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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编译指南

1 软件介绍

Docker是一个开源的应用容器引擎，让开发者可以打包他们的应用以及依赖包到一个可移植的

镜像中，然后发布到任何修行的 Linux 或Windows机器上，也可以实现虚拟化。容器完全使用沙箱

机制，相互之间不会有任何接口。

Docker 包含组件有：docker、dockerd、docker-init、docker-proxy。docker 是 Docker 客户端的一

个完整实现，通过 docker命令可以完成所有的 Docker客户端与服务端的通讯。dockerd是接收 Docker
服务端的后台常驻进程，用来接收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执行具体的处理任务，处理完成后将结果返

回给客户端。当启动容器时指定--init参数，Docker会使用 docker-init作为 1号进程，可以管理容器

内子进程，例如回收僵尸进程等。当启动容器时指定-p 参数，docker-proxy 组件就会把容器内相应

的端口映射到主机上来，底层依赖于 iptables实现。

Containerd组件是从 Docker1.11版本正式从 dockerd 中剥离出来，遵循 OCI（开放容器组织）标

准，并且完全由社区维护，因此被容器界广泛使用。Containerd是 docker和 runc之间的中间交流组

件，向上为 docker daemon提供了 gRPC接口，使得 docker daemon屏蔽下面的结构变化，确保原有

的接口向下兼容。向下通过 containerd-shim 结合 runc，使得引擎可以独立升级，避免 docker daemon
升级导致容器不可用的问题。Containerd包含组件有 containerd、containerd-shim、ctr。containerd不
仅负责容器生命周期的管理，也负责镜像管理、接收 dockerd 请求、调用 runc，管理存储、网络相

关资源等功能。containerd-shim 将 containerd和真正的容器进程解耦，使用 containerd-shim 作为容器

进程的父进程。ctr是 containerd 的客户端，主要用来开发和调试，在没有 dockerd 的环境中，可以

充当 docker客户端的角色。

Runc是一个命令行工具端，根据 OCI的标准来创建和运行容器。Runc可以不通过 docker引擎，

直接创建、运行、销毁容器。

Docker-ce 是 docker公司维护的开源项目，本次编译版本为 Docker-ce-18.09.9，此版本安装依赖

containerd.io和 runc，需分开编译 containerd.io和 runc软件包。

2 编译环境配置

本次实验操作系统环境为 uos20-SP1及 kylin-v10，Golang版本为 1.14.1，截图如下：

图 1 uos20-SP1 操作系统环境

图 2 kylin-v10 操作系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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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olang 环境

2.1 golang 环境配置

Golang环境设置如下：

(1)复制 golang-1.14.1源码到/usr/lib目录下；

(2)添加环境变量：export PATH=$PATH:/usr/lib/go-sw64-1.14.1/bin；
(3)执行 go env查看 golang环境：

图 4 执行 go env 查看 golang 环境

3 软件编译

对应不同编译环境的不同编译方式可在此详细说明

3.1 本地编译环境软件编译

3.1.1 准备源码

准备申威平台 golang1.14.1 源码，并从 GitHub 下载以下源码文件：

(1)runc-1.0.0-rc10.tar.gz
(2)containerd-1.3.4.zip
(3)docker-ce-18.09.zip
(4)libnetwork-master.zip
(5)tini-master.zip
(6)go-md2man-master.zip

3.1.2 本地编译 runc

1.解压 runc 源码至~/go/src/github.com/opencontainers 目录；

2.进入 runc 主目录，替换 vendor/golang.org/x/sys/unix 目录为申威平台 golang1.14.1 源码

go-sw64-1.14.1/src/cmd/vendor/golang.org/x/sys/unix目录。

3.修改 libcontainer/system/syscall_linux_64.go 文件，在文件头添加 sw64 架构定义//+build sw64。
4.修改 Makefile，去掉 runc 编译过程的-buildmode=pie，执行 make && make install 进行编译、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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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编译、安装 runc

