m for help）：d ←

Partition number （1-5）：5 ←删除第 5 号分区
Command （m for help）：d 

Partition number （1-5）：3 ←删除第 3 号分区

Command （m for help）：p ←再显示一次目前硬盘分割情况

Command （m for help）：w ←将所更改的结果写入到硬盘

[root@free root]# reboot ←然后会显示提示信息，系统在重启后更改磁盘



17.查找文件

找出所有用户 alice拥有的文件，拷到 /root/findfiles 目录

附加题：查找 /home 目录下文件拥有人是 natasha ，但拥有组不是 natasha 的文件复制到

/root/backup 文件夹中

举例老师藏了一个文件：

第一步创建 findfiles 目录： mkdir /root/findfiles 

第二部查找文件： find / -user alice -exec cp -rf {} /root/findfiles \; 

注：报错没关系，要的文件拷贝到就可以。

useradd alice 注 :如果没有 alice 用户就创建一个 , 然后建两个文件

su -alice 或者 su - alice 

touch filel.txt 

touch alice 

或者查找三大目录，如下更快一些 ~ 嘿嘿

find /etc -user alice -exec cp -rf {} /root/findfile \; 

find /var -user alice -exec cp -rf {} /root/findfile \; 



find /home -user alice -exec cp -rf {} /root/findfile \; 

附加题：

文件拥有人是 natasha ，但属组是 natasha 的文件复制到要求目录

# find / -user natasha -a -group natasha 

文件拥有人是 natasha ，但属组不是 natasha 的文件复制到要求目录：

# find / -user natasha -a ！ -group natasha 

实践经验：真实环境中不会使用 -exec，如果找到或者拷贝的文件太多太长，拷一会就会产

生溢出，就会有错误。

工作实践中会使用： find / -user alice |xargs -i cp -rf {} /root/findfiles 

# ls /root/findfiles 

18.查找一个字符串

在 /usr/share/dict/words 中查找到所有包含字符串 seismic 的行，将找出的行按照原文的先



后顺序拷贝到 /root/filelist 文件中。 /root/filelist 文件不要包含空行

使用 grep 不可能有空行

# grep seismic /usr/share/dict/words > /root/filelist 

19.创建一个逻辑卷

逻辑卷 database ，属于卷组 datastore ，逻辑卷的大小为 10个物理扩展单元，物理扩展单元

(physical extent) 大小 16M。

使用 ext3 文件系统对新的逻辑卷进行格式化。自动挂载在 /mnt/database 目录下。

# fdisk -cu /dev/sda 

输入： p 

输入： n 回车

输入： +500M 注：卷组可以大一点，只要逻辑卷不是这么大就可以。

输入： w 保存



# partx -a /dev/vda 本题是 sda 注:先激活分区 ,ll 命令才能看到 . 

# ll /dev/sda* 注：看到 /dev/sda6 就 ok 了（如下图）

# fdisk -cu /dev/sda 

输入： p 

输入： t 

输入： 6 

输入： 8e 

输入： p 

输入： w 



# partx -a /dev/vda 本题是 sda 

# pvcreate /dev/sda6 

# vgcreate datastore /dev/sda6 注 :此步错误



# vgdisplay datastore 

# vgremove datastore #pvremove /dev/sda6 

# vgcreate -s 16M datastore /dev/sda6 

# vgdisplay datastore 



# lvcreate -l 10 -n database datastore 

# lvscan 

# mkfs.ext3 /dev/datastore/database 

# mkdir /mnt/database 



如下图复制目录：

# vi /etc/fstab 

输入 : 

/dev/datastore/database /mnt/database ext3 defaults 0 0 

# mount -a 

# df 

最后操作 : 

# chkconfig autofs on 



# chkconfig vsftpd on 

# chkconfig httpd on 

# chkconfig ntpd on 

# reboot 

# netstat -ntulp 

RHCE 考试复习指导

修改主机名： # vim /etc/sysconfig/network 



# hostname server20.example.com 临时设置主机名：

# vim /etc/hosts 主机名解析

127.0.0.1 localhost 

; ; 1 localhost localhost6 

192.168.0.120 server20.example.com 

:wq! 

