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 5  配置与管理 DHCP 服务器 

项目描述： 

某高校已经组建了学校的校园网，然而随着笔记本电脑的普及，教师移动办公以及学生 

移动学习的现象越来越多， 当计算机从一个网络移动到另一个网络时， 需要重新获知新网络的 
IP 地址、网关等信息，并对计算机进行设置。这样，客户端就需要知道整个网络的部署情况， 

需要知道自己处于哪个网段、哪些 IP 地址是空闲的，以及默认网关是多少等信息，不仅用户 

觉得烦琐，也为网络管理员规划网络、分配 IP 地址带来了困难。网络中的用户希望无论处于 

网络中什么位置，都不需要配置 IP 地址、默认网关等信息就能够上网。这就需要在网络中部 

署 DHCP 服务器。 

在完成该项目之前，首先应当对整个网络进行规划，确定网段的划分以及每个网段可能 

的主机数量等信息。 

项目目标： 

l 了解 DHCP 服务器在网络中的作用 

l 了解 DHCP 服务的工作原理 

l 掌握 DHCP 服务器的基本配置 

l 掌握 DHCP 客户端的配置和测试 

l 理解在网络中部署 DHCP 服务器的解决方案 

l 掌握 DHCP 服务器中继代理的配置 

5.1  相关知识 

5.1.1  配置 TCP/IP 参数的两种方法 

在  TCP/lP 网络中，每台计算机要想进行通信，存取网络上的资源，都必须配置  TCP/IP 
参数，一些主要的 TCP/IP 参数如  l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DNS 服务器等是必不可少 

的。配置这些参数有两种方法： 

l 手工配置 

l 自动分配（自动向 DHCP 服务器获得 IP 地址） 

手工配置 TCP/IP 参数是一些网络管理员习惯使用的方法。通常，网络管理员需要创建一 

张详细的配置清单，并将其带在身上或存放在计算机上，以便于随时查阅并配置 IP 地址、子 

网掩码以及默认网关和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可行，但却相当费时且容易 

配置与管理 DHCP 服务器 5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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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

自动分配 TCP/IP 参数可以避免因手工配置带来的如工作量大、费时、易出错、地址易冲 

突等诸多问题，只需部署一台提供自动分配 TCP/IP 参数的服务器，其他计算机则无需配置或 

进行极为简单的配置就可以上网。我们把这种服务器称为 DHCP 服务器，动态获得 IP 地址的 

计算机就是 DHCP 客户端。 

5.1.2  什么是 DHCP 

DHCP  全称是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是由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nternet 工程任务组）设计开发的，专门用于为 TCP/IP 网络 

中的计算机自动分配 IP 地址，并完成 TCP/IP 参数（包括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以及 
DNS 服务器等）配置的协议。 

DHCP 服务器能够从预先设置的 IP 地址池中自动给主机分配 IP 地址， 它不仅能够解决 IP 
地址冲突的问题，也能及时回收 IP 地址以提高 IP 地址的利用率。 

5.1.3  何时使用 DHCP 服务 

在实际工作中，通常在下列情况下需要采用 DHCP 服务器来自动分配 TCP/IP 参数： 

（1）网络的规模较大，网络中需要分配 IP 地址的主机较多，特别是要在网络中增加和删 

除网络主机或者要重新配置网络时， 手工配置的工作量很大， 而且常常会因为用户不遵守规则 

而出现错误，导致 IP 地址的冲突等，这时可以采用 DHCP 服务。 

（2）网络中的主机多，而  IP 地址不够用，这时也可以使用 DHCP 服务器来缓解这一问 

题。例如某个网络上有 260 台计算机，采用静态 IP 地址时，每台计算机都需要预留一个 IP 地 

址，即共需要 260 个 IP 地址，但可用的 IP 地址只有 254 个，若采用手工配置，永远有 6 台计 

算机无法接入网络，然而实际工作中，这 260 台计算机并不可能同时开机，使用 DHCP 恰好 

可以调节 IP 地址的使用。但这种情况对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来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 ISP 有 100000 个用户，是否需要 100000 个 IP 地址？因此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使用 DHCP 服务。我们利用拨号上网实际上就是从  ISP 那里动态获 

