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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捆绑代理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捆绑代理

■

资源及其属性

■

修改代理及其资源

■

属性

■

可识别区域的代理

■

IMF 识别代理

■

启用调试日志消息

■

VCS 支持多径处理解决方案

关于捆绑代理
捆绑代理是若干 Cluster Server (VCS) 进程，根据从 VCS 引擎 HAD 接收到的命令
管理预定义资源类型的资源。在安装 VCS 时安装这些代理。
节点针对每种资源类型配置一个代理，用于监视该类型的所有资源。例如，单个 IP
代理管理所有 IP 资源。
代理启动后，将从 VCS 获取必要的配置信息。之后代理会定期监视资源，并使用
资源状态更新 VCS。
代理可以：
■

使资源联机。

■

使资源脱机。

■

监视资源并报告状态更改。

捆绑代理简介
资源及其属性

有关代理工作原理的更详细概述，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资源及其属性
资源是系统的组成部分。资源按其类型识别，例如：卷、磁盘组或 IP 地址。VCS
包含一组资源类型。不同的属性在 types.cf 文件中定义这些资源类型。每种类型都
有一个相应的控制该资源的代理。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包含这些资源属性的值并具有一个对 types.cf 文件的 include
指令。
属性的给定值可配置资源使其以特定方式运行。通过修改某个资源属性的值，可更
改 VCS 代理管理该资源的方式。例如，该 IP 代理使用 Address 属性来确定要监视
的 IP 地址。

修改代理及其资源
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或命令行，
可以动态地修改某个代理所管理的资源的配置。
VCS 使您能够直接编辑 main.cf 文件。若要实现这些更改，请确保重新启动 VCS。
有关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的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属性
属性包含关于群集、系统、服务组、资源、资源类型和代理的数据。每个属性都有
一个定义和一个值。更改属性值可配置 VCS 资源。属性有可选的也有必需的，尽
管有时属性在一种配置中是可选的，但在其他配置中可能是必需的。许多可选属性
具有预定义值或默认值，您应该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还存在多种仅内部使用的属性。不要修改这些属性，否则会导致群集出现重大问
题。
属性有类型和维数。有些属性值可以接受数字，还有一些属性可以接受数字字母
值，另外有一些属性是简单的布尔型值 (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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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属性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明

字符串

将字符串（它是一个字符序列）括在双引号 (") 内。如果字符串以字母
开头且只包含字母、数字、短划线 (-) 和下划线 (_)，则可以选择将字符
串括在引号内。
字符串可以包含双引号，但是双引号必须紧接着放在反斜杠的前面。在
字符串中，使用两个反斜线 (\\) 来表示一个反斜线。

整型

带正负号的整型常数是一组从 0 到 9 的数字。这些数字的前面可以带短
划线。它们是十进制数。整型值不能超出 32 位的带正负号的整数值：
2147483647.

布尔型

布尔值是一个整数，可能的值包括 0 (false) 和 1 (true)。

表 1-2

属性维数

维数

说明

标量

标量只有一个值。这是默认维数。

向量

向量是值的有序列表。使用以零开头的正整数作为各个值的索引。一对
方括号 ([]) 表示该维数是一个向量。在 types.cf 文件中查找在属性定义
上的属性名称后面的指定方括号。

键列表

键列表是独特字符串的无序列表。

关联

关联是名称-值对的无序列表。用等号分隔每个对。一对大括号 ({}) 表示
某个属性是关联。大括号是在 types.cf 文件中在属性定义上的属性名称
后面指定的，例如：str SnmpConsoles{}。

可识别区域的代理
表 1-3 列出了各种资源类型的 ContainerOpts 属性默认值。Veritas 建议您不要修改
这些值。
表 1-3

应用程序和资源类型的 ContainerOpts 属性默认值

资源类型

RunInContainer

PassCInfo

应用程序

1

0

Apache

1

0

IP

0

1

IPMultiNICB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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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

RunInContainer

PassCInfo

Mount

0

0

NIC

0

1

进程

1

0

Zone

0

1

ProcessOnOnly

1

0

Project

0

1

有关使用 VCS 环境中的区域的更多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IMF 识别代理
借助于智能监视框架 (IMF)，VCS 除了支持基于轮询的监视之外，还支持智能资源
监视。IMF 是 VCS 代理框架的扩展名。
以下是可识别 IMF 的代理：
■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请参见第 161 页的“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

■

应用程序代理。请参见第 174 页的“应用程序代理”。

■

DiskGroup 代理。请参见第 20 页的“DiskGroup 代理”。

■

Mount 代理。请参见第 51 页的“Mount 代理”。

■

Process 代理。请参见第 191 页的“Process 代理”。

■

Zone 代理。请参见第 198 页的“Zone 代理”。

■

LDom 代理。请参见第 205 页的“LDom 代理：”。

启用调试日志消息
要帮助解决代理问题，可在代理框架和代理中启用调试日志消息。
启用代理框架调试日志消息：
# hatype -modify agent_name LogDbg -add DBG_AGDEBUG DBG_AGINFO
DBG_AGTRACE

例如：
# hatype -modify Mount LogDbg -add DBG_AGDEBUG DBG_AGINFO DBG_AG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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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代理特定的调试日志消息：
# hatype -modify agent_name LogDbg -add debug_log_levels

例如：
# hatype -modify Mount LogDbg -add DBG_1 DBG_2 DBG_3 DBG_4 DBG_5
DBG_6

或者，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hatype -modify Mount LogDbg -add 1 2 3 4 5 6

在代理的说明中指定了代理特定的调试日志级别信息。 例如，有关 Mount 代理的
信息，请参见第 68 页的“Mount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有关日志行为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CS 管理指南》。

VCS 支持多径处理解决方案
本节仅适用于 Zpool 代理。
VCS 支持 Veritas InfoScale 中包含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Veritas 不
支持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 中未显式列出的多径处理解决方案。您可以在 SORT
网站上的“Documentation (文档)”选项卡下找到 HCL。但是，Veritas 支持属于操
作系统一部分的第三方解决方案。
Veritas 致力于充分测试和支持第三方及本机解决方案，但不可能测试所有第三方多
径处理应用程序。这是因为支持表十分复杂，而且潜在的产品组合为数众多。因
此，Veritas 并不正式支持 HCL 中未显式列出的多径处理解决方案。此外，I/O 防
护及 SCSI3-PGR 等高级功能仅在使用 HCL 中列出的阵列和多径处理解决方案以及
仅在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时支持使用。
如果您正在使用第三方多径处理解决方案，Veritas了解您想保持数据路径冗余，并
不会坚持让您卸载或禁用该解决方案。Veritas 并不将第三方多径处理解决方案视为
无效解决方案，而且会继续为支持问题开展故障排除。但是，对于一直出现的与多
径处理解决方案有关的支持问题，您需要联系多径处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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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代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存储代理

■

DiskGroup 代理

■

DiskGroupSnap 代理

■

Disk 代理

■

Volume 代理

■

VolumeSet 代理

■

Mount 代理

■

Zpool 代理

■

VMwareDisks 代理

■

SFCache 代理

关于存储代理
存储代理监视共享存储并使共享存储具有高可用性。存储包括共享磁盘、磁盘组、
卷和装入。

DiskGroup 代理
DiskGroup 代理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专用磁盘组联机、脱机并对其
进行监视。此代理使用 VxVM 命令确定磁盘组的状态。可以使用此代理监视专用磁
盘组或实现专用磁盘组的高可用性。

存储代理
DiskGroup 代理

注意：如果已在节点内的相同共享磁盘上配置了专用磁盘组，则不应在并行服务组
内配置该磁盘组。
有关该代理的重要信息，请参见第 28 页的“有关 DiskGroup 代理的说明”。

IMF 识别
DiskGroup 代理可识别智能监视框架 (IMF)，并对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有关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
理指南》。
有关 IMF 关联的 DiskGroup 代理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21 页的
“DiskGroup 代理的代理函数”。。
有关与 IMF 一起使用 DiskGroup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30 页的“将
DiskGroup 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

DiskGroup 代理的依赖关系
DiskGroup 资源不依赖于任何其他资源。
包括 DiskGroup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2-1
应用程序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DiskGroup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 vxdg 命令导入磁盘组。

Offline

使用 vxdg 命令逐出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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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使用 vxdg 命令确定磁盘组是联机还是脱机。Monitor 函数设置
VxVM noautoimport 标志。通过此操作，VCS 可维持对磁盘组导入
操作的控制。Monitor 函数使用以下命令设置 noautoimport 标志：
# vxdg -g disk_group set autoimport=no
如果为 DiskGroup 代理启用了 IMF，将会对资源进行异步监视，并
会立即将磁盘组状态方面的所有更改发送到 DiskGroup 代理以便采
取相应的操作。

Clean

终止所有正在进行的资源操作，使资源脱机（必要时强制脱机）。

Info

Info 函数从卷管理器获得信息，显示 DiskGroup 资源的类型和可用
大小。
将 InfoInterval 计时设置为大于 0 的值即可启动 Info 函数。
在以下示例中，Info 函数每 60 秒执行一次：
# haconf -makerw
# hatype -modify DiskGroup InfoInterval 60
输入以下命令以检索有关 DiskGroup 资源的 DiskType 和 FreeSize
信息：
# hares -value diskgroupres ResourceInfo
输出包括：
DiskType sliced
FreeSize 35354136
指定的值以 KB 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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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各种操作如下：
■

■

■

■

■

license.vfd
检查是否存在有效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许可证 – 如果找
不到有效许可证，请使用 vxlicinst 实用程序安装一个有效的许
可证密钥。
disk.vfd
检查主机是否能找到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如果失败，请检查主
机上是否设置了这些磁盘路径以及 LUN 掩码和分区设置是否正
确。
udid.vfd
检查群集节点上磁盘的 UDID（唯一磁盘标识符）。如果失败，
请确保用于磁盘组的磁盘在所有群集节点上都相同。
verifyplex.vfd
检查校园群集设置中每个站点上的 Plex 数目设置是否正确。如
果失败，请检查校园群集设置中站点、磁盘和 Plex 的设置是否
正确。
volinuse
检查打开的卷是否在使用中，或者检查所装入的不属于 VCS 配
置的卷上的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8 页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imf_init

初始化代理，与智能监视框架 (IMF) 交互。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
行。

imf_getnotification

等待有关磁盘组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IMF 初始化之
后运行。 该函数会等待通知。当收到通知后，这个代理会对资源采
取措施。

imf_register

注册必须由代理借助于 IMF 进行监视的资源实体。当每个资源进入
稳定状态（联机或脱机）后，将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

DiskGroup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磁盘组已导入。

OFFLINE

指示磁盘组未导入。

FAULTED

指示磁盘组被意外逐出或已禁用。

UNKNOWN

指示存在配置问题或不能确定资源的状态。出现此状态的原因之一是：
在未配置 I/O 防护以及未将群集级别属性 UseFence 设置为 SCSI3 时，
却将 Reservation 属性值设置为 SCS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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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Group 代理的属性
表 2-1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DiskGroup

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的磁盘组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2-2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MonitorReservation

如果值为 1，且使用的是 SCSI-3 防护，则代理会监视磁盘
组上的 SCSI 保留。如果保留丢失，Monitor 代理函数会使
资源脱机。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注意：如果 MonitorReservation 属性设置为 0，群集范围
的属性 UseFence 的值设置为 SCSI3，且磁盘组导入时不
带 SCSI 保留，则 monitor 代理函数将使包含磁盘组资源的
服务组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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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PanicSystemOnDGLoss

确定在磁盘组变为禁用状态或监视操作超时的情况下节点
是否发生混乱。与存储断开连接可能会导致磁盘组变为禁
用状态。VxVM 命令响应不正确会导致监视操作超时。

注意：系统管理员可能希望为 FaultOnMonitorTimeout 设
置一个较大的值以提高系统容错能力。
此属性接受以下值：
■

0：不停止系统

■

1：如果任一磁盘组变为禁用状态或者磁盘组资源由于
监视程序超时而出现故障，则停止系统
2：仅当磁盘组变为禁用状态时停止系统

■
■

3：仅当磁盘组资源由于监视程序超时而出现故障时停
止系统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0，则在磁盘组变为禁用状态时，将发生
以下情况：
■

■

如果群集启用了 I/O 防护（群集级别属性 UseFence 设
置为 SCSI3），则 DiskGroup 资源中的监视操作将报
告为 OFFLINE。这将导致代理调用 clean，使
DiskGroup 资源脱机。
在使 DiskGroup 资源脱机时，代理还会尝试逐出被禁用
的磁盘组。即使禁用的磁盘组逐出失败，且 DiskGroup
资源进入 FAULTED 状态，清除操作也会成功。此状态
会触发包含该 DiskGroup 资源的服务组的进行故障转
移。要使故障回退到包含 DiskGroup 资源的服务组，请
在恢复故障节点中的存储连接之后，手动逐出磁盘组。
如果群集未使用 I/O 防护，则会记录一条消息，且该资
源会被报告为 ONLINE。资源被报告为 ONLINE 后便不
会进行故障转移，从而确保了数据完整性。

PanicSystemOnDGLoss

注意：

（接上页）

■

■

■

PanicSystemOnDGLoss 属性不依赖于
MonitorReservation 属性。
Veritas 建议为磁盘组中的每个卷配置 Volume 资源，以
更有效地检测存储连接断开问题。
如果 PanicSystemOnDGLoss 设置为非零值，则使用
uadmin 5 0 命令会引发系统混乱。此命令停止系统。
管理员需要启动系统。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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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StartVolumes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1，DiskGroup online 函数会在导入磁盘
组后启动所有属于该磁盘组的卷。

注意：如果将系统级别上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默
认 autostartvolumes 设置为 on，则磁盘组的所有卷将作为
导入磁盘组的一部分来启动。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1
StopVolumes

如果值为 1，DiskGroup offline 函数会在逐出磁盘组前停止
属于该磁盘组的所有卷。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1

UmountVolumes

此属性可让 DiskGroup 资源强制脱机，即使打开的卷是在
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装入的。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1，则
在磁盘组有打开的卷时，会发生以下情况：
■

■

代理尝试卸载已打开卷上的文件系统。如有必要，代理
会尝试终止所有使用这些已打开卷上的文件系统的受
VCS 管理或不受其管理的应用程序。
代理会尝试强制卸载文件系统来关闭卷。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Reservation

确定是否要启用 SCSI-3 保留。此属性可以具有以下三个值
之一：
■

■

■

ClusterDefault - 使用 SCSI-3 保留导入磁盘组（如果群
集级别 UseFence 属性的值为 SCSI3）。如果群集级别
UseFence 属性的值为 NONE，则在不使用保留的情况
下导入磁盘组。
SCSI3 - 使用 SCSI-3 保留导入磁盘组（如果群集级别
UseFence 属性的值为 SCSI3）。
NONE - 在不使用 SCSI-3 保留的情况下导入磁盘组。

要使用 SCSI-3 保留导入磁盘组，请确保磁盘组的磁盘符合
SCSI-3 持久性保留 (PR)。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ClusterDefault
例如：SCS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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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ClearClone

如果此属性的值是 1，则使用 -c 选项导入磁盘组。导入磁
盘组时，此选项从磁盘组的磁盘中清除 clone 和
udid_mismatch 标志，并且如果需要，还会更新 UDID。
有关 -c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VxVM 手册页。

注意：对于硬件克隆设备，不要将此属性设置为 1。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表 2-3

内部属性

属性

说明

tempUseFence

此属性保留为仅限内部使用。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用途的
线程数。
将 NumThreads 属性设置为较高的值时，可以缩短联机所需的时间或
监视大量 DiskGroup 资源所需的时间。
类型和维数：静态整型标量
默认值：1

注意：如果有许多 DiskGroup 资源且这些资源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联机，
请考虑将 NumThreads 属性增加至大于 1 的值。

DiskGroup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在 Solaris 上，此代理的资源定义如下：

type DiskGroup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license.vfd", "disk.vfd",
"udid.vfd",
"verifyplex.vfd", checkudid, numdisks, campusplex, volinuse,
joindg, splitdg, getvxvminfo }
static int OnlineRetryLimit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DiskGroup, StartVolumes, StopVolumes,
MonitorOnly,
MonitorReservation, tempUseFence, PanicSystemOnDGLoss,
UmountVolumes, Reservation, ConfidenceLevel, ClearClone }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DiskGroup, Reserv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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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int IMF{} = { Mode = 3, MonitorFreq = 5, RegisterRetryLimit
= 3 }
str DiskGroup
boolean StartVolumes = 1
boolean StopVolumes = 1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boolean MonitorReservation = 0
temp str tempUseFence = INVALID
int PanicSystemOnDGLoss = 0
int UmountVolumes = 0
str Reservation = ClusterDefault
boolean ClearClone = 0
)

有关 DiskGroup 代理的说明
以下是 DiskGroup 代理的相关说明：
■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

使用卷集

■

为磁盘组设置 noautoimport 标志

■

配置光纤通道适配器

■

将 DiskGroup 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

■

将 DiskGroup 代理与 NFS 一起使用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和基础架构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导致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无法联机。
对于 DiskGroup 资源，高可用性防火练习会检查：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许可证

■

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在主机上是否可见

■

群集节点上的磁盘组磁盘是否都相同

■

校园群集设置中，磁盘组所有站点上的 Plex 数是否相等

有关使用高可用性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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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卷集
使用卷集时，请将包含卷集的 DiskGroup 资源的 StartVolumes 和 StopVolumes 属
性设置为 1。如果卷集上创建有文件系统，请使用一个 Mount 资源装入卷集。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Mount 代理说明。

为磁盘组设置 noautoimport 标志
VCS 要求将磁盘组的 noautoimport 标志显式设置为 true。此值允许 VCS 在使磁盘
组联机或脱机时根据需要控制磁盘组的导入和逐出。
检查已导入的磁盘组的 noautoimport 标志状态
◆

# vxprint -l disk_group | grep noautoimport

如果此命令的输出为空，则表示 noautoimport 标志已设置为 false，并且 VCS
缺少所需的控制权限。
Monitor 函数会将 VxVM noautoimport 标志的值从 off 更改为 on。它更改值，而不
是使服务组脱机。通过此操作，VCS 可维持对磁盘组导入操作的控制。
以下命令可将 autoimport 标志的值更改为 false：
# vxdg -g disk_group set autoimport=no

VxVM noautoimport 标志用法
Monitor 函数会将 VxVM noautoimport 标志的值从 off 更改为 on。它更改值，而不
是使服务组脱机。通过此操作，VCS 可维持对磁盘组导入操作的控制。
以下命令可将 autoimport 标志的值更改为 false：
# vxdg -g disk_group set autoimport=no

配置光纤通道适配器
大多数光纤通道 (FC) 驱动程序都具有一个名为 failover 的可配置参数。此可配置参
数位于 FC 驱动程序的配置文件中。 此参数表示驱动程序等待多少秒后将磁盘目标
从 OFFLINE 转换为 FAILED。 状态变为 FAILED 后，驱动程序会将所有暂停的光
纤通道命令，连同一个错误代码一同刷新回应用程序。Veritas 建议您使用小于
DiskGroup 资源的 MonitorTimeout 值的任意非零值。使用这样的值可以避免长时间
等待监视超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下列指南：
■

《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

《光纤通道适配器的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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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DiskGroup 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
将 DiskGroup 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时需注意的事项：
■

可以将 MonitorFreq 设置为 0 或更高值。将 MonitorFreq 键值设置为很高的值可
确保代理不会频繁运行 monitor 函数。将 MonitorFreq 键设置为 0 将会在执行
IMF 监视时禁用传统监视。只有收到有关资源的通知后才会执行传统监视。
不过，如果对磁盘组进行了预留配置，且 MonitorReservation 属性的值设置为
1，请将 MonitorFreq 键值设置为您希望代理运行 monitor 函数的频率，以验证
对该磁盘组的预留情况。

将 DiskGroup 代理与 NFS 一起使用
如果 VxVM 卷上的文件系统已使用 NFS 共享，您必须确保各群集节点中所有卷的
主要编号都一致。使 VCS 群集中所有节点的 vxio 驱动程序编号一致，即可使所有
群集节点上的卷主要编号一致。
对于包含 NFS 服务器导出的文件系统的块设备，NFS 客户端知道其主要编号和次
要编号。因此，当使 NFS 服务器具有高可用性时，必须确保群集中可充当 NFS 服
务器角色的所有节点对该卷块设备拥有相同的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
要确定分配到 vxio 和 vxspec 驱动程序的当前值，请输入：
# grep '^vx' /etc/name_to_major

将显示如下输出：
..
vxio 327
vxspec 328
..

