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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Linux Container 虛擬網路管理 

3.1 內定虛擬網路 (lxcbr0, iptables, dnsmasq) 

 

對於虛擬（雲端）系統平台來說，網路架構是否正確，連線功能是否正常，可是攸關整個虛

擬（雲端）系統平台能否發揮功能的重要關鍵，但早期的網路系統，大多利用網路硬體裝置，

如 實體的 Router、Switch，來串接各個網路區段的電腦群，或者是內部網路的連結，除了

建置成本高昂之外，還需要投入不少人力在維護網路硬體設備的運作，這對於一般中小企業

來說，若要架設一個公司專屬的私有雲，在經費與人力上，都是沈重的負擔。 

 

而若能善用 Linux 原生的虛擬網路，就可以達到大部分私有雲內部所需要的網路架構，這不

只是可以大大節省網路硬體設備的支出，更可以利用現有 Linux 系統的管理人力，直接管控

更多系統與網路的運作，讓架構公司內部的私有雲，成為了一種可能。 

 

不管是哪一套虛擬系統，只要是運作在 Linux 系統架構之內，所使用的虛擬網路，就是 

Linux 系統原生的虛擬網路架構（TAP/TUP, Bridge），LXC 也不例外，不過，這邊我們不著

重在介紹 Linux 原生的虛擬網路，而著眼在 LXC 內建的虛擬網路架構。 

 

與 Linux KVM 相同，LXC 安裝完成，預設就會產生一個  IP 分享器（此 IP 分享器包含以下

功能：Bridge + DHCP Server + NAT + Cache DNS Server），也就是 lxcbr0，這點，利用

以下指令就可以得知： 

 

$ brctl show 

 

 
 

由上圖就可以明顯看到 lxcbr0 的相關資訊，而這個 IP 分享器，除了扮演 Switch 的功能之

外，預設也提供了 NAT 與 DHCP 的功能，簡單來說，就是 lxcbr0 除了提供 Switch Hub 的

功能之外，也提供了 DHCP Server 與 DNS Cache ， 再透過 iptables 啟動 NAT 的功能，這

由以下指令可以來證明： 

 

$ sudo iptables -t nat -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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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可以發現在 Linux iptables 的 NAT table 內，加入了一筆 10.0.3.0/24 的資訊在 

POSTROUTING Chain 之內，這筆資訊，就是透過 iptables 啟動 NAT 轉址的功能，讓 LXC 

虛擬電腦可以利用內部的虛擬網路來與外部的網際網路溝通。 

 

而至於 DHCP Server 與 DNS Cache 的功能，則是透過〝dnsmasq〞這個套件來操控，這

點，一樣可以利用以下指令來看到 dnsmasq 的功能： 

 

$ ps aux | grep dnsmasq 

 

 
 

利用上述指令，就可以明顯看到 dnsmasq 啟動時，就分別啟用了 DHCP 與 DNS Cache 的

功能，讓 LXC 虛擬電腦可以透過 DHCP 的功能，取得一個內部網路的 IP 位址，而所謂的 

DNS Cache，簡單來說，就是 DNS Server，所以，dnsmasq 也能夠執行 DNS Server 的功

能，讓 LXC 虛擬電腦能夠透過此 DNS Cache 的功能，順利的執行網域名稱解析功能。 

 

3.2 修改預設網路組態檔 

 

透過〝ifconfig lxcbr0〞的指令，可以得知 LXC 內建 Bridge 的網路介面( lxcbr0)  IP 位址，

而由〝ps aux | grep dnsmasq〞的指令，也可以清楚看到 DHCP Server 所派發的 IP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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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知道 LXC 原生虛擬網路預設的 IP 區段為 10.0.3.0/24，那麼，這些資訊，可以修

改嗎？ 

 

當然可以，以上這些網路資訊，是 LXC 原生預設的網路設定組態，所以可以透過修改組態

檔的方式，來修改相關資訊，以符合實際應用的狀況，可以利用任一編輯器來開啟 LXC 的

網路組態檔： 

 

$ sudo vim /etc/default/lxc 

 

開啟檔案後，在檔案的最後面，就可以看到網路組態的相關設定值： 

 

 
 

那這邊我們就嘗試修改 LXC 內建的網路組態，依照原先網路組態的設定格式，新增修改的

網路組態設定值，並將原先的設定值給標註起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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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完成之後，將實體電腦（Host OS）重新開機，或者利用以下的指令，重新啟動 LXC 

的網路服務，讓 LXC 虛擬系統可以套用新的網路組態檔, 命令如下： 

 

 $ sudo service lxc-net restart 

 

LXC 的網路服務重新啟動後, 原先 iptables 設定還保留, 所以建議還是重新開機. 

