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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洪 BI 系统

安装环境检查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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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认 OS 版本

查看OS版本 #cat /proc/version

注：由于定制组件导出需要调用 chrome 浏览器插件，服务器上需要安装 chrome 浏览器，推

荐服务器 linux 内核 3.10 及以上。

2. 确认已创建好如下文件系统

2.1 查看文件系统类型

# df -T

注：搭建集群环境，需要确保安装永洪 BI 的盘符文件系统类型一致

2.2 查看文件系统名称及大小（Size）

新环境搭建要看文件系统利用率（Used%），不超过1%确保环境上不存在其它文件,建议永

洪安装在磁盘空间最大的盘符上，推荐1T以上。

#d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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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查看分区节点编号使用情况，

新环境搭建要看分区节点编号使用情况，确保安装路径的 inode 编号利用率不超过 1%。

#df -i

3. 服务器系统时间需一致

查看系统时间#date

注：搭建集群环境，需要确保每台服务器系统时间一致。

4. 设置 ulimit 参数

1.查看文件more /etc/security/limits.conf是否存在下面参数，如果没有则增加

#vi /etc/security/limits.conf

* soft nofile 65536

* hard nofile 65536

2. 退出当前账户，重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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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火墙设置

1.查看防火墙状态（截图以 centos7 为例，系统不一样可能命令不一样）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service #查看防火墙状态

#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 #关闭防火墙

#systemctl disable firewalld.service #禁止 firewall 开机启动

2.不关防火墙则需要开通相应的端口：

包含 Tomcat 端口（2 个，默认 8080,8005）、Zookeeper 端口（3 个,2181,2888,3888）、集

群通信端口（2 个，默认 5066 5083）

例（以 centos7 为例）：

# 开放端口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8080/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8005/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2181/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2888/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3888/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5066/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5083/tcp

#重启防火墙(修改配置后要重启防火墙)

firewall-cmd --reload

6. 创建用户、组

创建组：groupadd -g 1200 yhuser

创建用户：useradd -u 1200 -g yhuser -d /yhuser yhuser

修改用户密码：passwd yh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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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查询组 #cat /etc/group

查询用户 #cat /etc/passwd

删除组 #groupdel yhuser

删除用户 #userdel yhuser）

设置目录权限：chmod 777 /yhuser

如果搭建集群，集群中所有主机上的用户 UID , GID 都要相同。

7. 检查语言环境

#echo $LANG
#lo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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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连接工具修改编码后文件仍显示乱码，则需注意检查系统语言。

8. 操作系统字体

1.检查操作系统是否安装字体

#cd /usr/share
#ls

2.安装服务器字体

(1)#yum install fontconfig(centOS)

(2)#sudo apt-get -y install fontconfig(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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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dk 安装

1. 解压 tar 包到 yhuser

tar zxf jdk-11.0.2_linux-x64_bin.tar.gz -C /yhuser

2. 配置环境变量并使环境变量生效

vi ~/.bashrc，添加变量，source ~/.bashrc 使 jdk 环境变量生效

3. 查看 jdk 版本，输入 java -version

注：版本要求 jdk9 以上，优先推荐 jdk11，服务器系统最好不要使用 open jdk（使用 open jdk

有可能会因为服务器缺少字体库而导致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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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文字体安装

1.服务器/usr/share/fonts 目录下要放入中文字体（截图中这里放的是微软雅黑字体）。

2.永洪所使用的的 jdk 路径/lib/fonts 目录下也要放入中文字体，没有就新建该目录。

3.检查环境是否安装中文字体。

#fc-list :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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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服务器 chrome 浏览器安装

root 用户执行 yum install

https://dl.google.com/linux/direct/google-chrome-stable_current_x86_64.rpm 安装最新的

chrome。

注：安装 chrome 不一定只能用这个命令，别的方式可以安装上也是可以的，比如 yum

install google-chrome-stable --nogpgcheck 或者其他方式。

12.tomcat 最大连接数(产品安装后)

tmcat/conf/server.xml 这个文件，acceptCount 和maxThreads默认值是 200和 100，

需要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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