得了一个公有的 IP 地址。 

（3）一些主机（例如采用无线或有线技术接入的笔记本电脑或 PDA）在不同的子网中移 

动时，可以通过 DHCP 在移动到某一个子网时自动获得该子网的 IP 地址，无需做任何额外的 

配置，从而满足了移动用户的需求。报告厅、餐厅、宾馆等移动用户流动较大的公共场所通常 

采用 DHCP 服务器分配 IP 地址。 

5.1.4    DHCP 服务的工作过程 

1．DHCP 工作站第一次登录网络 

当 DHCP 客户机第一次登录网络时，主要通过 4 个阶段与 DHCP 服务器建立联系，如图 
51 所示。 

（1）DHCP 客户机发送 IP 租约请求 

当 DHCP 客户机第一次启动时由于客户机此时没有 IP 地址，也不知道服务器的 IP 地址， 

因此客户机在当前的子网中以 0.0.0.0 作为源地址，以 255.255.255.255 作为目标地址向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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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广播 DHCP  Discover 报文，申请一个 IP 地址。DHCP  Discover 报文中还包括客户机的 
MAC 地址和主机名。 

图 51  DHCP的工作过程 

（2）DHCP 服务器提供 IP 地址 
DHCP 服务器收到 DHCP Discover 报文后， 将从地址池中为它提供一个尚未被分配出去的 

IP 地址，并把提供的 IP 地址暂时标记为“不可用” 。服务器使用广播将 DHCP Offer 报文送回 

给客户机，DHCP  Offer 报文中包含的信息如图 52 所示。如果网络中包含有不止一个 DHCP 
服务器，则客户机可能收到好几个 DHCP Offer 报文，客户机通常只承认第一个 DHCP Offer。 

D DH HC CP PO OF FF FE ER R 

D DH HC CP PD DI IS SC CO OV VE ER R 

Source IP Address = 0.0.0.0 
Dest. IP Address = 255.255.255.255 
Hardware Address = 08004.... 

Source IP Address = 192.168.0.108 
Dest. IP Address = 255.255.255.255 
Offered IP Address = 192.168.0.77 
Client Hardware Address = 08004... 
Subnet Mask = 255.255.255.0 
Length of Lease = 8 days 
Server Identifier = 192.168.0.108 

DHCP客户机  DHCP服务器 

图 52  DHCP请求和提供 

DHCP 客户机将等待 1 秒，若 DHCP 客户机未能得到 DHCP 服务器提供的地址，将分别 

以 2 秒、4 秒、8 秒和 16 秒的时间间隔重新广播四次，若还没有得到 DHCP 服务器的响应， 

则 DHCP 客户机将以 0～1000 毫秒内的随机时间间隔再次发出广播请求租用 IP 地址。 

如果 DHCP 客户机经过上述努力仍未能从任何 DHCP 服务器端获得 IP 地址， 则可能发生 

以下两种情况之一： 

客户机将使用保留的 B类地址 169.254.0.1～169.254.255.254 范围中的一个。 

① 如果客户端使用的是 Windows  2000 及后续版本，并且 Windows 操作系统将自动设置 
IP 地址的功能处于激活状态， 那么客户端将自动从 Microsoft 保留 IP 地址段中选择一个自动私 

DHCP 客户机  DHCP 服务器 

IP 租约请求 

IP 租约提供 

IP 租约选择 

IP 租约确认 

DHCP 客户机  DH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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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址（Automatic Private IP Address，APIPA）作为自己的 IP 地址。自动私有 IP 地址的范围 

是  169.254.0.1～169.254.255.254。使用自动私有  IP 地址，在 DHCP 服务器不可用时，DHCP 
客户端之间仍然可以利用私有 IP 地址进行通信。所以，即使在网络中没有 DHCP 服务器，计 

算机之间仍能通过网上邻居发现彼此。 

② 如果使用其他的操作系统或自动设置 IP 地址的功能被禁止，则客户机无法获得 IP 地 

址，初始化失败。但客户机在后台每隔 5 分钟发送四次 DHCPDiscover 信息直到它收到 DHCP 
Offer 信息。 

（3）DHCP 客户机进行 IP 租约选择 

客户机收到 DHCP  Offer 后，向服务器发送一个包含有关 DHCP 服务器提供的 IP 地址的 
DHCP Request 报文。如果客户机没有收到 DHCP Offer 报文并且还记得以前的网络配置，此时 