 

重新開機之後，一樣利用以下指令，來查看 LXC 虛擬系統是否已經套用新的網路組態設定

值： 

 

$ ifconfig lxcbr0 

 

 
 

$ ps aux | grep dnsma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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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就可以明顯看到，不管是 lxcbr0 的網路組態，或者是 DHCP Server 的 IP 派發範圍，

都完整套用剛剛我們手動指定的網路組態設定值，因此，若再實際運用上，對於 IP 位址與 

DHCP Server 的相關設定有需求時，就可以利用修改網路組態檔的方式，以符合實際的需

求。 

 

測試異動後的網路組態 

 

雖然利用上述指令的方式，可以查詢到 lxcbr0 與 DHCP Server 的網路相關設定都已經套用

新的設定值，但實際上，LXC 內的虛擬電腦，是否也能夠取得正確的網路設定值呢？ 

 

首先，利用以下指令來啟動 LXC 虛擬電腦： 

 

$ sudo lxc-start -n myUS1204 -d（將 LXC 虛擬電腦丟到背景執行） 

$ sudo lxc-console -n myUS1204（利用 Console 的連線方式，進入在背景執行的虛擬電腦） 

 

登入電腦之後，再利用以下指令來查詢 myUS1204 這台虛擬電腦的網路設定： 

 

$ ifconfi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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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可以看到，myUS1204 這台虛擬電腦，由 DHCP Server 取得的 IP 位址為

〝10.0.100.216〞，正好落在剛剛設定檔內，指定 DHCP Server 派發的 IP 位置範圍之內，

而這也再次證實了，修改後的網路組態檔，可以完整套用到 LXC 的系統之內。 

 

但內部網路是否能夠相互溝通呢？我們可以再利用〝sudo lxc-create -t ubuntu -n 

ubuntu1204〞的指令，產生另外一台名稱為「ubuntu1204」的 LXC 虛擬電腦，開機之後，

一樣先利用〝ifconfig -a〞的指令，查看 ubuntu1204 這台虛擬電腦的網路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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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預設 LXC 虛擬電腦是透過  dnsmasq 這個套件所產生的 DHCP 

Server，取得相關的網路設定值，而在前面的步驟中，我們手動將 DHCP Server 派發的 IP 

位址範圍調整為 10.0.100.200 ～ 10.0.100.250，圖中的資訊，也確實顯示所取得的 IP 位址

是落在此範圍內。 

 

現在嘗試手動設定 ubuntu1204 這台 LXC 虛擬電腦的 IP 位址，利用任一編輯器開啟網路組

態設定檔： 

 

$ sudo vim /etc/network/interfaces 

 

檔案開啟之後，將原本預設的 dhcp，修改為 static ，也就是手動指定網路組態，並將相關

設定值設定好，如下圖： 

 

 
 

設定好之後，可以重新開機，或是利用以下指令來重新套用網路設定值： 

 

$ sudo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網路重新套用之後，一樣利用〝ifconfig -a〞的指令，來看看手動設定的網路組態是否有套

用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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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手動指定的 IP 位址正確套用之後，利用以下指令，來確認內部網路是否可以正常連結： 

 

$ ping -c 3 10.0.100.216（此為第一台 LXC 虛擬電腦，也就是 myUS1204 的 IP 位址） 

 

 
 

有上圖可以看到，內部網路可以正常溝通連結，那外部網路（網際網路）呢？一樣可以利用

以下指令來確認： 

 

$ ping -c 3 168.95.1.1 

$ ping -c 3 www.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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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不只可以連結到網際網路，連網址也都可以 ping 到，這也表示 dnsmasq 套

件的 DNS Cache（DNS Server）的功能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3.3 使用 (連接) 自定的 Bridge 

 