要确定系统上可用的主要编号，请检查 /etc/name_to_major 文件并使用未分配的
编号。
要重新分配 vxio 和 vxspec 驱动程序的主要编号，请输入：
# haremajor -vx major-number-vxiomajor-number-vxspec

例如：
# haremajor -vx 338 339
haremajor 1.1
Using the following major number(s):
338
339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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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ing /etc/name_to_major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you can backout the changes by restoring
the
following files:
- /etc/name_to_major.off.3409
To complete re-majoring, reboot your machine with the following
command:
reboot

注意：如果分配了主要编号，必须重新启动相应节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haremajor 命令手册页。

DiskGroup 代理的示例配置
DiskGroup 资源配置
DiskGroup 资源的示例配置：
DiskGroup dg1 (
DiskGroup = testdg_1
)

DiskGroup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DiskGroup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3、DBG_4

DiskGroupSnap 代理
使用 DiskGroupSnap 代理可以在校园群集中执行防火练习。DiskGroupSnap 代理
可让您使用 VxVM 伸展镜像在校园群集环境中验证配置和数据完整性。该代理还支
持 SCSI-3 防护。
注意：DiskGroupSnap 代理要求在群集中的所有系统上启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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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防火练习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您必须在一个与 Application 服务组类似的单独 FireDrill 服务组中定义 DiskGroupSnap
代理。 FireDrill 服务组可能包含与 Application 服务组类似的资源，如 Mount、
Application 等。
FireDrill 服务组还必须包含一项 DiskGroupSnap 类型的资源，以便 Mount 资源可
以依赖于此 DiskGroupSnap 资源。 主 DiskGroup 必须包含多个在该 DiskGroup 中
注册且 siteconsistent 属性值设置为 on 的站点。
当 DiskGroupSnap 代理联机时，此代理会将其中一个站点与主 DiskGroup 分离，
并在防火练习主机上以另外一个名称将分离的站点导入为一个独立的 DiskGroup。
此 DiskGroup 中的卷也会以相同的名称导入并装入到防火练习主机上。
DiskGroupSnap 代理提供了金牌配置和铜牌配置供防火练习使用，可以使用该代理
的 FDType 属性指定这些配置。 所用的配置决定了要与 DiskGroup 分离以进行防
火练习的站点。 金牌配置是默认选项，采用此配置时，该代理会从 DiskGroup 中
选择符合以下条件的站点：此站点不是本地 VxVM 站点，并且 DiskGroup 在此站点
上也不处于联机状态。 采用金牌配置时，您还可以通过该代理的 FDSiteName 属
性指定要分离的备用站点。 采用铜牌配置时，该代理会使用本地 VxVM 站点名称作
为要与 DiskGroup 分离的站点。
有关该代理的重要信息，请参见第 35 页的“有关 DiskGroupSnap 代理的说明”。

DiskGroupSnap 代理的依赖关系
DiskGroupSnap 资源不依赖于任何其他资源。包含 DiskGroupSnap 代理资源的服
务组对应用程序的服务组具有 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用于确
保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应用程序服务组不同时在同一站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包括 DiskGroupSnap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应用程序服务组

图 2-2

Application
Mount
DiskGroup

防火练习服务组

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
Application
Mount
DiskGroup
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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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GroupSnap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验证应用程序的磁盘组是否属于有效的校园群集配置。它分离
FDSiteName 属性值指定的站点。然后在分离的站点上创建一个用于防
火练习的磁盘组。 Online 函数执行完毕后，此代理会在锁目录
(/var/VRTSvcs/lock) 中创建一个锁文件，以指示相应资源已联机。

Offline

这会将 FDSiteName 属性值指定的站点重新挂接回应用程序的磁盘组。
Offline 函数执行完毕后，此代理会从锁目录 (/var/VRTSvcs/lock) 中删
除该锁文件，以指示相应资源已脱机。

Monitor

通过检查 /var/VRTSvcs/lock 目录中是否存在锁文件来监视
DiskGroupSnap 资源。

Clean

使 DiskGroupSnap 资源脱机。

Open

如果 DiskGroupSnap 资源的某个父资源的状态不是 ONLINE，则此函
数会删除该 DiskGroupSnap 资源的联机锁文件。 这会将该
DiskGroupSnap 资源标记为 OFFLINE。

DiskGroupSnap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DiskGroupSnap 资源运行正常。

OFFLINE

DiskGroupSnap 资源未运行。

UNKNOWN

存在配置错误。

FAULTED

DiskGroupSnap 资源不受 VCS 控制而意外脱机。

DiskGroupSnap 代理的属性
表 2-4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TargetResName

DiskGroup 资源在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dg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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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FDType

指定要用于防火练习的配置。此属性可以采用的值如下：
■

Bronze

■

Gold（默认值）

Bronze 配置使用本地主机的 VxVM 站点名称作为要与 DiskGroup 分离
的站点。此操作会使该 DiskGroup 容易出现站点灾难，因为在防火练
习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份生产卷副本不可用。
采用 Gold 配置时，在不同的站点上会有至少三份父卷副本可用，因此，
即使在分离一个站点后，该卷在防火练习执行过程中也不容易出现站点
灾难。

表 2-5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FDSiteName

防火练习磁盘的唯一 VxVM 站点名标记。此属性的值与 FDType
属性一起使用，且必须设置为在主 DiskGroup 中注册的站点
之一。
■

■

当 FDType 设置为 Bronze 配置时，FDSiteName 的值应
为空，或者为防火练习主机的本地主机 VxVM 站点的名称。
当 FDType 设置为 Gold 配置时，FDSiteName 标识
DiskGroup 中要在防火练习过程中分离的站点。如果将
FDSiteName 留空，此代理将根据 DiskGroup 配置来选择
要分离的站点。此代理将从 DiskGroup 中选择既不是生产
服务器的站点名、也不是防火练习主机的站点名的站点名。
表 2-6 显示了 FDType 和 FDSiteName 属性可以采用的值
以及此代理做出的决定。

设想存在这样的配置：生产 DiskGroup 包含 A、B 和 C 这三个站点，并且 Application
服务组在本地 VxVM 站点 ID 为 A 的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是在本地 VxVM
站点 ID 为 B 的另一个节点上执行的。
表 2-6
FDType

FDType 配置示例

Bronze

FDSitename 空

Gold/空
B

C

空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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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Type

Bronze

Gold/空

结果

使用 B 作为 将 B 与 DiskGroup 错误
要分离的站 分离
点并继续

检查是否有 错误
除A和B以
外的其他站
点，若有，
则选择该站
点。否则，
则认为出错

将站点 C 与
DiskGroup 分离

有关 DiskGroupSnap 代理的说明
以下是 DiskGroupSnap 代理的相关说明：
■

请参见第 35 页的“升级 VCS 后进行的防火练习配置”。

■

请参见第 35 页的“为防火练习服务组配置 SystemZones 属性”。

■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FireDrill 服务组”。

■

请参见第 36 页的“将 ReuseMntPt 属性添加到 Mount 代理类型的 ArgList 属性”。

■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注意事项”。

■

请参见第 38 页的“代理限制”。

升级 VCS 后进行的防火练习配置
从 6.0 之前的版本升级 VCS 后，请删除 DiskGroupSnap 类型的所有资源，然后使
用新的属性定义重新创建这些资源。 未能执行此步骤可能会导致代理出现异常行
为。

为防火练习服务组配置 SystemZones 属性
必须将本地系统值分配给应用程序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设置这些值以便
服务组在尝试跨区域故障转移之前在同一区域中进行故障转移。
有关校园群集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例如，为两个区域（0 和 1）设置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希望 Node_A 和
Node_B 上的服务组在 Node_C 和 Node_D 上启动之前能够在两个节点之间进行故
障转移。应用程序及其防火练习服务组均拥有 SystemZones 属性的以下值：
SystemZones = { Node_A = 0, Node_B = 0, Node_C = 1, Node_D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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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FireDrill 服务组
在 FireDrill 服务组中，应用程序级资源（例如，进程资源、应用程序资源或 Oracle
资源等）可以在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具有相同的属性值。重用相同
的属性值可导致 VCS 将错误资源报告为联机。
对于这些类型，将 FireDrill 类型级属性设置为 1。 例如，如果对 Oracle 资源和
Listener 资源进行了完全相同的配置，则将 Oracle 和 Netlsnr 的 FireDrill 属性设置
为 1：
#
#
#
#

haconf
hatype
hatype
haconf

–makerw
–modify Oracle FireDrill 1
–modify Netlsnr FireDrill 1
-dump –makero

将 ReuseMntPt 属性添加到 Mount 代理类型的 ArgList 属性
如果计划在防火练习服务组中使用 Mount 资源，则必须将 ReuseMntPt 属性添加到
ArgList 并将其值设置为 1。
将 ReuseMntPt 属性添加到 ArgList 属性并将其值设置为 1

1

将配置的属性设置为可读取和写入。
# haconf -makerw

2

将 ReuseMntPt 属性添加到 ArgList 属性。
# hatype -modify Mount ArgList -add ReuseMntPt

3

对于防火练习的 Mount 资源，将 ReuseMntPt 属性的值更改为 1。
# hares -modify firedrill_mount_resource_name ReuseMntPt 1

4

对于原始的 Mount 资源，将 ReuseMntPt 属性的值更改为 1。
# hares -modify original_mount_resource_name ReuseMntPt 1

5

将配置的属性设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配置注意事项
请记住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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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安装具有 FMR 许可证和站点识别许可证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5.1 或
更高版本。

■

当 SystemZone 中的应用程序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请勿使其中的
DiskGroupSnap 资源联机。

■

确保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应用程序服务组都使用相同的 SystemZones 属性值。

■

不要在防火练习服务组中使用 Volume 资源。DiskGroupSnap 代理在内部使用
vxvol 命令，以启动防火练习磁盘组中的所有卷。

■

在大型设置中，可能需要调整各种计时器值，以便在等待 VxVM 命令完成时计
时器不会超时。需要调整的计时器为 OfflineTimeout（对于 DiskGroupSnap 资
源）以及 MonitorInterval 和 ActionTimeout（对于关联的 DiskGroup 资源），
例如：
#
#
#
#
#

haconf –makerw
hares -override dgsres OfflineTimeout
hares -modify dgsres OfflineTimeout 600
hares -override dgres MonitorInterval
hares -modify dgres MonitorInterval 1200 (this has to be twice
the value intended for ActionTimeout below)
# hares -override dgres ActionTimeout
# hares -modify dgres ActionTimeout 600
# haconf –dump –makero
■

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时，通常与应用程序服务组使用同样的属性值。
Mount 资源的 BlockDevice 属性在应用程序服务组和防火练习服务组之间变化。
在 BlockDevice 路径中，必须将 _fd 附加到磁盘组名称部分后面，例如，
/dev/vx/dsk/newdg1/newvol1 将变为 /dev/vx/dsk/newdg1_fd/newvol1。
请参见第 37 页的图 2-3。 显示了防火练习服务组的资源值的变更。请注意未包
括 Volume 资源。

■

在开始防火练习前，请确保在应用程序 DiskGroup 中注册的所有站点都处于
ACTIVE 状态。
DiskGroupSnap 资源的示例资源值

图 2-3
procfdres1

mntfdres1

dgsres

BlockDevice =
" /dev/vx/dsk/newdg1_fd/newv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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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限制
以下限制适用于 DiskGroupSnap 代理：
■

DiskGroupSnap 代理不支持卷集。

■

DiskGroupSnap 代理无法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环境中使用。

■

DiskGroupSnap 资源的联机和脱机操作调用 VCS action 入口点来运行 VxVM
命令，以分离/重新挂接防火练习站点。由于 VxVM 要求在导入磁盘组的节点上
运行命令，因此必须在这些操作之前在群集的某节点上导入磁盘组。

■

在关闭任何节点上的 VCS 之前，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如果在关闭 VCS 之
前无法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则必须将防火练习站点手动重新挂接到磁盘组
以便继续执行防火练习。

■

使用具有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支持的 ASL/APM 库的磁盘阵列。要查看支
持的磁盘阵列，请使用 vxddladm listsupport 命令。

■

在防火练习执行过程中，请勿切换 Application 服务组。

DiskGroupSnap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此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如下：
type DiskGroupSnap (
static int ActionTimeout = 120
static int MonitorInterval = 300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TargetResName, FDSiteName, FDType }
str TargetResName
str FDSiteName
str FDType
)

DiskGroupSnap 代理的示例配置
在图 2-4 中，主站点处于铜牌配置中，而灾难恢复站点处于金牌配置中。
由于主站点没有专用的防火练习磁盘，因此它处于铜牌配置中。在铜牌配置中，重
新确定灾难恢复站点中的镜像磁盘的用途，以使其充当防火练习测试磁盘。铜牌配
置的缺点在于，当防火练习在主站点上联机时，如果出现磁盘故障，则会导致站点
故障。
铜牌配置中的 FDSiteName 值是 VxVM 站点名称。对于此配置，主站点上节点的
FDSiteName 属性值如下：
FDSiteName@Node_A = pri
FDSiteName@Node_B = 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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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站点处于金牌配置中，因为它在站点上具有专用的防火练习磁盘。对于
FDSiteName 属性，使用为防火练习磁盘指定的 VxVM 站点标记。对于此配置，灾
难恢复站点上节点的 FDSiteName 属性值如下：
FDSiteName@Node_C = dr_fd
FDSiteName@Node_D = dr_fd

对于 Node_A 和 Node_B，将 SystemZones 属性的值设置为 0；对于 Node_C 和
Node_D，设置为 1。例如：
SystemZones = { Node_A = 0, Node_B = 0, Node_C = 1, Node_D = 1 }

图 2-4

具有铜牌配置的主站点和具有金牌配置的灾难恢复站点
灾难恢复站点采用金牌
配置

主站点采用铜牌配置

SystemZones=0

SystemZones=1

VxVM sitename=pri
Node_A

VxVM sitename=dr

Node_B

Node_C

Node_D

伸展
集群

数据磁盘

数据磁盘

VxVM sitename = pri

VxVM sitename = dr
防火练习磁盘

VxVM sitename = dr_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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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GroupSnap 代理的典型 main.cf 配置
以下示例配置显示了防火练习服务组及其对应的应用程序服务组。防火练习服务
组：
group dgfdsg (
SystemList = { Node_A = 0, Node_B = 1, Node_C = 2, Node_D = 3 }
SystemZones = { Node_A = 0, Node_B = 0, Node_C = 1, Node_D = 1}
)

DiskGroupSnap dgsres (
TargetResName = dgres
)
FDtype = "Gold"
FDSiteName
FDSiteName
FDSiteName
FDSiteName
)

@Node_A
@Node_B
@Node_C
@Node_D

=
=
=
=

pri
pri
dr_fd
dr_fd

Mount mntfdres1 (
MountPoint = "/dgsfs1"
BlockDevice = "/dev/vx/dsk/newdg1_fd/newvol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ReuseMntPt = 1
)
Mount mntfdres2 (
MountPoint = "/dgsfs2"
BlockDevice = "/dev/vx/dsk/newdg1_fd/newvol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ReuseMntPt = 1
)
Process procfdres1 (
PathName = "/usr/bin/ksh"
Arguments = "/scrib.sh /dgsfs1"
)
Process procfdres2 (
PathName = "/usr/bin/k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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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s = "/scrib.sh /dgsfs2"
)
requires group dgsg offline local
mntfdres1 requires dgsres
mntfdres2 requires dgsres

procfdres1 requires mntfdres1
procfdres2 requires mntfdres2

应用程序的服务组（实际的服务组）如下：
group dgsg (
SystemList = { Node_A = 0, Node_B = 1, Node_C = 2, Node_D =
3 }
SystemZones = { Node_A = 0, Node_B = 0, Node_C = 1, Node_D
= 1}
)
DiskGroup dgres (
DiskGroup = newdg1
)
Mount mntres1 (
MountPoint = "/dgsfs1"
BlockDevice = "/dev/vx/dsk/newdg1/newvol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ReuseMntPt = 1
)
Mount mntres2 (
MountPoint = "/dgsfs2"
BlockDevice = "/dev/vx/dsk/newdg1/newvol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ReuseMntPt = 1
)
Process procres1 (
PathName = "/usr/bin/k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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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s = "/scrib.sh /dgsfs1"
)
Process procres2 (
PathName = "/usr/bin/ksh"
Arguments = "/scrib.sh /dgsfs2"
)
mntres1 requires dgres
mntres2 requires dgres
procres1 requires mntres1
procres2 requires mntres2

包含 Oracle 资源的 DiskGroupSnap 的 main.cf 示例
在本指南中已简化以下 Oracle 配置以便于演示。
group fd_oragrp (
SystemList = { Node_A = 0, Node_B = 1 }
AutoStart = 0
SystemZones = { Node_A = 0, Node_B = 1 }
)
DiskGroupSnap dgres (
FDSiteName @Node_A = siteA
FDSiteName @Node_B = siteB
TargetResName = oradg_res
FDType = "Bronze"
)
IP fd_oraip (
Device = bge0
Address = "10.198.95.191"
NetMask = "255.255.255.0"
)
Mount fd_archmnt (
FsckOpt = "-y"
ReuseMntPt = 1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g_fd/archive_vol"
MountPoint = "/ora_archive"
FSType = vxf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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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fd_datamnt (
FsckOpt = "-y"
ReuseMntPt = 1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g_fd/data_vol"
MountPoint = "/ora_data"
FSType = vxfs
)
NIC fd_oranic (
Device = bge0
NetworkHosts = { "10.198.95.1" }
)
Netlsnr fd_LSNR (
Home = "/opt/oracle/ora_home"
Owner = oracle
)
Oracle fd_Ora_01 (
Owner = oracle
Home = "/opt/oracle/ora_home"
Sid = Ora_01
)
requires group oragrp offline local
fd_LSNR requires fd_Ora_01
fd_LSNR requires fd_oraip
fd_Ora_01 requires fd_archmnt
fd_Ora_01 requires fd_datamnt
fd_archmnt requires dgres
fd_datamnt requires dgres
fd_oraip requires fd_oranic
group oragrp (
SystemList = { Node_A = 0, Node_B = 1 }
AutoStartList = { Node_A, Node_B }
SystemZones = { Node_A = 0, Node_B = 1 }
)
DiskGroup oradg_res (
DiskGroup = oradg
)
IP Node_A4v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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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 bge0
Address = "10.198.95.192"
Netmask = "255.255.252.0"
)
Mount arch_mnt (
FsckOpt = "-y"
ReuseMntPt = 1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g/archive_vol"
MountPoint = "/ora_archive"
FSType = vxfs
)
Mount data_mnt (
FsckOpt = "-y"
ReuseMntPt = 1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g/data_vol"
MountPoint = "/ora_data"
FSType = vxfs
)
NIC nic_Node_A4vip (
Device = bge0
)
Netlsnr LSNR (
Home = "/opt/oracle/ora_home"
Owner = oracle
)
Oracle Ora_01 (
Owner = oracle
Home = "/opt/oracle/ora_home"
Sid = Ora_01
)
Volume arch_vol (
Volume = archive_vol
DiskGroup = oradg
)
Volume data_vol (
Volume = data_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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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Group = oradg
)
LSNR requires Ora_01
LSNR requires Node_A4vip
Ora_01 requires arch_mnt
Ora_01 requires data_mnt
arch_mnt requires arch_vol
arch_vol requires oradg_res
data_mnt requires data_vol
data_vol requires oradg_res
Node_A4vip requires nic_Node_A4vip

DiskGroupSnap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DiskGroupSnap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

Disk 代理
监视物理磁盘或分区。
可以使用 Disk 代理监视已导出到 LDom 的物理磁盘或磁盘片。

依赖关系
Disk 资源不存在依赖关系。
图 2-5

Solaris 上包含 Disk 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LDom

NIC

磁盘

代理函数
Monitor

在原始设备上执行读取 I/O 操作以确定物理磁盘或分区是否可以访问。

状态定义
此代理的状态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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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表示磁盘目前正常工作。

FAULTED

表示磁盘已停止工作或不可访问。

UNKNOWN

指示存在配置问题或不能确定资源的状态。

表 2-7

必需属性

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分区

指示要监视的分区。 请使用以斜杠 (/) 开头的完全路径指定分区。
如果未指定绝对路径，则会认为所指定的名称位于 /dev/rdsk/ 中。
例如：/dev/rdsk/c2t0d0s2 或 /dev/vx/dmp/c2t0d0s2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注意：如果提供了 DMP 设备名称，请确保命名机制的 persistence 设
置为“Yes (是)”以避免重新启动或设备重新配置导致路径名称更改。
有关设置命名机制的 persistence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注意：如果磁盘是可扩展固件界面 (EFI) 标签的磁盘，请使用不带片编
号的路径名。

资源类型定义
在 Solaris 上，此代理的资源定义如下：

type Disk (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str ArgList[] = { Partition }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Partition
)

调试日志级别
Disk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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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代理
Volume 代理用于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联机、脱机以及对其进行
监视。使用此代理可使卷具有高可用性。
注意：请不要将 Volume 代理用于作为副本而创建的卷。

Volume 代理的依赖关系
Volume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包含 Volume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2-6
应用程序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Volume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 vxrecover 命令启动卷。

脱机

使用 vxvol 命令停止卷。

Monitor

尝试从卷的原始设备接口读取块，以确定卷是处于联机状态、脱机状态
还是未知状态。

Clean

终止所有正在进行的资源操作，使资源脱机（必要时强制脱机）。

Volume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指定卷已启动且允许此 I/O。

OFFLINE

指示指定的卷未启动，因此不允许 I/O。

FAULTED

指示卷意外停止，不允许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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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状态或错误地配置了资源属性。