可以使用以前的网络配置（如果该配置仍然在有效期限内）。 

（4）DHCP 服务器 IP 租约认可 
DHCP 服务器在收到  DHCP Request 信息后，立即发送 DHCP Ack确认信息，以确定此 

租约成立，且此信息中还包含其他 DHCP 选项信息，如图 53所示。 

D DH HC CP PR RE EQ QU UE ES ST T 
Source IP Address = 0.0.0.0 
Dest. IP Address = 255.255.255.255 
Requested IP Address = 192.168.0.77 
Hardware Address = 08004.... 
Server Identifier = 192.168.0.108 

D DH HC CP PA AC CK K 

Source IP Address = 192.168.0.108 
Dest. IP Address = 255.255.255.255 
Offered IP Address = 192.168.0.77 
Client Hardware Address = 08004... 
Subnet Mask = 255.255.255.0 
Length of Lease = 8 days 
Server Identifier = 192.168.0.108 
DHCP Option: Router = 192.168.0.1 

DHCP客户机  DHCP服务器 

图 53  DHCP选择与确认 

客户机接收到包含配置参数的 DHCP Ack报文， 利用 ARP 检查网络上是否有相同的 IP 地 

址。如果检查通过，则客户机接受这个 IP 地址及其参数。如果发现有问题，客户机向服务器 

发送 DHCP Decline信息，并重新开始新的配置过程。服务器收到 DHCP Decline信息后，将该 

地址标记为“不可用” 。 
2．DHCP 工作站第二次登录网络 
DHCP 客户机获得 IP 地址后再次登录网络时，就不需要再发送 DHCP  Discover 报文了， 

而是直接发送包含前一次所分配的 IP 地址的 DHCP Request 报文。 当 DHCP 服务器收到 DHCP 
Request 报文，会尝试让客户机继续使用原来的 IP 地址，并回答一个 DHCP Ack（确认信息） 

报文。

如果 DHCP 服务器无法分配给客户机原来的 IP 地址，则回答一个 DHCP  NAck（不确认 

信息）报文。当客户机接收到 DHCP NAck报文后，就必须重新发送 DHCP Request 报文来请 

求新的 IP 地址。 

DHCP 客户机  DH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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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HCP 租约的更新 
DHCP 服务器将 IP 地址分配给 DHCP 客户机后，有租用时间的限制，DHCP 客户机必须 

在该次租用过期前对它进行更新。客户机在  50％租借时间过去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开始请 

求 DHCP 服务器更新当前租借，如果 DHCP 服务器应答则租用延期。如果 DHCP 服务器始终 

没有应答，在有效租借期的  87.5％时，客户机应该与任何一个其他的 DHCP 服务器通信，并 

请求更新它的配置信息。如果客户机不能和所有的 DHCP 服务器取得联系，租借时间到期后， 

它必须放弃当前的 IP地址， 并重新发送一个DHCPDiscover报文开始上述的 IP地址获得过程。 

客户端可以主动向服务器发出 DHCP Release报文，将当前的 IP 地址释放。 

5.2  项目设计与准备 

5.2.1  项目设计 

部署 DHCP 之前应该先进行规划，明确哪些 IP 地址用于自动分配给客户端（即作用域中 

应包含的 IP 地址），哪些 IP 地址用于手工指定给特定的服务器。例如，在本项目中，将 IP 地 

址 192.168.2.10～200/24用于自动分配， 将 IP地址 192.168.2.104/24预留给需要手工指定TCP/IP 
参数的服务器，将 192.168.2.100 用作保留地址等。 

用于手工配置的 IP 地址，一定要采用已经排除掉的 IP 地址或者地址池之外 

的 IP 地址，否则会造成 IP 地址冲突。请思考，为什么？ 

5.2.2  项目准备 

部署 DHCP 服务应满足下列需求： 

（1）安装 Linux 企业服务器版，用作 DHCP 服务器。 

（2）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DNS 服务器等 TCP/IP 参数必须手工指定，否 

则将不能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3）DHCP 服务器必须要拥有一组有效的 IP 地址，以便自动分配给客户端。 