3.1.3 本地编译 containerd

1.解压 containerd源码至~/go/src/github.com/containerd目录，重命名为 containerd；
2.进入 containerd 主目录，替换 vendor/golang.org/x/sys/unix 目录为申威平台 golang1.14.1 源码

中的 unix 目录。

3.修改 vendor/github.com/containerd/fifo/handle_linux.go 文件，并将 const O_PATH=010000000
改为 040000000。

4.修改 platforms/database.go 文件，在 isKnownArch 函数中添加 sw64：

图 6 添加 sw

5.修改 containerd 主目录下的 Makefile.linux 文件，取消 sw64 的-buildmode=pie 编译选项，执行

make && make install进行编译、安装。

图 7 修改 Makefile.linux

6. 使用 systemd 管理 containerd 服务。首先将 containerd 主目录下的 containerd.service 文件复

制到/usr/lib/systemd/system/目录，然后执行 systemctl daemon-reload、systemctl start containerd、
systemctl enable containerd，最后执行 systemctl status containerd 查看服务状态。

图 8 编译得到的二进制文件

图 9 启动 containerd 服务

3.1.4 本地编译 docker 相关组件

解压 docker-ce-18.09.zip，将 components目录下的 cli和 engine复制到~/go/src/github.com/docker
目录下，并将 engine 目录改名为 docker，分别编译得到 docker-cli 及 dockerd组件。

1)编译 docker-cli
1.进入 cli 目录，替换 vendor/golang.org/x/sys/unix 目录为申威平台 golang1.14.1 源码中的 unix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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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 vendor/github.com/containerd/fifo/handle_linux.go 文件，并将 const O_PATH=010000000
改为 040000000。

3.执行 make VERSION=18.09.9 进行本地编译，编译后得到的二进制文件在 build 目录下。

2)编译 dockerd
1.进入 docker目录，替换 vendor/golang.org/x/sys/unix目录为申威平台 golang1.14.1源码中的 unix

目录。

2.修改 vendor/github.com/containerd/fifo/handle_linux.go 文件，将 const O_PATH=010000000 改为

040000000。
3.修改 vendor/github.com/containerd/containerd/platforms/database.go 文件，在 isKnownArch 函

数中添加 sw64。
4.修改

vendor/github.com/opencontainers/runc/libcontainer/system/syscall_linux_64.go 文件，在文件头添

加//+build sw64。
5.修改 hack/make/.binary 文件，取消 linux/sw64 平台的 buildmode=pie 选项。

图 10 修改 hack/make/.binary 文件

6.执行

VERSION=18.09.9 GOPATH="/root/go" DOCKER_GITCOMMIT=new ./hack/make.sh
dynbinary-daemon 进行本地编译，编译后得到的二进制文件在 bundles 目录下。

3)编译 docker-init
1.解压 tini 源码，进入 tini 主目录；

2.执行 cmake . && make tini-static，编译得到 tini-static 二进制文件；

3.执行 cp tini-static docker-init，得到 docker-init。
4)编译 docker-proxy

1.解压 libnetwork 源码到~/go/src/github.com 目录，重命名为 libnetwork；
2.进入 libnetwork 主目录，替换 vendor/golang.org/x/sys/unix 目录为申威平台 golang1.14.1 源码

中的 unix 目录。

3.进入 cmd/proxy 目录，执行 CGO_ENABLED=0 go build -o docker-proxy，得到 docker-proxy 二进

制文件。

3.2 容器制作 deb 包

1.实验操作系统环境为 uos20-SP1，golang 版本为 1.14.1。准备好所需镜像：golang:1.14.1、
minibase:1.0。

2.解压 docker-ce-18.09.zip,进入 docker-ce-18.09/components 目录，按照本地编译 docker 的方式，

移植 cli 及 engine。
3.进入 components/packaging/deb 目录，参 考提供的 ubuntu-bionic 等 Dockerfile，编写

uos-eagle/Dockerfil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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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Dockerfile 文件