雖然 LXC 原生的虛擬網路提供了一個功能完整的 IP 分享器（Bridge、DHCP Server、DNS 

Cache、NAT），但可能在某些實際的狀況下，我們並不需要，可能也不希望提供如此完整

的網路功能，例如，當我們需要一個封閉的網路區段來做測試環境時，在不修改、異動 

LXC 原生網路設定的前提之下，若直接使用 LXC 原生的網路架構，並無法提供我們所需要

的網路環境。 

 

所以，若使用 LXC 架構的虛擬電腦，且還要達到如上述情境的網路架構（封閉的網路區段），

則勢必是需要另外再產生一個封閉的網路區段，那該怎麼做呢？其實，就只需要另外產生一

個 Bridge ，就可以將測試環境內的虛擬電腦，全部整合在此 Bridge 的封閉網路區段內，而

具體的步驟如下： 

 

步驟1：手動建立 Bridge 

 

這邊所謂的手動產生 Bridge，就是利用 Linux 內建的虛擬網路，來建立一個 Bridge 網路設

備，這就需要安裝「bridge-utils」這個橋接（Bridge）套件，不過，因為最初在安裝 LXC 

的時候，預設就會將此套件安裝到系統之內，所以就可以直接使用，而建立 Bridge 的指令如

下： 

 

$ sudo brctl addbr b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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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r01」就是手動新增 Bridge 的名稱，可以自訂，建立之後，利用以下指令來檢視系

統 Bridge 介面的資訊： 

 

$ brctl show 

 

 
 

由圖中就可以清楚看到，手動產生的 br01 與 LXC 原生虛擬網路中的 lxcbr0，同樣都是屬於 

Bridge 網路設備，而因為目前並沒有啟動任何一台虛擬電腦，所以兩個 Bridge網路設備後

方 interface 的欄位都是空白的。 

 

手動產生 br01 這個 Bridge網路設備之後，要使用之前，必須先將此網路設備啟動，啟動的

指令如下： 

 

$ sudo ifconfig br01 0.0.0.0 up（或者，〝sudo ifconfig br01 up〞也是一樣的） 

 

Bridge網路設備啟動之後，在利用指令來查看介面的啟動狀態： 

 

$ ifconfig br01 

 

 
 

確認 Bridge網路設備啟動之後，接下來就可以準備將虛擬電腦給加入（連結）到此 Bridge

網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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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修改 LXC 虛擬電腦的設定檔 

 

修改 LXC 虛擬電腦的設定檔，主要是為了修改預設使用的 Bridge網路設備，那 LXC 虛擬

電腦的設定檔，是放在什麼地方呢？可以利用以下指令，來清楚看到 LXC 虛擬電腦的檔案

結構： 

 

$ tree -L 2 /var/lib/lxc 

 

 
 

由圖中可以看到，目前筆者的實體電腦（Host OS）內，擁有三台 LXC 虛擬電腦，名稱分

別為「myUS1204」、「myUS1204BAK」與「ubuntu1204」，其中，每台 LXC 虛擬電腦內的

「config」，就是虛擬電腦的設定檔。 

 

用任一編輯器開啟「config」設定檔，記得，開啟此檔案需要有超級管理員的權限，檔案開

啟之後，其內容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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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檔內定義了非常多的設定值（參數），在這邊我們將焦點放在「lxc.network」的字串上

面，而此字串後面掛載的設定值，都是跟網路相關的設定資訊，例如，「lxc.network.hwaddr」

後面的資訊，就是此 LXC 虛擬電腦內，（虛擬）網路卡的 Mac Address。 

 

因為我們要使用自訂的 Bridge網路設備 (br01)，所以，要關注的地方，就是

「lxc.network.link」這個欄位的設定值，系統預設使用的就是 LXC 內建虛擬網路的 Bridge

網路設備，也就是「lxcbr0」，這邊，可以直接將「lxcbr0」修改為我們自訂的「br01」，或

者是直接將此行備註起來，再重新寫一行新的資訊，另外，因為我們並沒有利用「dnsmasq」

這個套件來讓「br01」擁有 DHCP Server 的功能，所以連接「br01」這個 Bridge網路設備

的虛擬電腦，開機之後是無法取得 IP 等相關的網路資訊，因此，需要再加入

「lxc.network.ipv4 = 172.16.100.100/24」這行 IP 位址宣告，給連結在「br01」上的 LXC 

虛擬電腦來使用，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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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成之後，存檔後退出設定檔，就完成了 LXC 虛擬電腦網路設定參數的修改。 