Volume 代理的属性
表 2-8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DiskGroup

包含该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DG1

Volume

在 DiskGroup 属性中指定的磁盘组中的卷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DG1Vol1

表 2-9

内部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用途的
线程。
将 NumThreads 属性设置为较高的值时，可以缩短联机所需的时间或
监视大量 DiskGroup 资源所需的时间。
如果有许多 DiskGroup 资源且这些资源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联机，请考
虑将 NumThreads 属性增加至大于 1 的值。
Veritas 建议您不要修改此属性。
默认值：1

Volum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此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如下：

type Volume (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Volume, DiskGroup }
str Volume
str DiskG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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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代理的示例配置
下面是 Volume 代理的示例配置：
Volume sharedg_vol3 (
Volume = vol3
DiskGroup = sharedg
)

Volume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Volume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

VolumeSet 代理
VolumeSet 代理用于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集联机、脱机以及对其
进行监视。使用 代理可使卷集具有高可用性。

VolumeSet 代理的依赖关系
VolumeSet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包含 VolumeSet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2-7
应用程序

IP

Mount

NIC

VolumeSet

DiskGroup

VolumeSet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 vxrecover 命令启动卷集。

脱机

使用 vxvset 命令停止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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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尝试从卷集中卷的原始设备接口读取块，以确定卷集是处于联机状态、
脱机状态还是未知状态。

Clean

终止所有正在进行的资源操作，使资源脱机（必要时强制脱机）。

VolumeSet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已启动卷集中的所有卷，且所有卷都允许 I/O。

OFFLINE

指示卷集中至少有一个卷没有启动，且该卷不允许 I/O。

FAULTED

指示卷集中的卷已意外停止，且不允许 I/O。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状态或错误地配置了资源属性。

VolumeSet 代理的属性
表 2-10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DiskGroup

包含该卷集的磁盘组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DG1

VolumeSet

在 DiskGroup 属性中指定的磁盘组中的卷集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DG1VolSet1

VolumeSet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VolumeSet (
static str ArgList[] = { DiskGroup, VolumeSet }
str VolumeSet
str DiskGroup
)

VolumeSet 代理的示例配置
本节包含了此代理的示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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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的已配置 VolumeSet
VolumeSet 的 shared_vset3 资源已经配置，并依赖于具有共享磁盘组的 DiskGroup
资源。
VolumeSet sharedg_vset3 (
VolumeSet = vset3
DiskGroup = sharedg
)

有关 VolumeSet 代理的代理说明
本节包含有关此代理的说明。

无法访问的卷阻止 VolumeSet 代理联机
如果卷集中的任何卷无法访问，VolumeSet 代理将无法联机。
从卷集中删除卷
◆

输入以下命令可将卷从在 mountpoint 上装入的卷集中删除。
# fsvoladm remove mountpoint volume_name
# vxvset -g diskgroup rmvol volumeset volume_name

VolumeSet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VolumeSet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4

Mount 代理
Mount 代理使文件系统或 NFS 客户端装入点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监视。可以使
用此代理使文件系统或 NFS 客户端装入点具有高可用性。
此代理可识别区域。
此代理还支持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ContainerName 和 ContainerType 属性已废弃。
有关在本地区域中使用 Mount 资源的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
南》。
对于装入 NFS 文件系统，Mount 代理支持 IPv6 协议。
有关该代理的重要信息，请参见第 62 页的“Mount 代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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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识别
Mount 代理可识别 IMF，并为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
有关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只有 VxFS 和 NFS 文件系统类型才支持用于装入的 IMF。
有关 IMF 关联的 Mount 代理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Mount 代理的代理函数。
有关与 IMF 一起使用 Mount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MF 使用说明。

Mount 代理的依赖关系
Mount 资源不依赖于任何其他资源。
在某些情况下，Mount 代理会依赖于 Volume 或 DiskGroup 资源。
包含 Mount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2-8
应用程序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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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在目录中装入块设备。对于非 NFS 装入，如果装入过
程失败，此代理将尝试在设备上运行 fsck 命令，随后
再次尝试装入文件系统。
如果文件系统类型为 NFS，则代理会将远程文件系统
装入指定目录。远程 NFS 文件系统在 BlockDevice 属
性中指定。

注意：如果为 SmartIO 功能启用写回模式，当发生节
点故障或固态驱动器 (SSD) 设备故障时，具有待处理
脏数据的文件会变为不可访问。
有关恢复写回缓存的更多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SmartIO for Solid State Drives Solutions 指
南》。
脱机

卸载所装入的文件系统。

Monitor

确定是否已装入文件系统。
如果为 Mount 代理启用了 IMF，将会对资源进行异步
监视，并会立即将资源状态方面的所有更改发送到 VCS
以便采取相应的操作。

imf_init

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初始化接口的
代理。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imf_getnotification

等待有关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进行初始化后运行。代理会一直等待通
知，并在得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相应的措施。

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注册代理必须监视的资源实
体。当每个资源进入稳定状态（联机或脱机）后，将
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此 action 入口点将会为 mount
代理注册装入点、块设备和文件系统类型。

Clean

强制卸载装入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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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Mount 代理的 info 函数执行以下命令：
# df -k mount_point
输出显示 Mount 资源信息：
Size Used Avail Use%
要启动 info 代理函数，请将 InfoInterval 计时设置为大
于 0 的值。在本例中，info 代理函数每 60 秒执行一
次：
# haconf -makerw
# hatype -modify Mount InfoInterval 60
以下命令检索关于 Mount 资源的信息：
# hares -value mountres ResourceInfo
输出包括：
Size 2097152
Used 139484
Available 1835332
Used% 8%

操作

■

■

■

■

■

attr_changed

chgmntlock
将 VxFS 文件系统锁定重置为 VCS 定义的锁定。
mountpoint.vfd
检查脱机节点上是否存在指定的装入点。如果不存
在，且您要求 VCS 解决此问题，则 VCS 会使用
mkdir 命令创建装入点目录。
mounted.vfd
检查脱机节点上是否已装入装入点。如果未装入，
则需要从指定的装入点目录卸载所有文件系统。
vxfslic.vfd
检查是否存在有效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许可证。如果不存在，则需要更新 VxFS 许可证。
mountentry.vfd
检查装入点是否未列在自动文件系统表中。
例如，
/etc/vfstab
如果此操作失败，则需要从自动文件系统表中删除
装入点。

将 VxFSMountLock 属性值从 1 或 2 更改为 0 时，将
解锁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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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代理的状态定义
此代理的状态定义如下：
ONLINE

对于本地文件系统，指示已将块设备装入指定的装入点。
对于 NFS 客户端，指示已将 NFS 远程文件系统装入指定的装入目录。

OFFLINE

对于本地文件系统，指示未将块设备装入指定的装入点。
对于 NFS 客户端，指示未将 NFS 远程文件系统装入指定的装入目录。

FAULTED

对于本地文件系统，指示意外卸载了块设备。
对于 NFS 客户端，指示意外卸载了 NFS 远程文件系统。

UNKNOWN

指示存在配置问题或不能确定资源的状态。

Mount 代理的属性
表 2-11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BlockDevice

装入点的块设备。
在指定要装入的块设备时，请使用方括号将 IPv6 地址括起来。mount
命令需要使用 IPv6 地址前后的方括号来区分该地址中的冒号和用于分
隔远程主机和远程目录的冒号。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

/dev/vx/dsk/myvcs_dg/myvol

■

IPv4

■

10.209.70.90:/dirname/anotherdir

■

IPv6
"[fe80::1:2:3]:/dirname/another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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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FsckOpt

对于下列文件系统类型而言是必需的：
■

ufs

■

vxfs

使用该属性指定 fsck 命令的选项。必须正确设置该属性以进行本地装
入。如果装入过程失败，则在尝试重新装入块设备之前将执行具有指定
选项的 fsck 命令。其值必须包括 -y 或 -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fsck 手册页。
对于 NFS 装入，该属性值不适用，可将其忽略。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xFS 示例：-y

注意：使用命令行时，请添加 % 符号以对 - 符号转义。例如：hares
-modify MntRes FsckOpt %-y
FSType

文件系统的类型。
支持 ufs、nfs、zfs、lofs 或 vxfs。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vxfs

MountPoint

装入点的目录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tmp/mnt

表 2-12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MountOpt

mount 命令的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mount 手册
页。
请不要设置 VxFS 装入选项 mntlock=key。代理将仅在使
Mount 资源联机时使用此选项。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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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SnapUmount

如果该属性值为 1，则当卸载文件系统时，该属性将自动
卸载 VxFS 快照。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0，并且装入了快照，则无法使资源脱
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发生故障转移。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CkptUmount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卸载文件系统时，该属性将自动
卸载 VxFS 存储检查点。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0，且已装入存储检查点，则不会出现
故障转移。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

AccessPermissionChk

如果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1 或 2，monitor 将验证
MntPtPermission、MntPtOwner 和 MntPtGroup 属性的值
是否与实际装入的文件系统值相同。
如果其中的任何值与您已定义的值不匹配，将记录一条消
息。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2，并且装入的文件系统权限与这些属
性值不匹配，则 Monitor 代理函数将返回状态 OFFLINE。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CreateMntPt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0，则不会创建装入点。如果装入点无
适当的权限，装入操作可能会失败。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1 或 2，并且装入点不存在，则代理将
在使资源联机时创建一个具有系统默认权限的装入点。如
果装入点的权限小于 555，将记录一条警告消息。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2，并且装入点不存在，则代理将在使
资源联机时创建一个具有系统默认权限的装入点。如果装
入点的权限小于 555，将记录一条警告消息。此外，VCS
将在使资源脱机时删除装入点以及任何以递归方式创建的
目录。只有在装入点内容为空时才会删除装入点，这同样
适用于递归装入点。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57

存储代理
Mount 代理

可选属性

说明

MntPtGroup

此属性用于指定装入的文件系统所属的组。如果
AccessPermissionChk 属性的值不为 0，代理将在每个监
视周期验证装入的文件系统所属的组。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grp1

MntPtOwner

此属性用于指定装入的文件系统所属的用户。如果
AccessPermissionChk 属性的值不为 0，代理将在每个监
视周期验证装入的文件系统所属的用户。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usr1

MntPtPermission

此属性用于指定装入的文件系统的权限，是以四位八进制
数的绝对形式表示的。如果 AccessPermissionChk 属性的
值不为 0，代理将在每个监视周期验证装入的文件系统的
模式。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0755

OptCheck

此属性的值决定 VCS 是否验证装入选项。系统将根据验证
结果确定资源的状态。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0（默认值），则不检查装入选项。
如果 OptCheck 属性的值为 1、2 或 3，将执行检查以确认
在 MountOpt 属性中是否设置了您为 VCS 指定的装入命令
选项。MountOpt 属性应与实际的装入命令选项相同。如果
实际装入选项与 MountOpt 属性不同，将记录一条消息。
资源的状态取决于该属性的值。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资源的状态将不受影响。
如果该值为 2，则会将资源的状态设置为脱机。
如果该值为 3，则会将资源的状态设置为未知。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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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RecursiveMnt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VCS 将在必要时创建装入点的所有
父级目录。将使用系统默认权限创建路径中的所有目录。

注意：装入点上的权限必须至少设置为 555，这样操作系
统命令才能正确运行。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ReuseMntPt

如果需要在多个 mount 资源中指定相同的装入点，请将该
属性的值设置为 1。请注意，该属性的值只能为 1 或 0。
要使用该属性，群集管理员需要将该属性添加到代理的
arglist。请设置适当的组和资源依赖关系，以便一次只有一
个资源能够在系统上变为联机状态。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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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VxFSMountLock

此属性只适用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此属性控制
文件系统锁定功能，以防意外卸载。
此属性可以有三个值：0、1 或 2。
VxFSMountLock=0
将该值设置为零后，当 VCS 报告处于联机状态时，该资源
检测不出对锁定所做的任何更改。
■

■

■

如果装入点最初以 mntlock="VCS" 进行锁定，则
monitor 代理函数将对其进行解锁。
如果装入点最初以非 VCS 的密钥进行锁定，则代理将
记录一次消息。
如果装入点最初未锁定，则不会执行任何操作。

VxFSMountLock=1
将该值设置为 1 后，当 VCS 报告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该
资源检测不出对锁定所做的更改。VCS 不会监视锁定。
■

■

■

如果装入点最初以 mntlock="VCS" 进行锁定，则不会
执行任何操作。
如果装入点最初以非 VCS 的密钥进行锁定，则代理将
记录一次消息。
如果装入点最初未锁定，则 monitor 代理函数将使用
mntlock="VCS" 将其锁定。

VxFSMountLock=2
如果 VxFSMountLock 的值为 2，则文件系统将被锁定，且
代理将监视对 mntlock 所做的任何更改。
■

■

■

如果装入点以 mntlock="VCS" 进行锁定，则不会执行
任何操作。
如果装入点最初以非 VCS 的密钥进行锁定，则 monitor
代理函数将在每次检测到 mntlock 发生更改时记录一条
消息。
如果装入点未锁定，则代理以 mntlock="VCS" 将其锁
定。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

60

存储代理
Mount 代理

可选属性

说明

CacheRestoreAccess

此属性仅适用于以下情况：
■

文件系统类型是 VxFS。

■

为 SmartIO 功能启用了写回缓存。

此属性的值确定是否执行还原访问操作。具有以下值：
■

0：不执行还原访问操作。

■

1：执行还原访问操作。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注意：有关启用写回缓存的过程和含义，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SmartIO for Solid State Drives Solutions 指南》。

表 2-13

内部属性

内部属性

说明

AEPTimeout

这是内部属性。请不要修改此属性。此属性用于传递代理入口
点的超时值。

Mount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在 Solaris 上，此代理的资源定义如下：

type Mount (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VxFSMountLock }
static int IMF{} = { Mode = 3, MonitorFreq = 1,
RegisterRetryLimit = 3 }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MountPoint, BlockDevice, FSType
}
static boolean AEPTimeout = 1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mountpoint.vfd",
"mounted.vfd", "vxfslic.vfd" , "chgmntlock", "mountentry.vfd"
}
static str ArgList[] = { MountPoint, BlockDevice, FSType,
MountOpt, FsckOpt, SnapUmount, CkptUmount, OptCheck,
CreateMntPt, MntPtPermission, MntPtOwner, MntPtGroup,
AccessPermissionChk, RecursiveMnt, VxFSMountLock,
CacheRestoreAccess }
str MountPoint
str Block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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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FSType
str MountOpt
str FsckOpt
boolean SnapUmount = 0
boolean CkptUmount = 1
int OptCheck = 0
int CreateMntPt = 0
int ReuseMntPt = 0
str MntPtPermission
str MntPtOwner
str MntPtGroup
int AccessPermissionChk = 0
boolean RecursiveMnt = 0
boolean VxFSMountLock = 1
boolean CacheRestoreAccess = 0
)

Mount 代理说明
以下是 Mount 代理的相关说明：
■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

VxFS 文件系统锁定

■

IMF 使用说明

■

IPv6 使用说明

■

对环回文件系统的支持

■

启用 Mount 代理的二级监视

■

ZFS 文件系统和池创建示例

■

支持在非全局区域内直接装入 VxFS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可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与基础架构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阻止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联机。
对于 Mount 资源，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执行操作：
■

检查指定装入点目录是否存在

■

检查指定装入点目录是否已被使用

■

检查是否存在有效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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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 /etc/vfstab 文件中是否存在装入点

有关使用高可用性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VxFS 文件系统锁定
如果装入表输出中的装入选项具有 mntlock="key" 选项，则使用密钥 "key" 将其锁
定。要验证装入锁定是否已使用且其值是否为 "key"，请运行 mount 命令并查看其
输出。
# mount

如果 VxFS 文件系统的装入选项中有 mntlock="key" 选项，则文件系统卸载会失败。
可以使用 fsadm 命令解锁文件系统，然后将其卸载。要对锁定的装入进行解锁，请
运行以下命令，其中 "key" 是锁标识符，mount_point_name 是文件系统装入点。
# /opt/VRTS/bin/fsadm -o mntunlock="key" mount_point_name

要卸载使用锁定装入的文件系统，请运行具有 mntunlock="key" 选项的 vxumount
命令，例如：

# /opt/VRTS/bin/umount -o mntunlock="key" mount_point_name

IMF 使用说明
如果使用 IMF 进行智能资源监视，根据 FSType 属性的值，必须设置 IMF 属性的
MonitorFreq 键值。
有关 IMF 属性的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IPv6 使用说明
请查看有关 IPv6 的使用的下列信息：
■

要为 NFS 使用 IPv6 功能，必须使用 NFSv4 以便能够执行装入。请注意，NFSv4
要求在操作系统中以及 VCS 中与 NFS 相关的资源中执行几个配置步骤，以便
在客户端和导出服务器上启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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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回文件系统的支持
Mount 代理支持环回文件系统。您可以将环回文件系统作为 Mount 资源进行管理。
可使用此环回支持功能在全局区域中装入一个文件系统，并在非全局区域中共享该
文件系统。要实现环回支持，需要将 FSType 属性配置为使用值 lofs。
包含环回文件系统（VCS 将该文件系统作为一个 Mount 资源进
行管理）的共享存储上的区域根目录的示例服务组

图 2-9

Application

IP

Mount

应用程序
lofs

Zone

NIC

根

Mount

DiskGroup

Mount

DiskGroup

应用程序

以下是一个使用 Mount 资源管理 lofs 文件系统的示例配置：
group loopbacksg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ContainerInfo@sysA = { Name = zone1, Type = Zone, Enabled = 1 }
ContainerInfo@sysB = { Name = zone1, Type = Zone, Enabled = 1 }
)
Mount lofs_mnt_global_to_local (
MountPoint = "/export/home/zone1/root/lofs_mnt"
BlockDevice = "/mnt1/m1"
FSType = lofs
)
Zone z1 (
)
Mount base_mnt (
MountPoint = "/mnt1"
BlockDevice = "/dev/vx/dsk/tdg/tvol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lofs_mnt_global_to_local requires z1
lofs_mnt_global_to_local requires base_mnt

物理到虚拟 (P2V) 方案的示例配置
在下列示例配置中，该本地区域 (zone1) 仅在系统 1 (sys1) 上运行，且不存在于系
统 2 (sys2) 上。Mount 资源在该区域内联机。在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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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export/home/zone1/root/mnt" 装入点存在于该区域内。在系统 1
上，"/export/home" 装入点装入于该区域内的 "/export/home/zone1/root/mnt" 上。
在系统 2 上，"/export/home" 装入点装入于全局区域内的 "/mnt" 上。
group mount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ContainerInfo @sys1 = { Name = zone1, Type = Zone, Enabled
= 1 }
ContainerInfo @sys2 = { Name = zone1, Type = Zone, Enabled
= 2 }
Administrators = { z_mountres_sys1, z_zoneres_sys1 }
)

Mount loopback (
MountPoint @sys1 = "/export/home/zone1/root/mnt"
MountPoint @sys2 = "/mnt"
BlockDevice = "/export/home"
FSType = lofs
FsckOpt = "-n"
)
Zone zoneres (
)
loopback requires zoneres

在下列示例配置中，有两个 Mount 资源。第一个 Mount 资源 (mountres) 装入于
"/lockinfo" 上的实际共享卷 "/dev/vx/dsk/vdg/nfs_vol" 上。接着，"/lockinfo" 在系统
1 上区域内的 "/export/home/zone1/root/mnt" 上环回。在系统 2
上，"/dev/vx/dsk/vdg/nfs_vol" 卷装入于 "/lockinfo" 上，然后，"/lockinfo" 在全局区
域内的 "/mnt" 上环回和装入。在下列示例中，已对 Mount 资源进行本地化。:
group mount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ContainerInfo @sys1 = { Name = zone1, Type = Zone, Enabled
= 1 }
ContainerInfo @sys2 = { Name = zone1, Type = Zone, Enabled
= 2 }
Administrators = { z_mountres_sys1, z_zoneres_sys1 }
)
DiskGroup dgres (
DiskGroup = v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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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loopback (
MountPoint @sys1 = "/export/home/zone1/root/mnt"
MountPoint @sys2 = "/mnt"
BlockDevice = "/lockinfo"
FSType = lofs
FsckOpt = "-n"
)
Mount mountres (
MountPoint = "/lockinfo"
BlockDevice = "/dev/vx/dsk/vdg/nfs_vol"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Zone zoneres (
)
loopback requires mountres
loopback requires zoneres
mountres requires dgres

启用 Mount 代理的二级监视
仅当 FSType 设置为 nfs 时，才可启用 Mount 代理的二级监视。
要启用二级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

# haconf -makerw

■

# hares -override resource_name LevelTwoMonitorFreq

■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LevelTwoMonitorFreq 1

■

# haconf -dump -makero

有关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ZFS 文件系统和池创建示例
如果要使用 Mount 资源监视 ZFS 文件系统，请执行下列步骤。
在磁盘设备 c1t0d0 上创建 tank 存储池和文件系统，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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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pool create tank c1t0d0