重启网络服务： #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重启网络服务： # /etc/init.d/NetworkManager 默认托管服务

检查配置信息： ip addr；hostname ；ip route ； cat /etc/resolv.conf( 默认 DNS) 



1. Iptables 

# iptables -F 不是清空所有策略，是清空【 filter】表中所有规则。

# iptables -X 删除空的自定义链

# iptables -P INPUT ACCEPT 清空默认策略的影响

允许下面两种状态数据包通过： ESTABLISHED 和 RELATED 

# iptables -A INPUT -m state --state ESTABLISHED,RELATED -j ACCEPT 

# iptables -A INPUT -i lo -j ACCEPT 注：凡是从回环接口进入的数据包都允许访问。

# iptables -A INPUT -s 192.168.0.0/24 -j ACCEPT 注：允许域的网段进行访问

#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25 -j ACCEPT 注：邮件服务

#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110 -j ACCEPT 

# iptables -A INPUT -p tcp --dport 80 -j ACCEPT 

# iptables -A INPUT -j REJECT 注：除了上面服务拒绝其他一切服务

# service iptables save 注：保存配置

# service iptables restart 注：重启防火墙，重新读取配置文件

# chkconfig iptables on 注：设置开机自动运行



注：状态匹配放在上面， 最后是复杂的匹配， 效率会更高。 检查越简单的策略， 越要置顶。

# iptables -nL 查看当前策略是否生效

注：防火墙策略：一种是先通后堵，一种是先堵后通

iptables -m state -h 查看 state 状态模块帮助

2. SElinux 必须运行在 Enforcing 模式

# vim /etc/sysconfig/selinux 



三种状态：

enforcing ：强制状态，对所有违规进行阻止

pormissive: 警告状态，不会阻止

disabled ：阻止所有

注：从 enforcing 、pormissive 两种模式转换到 disabled 模式，或者 disabled 模式转换到

enforcing 、pormissive 两种模式都需要重启计算机。是内核功能，重启服务是不管用。

# getenforce 查看 SElinux 当前模式

# reboot 完成 SElinux 必须重启服务器，因其是对内核操作

# getenforce 重启后确保当前 SElinux 模式为 Enforcing 

3.允许 IP 转发

# vim /etc/sysctl.conf 设置开机启动生效，此参数调整后重启会生效。

输入 :net.ipv4.ip_forward = 1 

# sysctl -a |grep ip_forward 查看当前内核 ip_forward 参数

# sysctl -p 内核参数



# sysctl -a |grep ip_forward 查看当前内核 ip_forward 参数，由 0更新为 1 

注： sysctl -a 显示所有的参数配置

另一种方法

cat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查看当前 ip_forward 参数

echo 1 > /proc/sys/net/ipv4/ip_forware 设置参数当前生效，也可是放到开机启动中

附加题：忽略发往本地的所以 icmp 包

# sysctl -a |grep icmp 过滤出所有和 ICMP 相关的内核参数

# cat /proc/sys/net/ipv4/icmp_echo_ignore_all 查看当前内核 icmp 参数



# vim /etc/sysctl.conf 

按 I 进入 insert 模式

粘贴： net.ipv4.icmp_echo_ignore_all=1 一般会粘贴到最后面，后面会覆盖前面已有参数

:wq! 

注：如上在 linux 设置参数，只要参数相同后面插入的会覆盖前面的已有参数

4.配置 cron 访问

仅不允许用户 natasha 使用 cron 

# vim /etc/cron.deny 编辑 cron.deny （黑名单）文件输入： natasha 这个用户

注：如果 id natasha 提示没有此用户，那么需要手动创建这个用户： useradd natasha 

测试配置 natasha 用户执行计划任务被决绝：

# su - natasha 切换到 natasha 用户

$ crontab -e 以 natasha 用户执行计划任务

附加题：仅允许 root 和 natasha 用户创建计划任务



# vim /etc/cron.allow 如果没有此文件，可以创建此文件。

编辑 cron.allow( 白名单 )文件输入： natasha 这个用户， root 不需要输入白名单中。

5.配置 FTP 访问

匿名用户可以从 /var/ftp/pub 下载

example.com 之外的客户端不允许访问 FTP 

注：考试的时候不建议使用域名（ example.com ），搞清楚域名所在的网段就可以了 . 