 

步驟3：測試內部網路連線 

 

設定檔設定完成且存檔之後，接下來就將此 LXC 虛擬電腦開機，不過，開機之後，要登入 

LXC 虛擬電腦的時候，可能會遇到如下圖的狀況，然後會維持一小段時間（約 2~3 分鐘）

而無法登入 LXC 虛擬電腦：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其實原因在於系統開機的過程中，會去檢測網路狀況，並嘗試由 DHCP 

Server 取的網路相關設定值，但是因為「br01」是手動設定的 Bridge網路設備，也沒有利

用「dnsmasq」這個套件來讓「br01」擁有 DHCP Server 的功能，所以作業系統在開機的

過程中，就會花費時間在這檢測的過程中，系統因此會有開機延遲的狀態。 

 

登入系統之後，馬上查詢 LXC 虛擬電腦的網路設定： 

 

$ ifconfi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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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可以明顯看到，「myUS1204」這台 LXC 虛擬電腦的網路 IP 位址，就是剛剛在

「config」設定檔內寫入的  IP 位址。 

 

不過，若只有一台虛擬電腦，實在也看不出「br01」這個 Bridge網路設備的功能，所以在

這邊就在利用相同的方式，來修改另外一台 LXC 虛擬電腦的「config」設定檔，並將 IP 位

址指定為「172.16.100.200/24」，如下圖： 

 

 
 

將此 LXC 虛擬電腦開機之後，一樣利用〝ifconfig -a〞的指令，來查看 IP 設定值有無設定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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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兩台虛擬電腦的 IP 設定值都有成功設定之後，接下來，也就是驗證「br01」是否有好

好扮演 Bridge網路設備的功能，驗證的方式，就是兩台 LXC 虛擬電腦互相 ping 對方的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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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對方都有回應，就表示「br01」這個 Bridge網路設備，成功的將這兩台 LXC 虛擬電腦

給 Bridge 在一起了。 

 

另外，也可以利用以下指令，來查詢兩台 LXC 虛擬電腦的（虛擬）網路卡，是否確實與

「br01」給橋接（Bridge）在一起： 

 

$ brctl show 

 

 
 

查詢之後，可以清楚看到「br01」在 「interfaces」的欄位上，有兩筆資訊，而這也正是這

兩台啟動的 LXC 虛擬電腦的（虛擬）網路卡，而因為我們並沒有特別替 LXC 虛擬電腦準備

手動設定的（虛擬）網路卡，所以 LXC 虛擬系統在虛擬電腦啟動之後，會指定一張 Tap 虛

擬網路卡給 LXC 虛擬電腦使用，名稱則是隨機產生的。 

 

利用這種方式，就可以很輕易的就建構出一個獨立的封閉網路區段來當做測試區，也就不會

受到外部網路影響，或者是影響到外部網路的運作了，最重要的是，不需要真的特意再準備

一台硬體的 Bridge網路設備 ，不但省電、省力、省錢，還省空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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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定 IP 分享器 

檢視與設定 Bridge 網路設備 

 

知道了如何手動建立一個具有封閉網路功能的 Bridge網路設備，並且可以藉由 Bridge 的功

能，讓連結到此 Bridge網路設備上的 LXC 虛擬電腦，都可以相互溝通連線。 

 

然而，無非是有特殊的需求，或是安全性上的考量，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Bridge網路設備 

內的 LXC 虛擬電腦，還是有連結到網際網路的需求，例如，系統更新，上傳或下載資料...