在 tank 中创建 home 文件系统。
# zfs create tank/home

将 MountPoint 属性的值设置为 legacy。
# zfs set mountpoint=legacy tank/home

设置 Mount 代理的属性。 以下是此配置的 main.cf 文件的一个示例。
Mount m1 (
MountPoint = "/mp1"
BlockDevice = "tank/home"
FSType = zfs
MountOpt = rw
FsckOpt = "-n"
)

支持在非全局区域内直接装入 VxFS
Mount 代理支持从全局区域将 VxFS 直接装入非全局区域。可以在非全局区域内直
接装入 VxFS。要在非全局区域内装入 VxFS，请覆盖资源级别下的 ContainerOpts
属性，并将 RunInContain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1。例如，按顺序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override res_direct_mount ContainerOpts
# hares –modify res_direct_mount ContainerOpts RunInContainer 1
PassCInfo 0

以下是在非全局区域内直接装入 VxFs 的示例配置：
group sg_direct_mount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ContainerInfo = { Name = zone1, Type = Zone, Enabled = 1 }
Administrators = { z_zoneres_sysA, z_zoneres_sysB }
)
Mount res_direct_mount (
BlockDevice = "/dev/vx/dsk/data_dg/data_vol"
MountPoint = "/mymount/mnt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 = 1, PassCInfo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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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Mount 代理的示例配置
Mount 代理的 VxFS 配置示例
下面是适用于 VxFS 的配置：
Mount mnt-fs1 (
MountPoint= "/mnt1"
BlockDevice = "/dev/vx/dsk/mnt-dg1/mnt-vol1"
FSType = "vxfs"
FsckOpt = "-n"
MountOpt = "rw"
)

Mount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Mount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DBG_3、DBG_4、DBG_5

Zpool 代理
Zpool 代理用于使 ZFS 存储池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监视。它可从一个节点导出位
于共享存储中的 ZFS 存储池。然后根据需要将这些存储池导入其他节点。
通过将 mountpoint 属性设置为非 legacy 的值，ZFS 的自动装入功能可装入其所有
文件系统。要查看 mountpoint 属性的值，请使用 zfs get 命令。例如，可在命令
行中对 tank 装入点输入以下命令：
# zfs get mountpoint tank
NAME
tank

PROPERTY
mountpoint

VALUE
/tank

SOURCE
default

另一个示例，如果要查看 legacypool 存储池的 mountpoint 属性的值，请输入以下
命令：
# zfs get mountpoint legacypool
NAME
tank

PROPERTY
mountpoint

VALUE
legacy

SOURCE
default

68

存储代理
Zpool 代理

Zpool 代理将检查 mountpiont 和 canmount 属性以及 ChkZFSMounts 属性以确定
是否应在 Zpool 代理中检查已装入的文件系统。
如果 mountpoint 属性的值为 legacy，该代理将不检查文件系统的装入状态。该代
理假定您将计划使用 Mount 资源来管理和监视 ZFS 文件系统。
如果 mountpoint 属性的值不是 legacy 或 none，并且未将 canmount 属性设置为
off，则该代理将检查 ZFS 文件系统的装入状态。如果 mountpoint 属性的值是
none，或者将 canmount 属性设置为 off，该代理将假定您不希望装入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19 页的“VCS 支持多径处理解决方案”。

Zpool 代理的限制
该代理不支持使用 ZFS 中的逻辑卷。如果在池中使用 ZFS 逻辑卷，则无法导出该
池，即使使用 -f 选项也是如此。 Oracle 建议不要使用 ZFS 中的逻辑卷，因为使
用时会导致性能和可靠性问题。

Zpool 代理的依赖关系
对于其 mountpoint 属性的值为非 legacy 值的池，Zpool 资源没有依赖关系。
Zpool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2-10
应用程序

IP

Zpool

Zpool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导入 ZFS 存储池。

脱机

导出 ZFS 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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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检查 ZFS 池的联机状态。
如果已设置了 ZFS 文件系统的 mountpoint 属性，其值不是 legacy 或
none；并且如果未将 canmount 属性设置为 off 且已启用
ChkZFSMounts 属性，则该代理将检查是否同一 ZFS 存储池中的所有
ZFS 文件系统都已装入。
如果 ZFS 池包含由非全局区域使用的 ZFS 文件系统，则需要在区域启
动之前导入该池。在区域启动之后，如果未将由非全局区域使用的此
ZFS 文件系统的 mountpoint 属性设置为 legacy 或 none，且未将
canmount 属性设置为 off，则文件系统会在区域启动之后进行装入。
如果已在 Zpool 资源中启用 ChkZFSMounts 属性，则会由于区域资源
尚未启动而导致 Monitor 代理函数跳过检查 ZFS 文件系统的可用性，
且不会装入文件系统。
对于非全局区域方案，Zone 资源依赖于 Zpool 资源。在这种情况下，
您需要提供用于指示 Zone 资源名称的 ZoneResName 属性。 当 Zone
资源处于 ONLINE 状态时，ChkZFSMounts 将开始检查由非全局区域
使用的 ZFS 文件系统池的装入状态。

Clean

强制导出 ZFS 存储池。

Zpool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当共享一个公用存储池的 ZFS 文件系统都已装入时，将报告 ONLINE
状态，并且 zpool 命令 zpool list -H -o health $Poolname
将指示该存储池处于联机状态。

OFFLINE

当共享一个公用存储池的所有 ZFS 文件系统都已卸载时，将报告
OFFLINE 状态。 此外，当 zpool 命令 zpool list -H -o health
$Poolname 的状态指出池处于脱机状态时，也将报告 OFFLINE 状态。

UNKNOWN

在下列情况下，将报告 UNKNOWN 状态：
■

无法检测存储池的状态。

■

存储池处于联机状态，但是装入的文件系统的路径与在该代理的
AltRootPath 属性中指定的路径不匹配。
存储池处于联机状态，但是未设置该存储池的 altrootpath 设置。导
出池并使资源联机以更正此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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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ool 代理的属性
表 2-14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oolName

ZFS 存储池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无
例如：tank

AltRootPath

提供备用根路径，此路径对于防止填充 etc/zfs/zpool.cache 文件而言是
必需的。
提供此值后，可防止节点在崩溃后重新启动时自动导入 ZFS 存储池。
不导入 ZFS 存储可防止并发冲突和文件系统损坏。
如果没有提供 AltRootPath 属性的值，作为一种解决方法，VCS 会将
$AltRootPath 设置为 /。此解决方法可确保 ZFS 命令 zpool import
-R $AltRootPath$PoolName 不填充 zpool.cache 文件。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 /
例如：/mnt

ChkZFSMounts

当 mountpoint 属性未设置为 legacy 时，ChkZFSMounts 属性可启用检
查操作来确定是否已为该 ZFS 存储池正确装入了所有文件系统。默认
值为启用（设置为 1）。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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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FailMode

FailMode 属性可控制在出现灾难性池故障时的系统行为。在导入
ZFS 存储池时，会将此属性的值用作 failmode 选项。可能的值为
wait、continue 或 panic。
■

■

■

wait：阻止对该池的所有 I/O 访问，直到设备连接已恢复且错
误已清除。
continue：针对所有新的写入 I/O 请求返回 EIO，但是允许对
所有剩下的处于正常状态的设备进行读取。
panic：停止系统并生成系统崩溃转储。

有关此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zpool 手册页。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continue
例如：panic

注意：Veritas 建议将 FailMode 设置为 panic，以有效检测池基
础磁盘的存储连接断开问题。
ForceOpt

如果此属性已启用（值设为 1），且以下命令都已失败，则这些命
令会使用 -f 选项进行重新调用。
■

zpool export in the offline entry point

■

zpool export in the clean entry point

■

zpool import in the online entry point

有关此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zpool 手册页。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1
例如：1
ForceRecoverOpt

如果此属性已启用（值设为 1），且 zpool import 命令已失败，则
zpool import 命令会使用 -F 选项进行重新调用。
有关此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zpool 手册页。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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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DeviceDir

指定 zpool import 命令必须在哪些目录或块设备文件中搜索设备
或文件。每一目录或块设备文件都会通过 -d 选项传递至 zpool
import 命令。相应的目录或块设备文件路径必须存在且必须是绝
对路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zpool 手册页。
要缩短 zpool import 所需的时间，请在目录中提供块设备文件路
径或创建指向 zpool 中所含设备的链接，并在 DeviceDir 属性中提
供该目录的路径。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默认值：无
示例 1：/dev/vx/dmp
示例 2：/dev/vx/dmp/disk_1s2

ZoneResName

当非全局区域需要 Zpool 资源时，请使用 ZoneResName 属性。
在这种情况下，请为 ZoneResName 属性提供 Zone 资源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无
例如：zone1

Zpool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Zpool (
static str ArgList[] = { PoolName, AltRootPath, ChkZFSMounts,
ZoneResName, "ZoneResName:State", DeviceDir, FailMode,
ForceOpt, ForceRecoverOpt }
str PoolName
str AltRootPath
boolean ChkZFSMounts = 1
str ZoneResName
str DeviceDir[]
str FailMode = continue
boolean ForceOpt = 1
boolean ForceRecoverOpt = 0
)

Zpool 代理的示例配置
一个显示了 Zpool 代理配置的 main.cf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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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rNames = { admin = dqrJqlQnrMrrPzrLqo,
z_zone_res = dOMoOTnNMlMSlVPnOT,
z_dummy_res = bIJbIDiFJeJJhRJdIG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
system sysA (
)
system sysB (
)
group tstzfs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AutoStartList = { sysA, sysB }
ContainerInfo = { Name = z1, Type = Zone, Enabled = 1 }
Administrators = { z_zone_res }
)
Zone zone_res (
)
Zpool legacy_res (
PoolName = legacypool
ZoneResName = zone_res
)
Zpool tstzone_res (
PoolName = tstzonepool
ZoneResName = zone_res
)
Zpool zpool_res (
PoolName = tank
AltRootPath = "/mytank"
)
Application custom_app (
StartProgram = "/mytank/tank/startapp"
StopProgram = "/mytank/tank/stopapp"
MonitorProcesses = { "/mytank/tank/mondaemon" }
)
custom_app requires zpool_res
zone_res requires legacy_res
zone_res requires tstzone_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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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pool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Zpool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 和 DBG_5

VMwareDisks 代理
VMwareDisks 代理可以在 VMware 环境的虚拟机上配置和部署的 VCS 群集中启用
vMotion 和 VMware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DRS)。
在虚拟机上配置具备共享磁盘的 VCS 群集时，VMware 不支持 VMware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DRS) 和 vMotion。因此，vMotion 和 DRS 功能会受到影响。
此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 VCS 群集中一次只将磁盘挂接到一个虚拟机。如果用户启
动故障转移或者故障引发故障转移，则这些磁盘会与服务器组一起故障转移（分离
-挂接）到目标虚拟机。VMwareDisks 代理管理磁盘与虚拟机的挂接和分离。
要确保 VMwareDisks 代理正常工作，请验证以下内容：
■

确保 VMware 磁盘处于持久性模式。如果 VMware 磁盘处于独立模式，则在发
生故障转移时，VMWareDisks 代理会将其恢复为持久性模式。

■

ESX/ESXi 主机或 vCenter 用户帐户具有管理权限或者为 root 用户。如果不希
望使用管理员用户帐户或 root 用户，请使用 VMwareDisks 资源功能所需的权限
创建一个角色，并此角色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用户。此用户必须可以：
■

执行低级文件操作

■

添加现有磁盘

■

修改资源

■

删除磁盘

请注意，上述列表仅起说明作用，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更多权限。
如果是 vCenter 用户，则必须为其分配所需的权限，便于其访问数据存储。
分配角色和权限

1

登录 vCenter Server 并导航到“Home (主页)”>“Inventory (清
单)”>“Datastores and Datastore Clusters (数据存储和数据存储群集)”。

2

从 vCenter 清单树视图中选择适合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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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该数据中心，然后选择“Add Permission (添加权限)”。
或
转到“Permissions (权限)”选项卡。在“Permissions (权限)”窗格中，右键
单击并选择“Add Permission (添加权限)”。

4

在“Assign Permissions (分配权限)”窗口中，添加用户，选择角色，然后分
配权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VMware vSphere ESXi 和 vCenter Server 文档。

代理函数
Online

将磁盘挂接到虚拟机。

脱机

将磁盘与虚拟机分离。

Monitor

验证磁盘是否挂接到虚拟机。

ONLINE

指示磁盘已挂接到虚拟机。

OFFLINE

指示磁盘未挂接到虚拟机。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检测到磁盘状态。

状态定义

属性
本节概括了 VMwareDisks 代理的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
表 2-16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ESXDetails

配置了虚拟机的 ESX 主机或 vCenter 的主机名和凭据列表。
关键是 ESX 或 vCenter 主机名或 IP 地址。该值必须采用以下格
式：
■

ESX 或 IP 地址 - '用户名'='加密密码'

■

vCenter 主机名 - '域\用户名'='加密密码'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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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DiskPaths

将由 VMwareDisks 资源管理的磁盘路径的列表。
关键字采用“[数据存储名称] 磁盘路径”格式。值采用“SCSI 控
制器关键字: 目标 ID (磁盘单位数目)”格式。例如，0:2。对于
RDM，请在磁盘路径中添加前缀 RDM:。
关键字也可以采用“Disk_UUID: [数据存储名称] Disk_path”格
式。对于 RDM，则为“RDM:Disk_UUID:[数据存储名称]
Disk_path”。如果没有提供 UUID 磁盘，代理会查找 UUID，并
修改此属性以提供 UUID 磁盘。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表 2-17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HAInfoDetails

确定是否启用了 vSphere HA。此属性使用 vCenter Server 主机
名或 IP 地址确定 vSphere HA 的状态。
必须以键=值格式指定该值。其中：
■

键= vCenter Server 主机名或 IP 地址

■

值= vCenter Server 登录用户凭据。用户凭据必须按以下格式
指定：'域\用户名'='加密密码'

如果未指定此属性的值，代理会基于 IsVMHAEnabled 属性值考虑
vSphere HA 设置。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IsVMHAEnabled

定义是否启用 vSphere HA。值 1 表示启用 vSphere HA。此属性
值应与 VMware vSphere HA 群集中的 vSphere HA 设置匹配。
如果已打开 vSphere HA，请将此属性值设置为 1 (True)。如果已
关闭 vSphere HA，请将此属性值设置为 0 (False)。 仅在未设置
HAInfoDetails 属性，或者代理无法基于 HAInfoDetails 属性检索
vSphere HA 详细信息时，才会根据此属性考虑 vSphere HA 设
置。
默认值：1 (True)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PanicVMOnESXLoss

将此属性值设置为 1 (True)，会在 ESX 主机断开网络连接时在虚
拟机上触发混乱。
默认值：0 (False)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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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ForceRegister

仅供内部使用。

VMRegisterWait

一个以秒为单位指定的时间间隔，当 ESX 主机发生故障时，
VMware HA 将在这段时间内在任何其他 ESX 主机上注册虚拟机。
此属性只在 IsVMHAEnabled 设置为 true 时适用。
默认值：120 秒
类型和维数：整数

VirtualDiskMode

指定挂接磁盘时需要使用的模式。
可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以下值之一：
■

persistent

■

independent_persistent

■

independent_nonpersistent

您必须在配置应用程序监视后修改该值。

注意：VMwareDisks 代理无法检测到为磁盘配置的模式。故障转
移后，该挂接的磁盘处于属性值中定义的模式。有关磁盘模式的
详细信息，请参考 VMware 文档。
默认值：persistent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VMwareDisks (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ESXDetails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checkESXconn }
static int InfoInterval = 60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ESXDetails, DiskPaths, ResourceInfo,
IsVMHAEnabled, VMRegisterWait, VirtualDiskMode, PanicVMOnESXLoss,
ForceRegister, HAInfoDetails }
str ESXDetails{}
str DiskPaths{}
str HAInfoDetails{}
boolean IsVMHAEnabled = 1
int VMRegisterWait = 120
str VirtualDiskMode = persistent
boolean PanicVMOnESXLos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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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 boolean ForceRegister = 0
)

示例配置
没有为 DiskPaths 属性提供 UUID 的示例配置：
VMwareDisks VMwareDisks_1 (
ESXDetails = { "192.168.0.100" = "root=HVJtWTwVLnINjNK",
"192.168.0.101" = "root=HVJtWTwVLnINjNK",
"192.168.0.102" = "root=HVJtWTwVLnINjNK" }
DiskPaths = {
"[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1.vmdk" = "0:1",
"[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2.vmdk" = "0:2",
"RDM:[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3.vmdk" = "0:3" }
VirtualDiskMode = independent_persistent
)

vCenter 示例配置：
VMwareDisks VMwareDisks_1 (
ESXDetails = { "192.168.0.100" = "administrator=HVJtWTwVLnINjNK" }
DiskPaths = {
"[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1.vmdk" = "0:1",
"[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2.vmdk" = "0:2",
"RDM:[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3.vmdk" = "0:3" }
VirtualDiskMode = independent_persistent
)

已为 DiskPaths 属性提供 UUID 的示例配置：
VMwareDisks VMwareDisks_1 (
ESXDetails = { "192.168.0.100" = "root=HVJtWTwVLnINjNK",
"192.168.0.101" = "root=HVJtWTwVLnINjNK",
"192.168.0.102" = "root=HVJtWTwVLnINjNK" }
DiskPaths = {"RDM:6000C29a-11a3-7845-029d-10737a83ced7:
[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3.vmdk" = "0:3" }
VirtualDiskMode = independent_persistent
)

SFCache 代理
Veritas InfoScale 的 SmartIO 功能可通过 I/O 缓存提高 SSD 上的数据效率。 通过
使用 SmartIO 提高效率，您可以优化每秒 I/O (IOPS) 的成本。SmartIO 使用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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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定义启发法来确定要缓存的数据，以及从缓存删除该数据的方式。该启发法利
用了 Veritas InfoScale 在工作负载特性方面的知识。
SmartIO 在一个或多个目标设备上使用缓存区。缓存区是 SmartIO 用来存储缓存数
据及其相关元数据的存储空间。缓存区的类型决定了缓存区支持 VxFS 缓存还是
VxVM 缓存。要开始使用 SmartIO，您可以在应用程序处于联机状态时通过单个命
令创建缓存区。
有关 SmartI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SmartIO for Solid State
Drives Solutions 指南》。
SFCache 代理可启用、禁用和监视缓存。缓存发生故障时，应用程序仍会运行，虽
然同一个系统上不会出现问题，但是 I/O 性能将会下降。考虑到此问题，SFCache
代理会提供一个属性来控制代理的行为。在发生缓存故障时，您可以选择
“IGNORE”或启动“FAILOVER”。
SmartIO 功能允许 VxFS 和 VxVM 在一个节点上分别拥有多个缓存区域和一个缓存
区域，所有对象级别的缓存都会在这些缓存区域中创建。每个需要启用 SmartIO 功
能的对象（装入点或卷）配置一个 SFCache 资源。对于 VxFS 缓存，SFCache 资
源依赖于 Mount 或 CFSMount 资源。对于 VxVM 缓存，SFCache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Volume、VolumeSet 或 CVMVolDg 资源。
如果 SmartIO 功能未在节点上启用，SFCache 代理将作为简单的 FileOnOff 代理
运行。系统会将 SFCache 资源的状态报告为 ONLINE/OFFLINE，但不会执行与缓
存相关的操作。

资源依赖关系
图 2-11 显示了 VxFS 缓存的 SFCache 资源依赖关系示例。SFCache 资源可能会
依赖 Mount 或 CFSMount 资源。
SFCache 资源依赖关系示例（VxFS 缓存）

图 2-11

Application
SFCache
Mount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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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显示了 VxVM 缓存的 SFCache 资源依赖关系示例。SFCache 资源可能会
依赖 DiskGroup、Volume、VolumeSet 或 CVMVolDg 资源。
SFCache 资源依赖关系示例（VxVM 缓存）

图 2-12

Application

SFCache

Mount

DiskGroup

代理函数
按照 CacheMode 属性中的配置设置缓存模式，并确定缓存区
域的类型。有如下类型：

Online

■

VxFS

■

VxVM

脱机

为已配置的对象禁用缓存。

Clean

为已配置的对象禁用缓存。

Monitor

监视已配置的缓存对象的缓存状态。

Attr_changed

如果 CacheMode 属性已重新配置，则进行验证并执行必要更
改。

状态定义
此代理的状态定义如下：
ONLINE

表示已使用相应模式为所配置的缓存对象启用缓存。如果无法在节点
上进行缓存，资源会报告 ONLINE，即使没有缓存操作也是如此。

OFFLINE

表示已禁用缓存，或者所配置的缓存对象不处于活动状态。

FAULTED

表示已为指定的缓存对象禁用缓存。

UNKNOWN

表示为缓存对象指定的缓存模式无效，或者指定的资源配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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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本节介绍 SFCache 代理的属性。
表 2-18