5.3  项目实施 

任务 1  安装 DHCP 服务 

本节主要介绍 DHCP 服务的安装、配置与启动等内容。 

与 DHCP 服务相关的软件包有以下几个： 

l  dhcp*：DHCP 服务器软件包。 

l  dhclient*：DHCP 客户端软件包。 

l  dhcpdevel*：DHCP 开发工具。 

（1）首先检测下系统是否已经安装了 DHCP 相关软件。 
[root@server ～]# rpm  qa | grep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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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v6_client1.0.1016.el5 
（2）将第 3张系统光盘放入光驱，挂载到/mnt/dhcp 目录，然后安装 DHCP 主程序。 
[root@server ～]# mkdir        /mnt/dhcp  ;创建挂载目录. 
[root@server ～]# mount    /dev/cdrom      /mnt/dhcp  ;挂载到/mnt/dhcp目录 
[root@server ～]# cd        /mnt/dhcp/Server 
[root@server ～]# dir      dhcp*.* 
[root@server ～]# rpm  ivh  dhcp3.0.518.el5.i386.rpm 
（3） 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安装 DHCP 服务器开发工具软件包和 DHCP 的 IPv6 扩展工具。 

由于软件包都在第 3张系统安装盘上，不用再重新挂载。 
[root@server ～]# rpm  ivh  dhcpdevel3.0.518.el5.i386.rpm 
[root@server ～]# rpm  ivh  dhcpv61.0.1016.el5.i386.rpm 
（4）安装完后我们再次查询，发现已安装成功。 
[root@server ～]# rpm  qa | grep  dhcp 
dhcpv6_client1.0.1016.el5.i386.rpm 
dhcp3.0.518.el5.i386.rpm 
dhcpdevel3.0.518.el5.i386.rpm 
dhcpv61.0.1016.el5.i386.rpm 

任务 2  DHCP 常规服务器配置 

基本的 DHCP 服务器搭建流程如下所示： 

（1）编辑主配置文件 dhcpd.conf，指定 IP 作用域（指定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范围）。 

（2）建立租约数据库文件。 

（3）重新加载配置文件或重新启动 dhcpd服务使配置生效。 
DHCP 工作流程如图 54 所示。 

图 54    DHCP工作流程 

① 客户端发送广播向服务器申请 IP 地址。 

② 服务器收到请求后查看主配置文件  dhcpd.conf，先根据客户端的 MAC 地址查看是否 

为客户端设置了固定 IP 地址。 

③ 如果为客户端设置了固定 IP 地址则将该 IP 地址发送给客户端。如果没有设置固定 IP 
地址，则将地址池中的 IP 地址发送给客户端。 

④ 客户端收到服务器回应后，给予服务器回应，告诉服务器已经使用了分配的 IP地址。 

⑤ 服务器将相关租约信息存入数据库。 
1．主配置文件 dhcpd.conf 
（1）dhcpd.conf主配置文件组成部分 

l  parameters（参数） 

主配置文件 
dhcpd.conf 

DHCP 服务器 

租约数据库文件 

客户端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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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eclarations（声明） 

l  option（选项） 

（2）dhcpd.conf主配置文件整体框架 
dhcpd.conf包括全局配置和局部配置。 

全局配置可以包含参数或选项，该部分对整个 DHCP服务器生效。 

局部配置通常由声明部分来表示，该部分仅对局部生效，比如只对某个 IP 作用域生效。 
dhcpd.conf文件格式： 
#全局配置 

参数或选项;  #全局生效 
#局部配置 

声明  { 
参数或选项;  #局部生效 
} 

当  DHCP  主程序包安装好后会自动生成主配置文件的范本文件/usr/share/doc/dhcp3.0.5/ 
dhcpd. conf.sample。 

而在/etc目录下会建立一个空白的 dhcpd.conf主配置文件。 

现在我们将范本配置文件复制到/etc目录下替换掉空白的 dhcpd.conf主配置文件。 
[root@server ～]# cp    /usr/share/doc/dhcp3.0.5/dhcpd.conf.sample      /etc/dhcpd.conf 

显示是否覆盖时，选择 y。 
DHCP 范本配置文件内容包含了部分参数、声明以及选项的用法，其中注释部分可以放在 

任何位置，并以“#”号开头，当一行内容结束时，以“;”号结束，大括号所在行除外，如图 
55 所示。 

图 55  DHCP范本文件内容 

可以看出整个配置文件分成全局和局部两个部分。但是并不容易看出哪些属于参数，哪 

些属于声明和选项。 
2．常用参数介绍 

参数主要用于设置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动作或者是否执行某些任务，比如设置 IP 地址租约 

时间、是否检查客户端所用的 IP 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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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参数使用说明如下： 