因为之前已经做过主机访问控制 (example.com 之外的客户端不允许访问 FTP) 

# yum -y install vsftpd 安装 FTP 软件包

# service vsftpd restart 启动 FTP 服务

# chkconfig vsftpd on 设置开机自动运行

附加题：允许匿名用户上传和下载文件，上传目录： /var/ftp/pub 

思路：

匿名用户上传配置三方面的权限：

1. filesystem 文件系统权限 目录权限： /var/ftp/pub/ 

2. vsftpd (/etc/vsftpd/vsftpd.conf) 服务本身的权限

3. selinux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文件上下文，另一个是布尔值。

第一点

# chmod 777 /var/ftp/pub/ 注：小陷阱，如果把 /var/ftp/ 目录改成 777，那么匿名用户失效，



默认就不允许将该目录设置成 777，就无法登陆了。所以要设置为 pub 目录。

# ll -d /var/ftp/pub/ 

第二点

# vim /etc/vsftpd/vsftpd.conf 将 anon_upload_enable=yes 注释去掉 . 

# service vsftpd restart 

测试： # lftp 192.168.0.120 

通过上述结果访问是失败的。

如果将 selinux 临时设置为 permissive 就可以了。

# setenforce 0 

再次执行： put /etc/service 成功



记得改完 setenforce 0 后再改回去 setenforce 1 

以上说明传统权限没问题，是 selinux 问题。

第三点

第一个通过 semanage 命令，如果没有这个命令需要手动安装。

卸载目前的 semanage 包，重新安装演示给大家。

# which semanage 查找 semanage 路径

# rpm -qf /usr/bin/semanage 卸载 semanage 软件包

# yum provides *bin/semanage 查找 semanage 安装包

# yum -y install policycoreutils-python-2.0.83-19.24.e16.x86_64 



改文件上下文是否允许上传

# man ftp_selinux 查找 ftp_selinux 命令

# man -k ‘_selinux ’ 查找手册中带有 _selinux 相关命令

# makewhat is 创建 what is 数据库

# man ftpd_selinux 

复制如下内容并修改：

semanage fcontext -a 是添加一个规则

重置 ftp 目录



# ll -dz /var/ftp/pub/ 

semanage fcontext -l 是灭除一个规则

例如：

布尔值是否允许上传

# getsebool -a |grep ftp 

# setsebool -p allow_ftpd_anon_write on 



测试：

以下不属于考试范畴，断点续传。

# man vsftpd.conf 

注：如果设置为 yes，匿名用户可以删除和覆盖，默认是 no 掉的。

注：全局读功能是只读 默认是 yes 正是因为这个只读功能的开启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去

下载。

# vi /etc/vsftpd/vsftpd.conf 

添加一行： anon_world_readable_only=NO 有上传权限

添加一行： anon_other_write_enable=YES other 用户允许写入

# service vsftpd restart 

测试：



更多更能可以执行查看： man vsftpd.conf 

6.配置 SMTP 

邮件服务器能够接收来自远程主机和 localhost 邮件

harry 必须能够从远程主机接收邮件。

# netstat -tnlp |grep :25 通常邮件服务器缺省情况是只接受本地访问的

# hostname 查看当前主机名

# vim /etc/postfix/main.cf 

第一项设置主机名

myhostname = server20.example.com 

修改此项主机名为当前的主机名

第二项设置域名参数

mydomain = example.com 

设置域名参数： example.com 

第三项设置 myorigin 

myorigin = $mydomain 



设置： myorigin = $mydomain 

第四项设置监听地址

inet_interfaces = all 

设置： inet_interfaces = all 并且注释掉： #inet_interfaces = localhost 

第五项设置邮件过滤（目标地址是哪些邮件会接收）

修改： mydestination = $myhostname,$mydomain,localhost 

# service postfix restart 

# netstat -tnlp |grep :25 

测试 : 