必需属性

属性

说明

CacheObjectName

指定缓存对象名称，可以是装入点或磁盘组/卷。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CacheArea

指定缓存区域的名称。
写回缓存区域仅在 CacheMode 为 writeback 且属于 VxFS 缓存
区域时才有效。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例如：
CacheArea @sys1 = { Read = sfcachearea_11,
Writeback = sfcachearea_12 }
CacheArea @sys2 = { Read = sfcachearea_21,
Writeback = sfcachearea_22 }

表 2-19

可选属性

属性

说明

CacheMode

指定缓存模式。缓存模式有如下几种：
■

read

■

writeback

■

nocache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模式：读
CacheFaultPolicy

指定缓存出现故障时要执行的操作。具有以下值：
■

IGNORE

■

FAILOVER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IGN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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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属性

内部属性
说明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定义了 VCS 是否将 Monitor 超时解释为资源故障。默认情况下，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设置为 4，但 SFCache 代理会覆
盖此值并将其设置为 0。
Monitor 函数必须连续超时四次，才会将资源标记为出现故障。
第一个 Monitor 超时一小时后，系统会重置第一个 Monitor 超时
计时器和超时次数计数器。
如果该属性设置为 0，则 VCS 不会将 Monitor 超时视为资源故
障。如果该属性设置为 1，则 VCS 会将 Monitor 超时解释为资源
故障，且代理会调用 Clean 函数以关闭资源。

注意：如果 CacheFaultPolicy 属性设置为 FAILOVER，Veritas
建议将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设置为 4。
默认值：0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
用途的线程数。将 NumThreads 属性设置为较高的值时，可以缩
短联机所需的时间或监视大量 SFCache 资源所需的时间。

注意：如果 NumThreads 值大于 1，则 sfcache 命令可能会失
败。
类型和维数：静态整型标量
默认值：1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SFCache (
static boolean IntentionalOffline = 1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int FaultOnMonitorTimeouts = 0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CacheMode }
static str ArgList[] = { CacheObjectName,
CacheArea, CacheMode, CacheFaultPolicy }
str CacheObjectName
str CacheArea{} = { Read=NONE, Writeback=NONE }
str CacheMode = read
str CacheFaultPolicy = IGN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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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SFCache 代理的说明
以下是 SFCache 代理的相关说明：
■

使用 CVM/CFS 配置 SFCache 资源

使用 CVM/CFS 配置 SFCache 资源
要将 SFCache 代理用于 CFS 设置，必须使用 SFCache 服务组和 CFSMount 服务
组之间的 online local soft 依赖关系在单独的并行服务组中配置 SFCache 资源。
以下是示例配置：
group cfssg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A, sysB }
)
CFSMount cfsmount1 (
MountPoint = "/cfsmnt"
BlockDevice = "/dev/vx/dsk/cfsdg01/cfsvol01"
MountOpt @sysA = rw
MountOpt @sysB = rw
NodeList = { sysA, sysB }
)
CVMVolDg cvmvoldg1 (
CVMDiskGroup = cfsdg01
CVMVolume = { cfsvol01 }
CVMActivation @sysA = sw
CVMActivation @sysB = sw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cfsmount1 requires cvmvoldg1
group cfs_sfcache_sg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A, sysB }
)
SFCache sfcache1 (
CacheMode =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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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heFaultPolicy = IGNORE
CacheObjectName = "/cfsmnt"
CacheArea @sysA = { Read = sfcachearea_11 }
CacheArea @sysB = { Read = sfcachearea_21 }
)
requires group cfssg online local soft

调试日志级别
SFCache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3、DBG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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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网络代理

■

IP 代理

■

NIC 代理

■

关于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代理

■

IPMultiNICB 代理

■

MultiNICB 代理

■

DNS 代理

关于网络代理
使用网络代理为网络资源提供高可用性。
所有网络代理（IP、NIC、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代理）均支持 IPv4 和 IPv6
协议。

代理比较
可以按照下面几节中的说明进行代理比较。

IP 和 NIC 代理
IP 和 NIC 代理：
■

监视单个 NIC

网络代理
IP 代理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代理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代理：
■

监视单个或多个 NIC

■

启动后立即检查备份 NIC

■

对于每个 NIC 需要有一个预先指定的基础 IP 地址

■

不对原始基础 IP 地址进行故障转移

■

一次有多个活动 NIC

802.1Q 中继
IP/NIC 和 IPMultiNICB/MultiNICB 代理支持 802.1Q 中继。
在 Solaris 中，快速以太网接口不支持 VLAN。（例如，hme/qfe 接口）。
需要将 VLAN 接口（如 bge20001 和 bge30001）指定为 main.cf 文件的设备列表
中的基础接口。您还必须确保分配给特定 VLAN 的接口的 IP 地址位于同一子网中。

链路聚合支持
链路聚合功能将聚合多个网络接口，使它们显示为单个接口。例如，可以将 bge0
和 bge1 组合在一起，并将组合的接口命名为 aggr100。
可以使用 NIC 代理或 MultiNICB 代理监视聚合接口。可以分别使用 IP 代理或
IPMultiNICB 代理配置和监视聚合接口上的 IP 地址。
所有 VCS 网络代理均支持链路聚合。然而，VCS 无法控制由链路聚合模块执行的
本地适配器交换操作。 有关创建和管理链路聚合的概述，请参考《系统管理指南：
IP 服务》指南中的主题 Overview of Link Aggregations（链路聚合概述），该指南
可从 Oracle Solaris 文档网站获取。
注意：设置聚合接口后，构成接口不再是可配置的。因此，必须在配置 IP、NIC、
或 MultiNICB 资源的 Device 属性时指定聚合接口。

IP 代理
IP 代理管理配置接口虚拟 IP 地址及其子网掩码的过程。不能使用正在使用中的虚
拟 IP 地址。如果要监视单个适配器上的单个 IP 地址，可以使用该代理。
在为接口分配虚拟 IP 地址之前，必须使用物理（或管理）基础 IP 地址启用该接口。
此代理可识别区域。此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对于 RunInContainer
而言具有默认值 0，对于 PassCInfo 而言具有默认值 1。Veritas 建议您不要更改这
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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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IP 代理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和基础架构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导致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无法联机。对于 IP 资源，高可用性防火练习用于：
■

检查是否存在从指定 NIC 到 IP 的路由。

■

检查是否存在 IP 资源中配置的接口。

有关使用高可用性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IP 代理的依赖关系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包括 IP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3-1
应用程序

IP

Mount

NIC

VolumeSet

DiskGroup

IP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为 NIC 配置 IP 地址。检查是否有其他系统正在使用该 IP 地址。使用
ifconfig 命令设置接口上唯一别名的 IP 地址。

操作

■

■

route.vfd
检查是否存在从指定 NIC 到 IP 的路由。
device.vfd
检查是否存在 Device 属性中配置的接口。

脱机

关闭 Address 属性中指定的 IP 地址。

Monitor

监视接口以测试与该接口相关联的 IP 地址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Clean

关闭 Address 属性中指定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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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代理的状态定义
此代理的状态定义如下：
ONLINE

指示设备已启动，并且已将指定 IP 地址分配给该设备。

OFFLINE

指示设备已关闭，或未将指定 IP 地址分配给该设备。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状态或资源属性无效。

FAULTED

指示 IP 地址无法联机，通常是因为在 IP 资源中配置的 NIC 出现故障
或者 IP 地址脱离了 VCS 的控制。

表 3-1

必需属性

IP 代理的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Address

与接口相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请注意，指定的虚拟 IP 地址必须
与配置的物理 IP 地址不同，但是应在同一网络上。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192.203.47.61
IPv6：2001::10

Device

与 IP 地址相关联的 NIC 设备的名称。要求该设备名称没有别
名。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e1000g0

下列属性之一：
■

NetMask：仅在配置 IPv4 地址时才必需。

■

PrefixLen：仅在配置 IPv6 地址时才必需。

NetMask

与资源的 IP 地址相关联的子网掩码。采用十进制（基数为 10）
或十六进制（基数为 16）指定网络掩码的值。
如果 IP 地址属于 IPv4 地址，您必须配置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255.255.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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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PrefixLen

这是以 CIDR 值表示的 IPv6 地址前缀。
当使用 IPv6 协议时，您必须配置此属性和相应 NIC 代理的
Device 和 Protocol 属性的值。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范围：1 - 128
例如：64

表 3-2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RouteOptions

指定在此代理配置接口时传递给 route add 命令的路由
选项。RouteOptions 属性值的格式通常与如下内容类似：
"destination gateway metric".
有关 route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操作系统的手册页。
当此字符串的值为 null 时，代理不添加路由。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192.100.201.0 192.100.201.7
在此示例中，代理在配置接口时执行 route add
192.100.201.0 192.100.201.7 命令。

ExclusiveIPZone

指定已为独占 IP 区域配置了资源。如果已为独占 IP 区域
配置了资源，请将此值设置为 1。当设置为 1 时，需要在
服务组中配置有效的 ContainerInfo。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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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选项

ifconfig 命令的选项。
有关 ifconfig 选项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Solaris ifconfig(1M)
手册页。
Veritas 建议设置 Solaris 11 的 IpadmIfProperties 和
IpadmAddrProperties 属性。如果指定了 Solaris 11 的
Options 属性，则 ifconfig 选项会按照 Options 属性中指定
的内容进行设置。
如果在指定 Options 属性的同时还指定了 IpadmIfProperites
或 IpadmAddrProperties 属性，则会首先设置 ipadm 属
性，然后按照 Options 属性中指定的内容设置 ifconfig 选
项。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failover

IpadmIfProperties

IpadmIfProperties 属性仅适用于 Solaris 11。
ipadm set-ifprop 命令的 Interface 属性。有关可使用
ipadm set-ifprop 命令设置的属性，请参考 Solaris
ipadm(IM) 手册页。
在此属性中，您可以指定希望使用 ipadm set-ifprop
命令以“键=值”字符串设置的所有属性。代理向 ipadm
set-ifprop 命令一次传递一个“键-值”对。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例如：mtu=1400、forwarding=on

IpadmAddrProperties

IpadmAddrProperties 属性仅适用于 Solaris 11。
ipadm set-addrprop 命令的 Address 属性。有关可使
用 ipadm set-addrprop 命令设置的属性，请参考
Solaris ipadm(IM) 手册页。
在此属性中，您可以指定希望使用 ipadm set-addrprop
命令以“键=值”字符串设置的所有属性。代理向 ipadm
set-addrprop 命令一次传递一个“键-值”对。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例如：deprecated=on、private=on

IP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在 Solaris 上，此代理的资源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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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IP (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NetMask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device.vfd",
"route.vfd" }
static str ArgList[] = { Device, Address, NetMask,
Options, ArpDelay, IfconfigTwice, RouteOptions,
PrefixLen, ExclusiveIPZone, IpadmIfProperties,
IpadmAddrProperties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0,
PassCInfo=1 }
str Device
str Address
str NetMask
str Options
str IpadmIfProperties[]
str IpadmAddrProperties[]
int ArpDelay = 1
int IfconfigTwice
str RouteOptions
int PrefixLen
boolean ExclusiveIPZone = 0
)

IP 代理的示例配置
下面是此代理的示例配置：

配置 1
下面是适用于 Solaris 的配置 1：
IP IP_192_203_47_61 (
Device = le0
Address = "192.203.47.61"
NetMask = "255.255.248.0"
)

采用十进制（基数为 10）的网络掩码
下面是此代理的网络掩码：
IP IP_192_203_47_61 (
Device = e1000g0
Address = "192.203.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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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Mask = "255.255.248.0"
)

采用十六进制（基数为 16）的网络掩码配置
下面是此代理的网络掩码：
IP IP_192_203_47_61 (
Device = e1000g0
Address = "192.203.47.61"
NetMask = "0xfffff800"
)

IP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IP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3、DBG_5

NIC 代理
NIC 代理监视已配置的 NIC。 如果网络链接出现故障，或 NIC 出现问题，资源将
被标记为 FAULTED。可以使用该代理使单个适配器上的单个 IP 地址具有高可用
性。此资源的 Operation 值为 None。
ContainerName 和 ContainerType 属性已废弃。
此代理可识别区域。此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对于 RunInContainer
而言具有默认值 0，对于 PassCInfo 而言具有默认值 1。Veritas 建议您不要更改这
些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NIC 代理的依赖关系
NIC 资源不依赖于任何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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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NIC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3-2
应用程序

IP

Mount

NIC

VolumeSet

DiskGroup

Device 属性中列出的 NIC 必须具有基础 IP 地址。 基础 IP 地址是为网络上主机的
物理接口分配的默认 IP 地址。此代理不会配置网络路由或基础 IP 地址。
使用此代理之前：
■

确认 NIC 具有正确的基础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

确认 NIC 不具有内置故障转移支持。如果有，请将其禁用。

NIC 代理的代理函数
Monitor

■

测试网卡和网络链路。对接口的网络主机或广播地址执行
ping 命令，以便在网络上产生通信。针对为地址执行 ping
命令前后通过设备的数据包进行计数。如果计数减小或保
持不变，资源将标记为 FAULTED。
如果 NetworkHosts 列表为空，或 ping 测试失败，则代理
会向设备的广播地址发送 ping 命令，以产生网络通信。
代理将检查是否对广播请求做出了响应。如果没有对广播
ping 做出任何回复，则表明资源出现了故障。

操作

■

clearNICFaultInZone
此 action 入口点将清除为互斥 IP 区域配置的 NIC 设备上
的故障。
device.vfd
检查是否存在 Device 属性中配置的接口。

■

NIC 代理的状态定义
此代理的状态定义如下：
ONLINE

指示 NIC 资源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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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ED

指示 NIC 发生故障。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接口的状态。这可能是由于配置不正确所致。

NIC 代理的属性
表 3-3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Device

要监视的 NIC 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e1000g0

Protocol

指定要与代理一起使用的 IP 协议的类型（IPv4 或 IPv6）。
当使用 IPv6 协议时，您必须配置此属性、Device 属性和相应 IP 代理
的 PrefixLen 属性的值。
类型和维数：
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IPv4
例如：IPv6
当您基于 IPv4 配置此代理时，此属性是可选的。

表 3-4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NetworkHosts

通过执行 ping 操作来确定网络连接是否处于活动状态的网络上主机的
列表。您可以使用此属性来帮助节省网络容量和减少监视时间。对于此
值，Veritas 建议您使用传出网关路由器。
输入主机的 IP 地址（而不是主机名）以防止 monitor 超时。DNS 会导
致 ping 命令挂起。列出了多个网络主机时，如果至少有一个主机处于
活动状态，则 monitor 将返回 ONLINE。
如果指定了无效的网络主机地址，或者网络主机的协议与资源的 Protocol
属性不匹配，资源将进入 UNKNOWN 状态。如果您没有指定网络主
机，则 monitor 将通过向 NIC 上的广播地址发送 ping 来测试 NIC。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例如：166.96.15.22、166.97.1.2

NetworkType

网络类型。VCS 仅支持以太网。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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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PingOptimize

确定是否在每个监视周期期间执行 ping 命令。值可以是：
■

■

0：代理会在每个监视周期区间对网络主机或广播地址执行 ping 命
令。代理会在每个周期期间执行 ping 命令以确定网络接口的状态。
1：代理会使用来自 netstat 命令的输出的设备统计信息来确定网
络接口的状态。如果接口上没有活动，则代理会对广播地址执行 ping
命令以复查网络接口的状态。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
ExclusiveIPZone

ExclusiveIPZone 指定已为独占 IP 区域配置了资源。如果为互斥 IP 区
域配置了资源，请将此值设置为 1。当设置为 1 时，需要在服务组中配
置有效的 ContainerInfo。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NIC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在 Solaris 上，此代理的资源定义如下：
type NIC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device.vfd",
"clearNICFaultInZone" }
static str ArgList[] = { Device, PingOptimize, NetworkHosts,
Protocol, NetworkType, ExclusiveIPZone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0, PassCInfo=1 }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Device
int PingOptimize = 1
str NetworkHosts[]
str Protocol = IPv4
str NetworkType
boolean ExclusiveIPZone = 0
)

NIC 代理的说明
以下是 NIC 代理的相关说明：
■

NIC 代理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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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is 11：IPv4 和 IPv6 接口状态发生的行为变更

NIC 代理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和基础架构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导致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无法联机。对于 NIC 资源，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查主机
上是否存在 NIC。
有关使用高可用性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Solaris 11：IPv4 和 IPv6 接口状态发生的行为变更
Solaris 11 支持 ipadm 和 ifconfig 命令，但该操作系统建议使用 ipadm 命令管理
IP 和 NIC。ifconfig 命令仅允许先为 IPv4 和 IPv6 协议探测到 NIC 后再探测 IPv4
和 IPv6 IP。因此，要探测一个 IPv4 地址就要为 IPv4 探测到 NIC，而要探测一个
IPv6 地址就要为 IPv6 探测到 NIC。
在 VCS 6.2 版本之前，NIC 代理用于在 Solaris 11 上监视由 NIC 资源的 Protocol
属性配置的特定于 IPv4 的 NIC 或特定于 IPv6 的 NIC。在 VCS 6.2 及之后的版本
中，NIC 代理将使用 ipadm 命令监视网络接口。
ipadm 命令并不区分 IPv4 NIC 和 IPv6 NIC 的探测操作。如果 NIC 接口上的任何

IP（IPv4 或 IPv6）联机，ipadm 命令将显示该接口处于联机状态。此行为变更也反
映在 NIC 代理中。因此，从 VCS 6.2 开始，如果 NIC 有一个活动的 IPv4 IP 而没
有 IPv6 IP，IPv6 NIC 资源将检测到 NIC 为联机状态。同样，如果 NIC 有一个活动
的 IPv6 IP 而没有 IPv4 IP，IPv4 NIC 将检测到 NIC 为联机状态。

NIC 代理的示例配置
适用于 NIC 代理的不包含网络主机的配置（使用默认 ping 机
制）
NIC groupx_e1000g0 (
Device = e1000g0
PingOptimize = 1
)

适用于 NIC 代理的包含网络主机的配置
下面是用于 Solaris 配置的网络主机：
NIC groupx_e1000g0 (
Device = e1000g0
NetworkHosts = { "166.93.2.1", "166.99.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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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 代理的 IPv6 配置
下面是包含 IP 和 NIC 资源的 IPv6 的基本配置。
group nic_group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Parallel = 1
)
NIC nic_resource (
Device@sysA = bge0
Device@sysB = bge1
PingOptimize = 0
Protocol = IPv6
NetworkHosts@sysA = { "2001:db8:c18:2:214:4fff:fe96:11",
"2001:db8:c18:2:214:4fff:fe96:1" }
NetworkHosts@sysB = { "2001:db8:c18:2:214:4fff:fe96:1111",
"2001:db8:c18:2:214:4fff:fe96:111" }
)
Phantom phantom_resource (
)
group ip_group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
IP ip_resource (
Device@sysA = bge0
Device@sysB = bge1
Address = "2001:db8:c18:2:214:4fff:fe96:102"
PrefixLen = 64
)
Proxy proxy_resource (
TargetResName = nic_resource
)
ip_resource requires proxy_resource

NIC 代理的独占 IP 区域配置
以下是具有 NIC 和 IP 资源的独占 IP 区域的配置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nic_value
表示基本 NIC 名称（例如，bge0），zone_name 为独占 IP 区域的名称。（有关
Zone 资源配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Zone 代理”部分。）
group grp1 (
SystemList = { sysA = 0 }
ContainerInfo@sysA = { Name = zone_name, Type = Zone,
Enabled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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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tartList = { sysA }
Administrators = { z_zone_res_sysA }
)
IP ip_res (
Device = nic_value
Address = "166.93.3.10"
NetMask = "255.255.255.0"
ExclusiveIPZone = 1
)
NIC nic_res (
Device = nic_value
NetworkHosts = { "166.93.3.1" }
ExclusiveIPZone = 1
)
Zone zone_res (
)
ip_res requires nic_res
ip_res requires zone_res

请注意，无论何时检测到采用独占 IP 区域配置的 NIC 资源出现故障，请执行以下
步骤清除故障。

1

修复配置了 NIC 资源的设备。验证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状态（检查电缆连接、网
络连接等）。

2

如果 NIC 发生故障的系统上的独占 IP 区域的状态为：
■

正在运行： 无需执行任何操作，在检测到正常状态的 NIC 设备后，下一个
NIC 监视周期将清除故障。

■

未运行： 通过调用 NIC 资源的 clearNICFaultInZone action 入口点来清除
NIC 设备上的故障，如下所示：
# hares -action nic_res clearNICFaultInZone -sys sysA

注意：为独占 IP 区域配置 NIC 资源时，Veritas 建议将 ToleranceLimit 属性设置为
非零值。
为独占 IP 区域配置了 NIC 资源后，该区域正常运行时该区域内的 NIC 资源将受到
监视。当该区域关闭时，如果调用 NIC 监视程序，监视程序可能会误报该 NIC 资
源处于脱机状态。如果一部分网络连接服务处于脱机状态，但该区域并未完全关
闭，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覆盖 ToleranceLimit 值并将其设置为非零值，可
以避免此类误报。
请按如下方式计算 ToleranceLimit 值：区域完全关闭所用的时间必须小于或等于
NIC 资源的 MonitorInterval 值 + (MonitorInterval 值 x ToleranceLimi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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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区域需要 90 秒才能关闭且 NIC 代理的 MonitorInterval 设置为 60 秒（默
认值），请将 ToleranceLimit 值设置为 1。