4. 修 改 该 目 录 下 的 Makefile 文 件 ， 修 改

G0_VERSION=1.14.1,GO_IMAGE=$(GO_BASE_IMAGE):$(GO_VERSION),文件中的 alpine 基础镜像改为

minibase:1.0，并添加 uos-eagle 的编译过程：

图 12 添加 uos-eagle 的编译过程

5.进入 components/packaging/image 目录，修改 Dockerfile.engine 文件：

(1)修改 builder 镜像 apt-get install -y 的依赖包，按镜像的实际情况增加所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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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添加依赖包

(2)去掉 dockerd构建过程的-buildmode=pie选项，修改-tags 为'autogen apparmor selinux journald'。
（暂时不使用 seccomp 功能）

图 14 dockerd 构建过程

(3)将docker-init、docker-proxy及 runc部分改为从本地获取源码进行编译：首先在本机安装apache
服务，然后将移植后的 tini、libnetwork、runc 打包放在/var/www/html 目录下，最后将 Dockerfile.engine
文件中 git clone 语句改为 curl http://本机 ip/，具体修改如下：

图 15 将 docker-init 及 docker-proxy、runc 改为从本地获取

6.修改 packaging 目录下的 Makefile 文件，修改 GO_VERSION:=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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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 改 packaging/image 目 录 下 的 Makefile 文 件 ， 修 改

G0_VERSION=1.14.1,GO_IMAGE=$(GO_BASE_IMAGE):$(GO_VERSION),文件中的 alpine 基础镜像改为

minibase:1.0。
8.回到 docker-ce-18.09 主目录，执行 make deb DOCKER_BUILD_PKGS=uos-eagle 命令进行编译。

编译成功后，在 components/packaging/deb/debbuild 目录下得到相关 deb 软件包。

3.3 容器制作 rpm 包

1.实验操作系统环境为 kylin v10，golang 版本为 1.14.1，准备所需镜像 golang:1.14.1、kylin-sw:v10。
2.解压 docker-ce 源码，参照上文移植 components 目录下的 cli 和 engine。
3.进入 docker-ce-18.09/components/packaging/rpm 目录，参考 centos-7/Dockerfile 文件，新建

kylin-v10/Dockerfile 文件。修改 BUILD_IMAGE=golang:1.14.1、DISTRO 为 kylin、SUITE 为 v10、PATH 为

$PATH:/usr/lib/go-sw64-1.14.1/bin 等参数。

图 16 kylin-v10/Dockerfile 文件

4. 修 改 该 目 录 下 的 Makefile 文 件 ， 修 改

G0_VERSION=1.14.1,GO_IMAGE=$(GO_BASE_IMAGE):$(GO_VERSION),文件中的 alpine 基础镜像改为

kylin-sw:v10，并添加 kylin-v10 的编译过程：

图 17 添加 kylin-v10 的编译过程

5.进入 docker-ce-18.09/components/packaging/image 目录，修改 Dockerfile.engine-dm 文件，具

体修改内容如下：

图 18 修改 dockerd 编译过程的-tags，并去掉-buildmode=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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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将 libnetwork 及 tini 改为从本地获取，并添加 go-md2man 的编译过程

图 20 将编译得到的 go-md2man 二进制文件复制镜像/bin 目录下

6.修改 packaging 目录下的 Makefile 文件，修改 GO_VERSION:=1.14.1。
7. 修 改 packaging/image 目 录 下 的 Makefile 文 件 ， 修 改

G0_VERSION=1.14.1,GO_IMAGE=$(GO_BASE_IMAGE):$(GO_VERSION),文件中的 alpine 基础镜像改为

kylin-sw:v10。
8.回到 docker-ce-18.09 主目录，执行 make rpm DOCKER_BUILD_PKGS=kylin-v10,编译过程中 spec

文 件 可 能 会 报 错 ， 根 据 报 错 修 改 相 应 内 容 。 编 译 得 到 的 rpm 软 件 包 在

docker-ce-18.09/components/packaging/rpm/rpmbuild 目录下。

图 21 得到 rpm 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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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