等，而 Bridge網路設備若能提供這樣的功能，差不多就可以稱之為「IP 分享器」了。 

 

是的，現在我們就要來加強 Bridge 網路設備 的功能，讓他搖身一變，變身為「IP 分享器」，

而在進行任何設定之前，先利用以下指令來查看目前 Bridge網路設備的資訊： 

 

$ brctl show 

 

 
 

「br01」就是我們手動建立的 Bridge 介面，也就是 Bridge網路設備 的主體，而在 

interfaces 的欄位上，可以看到有兩張虛擬網路卡連結在此 Bridge網路設備上，這表示目前

有兩台 LXC 虛擬電腦連結到此 Bridge網路設備上面，且正處在開機狀態。 

 

再利用〝ifconfig br01〞來查看 br01 的網路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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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可以看到，br01 是啟動的狀態，但是卻沒有任何的網路設定組態，原因在於當初設定

（建立） br01 的時候，只希望提供 Bridge網路設備 的功能，也就是讓連結到此 Bridge網

路設備上的 LXC 虛擬電腦可以相互溝通連線，因此，只需要此介面啟動，提供 Bridge 的功

能即可。 

 

不過，現在要將 Bridge網路設備升級為 IP 分享器，br01 可就不只是提供 Bridge網路設備 

的功能，還要負擔對網際網路溝通的「窗口」，也就是「Default Gateway」，因此就必須幫 

br01 設定一組 IP 位址，指令如下： 

 

$ sudo ifconfig br01 172.16.100.254 up（若 br01 已經啟動了，就可以省略 up 的參數） 

 

 
 

 

啟動 NAT 轉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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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Switch Hub 原本是將所有連結在上面的 LXC 虛擬電腦，設定在一個封閉的網路區段內，

也因此，每台 LXC 虛擬電腦都是利用私有 IP 在相互連結，但若是需要與網際網路連結，那

勢必就需要透過 NAT 轉址的方式，讓封閉網路內的 LXC 虛擬電腦，可以連結到網際網路上

面。 

 

而在 Linux 系統內，要實現 NAT 轉址的功能，當然就需要透過「iptables」才行，也因此，

要讓 br01 這個 Bridge網路設備 內的 LXC 虛擬電腦可以夠過 NAT 轉址的方式連結到外部網

路，需要設定的指令如下： 

 

$ sudo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o eth0 -s 172.16.100.0/24 -j MASQUERADE 

 

輸入完成，按下 Enter 鍵之後，再利用以下指令來查詢設定值是否正確： 

 

$ sudo iptables -t nat -L -n 

 

 
 

確認設定值設定無誤之後，就完成了 NAT 轉址功能的設定。 

 

設定預設閘道（Default Gateway） 

 

NAT 轉址功能設定完成之後，LXC 虛擬電腦就可以上網了嗎？當然還不行，還需要回到 

LXC 虛擬電腦內，針對虛擬電腦的系統做點設定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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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在 LXC 虛擬電腦內設定什麼呢？其實，就是要設定「default gateway」，因為最初我們

只有在虛擬電腦的「config」檔案內，指定 IP 位址，且最初因為 LXC 虛擬電腦是處在內部

的封閉網路區段內，也並不需要刻意指定 default gateway，就可以讓相同網路區段內的 

LXC 虛擬電腦相互溝通，但是現在因為跟外部網網路（網際網路）連線，這時就需要設定

對外連線的「窗口」（ br01 ），也就是 default gateway，才能讓整個網路線運作正常。 

 

在 LXC 虛擬電腦內設定 default gateway 的指令如下： 

 

$ sudo route add default gateway 172.16.100.254 

 

設定完成之後，再利用以下指令查看設定值是否正確： 

 

$ route -n 

 

 
 

確認設定值正確寫入之後，再另用以下指令，來檢測是否可以連結到外部網路（網際網路）： 

 

$ ping -c 3 168.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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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可以正確聯繫到外部網路，就表示 Bridge網路設備 已經變成一個 IP 分享器了。 

 

文後，要提醒大家一下，因為最初我們是嘗試在 LXC 虛擬電腦內指定 IP 位址，因此，除了 

IP 位址之外，我們就沒有再額外輸入任何的網路設定值，像是 Default Gateway，也是直到

上面的步驟中，才手動再額外設定的，所以，若是現在改 ping 網址（ 如〝ping -c 3 

www.google.com.tw〞），就會發現並無法 ping 到指定的網址，而這只是因為沒有設定 DNS 

Server 而已，也因此，若是再此時，需要讓 LXC 虛擬電腦擁有完整的網路功能，最好的作

法，就是到回到 LXC 虛擬電腦的系統內，直接修改〝/etc/network/interface〞的檔案，設定

虛擬網路卡為 static 的模式，並輸入完整的網路設定值，重新啟動網路之後，就可以擁有完

整的網路功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