NIC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NIC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5

关于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代理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代理可以处理多个 NIC 连接。由于每个平台处理其网络
连接的方式存在差异，因此对于不同平台这些代理的设计也不同。

确保 MultiNICB 正常运行的检查清单
为了使 MultiNICB 代理能够正常运行，必须满足以下列表中的每一项：
■

每个接口都必须具有唯一的 MAC 地址。

■

MultiNICB 资源控制一个 IP 子网上的所有接口。

■

引导时，必须配置并连接位于 MultiNICB 资源下的所有接口，然后为其提供基
础 IP 地址。

■

MultiNICB 资源的所有基础 IP 地址必须与虚拟 IP 地址属于同一个子网。

■

保留基础 IP 地址供代理使用，用于测试链路状态。这些 IP 地址不能进行故障转
移。

■

当使用中继接口时，应将 IgnoreLinkStatus 属性设置为 1（默认）。

■

如果指定 NetworkHosts 属性，则该主机必须与 MultiNICB 资源的基础 IP 地址
位于同一个子网。

■

测试 IP 地址在引导时设置 nofailover 和 deprecated 标志。

■

/etc/default/mpathd 包含 TRACK_INTERFACES_ONLY_WITH_GROUPS=yes。

■

如果未使用 Solaris in.mpathd，则系统上的所有 MultiNICB 资源都会将
UseMpathd 属性设置为 0（默认）。您无法在此系统上运行 in.mpathd。

■

如果使用 Solaris in.mpathd，则系统上的所有 MultiNICB 资源会将 UseMpathd
属性设置为 1。

IPMultiNICB 代理
IPMultiNICB 代理与 MultiNICB 代理协同工作。该代理配置和管理 MultiNICB 资源
指定的活动网络设备上的多个虚拟 IP 地址（IP 别名）。 当 MultiNICB 代理将特定

100

网络代理
IPMultiNICB 代理

接口报告为失败时，IPMultiNICB 代理会将虚拟 IP 地址移动到下一个活动接口。该
代理可用于多适配器系统上的 IP 地址。
如果多个服务组具有的 IPMultiNICB 资源都与同一 MultiNICB 资源相关联，则只有
一个组应该具有 MultiNICB 资源。其他组应该拥有指向 MultiNICB 资源的 Proxy 资
源。
对于 MultiNICB 和 IPMultiNICB 代理，VCS 支持 Oracle 中继。
ContainerName 和 ContainerType 属性已废弃。
此代理可识别区域。此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对于 RunInContainer
而言具有默认值 0，对于 PassCInfo 而言具有默认值 1。Veritas 建议您不要更改这
些值。
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MultiNICB 类型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的值必须低于 IPMultiNICB 类型的对应值。
IPMultiNICB 代理依赖 MultiNICB 代理来准确地报告 NIC 的状态。如果 IPMultiNICB
代理的 MonitorInterval 值小于 MultiNICB 代理的间隔，则在某些监视周期内
MultiNICB 代理可能会向 IPMultiNICB 代理提供过时的信息。
IPMultiNICB 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的默认值为 30 秒，MultiNICB 的最小值和默认
值为 10 秒。

IPMultiNICB 代理的依赖关系
IPMultiNICB 资源依赖于 MultiNICB 资源。
它们可能还依赖于 Zone 资源。
包括 IPMultiNICB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3-3
应用程序

IPMultiNICB

Mount

MultiNICB

Volume

DiskGroup

IPMultiNICB 的要求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IPMultiNICB 代理才能正常工作：
■

MultiNICB 代理必须正在运行以将可用接口通知 IPMultiNICB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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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IPMultiNICB 代理只能控制一个虚拟 IP 地址。

IPMultiNICB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查找具有相应接口别名或接口名称的工作接口，然后在其上配置虚拟 IP
地址。

脱机

删除虚拟 IP 地址。

Clean

删除虚拟 IP 地址。

Monitor

如果虚拟 IP 地址未配置为对应 MultiNICB 资源下其中一个工作接口上
的别名，则 monitor 将返回 OFFLINE。 如果当前接口出现故障，则代
理将虚拟 IP 地址故障转移到同一节点上 MultiNICB 资源中的下一个可
用工作接口。如果没有可用的工作接口，则 monitor 将返回 OFFLINE。

IPMultiNICB 代理的状态定义
此代理的状态定义如下：
ONLINE

指示 IP 地址在 MultiNICB 资源的一个工作网络接口上处于运行状态。
IP 地址在 Address 属性中指定。MultiNICB 资源在 BaseResName 属
性中指定。

OFFLINE

指示 IP 地址在 MultiNICB 资源的任何网络接口上未处于运行状态。IP
地址在 Address 属性中指定。MultiNICB 资源在 BaseResName 属性
中指定。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在 Address 属性中指定的虚拟 IP 地址的状态。

FAULTED

指示虚拟 IP 地址无法联机，通常是因为在 MultiNICB 资源中配置的所
有接口都出现故障或者虚拟 IP 地址脱离了 VCS 的控制。

IPMultiNICB 代理的属性
表 3-5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Address

IPMultiNICB 资源必须处理的逻辑 IP 地址。
此 IP 地址必须与 MultiNICB 资源中的基础 IP 地址或测试 IP 地址不同。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10.11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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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BaseResName

IPMultiNICB 资源从其获取工作接口列表的 MultiNICB 资源的名称。逻
辑 IP 地址按照设备编号信息放置在物理接口上。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gnic_n

下列属性之一：
■

NetMask：仅在配置 IPv4 地址时才必需。

■

PrefixLen：仅在配置 IPv6 地址时才必需。

NetMask

与逻辑 IP 地址相关联的子网掩码。
如果您为 IPv4 协议配置该资源，则需要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255.255.255.0

PrefixLen

这是以 CIDR 值表示的 IPv6 地址前缀。
当使用 IPv6 协议时，您必须配置此属性和相应 MultiNICB 代理的 Device
和 Protocol 属性的值。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范围：1 - 128
例如：64

表 3-6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DeviceChoice

指示要使逻辑 IP 地址联机的首选 NIC。指定在 MultiNICB 资
源的 Device 属性中确定的设备名称或 NIC 别名。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0
例如：qfe0 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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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RouteOptions

在配置或取消配置接口时用于添加或删除路由的字符串。仅当
将本地主机配置为默认网关时，才使用此属性。
该字符串包含“目标网关指标 route-add-modifiers”。如果此
字符串设置为 NULL，将不添加或删除任何路由。当未配置
DeleteRouteOptions 属性时，RouteOptions 属性将用于添加
和删除路由。当配置了 DeleteRouteOptions 属性时，
RouteOptions 属性将用于添加路由，DeleteRouteOptions 属
性将用于删除路由。
例如：default 166.98.16.103 0 -setsrc 166.98.16.10

DeleteRouteOptions

在取消配置接口时用于删除路由的字符串。
如果配置了 RouteOptions 和 DeleteRouteOptions 属性，则
RouteOptions 属性用于添加路由，而 DeleteRouteOptions 属
性用于删除路由。如果未配置 RouteOptions 属性，则忽略
DeleteRouteOptions 属性。
例如：default 166.98.16.103

IgnoreMultiNICBFailure

设置该值可以在所有已配置接口都发生故障时忽略 MultiNICB
资源故障。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会导致 IPMultiNICB 代理忽略其基础
MultiNICB 资源监测到的故障。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0，则会导致 IPMultiNICB 代理监测网络故
障。
当该属性的值为 1 时，MultiNICB LinkTestRatio 属性的值不能
为 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选项

ifconfig 命令的选项。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failover

注意：ToleranceLimit 静态属性的值为 1。在 Oracle 的 mpathd 后台驻留程序将 IP
地址从一个接口迁移至另一个接口时，值为 1 可避免在多径处理模式下发生虚假代
理故障。由于 ToleranceLimit 属性发生了这种更改，因此 MonitorInterval 静态属性
的值现在为 30 秒。30 秒值意味代理会以每分钟两次的频率尝试使资源联机。该值
确保了整个故障检测时间仍然是 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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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ultiNICB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在 Solaris 上，此代理的资源定义如下：
type IPMultiNICB (
static int ToleranceLimit = 1
static int MonitorInterval = 30
static int OnlineRetryLimit=1
static str ArgList[] = { BaseResName, Address, NetMask,
DeviceChoice, RouteOptions, DeleteRouteOptions, PrefixLen,
IgnoreMultiNICBFailure, "BaseResName:Protocol", Options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0, PassCInfo=1 }
str BaseResName
str Address
str NetMask
str DeviceChoice = 0
str RouteOptions
str DeleteRouteOptions
str Options
int PrefixLen
int IgnoreMultiNICBFailure = 0
)

手动迁移 IPMultiNICB 代理的逻辑 IP 地址
使用 haipswitch 命令可将逻辑 IP 地址从一个接口迁移到另一个接口。
此命令显示指定的 MultiNICB 资源的接口状态：
# haipswitch -s MultiNICB_resname

在以下示例中，该命令检查 from 和 to 接口是否都与指定的 MultiNICB 资源相关联。
该命令还检查 to 接口是否工作。如果该接口不能正常工作，则该命令将中止操作。
然后将删除 from 逻辑接口上的 IP 地址，并配置 to 逻辑接口上的 IP 地址。最后将
删除由 MultiNICB 为此逻辑 IP 地址创建的任何先前故障转移信息。
# haipswitch MultiNICB_resname IPMultiNICB_resname ip_address
<netmask|prefix> from to [route_options]

IPMultiNICB 代理的示例配置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代理的示例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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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的其他配置示例
请参考 MultiNICB 代理中的配置示例。

IPMultiNICB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IPMultiNICB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DBG_3、DBG_4、DBG_5

MultiNICB 代理
MultiNICB 代理与 IPMultiNICB 代理协同工作。其作用是在 VCS 尝试故障转移到其
他系统之前，使 IP 地址可以故障转移到同一个系统上的多个接口。可以使用此代理
实现多适配器系统上的 IP 地址的高可用性，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监视。
使用 MultiNICB 代理时，必须先配置这些接口，然后再将它们置于该代理的控制之
下。必须将单个 MultiNICB 资源中的所有接口都配置为采用同一子网中的基础 IP
地址。
如果多个服务组具有的 IPMultiNICB 资源与同一 MultiNICB 资源相关联，则只有一
个组应具有 MultiNICB 资源。而其他组可以具有指向该资源的 Proxy 资源。
对于 MultiNICB 和 IPMultiNICB 代理，VCS 支持 Oracle 中继。
对于 MultiNICB 和 IPMultiNICB 代理，VCS 支持 IPv4 或 IPv6。
MultiNICB 类型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的值必须低于 IPMultiNICB 类型的对应值。
IPMultiNICB 代理依赖 MultiNICB 代理来准确地报告 NIC 的状态。如果 IPMultiNICB
代理的 MonitorInterval 值小于 MultiNICB 代理的间隔，则在某些监视周期内
MultiNICB 代理可能会向 IPMultiNICB 代理提供过时的信息。
IPMultiNICB 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的默认值为 30 秒，MultiNICB 的最小值和默认
值为 10 秒。

MultiNICB 代理的基本模式和多径处理模式
您可以采用两种模式之一使用 MultiNICB 代理：
■

基本模式

■

多径处理模式

MultiNICB 代理的 Oracle 中继
您可以配置 MultiNICB 以供单个中继头或多个中继头使用。您需要将
IgnoreLinkStatus 属性的值设置为 1。还必须要确保属于同一 MultiNICB 资源的所
有接口都在同一子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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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NICB 代理的 haping 实用程序
在配置 MultiNICB 资源之前，请使用 haping 实用程序
(/opt/VRTSvcs/bin/MultiNICB/haping) 测试每个接口。此实用程序采用接口作
为参数。您可以使用此实用程序执行链接测试、广播 ping 或者对特定远程主机执行
ping。Veritas 建议管理员在将远程主机添加到 NetworkHosts 参数之前，对远程主
机执行测试 ping。请注意，远程主机应该与从其执行测试 ping 的接口处于同一网
络上。
仅在接口 bge0 上执行链接测试：
haping -l bge0

从接口 bge0 对远程主机 10.10.10.10 执行 ping：
haping -g 10.10.10.10 bge0

从接口 bge0 对远程 IPv6 主机执行 ping：
haping -g fe80::1 bge0

MultiNICB 代理的依赖关系
MultiNICB 资源不依赖于任何其他资源。
包含 MultiNICB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3-4
应用程序

IPMultiNICB

Mount

MultiNICB

Volume

DiskGroup

MultiNICB 代理的代理函数
Open

分配内部结构以存储有关资源的信息。

Close

释放用于存储有关资源的信息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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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检查每个物理接口的状态。将状态信息写入导出信息文件，以便
IPMultiNICB 资源可以读取这些信息。
执行故障转移。如果 Failback 属性的值为 1，则将执行故障回复。

MultiNICB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资源的 Device 属性中列出的一个或多个网络接口正处于工作状态。

UNKNOWN

指示 MultiNICB 资源未正确配置。

FAULTED

指示 Device 属性中列出的所有网络接口都发生了故障。

MultiNICB 代理的属性
表 3-7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Device

希望由 MultiNICB 控制的 NIC 的列表。
对于 IPv4，您必须手动配置每个 NIC 上的测试 IP 地址。该地址必须是
NIC 上的基础 IP 地址（第一个地址）。
对于 IPv6，VCS 将使用链接本地地址作为测试 IP 地址。您不需要配置
测试 IP 地址。
要受 MultiNICB 控制的 NIC 及其故障转移顺序的列表。IPMultiNICB 代
理使用 NIC 别名来配置 IP 地址。IPMultiNICB 代理使用这些接口别名
来确定使 IP 地址联机的接口的顺序。
当使用 IPv6 协议时，您必须配置此属性、Protocol 属性和相应
IPMultiNICB 代理的 PrefixLen 属性的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例如：
Device = { "qfe0" = 0, "qfe1" = 1 }

Protocol

是使用 IPv6 协议所必需的。
请参见第 109 页的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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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IPMPDevice（仅限 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对 MultiNICB 资源控制下的接口创建的 IPMP 接口
Solaris 11）
名称。这个属性的值必须设置为有效的 IPMP 接口名称，且 UseMpathd
属性的值必须设置为 1。
例如：ipmp0

注意：在配置此属性前，您希望为 MultiNICB 资源控制下的接口配置
IP 多径 (IPMP) 接口。
请参见第 116 页的“在 Solaris 11 上配置 MultiNICB 和 IPMultiNICB 代
理”。

MultiNICB 代理的基本模式和 Mpathd 模式的可选属性
表 3-8

基本模式和 Mpathd 模式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DefaultRouter

此属性是子网上默认路由器的 IP 地址。如果指定了此
值，则代理将在资源脱机时删除默认路由。并在组恢复
联机状态时重新添加路由。
如果一个主机上存在多个 IP 子网，则必须指定此属性。
如果不指定该属性的值，则当与第一个默认路由对应的
子网发生故障时，将无法正确路由数据包。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0.0.0.0
例如：192.1.0.1

GroupName

GroupName 属性是您要为代理控制的接口分配的 IPMP
组的名称。该名称的长度不应该超过 31 个字节的字符。
如果未指定该属性，则 MultiNICB 资源名称将配置为
IPMP 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IPMPgrp1

MpathdCommand

该值是 mpathd 执行文件的路径。可使用
MpathdCommand 终止或重新启动 mpathd。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见 UseMpathd 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usr/lib/inet/in.mpat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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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UseMpathd

该属性的合法值为 0 和 1，对于该属性，一个系统上的
所有 MultiNICB 资源必须具有相同的值。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0，则会在系统上自动终止
in.mpathd。有关 mpathd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Oracle
文档。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 MultiNICB 会假定 mpathd
(in.mpathd) 正在运行。如果尚未运行，则该值会重新
启动 mpathd。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Protocol

指定要与代理一起使用的 IP 协议的类型（IPv4 或
IPv6）。
当使用 IPv6 协议时，您必须配置此属性、Device 属性
和相应 IPMultiNICB 代理的 PrefixLen 属性的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IPv4
例如：IPv6

MultiNICB 代理的基本模式的可选属性
表 3-9

基本模式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故障回复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虚拟 IP 地址将尽可能故障回复
到原始物理接口。如果值为 0，则将禁用此行为。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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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IgnoreLinkStatus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代理将在测试接口时忽略驱动程
序报告的接口状态。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0，则如果驱动程
序报告的接口状态指示 DOWN，代理会将该接口状态报
告为 DOWN。对链路测试使用接口状态可以显著加快故
障转移速度。
在使用中继接口时，您必须将该属性的值设置为 1。否
则，将其设置为 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

LinkTestRatio

该属性为以下二者的比率：
■

监视周期总数

■

代理通过发送测试数据包来进行接口测试的过程所经
历的监视周期数

在所有其他时间，代理将通过检查由设备驱动程序报告的
“链接状态”来测试链接。检查“链接状态”是检查接口
的一种最快的方法，但只能检测电缆断开连接故障。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将在每个监视周期内发送数据
包。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0，则永远不会在监视周期内发送数据
包。当其相应的 IPMultiNICB 资源的
IgnoreMultiNICBFailure 属性值为 1 时，请不要将该属性
的值设置为 0。
当 IgnoreLinkStatus 属性设置为 1 时，此属性的值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将在每个监视周期期间发送数据包以确定
接口的状态。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
例如：3
在本例中，如果 monitor 入口点调用被编号为 1、2、3、
4、5、6、...，则实际的数据包发送测试将通过 3、6 等
monitor 代理函数完成。如果 LinkTestRatio=4，则数据
包发送测试将通过 4、8 等 monitor 代理函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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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NetworkHosts

IP 子网上通过 ping 确定接口是否正常工作的主机 IP 地
址的列表。NetworkHosts 仅接受 IP 地址，从而可避免
DNS 查找延迟。IP 地址必须直接位于接口的 IP 子网中
（主机必须能对 ARP 请求进行响应）。
如果没有提供 IP 地址，则系统将通过发送广播 ping 命令
来自动确定主机（除非将 NoBroadcast 属性设置为 1）。
第一个响应的主机当作 ping 目标。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例如：192.1.0.1

NetworkTimeout

ARP 和 ICMP 数据包的超时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MultiNICB 仅在此时间段内等待对 ICMP 和 ARP 数据包
的响应。
为 NetworkTimeout 指定一个约为数十毫秒的值（假设
ICMP 和 ARP 目标必须位于本地网络中）。增大该值将
会增加故障转移时间。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00

NoBroadcast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 NoBroadcast 将阻止 MultiNICB
发送 ICMP 广播数据包。注意，MultiNICB 仍然可以发送
ARP 请求。
如果未指定 NetworkHosts，并将 NoBroadcast 设置为
1，则 MultiNICB 代理无法正常运行。

注意：Veritas 建议不要将 NoBroadcast 的值设置为 1。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OfflineTestRepeatCount

当接口状态从 UP 更改为 DOWN 时重复进行测试的次
数。每次重复执行测试时，都会采用循环方式选择下一个
NetworkHost。如果将 NoBroadcast 设置为 0，则此过程
结束时，将执行广播。值越大，越能阻止虚假更改，同时
还会延长响应时间。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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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OnlineTestRepeatCount

当接口状态从 DOWN 更改为 UP 时重复进行测试的次
数。此测试有助于避免接口状态的波动。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3

MultiNICB 代理的多径处理模式的可选属性
表 3-10

多径处理模式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ConfigCheck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 MultiNICB 代理将检查：
■

■

所有指定的物理接口都在同一 IP 子网和组中，并且在其上设置有
DEPRECATED 和 NOFAILOVER 标志。
没有其他物理接口与指定的接口具有相同的子网。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MultiNICB 代理还会将所有指定的接口指派到一
个多径处理组中。
该属性的有效值为 0 和 1。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
MpathdRestart

如果该属性的值为 1，则 MultiNICB 会尝试重新启动 mpathd。
该属性的有效值为 0 和 1。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

MultiNICB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在 Solaris 上，此代理的资源定义如下：

type MultiNICB (
static int MonitorInterval = 10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atic str ArgList[] = { UseMpathd, MpathdCommand, ConfigCheck,
MpathdRestart, Device, NetworkHosts, LinkTestRatio,
IgnoreLinkStatus, NetworkTimeout, OnlineTestRepeat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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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TestRepeatCount, NoBroadcast, DefaultRouter, Failback,
GroupName, Protocol, IPMPDevice }
int UseMpathd
str MpathdCommand = "/usr/lib/inet/in.mpathd"
int ConfigCheck = 1
int MpathdRestart = 1
str Device{}
str NetworkHosts[]
int LinkTestRatio = 1
int IgnoreLinkStatus = 1
int NetworkTimeout = 100
int OnlineTestRepeatCount = 3
int OfflineTestRepeatCount = 3
int NoBroadcast
str DefaultRouter = "0.0.0.0"
int Failback
str GroupName
str Protocol = IPv4
str IPMPDevice
)