echo aa | mail -s aa harry@server20.example.com 

mail -u harry 



7.配置邮件别名

发送给 admin 的邮件由本地用户 natasha 接收

# vim /etc/aliases 增加一行： admin： natasha 

# newaliases 重新生成别名数据库

测试：

从本机发一封邮件：



8. SMB 共享

共享 /common 目录，工作 STAFF，共享名 common 

仅 example.com 域客户端可以访问， common 必须可以浏览 harry 能够读取，密码是 secure 

# yum -y install samba 安装 samba 软件包（这个包通常不会装）

# mkdir /common 创建 common 目录

# vim /etc/samba/smb.conf 打开 samba 主配置文件

修改为要求的 STAFF 工作组： workgroup=STAFF 

添加一个为 common 的共享： [common] 

path = /common 

browseable = yes 注：允许浏览

valid users = harry 

# useradd harry 创建 harry 用户

# smbpasswd -a harry 

password:secure 设置密码为： secure 



# service smb restart 重启 SMB 服务

# chkconfig smb on 设置 SMB 服务开机启动

测试：

# id harry 

# smbpasswd -a harry 

# mount -t cifs -o username=harry%secure //192.168.0.120/common /mnt/ 

# ls /mnt/ 

附加题：只允许 harry 用户只读访问



# semanage fcontext -a - t samba_share_t “ /common(/.*)? ”

# restorecon -F -R -v /common 

# umount /mnt/ 

# mount -t cifs -o username=harry%secure //192.168.0.120/common /mnt/ 

知识点：

smbpasswd 命令的常用方法

smbpasswd -a 增加用户（要增加的用户必须以是系统用户）

smbpasswd -d 冻结用户，就是这个用户不能在登录了

smbpasswd -e 恢复用户，解冻用户，让冻结的用户可以在使用

smbpasswd -n 把用户的密码设置成空 . 

要在 global 中写入 null passwords -true 

smbpasswd -x 删除用户



9. NFS 共享

仅 example.com 域内可以访问

注：由于物理机上没有 root 权限接挂载虚拟机上共享的目录 /common 

/net/server20.example.com 

# makewhatis 

# vim /etc/exports 

/common 192.168.0/24(ro,sync) 

# service nfs restart 

# service rpcbind restart 

# service nfs restart 



# su - student 

# useradd student 

# su - student 

# ls /net/server20.example.com 

# ls /net/server20.example.com/common 

简化步骤 ,总结如下 : 

# makewhatis 

# vim /etc/exports 

/common      192.168.0.0/24(ro,sync) 