（1）ddnsupdatestyle（none|interim|adhoc） 

作用：定义所支持的 DNS 动态更新类型。 
none：表示不支持动态更新。 
interim：表示 DNS 互动更新模式。 
adhoc：表示特殊 DNS 更新模式。 

这个选项是必选参数，配置文件中必须包含这个参数并且要放在第 1 行。 

（2）ignore clientupdates 
作用：忽略客户端更新。 

这个参数只能在服务器端使用。 

（3）defaultleasetime number(数字) 
作用：定义默认 IP 租约时间。 
defaultleasetime    21600; 
（4）maxleasetime number(数字) 
作用：定义客户端 IP 租约时间的最大值。 
maxleasetime    43200; 

（3）、（4）项都是以秒为单位的租约时间，既可以作用在全局配置中，也可 

以作用在局部配置中。 

3．常用声明介绍 

声明一般用来指定 IP 作用域、定义为客户端分配的 IP 地址池等。 

声明格式如下： 

声明  { 
选项或参数; 

} 
常见声明的使用介绍如下： 

（1）subnet 网络号  netmask 子网掩码  {……} 
作用：定义作用域，指定子网。 
subnet    192.168.0.0      netmask      255.255.255.0    { 

…… 
} 

网络号必须与 DHCP 服务器的网络号相同。 

（2）range dynamicbootp  起始 IP 地址 结束 IP 地址 

作用：指定动态 IP 地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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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dynamicbootp      192.168.0.100      192.168.0.200 

可以在 subnet声明中指定多个 range， 但多个 range所定义的 IP范围不能重复。 

4．常用选项介绍 

选项通常用来配置 DHCP 客户端的可选参数， 比如定义客户端的 DNS 地址、 默认网关等。 

选项内容都是以 option关键字开始的。 

常见选项使用说明如下： 

（1）option routers  IP 地址 

作用：为客户端指定默认网关。 
option routers      192.168.0.1 
（2）option subnetmask  子网掩码 

作用：设置客户端的子网掩码。 
option subnetmask        192.168.0.1 
（3）option domainnameservers  IP 地址 

作用：为客户端指定 DNS 服务器地址。 
option    domainnameservers        192.168.0.3 

（1） 、 （2） 、 （3）项既可以用在全局配置中，也可以用在局部配置中。 

5．租约数据库文件 

租约数据库文件用于保存一系列的租约声明，其中包含客户端的主机名、MAC 地址、分 

配到的 IP 地址，以及 IP 地址的有效期等相关信息。这个数据库文件是可编辑的 ASCII格式文 

本文件。每当发生租约变化的时候，都会在文件结尾添加新的租约记录。 
DHCP 刚安装好后租约数据库文件 dhcpd.leases 是个空文件。 

当 DHCP 服务正常运行后就可以使用 cat 命令查看租约数据库文件内容。 
cat      /var/lib/dhcpd/dhcpd.leases 
6．DHCP 的启动与停止 

（1）DHCP 服务启动 
[root@server ～]# services  dhcpd  start 
#或者 
[root@server ～]# /etc/rc.d/init.d/dhcpd  start 
（2）DHCP 服务停止 
[root@server ～]# services  dhcpd  stop 
#或者 
[root@server ～]# /etc/rc.d/init.d/dhcpd  stop 
（3）DHCP 服务重启 
[root@server ～]# services  dhcpd  restart 
#或者 
[root@server ～]# /etc/rc.d/init.d/dhcpd  restart 
（4）自动加载 DHCP 服务 

①  chk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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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级别 3自动加载 dhcpd服务： 
[root@server ～]# chkconfig  level  3  dhcpd on 

运行级别 3关闭自动加载 dhcpd服务： 
[root@server ～]# chkconfig  level  3  dhcpd off 
②  ntsysv 
[root@server ～]# ntsysv 
如图 56所示，选中 dhcpd选项，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 

设置，即可自动加载 dhcpd服务。 
7．IP 地址绑定 

在 DHCP 中的 IP 地址绑定用于给客户端分配固定 IP 地址。 

比如服务器需要使用固定 IP 地址就可以使用 IP 地址绑定， 通过 
MAC 地址与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为指定的物理地址计算机分配 