Solaris 操作模式：MultiNICB 代理的基本模式和多径处理模式
MultiNICB 代理有两种操作模式（基本模式和多径处理模式），您可以使用
UseMpathd 属性设置要使用的模式。
注意：在 Oracle Solaris 11 上，MultiNICB 代理仅支持多径处理模式。

MultiNICB 代理的基本模式
对于此模式，默认情况下 UseMpathd 属性的值为 0。
在基本模式中，为监视其控制的接口，代理会：
■

向网络上的其他主机发送数据包，以便进行基于探查的检测

■

测试接口的链接状态以进行基于链接的检测

■

检查所有指定的接口是否在同一 IP 子网和组中，以及这些接口上是否设置有
NOFAILOVER 和 DEPRECATED 标志。

■

检查是否没有其他物理接口与指定的接口具有相同的子网。

■

将所有指定的接口指派到一个多径处理组中

当使用基于链接或基于探查的检测时，代理会记录链接故障和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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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NIC 发生故障，则 MultiNICB 代理将通知 IPMultiNICB 代理。 IPMultiNICB 代
理会将虚拟 IP 地址故障转移到同一个系统上的其他 NIC。当原始 NIC 恢复正常时，
如果相应的 MultiNICB 资源的 Failback 属性设置为 1，则代理会故障回复虚拟 IP
地址。
每个 NIC 必须具有其各自唯一且专用的基础 IP 地址，MultiNICB 代理将使用该地
址作为测试 IP 地址。
在基本模式中，MultiNICB 代理将使用以下条件来确定接口是否正常工作：
■

对接口状态执行的基于链接的检测
接口驱动程序会报告链接的状态。请注意，并非所有驱动程序都支持此功能。
将 IgnoreLinkStatus 的值设置为 1 可禁用此测试。

■

使用 Internet 控制消息协议 (ICMP) 回显的基于探查的检测
请将 LinkTestRatio 属性设置为大于 0 的值，以便将 ICMP 回显请求数据包发送
给指定的网络主机。网络主机是在 NetworkHosts 属性中指定的。您必须为接口
分配测试 IP 地址才能进行基于探查的检测。 测试 IP 地址是发送 ICMP 数据包
所必需的，ICMP 数据包用于确定链接的状态。如果您将 LinkTestRatio 属性的
值设置为 0，则无需分配测试 IP 地址。
如果您没有在 NetworkHosts 属性中指定主机，则当 NoBroadcast 属性的值为
0 时，代理将使用 ICMP 广播。它将缓存第一个回复的发送者以便以后将其用作
网络主机。当代理发送和接收 ICMP 数据包时，将整个绕过 IP 层。

通过将 LinkTestRatio 属性的值设置为大于 0 且将 IgnoreLinkStatus 属性设置为 0，
您可以分配地址并仅进行基于链接的检测。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可以跳过基于链接的检测（链接驱动程序测试）并且只执行
ICMP 测试：
■

IgnoreLinkStatus 属性的值为 1，并且

■

LimitTestRation 属性的值大于 0，并且

■

已为接口分配了测试 IP 地址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MultiNICB 代理将同时执行基于链接的检测和基于探查的检测：
■

LinkTestRatio 属性的值大于 0，并且

■

IgnoreLinkStatus 属性的值为 0，并且

■

已为接口分配了测试 IP 地址

MultiNICB 代理会将每个接口的状态写入导出信息文件，可通过其他代理（如
IPMultiNICB）或命令（如 haipswitch）读取该文件。

MultiNICB 代理的故障转移和故障回复
在接口发生故障期间，MultiNICB 代理会将所有的逻辑 IP 地址故障转移到同一个资
源下正在工作的接口。该代理将记住 IP 地址进行故障转移时的第一个物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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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物理接口将成为该特定逻辑 IP 地址的“原始”接口。原始接口修复后，该逻辑
IP 地址将故障回复到该接口。

MultiNICB 代理的多径处理模式
要激活此模式，请将 UseMpathd 属性的值设置为 1。在多径处理模式中，MultiNICB
代理将监视 Oracle 的 IP 多径处理后台驻留程序 (mpathd)。MultiNICB 代理专门监
视物理接口和 mpathd 进程中的 FAILED 标志。有关该后台驻留程序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手册页：in.mpathd (1M)。
Oracle 的 mpathd 后台驻留程序监视属于 IPMP 组的接口。该后台驻留程序：
■

可向网络上的其他主机发送数据包以便进行基于探查的检测（只要为网络接口
分配了测试 IP 地址）

■

可以检查接口的链路状态以便进行基于链路的检测（只要接口支持该检测测试）

当向 NIC 接口分配了测试 IP 地址时，mpathd 后台驻留程序可以同时执行基于链路
的检测和基于探查的检测。
如果后台驻留程序未在运行，或配置路径存在错误时，MultiNICB 代理会记录错误。
mpathd 后台驻留程序将在系统日志中记录链路故障和 IP 地址故障转移。

在 Solaris 11 上配置 MultiNICB 和 IPMultiNICB 代理
在 Solaris 11 上，您必须按如下方式配置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资源：
手动为受 MultiNICB 控制的接口创建一个 IPMP 接口。

1.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Oracle Solaris 管理：网络接口与网络虚拟化指南》。
2.

将 IPMP 接口名称指定为 MultiNICB 资源的 IPMPDevice 属性值。

3.

将 MultiNICB 资源的 UseMpathd 和 ConfigCheck 属性值分别设置为 1 和 0。

4.

先确保 IPMP 接口及对应的基础接口配置正确并且已启动，然后再启用
MultiNICB 资源。

MultiNICB 代理的触发器脚本
MultiNICB monitor 代理函数会在接口启动或停机时调用 VCS 触发器。
该代理会将以下参数传递给脚本：
■

MultiNICB 资源名称

■

状态发生更改的设备，例如：
■

■

qfe0

设备的先前状态（0 表示停机，1 表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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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的当前状态和监视心跳

代理还将发送通知（可以通过 SNMP 或 SMTP 接收）以指示接口的状态已发生更
改。将使用“health of a cluster resource declined (群集资源的运行状况下降)”和
“health of a cluster resource improved (群集资源的运行状况改善)”陷阱来发送此
通知。有关这些陷阱的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该代理提供了
一个 mnicb_postchange 触发器示例。您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此示例脚本，也可以
从头开始编写脚本。
该示例脚本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接口状态发生更改，则会向控制台输出一条消息，例如：
MultiNICB: Interface qfe0 came up

■

脚本将保存最后的“IP 地址到接口名称”关联。如果已移动、添加或删除了任
何 IP 地址，则会向控制台输出一条消息，例如：
MultiNICB: IP address 192.4.3.3 moved from interface
qfe1:1 to interface qfe0:1

MultiNICB 代理的示例配置
Solaris 上 MultiNICB 代理的接口配置
设置 EPROM 变量以便向主机上的所有以太网接口分配唯一 MAC 地址：
# eeprom local-mac-address?=true

设置了 eprom 变量之后，重新启动系统以完成地址的设置。在 MultiNICB 代理控制
接口之前，必须在接口上配置基础 IP 地址。 可以使用 /etc/hostname.XXX 初始化
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示例。

设置适用于基本模式的测试 IP 地址
这些示例说明了如何为您的群集系统设置测试 IP 地址。通过这些 IP 地址，代理可
确定 NIC 是否处于工作状态。如果代理接收到对它发送到网络的其他节点上的 ping
数据包的响应，则代理确定 NIC 处于工作状态。您不需要为浮动 IP 地址执行以下
步骤。代理会执行这些步骤。
在 /etc/hostname.qfe0 文件中，添加以下两行：
north-qfe0 netmask + broadcast + deprecated -failover up \
addif north netmask + broadcast +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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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orth-qfe0 是代理用于确定 qfe0 网卡的状态的测试 IP 地址。
在 /etc/hostname.qfe4 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north-qfe4 netmask + broadcast + deprecated -failover up

其中 north-qfe4 是代理用于确定 qfe4 网卡的状态的测试 IP 地址。
在示例中，north-qfe0 和 north-qfe4 是对应于测试 IP 地址的主机名。north 是对应
于测试 IP 地址的主机名。

MultiNICB 代理的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配置
以下是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配置示例：
cluster clus_north (
UserNames = { admin = "cDRpdxPmHpzS."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CounterInterval = 5
)
system north (
)
system south (
)
group g11 (
SystemList = { north = 0, south = 1 }
AutoStartList = { north, south }
)
IPMultiNICB g11_i1 (
BaseResName = gnic_n
Address = "192.1.0.201"
NetMask = "255.255.0.0"
DeviceChoice = "1"
)
Proxy g11_p1 (
TargetResName = gnic_n
)
g11_i1 requires g11_p1
// A parallel group for the MultiNICB resource
group gnic (
SystemList = { north = 0, south = 1 }
AutoStartList = { north, south }
Parallel = 1
)
MultiNICB gnic_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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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north = { qfe0 = 0, qfe4 = 1 }
Device @south = { qfe0 = 0, qfe4 = 1 }
NetworkHosts = { "192.1.0.1" }
)
Phantom gnic_p (
)

针对 MultiNICB 代理的 IPv6 配置
下面是包含 Oracle Solaris 11 的 IPMultiNICB 和 MultiNICB 资源的 IPv6 基本配置。

group mnicb_grp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
IPMultiNICB ipmnicb (
BaseResName = mnicb
Address = "192.168.1.10"
NetMask = "255.255.0.0"
)
MultiNICB mnicb (
UseMpathd = 1
ConfigCheck = 0
Device = { net1 = 0, net2 = 1 }
NetworkHosts = { "192.168.1.1" }
IPMPDevice = ipmp0
)
ipmnicb requires mnicb

MultiNICB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MultiNICB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DBG_3、DBG_4、DBG_5

DNS 代理
DNS 代理更新和监视以下映射：
■

主机名到 IP 地址（A、AAAA 或 PTR 记录）

■

主机名或规范名称 (CNAME) 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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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跨子网对节点进行故障转移时（广域故障转移），代理对 DNS 区域执行这些任
务。资源记录 (RR) 可以包括不同类型：A 记录、 AAAA 记录、 CNAME 记录和
PTR 记录。
如果在故障转移期间，需要在 DNS 服务器中动态地添加和删除资源记录，请使用
DNS 代理。 此代理可以在执行故障转移时使用新的资源记录映射更新名称服务器，
并允许客户端连接到应用程序的已故障转移实例。
有关此代理的重要信息，请参考有关 DNS 代理的代理说明

DNS 代理的依赖关系
DNS 资源没有依赖关系。
包括 DNS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3-5
DNS

DB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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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资源记录更新一个或多个名称服务器。
代理更新 StealthMasters 属性中定义的名称服务器。如果未配置此属
性，则代理将会通过发送授权开始 (SOA) 查询获取主服务器的名称。
此查询检索在代理的 Domain 属性中定义的区域的 SOA 记录。而此
SOA 记录包含主服务器的名称。
如果 CreatePTR 属性的值为 True，代理会为每个 A 或 AAAA 类型的
RR 创建 PTR 记录。此功能的先决条件是正（A 或 AAAA）区域和逆区
域使用相同的主服务器或隐藏服务器。
最终代理会生成 Online 锁文件，以表明资源在当前系统上处于联机状
态。

注意：如果某一资源记录在名称服务器上已存在，则 DNS 代理不会发
送该资源记录的任何更新。
脱机

删除 Online 锁文件。
如果属性 OffDelRR 为 True，则 offline 删除 ResRecord 键定义的所有
记录。

Monitor

如果至少有一个名称服务器报告了 ResRecord 定义的所有映射，则返
回 ONLINE 状态。名称服务器是主服务器或 StealthMaster 服务器，以
及存在区域 NS 记录的所有服务器。
如果设置了 RefreshInterval 属性，则 monitor 入口点还会向 DNS 服务
器发送定期刷新请求。

Clean

如果存在 Online 锁文件，则删除此文件。如果属性 OffDelRR 为 True，
则 clean 会删除 ResRecord 键定义的所有记录。

Open

如果资源在群集中其他节点上报告为 Online，则删除 Online 锁文件，
以防止并发冲突。如果存在此锁文件，则至少一个名称服务器必须报告
ResRecord 属性定义的所有记录。如果所有名称服务器都无法报告所
有记录，则代理函数将删除 Online 锁文件。

操作

action 代理的各种函数如下：
■

■

■

keyfile.vfd
此 action 入口点检查 TSIGKeyFile 中指定的密钥文件是否存在于本
地或共享存储上。
dig.vfd
此 action 入口点检查 dig 和 nsupdate 二进制文件是否存在且为可
执行文件。
master.vfd
此 action 入口点检查隐藏主服务器是否能够回复针对配置域的 SOA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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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代理的状态定义
此代理的状态定义如下：
ONLINE

存在 Online 锁文件并且至少一个名称服务器可以返回所有已配置的资
源记录。

OFFLINE

至少存在下面的其中一种情况：

UNKNOWN

■

online 锁不存在。

■

没有名称服务器可以报告 RR 的所有映射。

指示 DNS 资源未正确配置。可能指示资源记录列表的记录键中存在无
效值，或 ResRecord 属性的记录值无效。

DNS 代理的属性
表 3-11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Domain

表示代理管理的 DNS 区域的字符串。
域名只能包含字母数字符号和短划线。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

正映射： "demo.example.com"

■

IPv4 逆映射： "2.168.192.in-addr.a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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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ResRecord

ResRecord 是 DNS 资源记录值的关联。每个 ResRecord 属性
均由两个值组成：DNS record key = DNS record data。请注
意，记录键必须是唯一值。
如果资源记录列表在 ResRecord 属性的记录键或记录数据中包
含任何无效值，那么资源会报告 UNKNOWN 状态。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例如：
■

■

■

■

对于区域为 demo.example.com 的正映射：
- sol901 = "192.168.2.191"
- ww2 = sol901
- sol9ip6 = "2007::1:2:3:abc"
对于多主 DNS 记录，通常表示一个主机带两个网络接口，
地址不同但 DNS 名称相同。A 类型的 ResRecord 配置应如
下所示：
sol902 = "192.168.2.102 10.87.13.22"
多主 AAAA DNS 记录可配置如下：
sol902 = "1234::5678 1234::AABB:CCDD"
对于逆 IPv4 地址映射，区域为 2.168.192.in-addr.arpa：
191 = "sol901.demo.example.com"
对于反转 IPv6 地址映射，区域为
3.0.0.0.2.0.0.0.1.0.0.0.0.0.0.0.0.0.0.0.0.0.0.0.7.0.0.2.ip6.arpa：
cba = "sol9ip6.demo.example.com"

仅使用部分主机名。 如果使用完全限定域名，则在名称末尾附
加句点“.”。
对于 CNAME 记录，使用：
■

■

ResRecord = { www = mydesktop }
或
ResRecord = { www = "mydesktop.marketing.example.com."
}
其中 Domain 属性为 marketing.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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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ResRecord（接上页）

代理使用区分大小写的模式匹配以及 Domain 和 ResRecord 属
性值组合来确定资源记录类型。RR 类型如下：
■

PTR：如果 Domain 属性末尾带有 .arpa

■

A：如果记录数据字段是一个 IPv4 地址（四组数字，每组之
间用句点分隔。下面详细说明了它尝试匹配的模式：
[1-223].[0-255].[0-255].[0-255] 不支持十六进制。）
AAAA：如果记录数据字段是多组十六进制格式，则该记录
是 IPv6 相关类型 AAAA 记录。
CNAME：对于任何其他有效的记录数据。

■

■

注意：如果 ResRecord 属性中的名称不符合 RFC 1035，则此
代理会向引擎日志文件中记录一条警告消息。不使用此
ResRecord 关联。此情况的一个例外是，DNS 代理允许在主机
名中使用下划线字符 (_)。确保在将任何 DNS 资源记录配置为
在其主机名中包含下划线字符之前，DNS 服务器支持下划线字
符。

表 3-12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TTL

此属性（非零整数值）表示区域中您希望更新的 DNS 条目的生存时间
(TTL) 值，以秒为单位。
较小的值意味着您的 DNS 服务器有更大命中率，而较大的值意味着您
的客户端需要更多时间获悉变化情况。
TTL 可以采用 0 值，表示从不对记录进行缓存，其最大值为
2,147,483,647，此值相当于超过 68 年的时间！当前建议的最佳做法
(RFC 1912) 是使用大于一天的值，对于不经常改变的 RR，可以考虑使
用多周的值。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86400
例如：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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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StealthMasters

域中主要的主名称服务器的列表。
该属性是可选的，因为从区域的 SOA（授权开始）记录中检索第一个
名称服务器。
如果主要的主名称服务器是隐藏服务器，则定义该属性。隐藏服务器是
对此区域具有权限的名称服务器，但没有显示在该区域的 SOA 记录中。
它的隐藏是为了防止来自 Internet 的直接攻击。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例如： { "10.190.112.23" }

TSIGKeyFile

配置 DNS 安全更新时需要。指定包含专用 TSIG（事务签名）密钥的
文件的绝对路径。仅在所配置的 DNS 服务器为基于 Unix 的 DNS 服务
器时，才应配置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var/tsig/example.com.+157+00000.private

CreatePTR

使用 CreatePTR 属性指示 online 代理函数为每个 A 或 AAAA 类型的
RR 创建 PTR 记录。必须将该属性值设置为 true (1) 才能创建记录。请
先确保为正区域（A 或 AAAA）和逆区域使用相同的主服务器或隐藏服
务器，这样才能使用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

OffDelRR

使用 OffDelRR 属性可指示 offline 和 clean 代理函数删除 ResRecord
键定义的所有记录。必须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1 (true) 才能让此代理删
除所有记录。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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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UseGSSAPI

请在您所配置的 DNS 服务器为 Windows DNS 服务器时使用
UseGSSAPI 属性，并且只能在该服务器接受安全动态更新时使用。

注意： 如果 Windows DNS 服务器接受非安全更新，请勿设置此属性。
如果此属性设置为 1，此代理会将 -g 选项用于 nsupdate 命令。
有关将 DNS 代理用于安全 Windows DNS 服务器时所需满足的要求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27 页的“有关 DNS 代理的代理说明”。。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
RefreshInterval

此属性表示一个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经过此时间间隔后，DNS 代
理将尝试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资源记录 (RR)。默认值 0 表示 DNS 代
理不会尝试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记录。如果 DNS 代理无法刷新 DNS
记录，它会向日志中写入警告消息。

注意： 如果 RefreshInterval 时段已到，则会在下一个监视周期内发送
刷新请求。
DNS 代理无法刷新 DNS 记录时，以及 DNS 记录已经因执行清理操作
而被删除或者已被 DNS 管理员删除时，DNS 资源将进入故障状态。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3600
CleanRRKeys

使用此属性可指示 online 代理函数在添加新记录之前先清理已配置之键
的所有现有 DNS 记录。默认值 (0) 禁用此行为。

注意：如果在多项 DNS 资源的 ResRecord 属性中配置了同一个键值，
请勿将此属性值设置为 1。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

DNS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在 Solaris 上，此代理的资源定义如下：
type DNS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dig.vfd",
"master.vfd", "keyfile.v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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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str ArgList[] = { Domain, TTL, TSIGKeyFile,
StealthMasters, ResRecord, CreatePTR, OffDelRR,
UseGSSAPI, RefreshInterval, CleanRRKeys }
str Domain
int TTL = 86400
str TSIGKeyFile
str StealthMasters[]
str ResRecord{}
boolean CreatePTR = 0
boolean OffDelRR = 0
boolean UseGSSAPI = 0
int RefreshInterval = 0
boolean CleanRRKeys = 0
)

有关 DNS 代理的代理说明
以下是 DNS 代理的相关说明：
■

关于将 VCS DNS Agent on UNIX 代理用于安全的 Windows DNS 服务器

■

DNS 代理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

DNS 代理的 Monitor 情形

■

DNS 代理的 Web 服务器配置示例

■

DNS 代理的适用于 BIND 9 的安全 DNS 更新

■

为 DNS 代理的 BIND 9 设置使用 TSIG 密钥的安全更新

关于将 VCS DNS Agent on UNIX 代理用于安全的 Windows
DNS 服务器
本节介绍将 DNS 代理用于安全 Windows DNS 服务器时需要满足的要求。 请注意，
在向 Windows DNS 服务器发送非安全更新方面不存在特殊要求。

DNS 代理的软件要求
为使 Windows DNS 服务器上的安全更新能够运行，VCS DNS Agent on UNIX 要
求在所有群集节点上都安装 BIND 9.7.2-P3 版或更高版本。