# service nfs restart 



# service rpcbind restart 

# service nfs restart 

# useradd student 

# ls /net/server20.example.com 

附加题：配置 NFS 服务，将 /common 目录以读写的方式共享给 example.com 域用户

一个是目录权限 另一个是使用 ro 

10. 配置 SSH 访问

harry 够从域 example.com ，my133t.org 内的机器不能访问。

之前通过防火墙已经做过了，只要保证 ssh 是启动的就 ok 

# servcie sshd restart 

# chkconfig sshd on 

11. 实现一个 WEB 服务器（重点）

站点： http://server20.example.com 

网页：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rhce/server.html 

# ping www20.example.com 



# ping -c1 server20.example.com 

注：此题所有解析不需要去做，都已经进行了解析配置，直接做题。

# yum -y install httpd 安装 aphche 

# ls /var/www/html/ 准备第一个网站目录， ls 查看这个已存在

# wget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rhce/server.html 下载网页

# ls 

# cp server.html /var/www/html/index.html 



# mkdir /var/www/virtual 准备第二网站目录

# wget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rhce/www.html 下载网页

# mv www.html /var/www/virtual/index.html 复制是正确的，移动过去访问有问题，导致

保留的原来的上下文，需要重置 /var/www/ 解决，会重新读策略文件，应用正确规则。

# ll -Z /var/www/html/ 

# ll -Z /var/www/virtual/ 

操作步骤回顾：



1.install 准备工作，包括安装

2.DocumentRoot ，index.html 创建网站主目录，放置网页

3.virtualhost 建立虚拟主机

# vim /etc/httpd/conf/httpd.conf 做两台虚拟主机

去掉 NameVirtualHost ★：80 前面的 #字符，表示开启基于名字的虚拟主机。

编辑前配置信息：

编辑中配置信息：



编辑后配置信息：

<VirtualHost *:80> 

ServerAdmin server20.example.com 

DocumentRoot /var/www/html 

</VirtualHost> 

<VirtualHost *:80> 

ServerAdmin www20.example.com 

DocumentRoot /var/www/virtual 



</VirtualHost> 

注： ServerAdmin 管理员信箱， ServerName 服务器名字， DocumentRoot 网站主目录

# service httpd restart 

# chkconfig httpd on 设置 httpd 开机启动

测试正常：

测试异常：原因是红色字体部分

解决红色字体部分的问题

# restorecon -RFvv /var/www/ 重置 /var/www/ 目录



# ll -z /var/www/virtual/ 

再次测试：

other：

假设如果 DNS 有问题，可以重置 # restorecon -RFvv /var/chroot/etc 解决，重置是重新应

用应该有的上下文。

另外通过 # semanage fcontext - l |grep ‘^/var/www ’ 查看到 /var/www/ 目录本身就

有规则，所以重置是没有问题的，只要重置这个目录，它下面所有都会被重置。



12. 虚拟主机（重点）

站点： http://www20.example.com/ 

DocumentRoot:/var/www/virtual 

网页：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rhce/www.html 

harry 用户能够在 /var/www/virtual 目录下创建文件

附加题： DocumentRoot: /webroot, 其他要求同上

13. 配置 WEB 访问控制（重点）

在默认网站 DocumentRoot 目录下创建 confidential 的目录，

下载到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rhce/confidential.html 该目录，命名 index.html 

从本地主机任何人都可以浏览 confidential 的内容，但从其他主机都不能访问

# mkdir /var/www/html/confidential 



# wget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rhce/confidential.html 

也可以通过：

#lftp instructor.example.com 

# cd /pub/rhce 然后下载 confidential.html 文件。

# cp confidential.html /var/www/html/confidential/index.html 

# vim /etc/httpd/conf/httpd.conf 

新增配合信息：

<Directory “ /var/www/html/confidential ”> 

Order deny,allow 

deny from all 

allow from server20.example.com 

allow from localhost 

allow from 192.168.0.120 

</Directory> 



注：配置文件中 Order deny,allow 那么 allow 优先级高于 deny 

配置文件中 Order allow ，deny 那么 deny 优先级高于 allow 

# service httpd restart 

测试：

# elinks -dump http://server20.example.com 测试本机访问主网站

# elinks -dump http://server20.example.com/confidential 测试本机访问目录正常。

教师机测试：

# elinks -dump http://server20.example.com 



# elinks -dump http://server20.example.com/ confidential 

附加题 1：使本机的所有用户均可以访问，不要更改用户的密码

# cat /etc/shadow 这个文件里的前两列取出来

或者

# cut -d: -f1-2 /etc/shadow > /etc/httpd/passwd1 

# cat /etc/httpd/passwd1 

# vim /etc/httpd/conf/httpd.conf 



将如下内容 passwd 修改为 passwd1 ，这样就可以使用本机账号登陆了。

附加题 2：仅 user1 和 user2 

# htpasswd -cm /etc/httpd/passwd user1 

密码输入： 1111 

# cat /etc/httpd/passwd 

# htpasswd -m /etc/httpd/passwd user2 c 是重新创建这个文件，如果再次加 c

会覆盖这个文件， m 也可以不加，默认是 md5 

# cat /etc/httpd/passwd 



# vim /etc/httpd/conf/httpd.conf 

基于主机的访问就要注释掉如下内容：

凡是认证通过的用户都可以访问，增加如下内容：

# service httpd restart 

测试：



# elinks http://server20.example.com/confidential 

注：题外内容，查看模块是否安装 # yum provide */mod_auth_basic.so 

14. 创建脚本

脚本名： /root/script.sh 

运行 /root/script.sh all ，输出为 none 

运行 /root/script.sh none ，输出为 all 

没有任何参数或者参数不是 all 或 none，输出： /root/script.sh all|none 

# cp /etc/init.d/sshd /root/script.sh 

# vim /root/script.sh 



修改并只留下如下内容：

#!/bin/bash 
case "$1" in 

all) 