固定 IP 地址。 

整个配置过程需要用到  host  声明和  hardware、fixedaddress 
参数。

（1）host  主机名  {......} 
作用：用于定义保留地址。 
host    computer1 

该项通常搭配 subnet 声明使用。 

（2）hardware  类型 硬件地址 

作用：定义网络接口类型和硬件地址。常用类型为以太网（ethernet） ，地址为 MAC 地址。 
hardware  Ethernet  3a:b5:cd:32:65:12 
（3）fixedaddress  IP 地址 

作用：定义 DHCP 客户端指定的 IP 地址。 
fixedaddress      192.168.0.254 

（2）、（3）项只能应用于 host 声明中。 

任务 3  完成 DHCP 简单配置的应用案例 

技术部有 60台计算机， IP地址段为 192.168.0.1～192.168.0.254， 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 

网关为  192.168.0.1，192.168.0.2～192.168.0.30 网段地址是服务器的固定地址，客户端可以使 

用的地址段为 192.168.0.100～192.168.0.200，其余剩下的 IP 地址为保留地址。 

（1）定制全局配置和局部配置，局部配置需要把  192.168.0.0/24 网段声明出来，然后在 

该声明中指定一个  IP 地址池，范围为  192.168.0.100～192.168.0.200，分配给客户端使用，最 

后重新启动 dhcpd服务让配置生效。配置结果如图 57 所示。 

（2）配置完后保存退出并重启 dhcpd服务。 
[root@server ～]# service dhcpd restart 

图 56  服务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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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简单配置应用案例 

（3）配置完成进行测试。 

如果在真实网络中，应该不会出问题。但如果您用的是 VMware  7.0 或其他 

类似版本， 虚拟机中的Windows 客户端可能会获取到 192.168.79.0网络中的 

一个地址，与我们的预期目标相背。这种情况，需要关闭 VMnet8 和 VMnet1 
的 DHCP 服务功能。解决方法如下。 

在 VMware主窗口中，依次单击 Edit→Virtual Network Editor，打开“虚拟网络编辑器” 

窗口，选中 VMnet1 或 VMnet8，去掉对应的 DHCP 服务启用选项，如图 58 所示。 

图 58  虚拟网络编辑器 

（4）查看租约数据库文件，如图 59 所示。 
[root@server ～]# cat  /var/lib/dhcpd/dhcpd.l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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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Windows客户从 Linux DHCP服务器上获取了 IP地址 

任务 4  完成 DHCP 服务器配置保留地址的应用案例 

某公司有  200  台计算机，采用  192.168.0.0/24  网段给技术部使用，路由器  IP  地址为 
192.168.0.1，DNS 服务器 IP 地址为 192.168.0.2，DHCP 服务器为 192.168.0.3，客户端地址范 

围为 192.168.0.100～192.168.0.200，子网掩码为 255.255.255.0，技术总监 CIO 使用的固定 IP 
地址为 192.168.0.88，部门经理使用的固定 IP 地址为 192.168.0.66。 

要保证使用固定 IP 地址的话，就要在 subnet 声明中嵌套 host 声明，目的是要单独为总监 

和经理的主机设置固定 IP 地址，并在 host 声明中加入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绑定的选项以申请 

固定 IP 地址。 

（1）编辑主配置文件/etc/dhcpd.conf，如图 510 所示。 

图 510  主配置文件配置结果 

① 在实际配置过程中，一定要使用保留的那两台计算机的真实MAC地址。 

② 客户端的 DNS 地址、默认网关等的设置本例中未详述，请参见《网络服 

务器搭建、配置与管理—Linux 版》（杨云、马立新主编）。 

（2）重启 hcpd服务。 
[root@server ～]# services  dhcpd  restart 
（3）测试验证。 

将要测试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获取方式改为自动获取， 然后用 ipconfig /renew进行测试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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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客户端为例）。 

任务 5  在 Linux 下配置 DHCP客户端 

安装完服务器端的 DHCP 服务后，要对 DHCP 客户端进行配置。 

在 Linux 中配置 DHCP 客户端需要修改/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目录下的设备配置文 

件。 在该目录中， 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叫做 ifcfg.eth?的配置文件， 这里的 eth?是网络设备的名称， 

如 eth0、ethl、eth0:1 等。具体配置步骤如下： 
//直接编辑文件/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root@RHEL5    ~]# vi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BOOTPROTO=static                          //将其改为 BOOTPROTO=dhcp即可 
BROADCAST=192.168.1.255 
HWADDR=00:0C:29:FA:AD:85 
IPADDR=192.168.1.4 
NETMASK=255.255.255.0 
NETWORK=192.168.1.0 
ONBOOT=yes 
TYPE=Ethernet 
//重新启动网卡 
[root@RHEL5    ~]#ifdown eth0 ; ifup eth0  //或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测试 DHCP客户端配置 
[root@RHEL5    ~]#ifconfig eth0 