4.1 本地编译安装验证

1.按上述步骤安装 runc、containerd，并启动 containerd服务；

2.复制编译得到的二进制文件 docker、dockerd、docker-init、docker-proxy到/usr/bin目录下；

3. 将 docker/contrib/init/systemd 目 录 下 的 docker.service 和 docker.socket 文 件 复 制 到

/lib/systemd/system目录下，添加 docker组：groupadd --system docker。
4.执行 systemctl daemon-reload、systemctl start docker、systemctl enable docker启动 docker服务。

4.2 deb 包安装验证

1.安装 docker-ce相关 deb包依赖 runc和 containerd.io，可参考 debian打包规则将 runc和 containerd
打包。本次实验忽略安装依赖，直接使用编译得到的 runc和 containerd二进制。

2.进入 docker-ce-18.09/components/packaging/deb/debbuild/deepin-kui目录，安装 docker-ce相关 deb
包：

(1)先安装 docker-ce-cli:
dpkg -i docker-ce-cli_18.09.9~3-0~uos-eagle_sw_64.deb
(2)然后安装 docker-ce,添加--ignore-depends=containerd.io忽略依赖：

dpkg -i --ignore-depends=containerd.io \ docker-ce_18.09.9~3-0~uos-eagle_sw_64.deb
安装 runc、containerd.io、docker-ce-cli及 docker-ce后，执行 docker run命令，容器启动成功。

图 22 启动容器

4.3 rpm 包安装验证

1.安装 docker-ce 相关 rpm 包同样依赖 runc和 containerd.io，可参考开源的 spec文件来打包 runc
和 containerd。

2.进入 docker-ce-18.09/components/packaging/rpm/rpmbuild/RPMS/sw_64 目录，执行 rpm -ivh
docker-ce-cli-18.09.9-3.ky10.ky10.sw_64.rpm 和 rpm -ivh docker-ce-18.09.9-3.ky10.ky10.sw_64.rpm 进

行安装。（注：需要先安装依赖 runc及 containerd.io）
安装 runc、containerd.io、docker-ce-cli 及 docker-ce 后，执行 systemctl start docker，启动 docker

服务。执行 docker run命令，容器启动成功。

图 23 运行容器

5 常见问题

编译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可在此列出，并详细说明解决方法

5.1 runc 编译问题

(1)报错：

vendor/github.com/containerd/console/tc_unix.go:47:39:undefined: unix.TIOCSWINSZ
解决：在 vendor/golang.org/x/sys/unix/zerrors_linux_sw64.go 文件中加入 TIOCSWINSZ = 0x80087467
的系统调用。

(2)报错：

./libcontainer/init_linux.go:312:12: undefined: system.Setgid

./libcontainer/init_linux.go:315:12: undefined: system.Set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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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在 libcontainer/system/syscall_linux_64.go 文件中添加//+build sw64。

图 24 添加 sw64

(3)报错：

./signalmap.go:32:12: undefined: unix.SIGSTKFLT
解决：在 vendor/golang.org/x/sys/unix/zerrors_linux_sw64.go文件中加入 SIGSTKFLT = syscall.Signal(0x10)
的系统调用。

(4)报错：

libcontainer/cgroups/ebpf/devicefilter/devicefilter.go:83:19: undefined: unix.BPF_DEVCG_DEV_CHAR
libcontainer/cgroups/ebpf/devicefilter/devicefilter.go:85:19: undefined:

unix.BPF_DEVCG_DEV_BLOCK
libcontainer/cgroups/ebpf/devicefilter/devicefilter.go:104:17: undefined:

unix.BPF_DEVCG_ACC_READ
libcontainer/cgroups/ebpf/devicefilter/devicefilter.go:106:17: undefined:

unix.BPF_DEVCG_ACC_WRITE
libcontainer/cgroups/ebpf/devicefilter/devicefilter.go:108:17: undefined:

unix.BPF_DEVCG_ACC_MKNOD
libcontainer/cgroups/ebpf/ebpf.go:35:56: undefined: unix.BPF_F_ALLOW_MULTI
vendor/github.com/cilium/ebpf/internal/unix/types_linux.go:17:29: undefined:

unix.BPF_OBJ_NAME_LEN
vendor/github.com/cilium/ebpf/internal/unix/types_linux.go:18:29: undefined: unix.BPF_TAG_SIZE