echo "none" 
;; 

none) 
echo "all" 
;; 

*) 
echo "/root/script.sh all|none" 

esac 

# chmod a+x /root/script.sh 

测试：

# /root/script.sh all 

# /root/script.sh none 

# /root/script.sh 



15. 挂载 IOS 

开机自动挂载 /root/disc.iso 文件到 /mnt/virtdisk 目录下

# ls 如果查看到没有 /root/disc.iso 文件那么举手找考官。

# yum install genisoimage 安装 genisoimage 

# genisoimage -o disc.iso /etc 做一个 iso 文件，考试时候不用考虑此步。

# mv /etc/disc.iso /root/ 

# mkdir /mnt/virtdisk 如果有如下提示那么就先 # umount /mnt/ 然后再次新建目录

# vim /etc/fstab 

增加： /root/disc.iso /mnt/virtdisk auto defaults,loop 0 0 



# mount -a 

# df 

16. 配置启动参数

将系统的启动参数 kernctl 设为 5，重启后应该可以在 /proc/cmdline 文件中看到

# cat /proc/cmdline 查看内核参数

# vim /etc/grub.conf 注： shift+a 光标移动到行尾



如果增加： selinux=0 注：在开机时候告诉内核将 selinux 彻底关闭

依据本题要求增加如下： kernctl=5 

17. 配置 iscsI 磁盘

Target 服务器： host.example.com 

连接 ISCSI 的设备，创建分区 20M，ext4，开机自动挂载到 /mnt/data 

下载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iscsi.txt 文件到该目录

文件属主为 root，权限为 0644 

第一步安装 iSCSI 客户端包

# yum -y install iscsi* 

第二步 discover 

# iscsiadm -m discovery -t st -p 192.168.0.254 

第三步重启 iscsi 



# service iscsi restart 

# fdisk -cul 查看分区是否挂载

# fdisk -cu /dev/sdb 

输入： p 

输入： d 删除原来的分区

输入： n 新分一个区

输入： p 逻辑分区

输入： 1 回车

输入： +20M 

输入： w 保存



# partx -a /dev/sdb 

# mkfs.ext4 /dev/sdb1 



# mkdir /mnt/data 

# blkid /dev/sdb1 

注：复制设备的 UUID 

# vim /etc/fstab 

增加内容： UUID= “”

# mount -a 可以先测试一下看看能否正常挂载（关注最后一个）

# df 



# wget ftp://instructor.example.com/pub/iscsi.txt 

# chmod 0644 iscsi.txt 

# cp iscsi.txt /mnt/data/ 

# ls -l /mnt/data/iscsi.txt 

最后把所有能想到的服务都开机启动一遍

# chkconfig httpd on 

# chkconfig vsftpd on 

# chkconfig postfix on 

# chkconfig sshd on 

# chkconfig iscsi on 

# chkconfig iscsid on 

# chkconfig nfs on 

# chkconfig rpcbind on 

# chkconfig smb on 

# reboot 



知识点：

# man mount 其中 _netdev 参数的意思是在网络设备或者网络系统重新启动后才会被加

载。

# makewhatis -makewhatis.cron 的作用是创建 whatis database, 用于为 whatis 服务的 .

较为消耗资源 ,可以去掉 .另外： mlocate.cron 的作用更新 mlocate database, 用于为 locate

服务的 ,很消耗资源 ,可以停掉 . 

# man -k ‘_selinux ’ 检索手册中带 _selinux 的内容

redh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