任务 6  在Windows下配置 DHCP 客户端 

在 Windows 下配置 DHCP 客户端需要按以下步骤执行（以 Windows XP 的 DHCP 客户端 

为例）： 

（1）客户租约数据库文件。右击桌面上的“网上邻居”图标，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属性”命令，则系统会打开“网络连接”属性对话框，如图 511 所示。 

图 511  “网络连接”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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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右击“本地连接”图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则系统会打开“本 

地连接属性”对话框，如图 512 所示。 

（3） 选中 “Internet 协议 （TCP/IP） ” 复选框， 然后单击 “属性” 按钮， 系统会打开 “Internet 
协议（TCP/IP）属性”对话框，如图 513 所示。 

图 512  “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 图 513  “Internet 协议（TCP/IP）属性”对话框 

（4）选中“自动获得 IP 地址”单选按钮和“自动获得 DNS 服务器地址”单选按钮，然 

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Windows XP 下的客户端配置。 

（5）测试 DHCP 客户端是否已经配置好，可在命令行下执行 ipconfig /all 命令查看 IP 地 

址配置的详细结果。如图 514 所示。 

图 514  Windows XP系统下 DHCP客户端测试结果 

在 Windows 下，DHCP 客户端可以利用 ipconfig /renew命令更新 IP 地址租约，或者利用 
ipconfig /release命令自行将 IP 地址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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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题五 

一、选择题 

1．TCP/IP 中，哪个协议是用来进行 IP 地址自动分配的？（ ） 
A．ARP  B．NFS  C．DHCP  D．DDNS 

2．DHCP 租约文件默认保存在（ ）目录中。 
A．/etc/dhcpd  B．/var/log/dhcpd  C．/var/log/dhcp  D．/var/lib/dhcp 

3．配置完 DHCP 服务器，运行（ ）命令可以启动 DHCP 服务。 
A．service dhcpd start  B．/etc/rc.d/init.d/dhcpd start 
C．start dhcpd  D．dhcpd on 

二、填空题 

1．DHCP 工作过程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 种报文。 
2．如果 DHCP 客户端无法获得  IP 地址，将自动从________地址段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 

的地址。 
3． 在Windows环境下， 使用________命令可以查看 IP地址配置， 释放 IP地址使用________ 

命令，续租 IP 地址使用________命令。 
4．DHCP 是一个简化主机 IP 地址分配管理的 TCP/IP 标准协议，英文全称是________， 

中文名称为________。 
5．当客户端注意到它的租用期到了________以上时，就要更新该租用期。这时它发送一 

个________信息包给它所获得原始信息的服务器。 
6．当租用期达到期满时间的近________时，如果客户端在前一次请求中没能更新租用期 

的话，它会再次试图更新租用期。 
7．配置 Linux 客户端需要修改网卡配置文件，将 BOOTPROTO 项设置为________。 

实训 配置与管理 DHCP 服务器 

一、实训目的 

掌握 Linux 下 DHCP 服务器的安装和配置方法。 

二、实训内容 

练习 DHCP 服务器的安装与配置。 

三、实训练习 

（1）DHCP 服务器的配置 1： 

配置 DHCP 服务器，为子网 A内的客户机提供 DHCP 服务。具体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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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P 地址段：192.168.11.101～192.168.11.200 
l 子网掩码：255.255.255.0 
l 网关地址：192.168.11.254 
l 域名服务器：192.168.0.1 
l 子网所属域的名称：jnrp.edu.cn 
l 默认租约有效期：1天 

l 最大租约有效期：3天 

（2）DHCP 服务器的配置 2： 

架设一台 DHCP 服务器，并按照下面的要求进行配置： 

l 为 192.168.203.0/24 建立一个 IP 作用域，并将 192.168.203.60～192.168.203.200 范围 

内的 IP 地址动态分配给客户机。 

l 假设子网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92.168.0.9，网关为 192.168.203.254，所在的域 

为 jnrp.edu.cn，将这些参数指定给客户机使用。 

四、实训报告 

按要求完成实训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