解决：在 vendor/golang.org/x/sys/unix/zerrors_linux_sw64.go 文件中加入相关定义：

图 25 在 zerrors_linux_sw64.go 文件中添加系统调用

5.2 containerd 编译问题

(1)报错：

vendor/go.etcd.io/bbolt/bolt_unix.go:66:15: undefined: maxMapSize
vendor/go.etcd.io/bbolt/bucket.go:128:15: undefined: brokenUnaligned
vendor/go.etcd.io/bbolt/db.go:127:13: undefined: maxMapSize
vendor/go.etcd.io/bbolt/freelist.go:273:19: undefined: maxAllocSize

解决：在 vendor/go.etcd.io/bbolt 目录下添加 bolt_sw64.go 文件，具体内容如下：

图 26 bolt_sw64.go 文件



14

5.3 docker 组件编译问题

(1)报错：

./vendor/golang.org/x/net/internal/socket/cmsghdr.go:11:10: undefined: cmsghdr

./vendor/golang.org/x/net/internal/socket/mmsghdr_unix.go:11:17: undefined: mmsghdr
解决：在./vendor/golang.org/x/net/internal/socket 目录下添加 zsys_linux_sw64.go 和 sys_linux_sw64.go
两个文件，并在 cmsghdr_linux_64bit.go、msghdr_linux_64bit.go、iovec_64bit.go 三个文件的文件头加

上 //+build sw64。 zsys_linux_sw64.go 与 zsys_linux_amd64.go 等内容一致， sys_linux_sw64.go 中

sysRECVMMSG=0x1df、sysSENDMMSG=0x1f7，与申威平台系统调用号一致，具体内容如下：

图 27 sys_linux_sw64.go 文件

(2)报错：

./vendor/golang.org/x/net/ipv4/icmp.go:34:2:undefined:icmpFilter

./vendor/golang.org/x/net/ipv4/icmp_linux.go:7:10:undefined:icmpFilter

./vendor/golang.org/x/net/ipv4/sys_linux.go:18:19:undefined:sysIP_TTL

./vendor/golang.org/x/net/ipv4/sys_linux.go:19:19:undefined:sysIP_PKTINFO
解决：在./vendor/golang.org/x/net/ipv4 和

./vendor/golang.org/x/net/ipv6 两个目录下，添加 zsys_linux_sw64.go 文件。

(3)报错：

./vendor/github.com/vishvananda/netns/netns_linux.go:29:30: undefined: SYS_SETNS
解 决 ： 在 ./vendor/github.com/vishvananda/netns 目 录 添 加 netns_linux_sw64.go 文 件 ， 其 中

SYS_SETNS=501。

图 28 netns_linux_sw64.go 文件

(4)报错：

./pkg/sysinfo/numcpu_linux.go:17:31: undefined: unix.SYS_GETPID
解决：在 vendor/golang.org/x/sys/unix/zsysnum_linux_sw64.go 文件中添加 SYS_GETPID=174。
(5)报错：

pkg/parsers/kernel/kernel_unix.go:21:28: cannot convert uts.Release[:bytes.IndexByte(uts.Release[:], 0)]
(type []int8) to type string
pkg/parsers/kernel/kernel_unix.go:21:69: cannot use uts.Release[:] (type []int8) as type []byte in
argument to bytes.IndexByte
解决：在 vendor/golang.org/x/sys/unix/ztypes_linux_sw64.go 文件中修改 Utsname 结构体，将[65]int8
改为[65]byte 类型。



15

图 29 Utsname 结构体

6 其他说明

目前 dockerd链接 seccomp时运行存在问题，暂时不使用该安全特性。

7 软件获取方式

从申威社区-生态软件栈获取二进制，从申威社区-开源项目获取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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