DNS 代理的配置要求
VCS DNS Agent on UNIX 需要设置向 Windows DNS 服务器的 Kerberos 身份验证
并在客户端节点上的 /etc/resolv.conf 中配置域与 DNS 服务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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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置从 UNIX 主机到 Windows DNS 服务器的 Kerberos 身份验证，请将 Kerberos
配置文件（/etc/krb5.conf 或 /etc/ krb/krb5.conf）配置为使用 Windows DNS 服务器
作为密钥分配中心 (KDC)。
具有域 privdns.sym 和 DNS 服务器 master.privdns.sym 的示例 Kerberos 配置文件
如下所示：
[libdefaults]
default_realm = PRIVDNS.SYM
dns_lookup_realm = true
dns_lookup_kdc = true
default_tkt_enctypes = des-cbc-md5
default_tgs_enctypes = des-cbc-md5
ticket_lifetime = 24h
renew_lifetime = 7d
forwardable = true
allow_weak_crypto = true
[realms]
PRIVDNS.SYM = {
kdc = master.privdns.sym:88
kpasswd_server = master.privdns.sym:464
admin_server = master.privdns.sym
}
[domain_realm]
.privdns.sym = PRIVDNS.SYM
privdns.sym = PRIVDNS.SYM

注意：DNS 代理不支持 KDC 和域控制器/DNS 位于不同的服务器上。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对群集（DNS 代理配置为在其上运行）上的所有节点进行身
份验证。 对用户帐户使用 kinit，并使用 klist 验证您是否有已配置领域主体的票证。
有关从 KDC 获取 Kerberos 票证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kinit 手册页。
注意：DNS 代理要求节点始终都能通过 Kerberos 的身份验证。 如果您的身份验证
方法要求您定期续订获得的票证，请定期续订。
对于以上配置和用户 vcsdns，kinit 和 klist 的运行示例将如下所示：
# kinit vcsdns
Password for vcsdns@PRIVDNS.SYM:
# klist
Ticket cache: FILE:/tmp/krb5cc_0
Default principal: vcsdns@PRIVDNS.S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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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 starting Expires Service principal
12/14/09 16:17:37 12/15/09 02:19:09 krbtgt/PRIVDNS.SYM@PRIVDNS.SYM
renew until 12/21/09 16:17:37

如果环境变量 KRB5CCNAME 设置为某些非默认位置（默认位置为 /tmp），则
VCS 默认情况下不会继承非默认位置，并将在默认位置 /tmp 中寻找 Kerberos 票
证。
要解决此问题，请取消环境变量 KRB5CCNAME 的设置，并再次运行 kinit 命令。
这将更新默认位置 (/tmp) 中的 Kerberos 票证。 另外，对于 Kerberos 票证的自定
义位置（例如，/cache/krb_ticket），请在每个群集节点上的 /opt/VRTSvcs/bin/
vcsenv 文件中添加一个条目，然后 VCS 才会启动：
KRB5CCNAME="FILE:/cache/krb_ticket"
export KRB5CCNAME

在客户端节点上更新 /etc/resolv.conf，以添加 Windows DNS 服务器和已配置
域的信息。

DNS 代理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可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与基础架构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阻止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联机。
对于 DNS 资源，高可用性练习会测试以下情况：
■

检查 TSIGKeyFile 属性指定的密钥文件是否存在于本地或共享存储上。

■

检查 dig 和 nsupdate 二进制文件是否存在于群集节点上，以及是否可在节点上
执行。

■

检查隐藏主服务器是否可以响应从群集节点发出的 SOA 查询，以确保没有会阻
止 DNS 更新和查询请求到达隐藏主服务器的网络问题。

有关使用高可用性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DNS 代理的 Monitor 情形
根据是否存在 Online 锁文件和已定义的资源记录 (RR)，您可以从 Monitor 函数获
得不同的状态消息。
表 3-13 总结了 Online 锁文件的 Monitor 情形。
表 3-13

Online 锁文件的 Monitor 情形

存在 Online 锁文 预计的 RR 映射
件

Monitor 返回值

否

OFFLINE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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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Online 锁文 预计的 RR 映射
件

Monitor 返回值

是

否

OFFLINE

是

是

ONLINE

DNS 代理的 Web 服务器配置示例
举一个 Web 服务器的例子。 浏览器请求映射到规范名称 server1.example.com 的
URL http://www.example.com。浏览器通过查询域名服务器来检索 Web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如果 Web 服务器从服务器 1 故障转移到服务器 2 (server2.example.com)，
则域名服务器需要 www.example.com 的新规范名称映射。在故障转移之后，DNS
资源更新此 www.example.com 映射，使其指向规范名称 server2.example.com
注意：在此配置中，应将 Domain 属性配置为值 example.com

DNS 代理的适用于 BIND 9 的安全 DNS 更新
DNS 代理预计区域的允许更新字段包含可以动态更新 DNS 记录的主机的 IP 地址。
此功能默认用于 DNS 代理。但是，由于有的 black hat 可以假冒 IP 地址，另外一
种方法是使用 TSIG。
如 RFC 2845 中所述，TSIG（事务签名）是一种可在 BIND DNS 中使用的共享密
钥消息身份验证机制。TSIG 密钥提供了一种对交换的 DNS 数据进行身份验证及验
证这些数据的有效性的方法。它在解析器与服务器（一台或两台）之间使用共享密
钥。

为 DNS 代理的 BIND 9 设置使用 TSIG 密钥的安全更新
以下示例中使用的域为 example.com。
要执行使用 TSIG 密钥的安全更新，请在 DNS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步骤：

1

运行带 HMAC-MD5 选项的 dnssec-keygen 命令生成一对包含 TSIG 密钥的文
件：
# dnssec-keygen -a HMAC-MD5 -b 128 -n HOST example.com.

2

打开 example.com.+157+00000.key 文件。运行 cat 命令后，文件内容类似
于：
# cat example.com.+157+00000.key
example.com. IN KEY 512 3 157 +Cdjlkef9ZTSeixERZ43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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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制如下所示的共享机密内容（TSIG 密钥）：
+Cdjlkef9ZTSeixERZ433Q==

4

将 DNS 服务器配置为仅允许使用所生成密钥的 TSIG 更新。打开 named.conf
file 文件并添加以下行。
key example.com. {
algorithm hmac-md5;
secret "+Cdjlkef9ZTSeixERZ433Q==";
};

其中 +Cdjlkef9ZTSeixERZ433Q== 为密钥。

5

在 named.conf 文件中，编辑相应的区域部分并添加 allow-updates 子语句以引
用该密钥：
allow-update { key example.com. ; } ;

6

保存并重新启动指定的进程。

7

将包含密钥的文件放到您所在组的 SystemList 中列出的每个节点上。DNS 代
理使用此密钥来更新名称服务器。
将私钥文件和公钥文件都复制到节点上。最好是复制到 /var/tsig/ 目录中。

8

设置 DNS 资源的 TSIGKeyFile 属性以指定包含私钥的文件。
DNS www (
Domain = "example.com"
ResRecord = {www = north}
TSIGKeyFile = "/var/tsig/example.com.+157+00000.private"
)

DNS 代理的示例配置
本节包含此代理的示例配置。

DNS 代理的基本 IPv6 配置
此示例配置提供了针对 IPv6 支持的基本配置。在以下配置中，nic_value 表示平台
的基本 NIC 值
例如：e1000g0
group ipv6_group_dns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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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S ipv6group_dns_res (
Critical = 0
Domain = "example.com"
TSIGKeyFile = "/var/tsig/Kipv6.vcscd.net.+157+18435.private"
StealthMasters = { "2001:db8:c18:2:69c4:3251:bac1:6cbe" }
ResRecord = {
vcssysCv6 = "2001:db8:c18:2:214:4fff:fe96:8833",
sysC = vcssysCv6 }
)
IP ipv6group_ip_res (
Device @sysA = nic_value
Device @sysB = nic_value
Address = "2001:db8:c18:2:214:4fff:fe96:8833"
PrefixLen = 64
)
NIC ipv6group_nic_res (
Device @sysA = nic_value
Device @sysB = nic_value
NetworkHosts = { "2001:db8:c18:2:214:4fff:fea2:fd50" }

Protocol = IPv6

)
ipv6group_dns_res requires ipv6group_ip_res
ipv6group_ip_res requires ipv6group_nic_res

DNS 代理的 IPv6 CNAME 示例配置
下面的示例配置使用了 CNAME 值。
group cname_group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
DNS cname_group_dns_res (
Domain = "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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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lthMasters = { "3ffe:556::1000:5761" }
ResRecord @sysA = { www = server1 }
ResRecord @sysB = { www = server2 }
OffDelRR = 1
)

DNS 代理的 IPv4 A 示例配置
下面的示例配置使用了 A 值。
group forwardv4_group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
DNS forward_group_v4_resource (
Domain = "example.com"
StealthMasters = { "3ffe:556::1000:5761" }
ResRecord @sysA = { www = "10.200.56.240" }
ResRecord @sysB = { www = "10.200.56.244" }
OffDelRR = 1
)

DNS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DNS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DBG_3、DBG_4、DBG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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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文件服务代理

■

NFS 代理

■

NFSRestart 代理

■

Share 代理

■

关于 Samba 代理

■

SambaServer 代理

■

SambaShare 代理

■

NetBios 代理

关于文件服务代理
使用文件服务代理为文件共享资源提供高可用性。

NFS 代理
启动并监视所有导出的 NFS 文件系统需要的 nfsd 和 mountd 后台驻留程序。
应在节点的一个服务组中仅配置一个 NFS 资源。如果有多个服务组使用 NFS 资
源，则其他服务组必须使用 Proxy 资源。Proxy 资源可指向第一个组中的 NFS 资
源。重复的 NFS 资源会在这些 NFS 资源同时联机时导致出现问题：只有先启动的
NFS 资源会成功联机，而其余的 NFS 资源可能会报告联机失败。
注意：UseSMF 属性值设置为 1 时，VCS 最多可支持一个包含 NFS 共享的服务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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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将 UseSMF 属性设置为 0，则 VCS 不支持这种资源使用 SMF。
有关该代理的重要信息，

NFS 代理的依赖关系
有关 NFS 资源依赖关系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包括 NFS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4-1

NFSRestart

IP

Share

NFSRestart
NFS/Proxy

Mount

LockMount

DiskGroup

NFS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检查 nfsd 和 mountd 后台驻留程序是否正在运行。如果不是正在运行，
代理将启动这些后台驻留程序。

Monitor

监视 nfsd 后台驻留程序的版本 2、3 和 4 以及 mountd 后台驻留程序的
版本 1、2 和 3。通过将 RPC (Remote Procedure Call) 调用
clnt_create 和 clnt_call 发送到 RPC 服务器，监视后台驻留程
序的 TCP 和 UDP 版本。 如果这些调用成功，资源将报告为 ONLINE。

Clean

终止并重新启动 nfsd、mountd 和 nfsmapid 后台驻留程序。

Attr_changed

当 Protocol 属性更改时，如果 NFS 服务未按 Protocol 属性中指定的协
议运行，则此函数将动态重新启动 NF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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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 NFS 后台驻留程序正在依照支持的协议和版本运行。

OFFLINE

指示 NFS 后台驻留程序没有依照支持的协议和版本运行。

FAULTED

指示 NFS 后台驻留程序没有依照支持的协议和版本运行。

UNKNOWN

无法确定 NFS 后台驻留程序的状态。

NFS 代理的属性
表 4-1

Solaris 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CleanRmtab

要在启动装入后台驻留程序前清除 /etc/rmtab 文件，请将 CleanRmtab
的值设置为 1。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LockFileTimeout

指定代理在删除锁文件之前所经过的时间段（以秒为单位）。代理会在
内部保留这些文件，以便在多个服务组之间同步 NFS 后台驻留程序的
启动和停止。
请将该值设置为服务组在节点上脱机或联机所需的总时间。如果具有多
个服务组，请为所需时间最长的服务组设置该值。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80
例如：240

Nservers

指定服务器可以处理的并行 NFS 请求数。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6
例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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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UseSMF

在 Solaris 11 上，UseSMF 必须设置为 1。

注意：在 Solaris 11 上，使用 SMF 服务启用 NFS 服务器时，请确保
每个节点上至少显示一个共享目录，以配置该代理。使用以下命令在重
新启动后共享目录：
#share /xyz
在 Solaris 11 上，要让 NFS 后台驻留程序始终保持运行状态，请执行
以下操作之一：
■

在每个节点上，针对 nfs/status、nfs/server 和 nfs/lockmgr
SMF 服务将 application/auto_enable 设置为 false：
# svccfg -s nfs/status listprop -f
application/auto_enable
# svccfg -s nfs/server listprop -f
application/auto_enable
# svccfg -s nfs/nlockmgr listprop -f
application/auto_enable

或
■

请确保在每个节点上都至少有一个共享目录，以配置代理。使用以
下命令在重新启动后共享目录：
# share /xyz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Protocol

指定运行 nfsd 后台驻留程序的协议。以下是有效值：
■

tcp

■

udp

■

all

代理使用此属性确保 NFS 后台驻留程序使用指定的协议运行。

注意：VCS 将会覆盖对不受 VCS 控制的 NFS 协议进行的任何更改，
因此不得更改不受 VCS 控制的 NFS 协议。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all
例如：tcp
MountdOptions

mountd 后台驻留程序的选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mountd 手册页。
例如：-v
在上述示例中，代理在详细模式下执行 mountd 后台驻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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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FS (
static int RestartLimit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UseSMF, Nservers, LockFileTimeout,
CleanRmtab, MountdOptions, Protocol }
static str Operations = OnOnly
int Nservers = 16
int LockFileTimeout = 180
boolean UseSMF = 0
boolean CleanRmtab = 0
str MountdOptions
str Protocol = all
)

NFS 代理的示例配置
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您可以在 /etc/VRTSvcs/conf/sample_nfs/ 中找到示例
NFS、NFSRestart 和 Share 配置。
有关代理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NFS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NFS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_1、DBG_、DBG_3、DBG_4、DBG_5

NFSRestart 代理
NFSRestart 代理提供以下功能：
管理基本 NFS 锁定服务、网络状态管理器和锁管理器。
通过在服务器突然崩溃后恢复 NFS 记录锁来管理 NFS 锁恢复服务。
通过在 NFS VIP 脱机前终止 NFS 服务器服务来关闭与 NFS 客户端的所有 TCP 连
接，从而防止潜在的 NFS ACK 风暴。
如果已针对锁恢复配置了 NFSRestart 代理，NFSRestart 代理将启动 smsyncd 后
台驻留程序。该后台驻留程序将 NFS 锁从本地目录 /var/statmon/sm 复制到共享存
储。代理的 online 函数会将锁从共享存储复制到本地目录 /var/statmon/sm。
有关此代理的重要信息，请参考有关 NFSRestart 代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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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Restart 代理的依赖关系
有关 NFSRestart 资源依赖关系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必须使用服务组中的两种 NFSRestart 资源。 这两种 NFSRestart 都提供了综合保
护：既能防范潜在的 NFS 锁损坏、又能防范潜在的 NFS ACK 风暴。下层的
NFSRestart 资源必须将其 Lower 属性设置为 1。上层的 NFSRestart 资源应位于资
源依赖关系树的顶端，而下层的 NFSRestart 资源应位于资源依赖关系树中 Share
资源的下面。NFSRestart 资源和 Share 资源必须位于同一个服务组中。
包括 NFSRestart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4-2

NFSRestart

IP

Share

NFSRestart
NFS/Proxy

Mount

DiskGroup

NFSRestart 代理的代理函数
此代理的代理函数如下：

Lock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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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对于下层 NFSRestart 资源：
■

如果 NFSLockFailover 属性的值为 1，代理将终止 statd 和 lockd。

■

如果 NFSLockFailover 属性的值是 1，且已配置 NFSv4，则代理会
将客户端的 NFSv4 状态数据从共享存储复制到本地路径。

对于上层 NFSRestart 资源：
■

■
■

■

Monitor

如果 NFSLockFailover 属性的值为 1，代理会将 NFS 记录锁从共享
存储复制到 /var/statmon/sm 目录。
启动 statd 和 lockd 后台驻留程序。
启动 smsyncd 后台驻留程序，以两秒的固定间隔将 /var/statmon/sm
目录的内容复制到共享存储 (LocksPathName)。
启动 smsyncd 后台驻留程序，以两秒的固定间隔将 /var/statmon/sm
目录的内容复制到共享存储 (LocksPathName)，并将 NFSv4 状态
数据从本地路径复制到共享存储。

对于下层 NFSRestart 资源：
■

Monitor 代理函数不起作用。

对于上层 NFSRestart 资源：
■

■

脱机

如果 NFSLockFailover 属性的值为 1，代理将监视 smsyncd 后台驻
留程序。如果 smsyncd 后台驻留程序未在运行，代理会将其重新启
动。
监视 statd 和 lockd 后台驻留程序。

对于下层 NFSRestart 资源：
■

重新启动先前由上层 NFSRestart 资源停止的所有 NFS 后台驻留程
序。

对于上层 NFSRestart 资源：

Clean

■

终止 statd 和 lockd 后台驻留程序以清除锁定状态。

■

终止 nfsd 和 mountd 后台驻留程序以关闭 TCP/IP 连接。

■

如果 smsyncd 后台驻留程序正在运行，则将其终止。

对于下层 NFSRestart 资源：
■

重新启动先前由上层 NFSRestart 资源停止的所有 NFS 后台驻留程
序。

对于上层 NFSRestart 资源：
■

终止 statd 和 lockd 后台驻留程序以清除锁定状态。

■

终止 nfsd 和 mountd 后台驻留程序以关闭 TCP/IP 连接。

■

如果 smsyncd 后台驻留程序正在运行，则将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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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

■

nfsconf.vfd
检查系统服务 nfslock 的运行级别信息，以确认 lock 后台驻留程序
在重新启动后不会自动联机。
lockdir.vfd
验证 NFS 锁定目录（通过 NFSRestart 的 LocksPathName 属性指
定）是否位于共享存储。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后台驻留程序在正常运行。

OFFLINE

指示一个或多个后台驻留程序未在运行。

UNKNOWN

指示无法确定代理的状态。

NFSRestart 代理的属性
表 4-2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NFSRes

NFS 资源的名称。不要将此属性设置为指向 NFS 资源的 Proxy 资源的
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nfsres1

表 4-3

可选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LocksPathName

存储所有共享文件系统的 NFS 锁的目录的路径名。可以使用其中一个
共享文件系统的路径名作为此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share1x

NFSLockFailover

指定用户是否要在故障转移后恢复 NFS 锁的标志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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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LockServers

在服务器上执行的最大并行 lockd 线程数量。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20
例如：25

Lower

在服务组中定义 NFSRestart 资源的位置。Share 资源下面的 NFSRestart
资源需要值 1。
位于资源依赖关系树顶部的 NFSRestart 资源的 Lower 属性值为 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NFSRestart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FSRestart (
static str ArgList[] = { LocksPathName, NFSLockFailover,
LockServers, NFSRes, "NFSRes:Nservers",
"NFSRes:LockFileTimeout","NFSRes:UseSMF", Lower, State,
"NFSRes:MountdOptions", "NFSRes:Protocol"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lockdir.vfd",
"nfsconf.vfd" }
str NFSRes
str LocksPathName
boolean NFSLockFailover = 0
int LockServers = 20
int Lower = 0
)

有关 NFSRestart 代理的说明
以下是 NFSRestart 代理的相关说明：
■

关于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

使用 -vers 选项装入 NFS 导出会导致锁失败

■

提供完全限定主机名

■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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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可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与基础架构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阻止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联机。
对于 NFSRestart 资源，高可用性练习执行以下内容：
■

检查 NFS 配置文件，以确认 NFS 服务器在重新启动后不会自动联机。

■

验证 NFS 锁定目录（通过 NFSRestart 的 LocksPathName 属性指定）是否位
于共享存储。

有关使用高可用性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使用 -vers 选项装入 NFS 导出会导致锁失败
对于 Solaris 客户端，如果使用 -vers=3 选项装入 NFS 导出，NFS 锁恢复可能会失
败。

提供完全限定主机名
在 NFS 客户端上装入文件系统时，必须为 NFS 服务器提供完全限定的主机名（例
如 nfsserver.example.edu）。如果不使用完全限定的主机名，或是使用虚拟 IP 地
址 (10.122.12.25) 或部分主机名 (nfsserver)，NFS 锁恢复可能会失败。
如果要使用虚拟 IP 地址或部分主机名，请对服务数据库 (hosts) 和 nsswitch.conf
文件进行以下更改：
/etc/hosts

要为 NFS 服务器使用虚拟 IP 地址和部分主机名，需要向 /etc/hosts 文件添加条目。
虚拟 IP 地址和部分主机名应解析为完全限定主机名。
/etc/nsswitch.conf

还应修改该文件中的 hosts 条目，以便在本地解析名称时，主机不会首先联系
NIS/DNS，而是立即返回成功状态。更改 nsswitch.conf 文件可能会影响系统上运
行的其他服务。
例如：
hosts:

files [SUCCESS=return] dns nis

必须确保 NFS 客户端存储的 NFS 服务器信息与装入文件系统时该客户端使用的信
息相同。例如，如果 NFS 客户端使用 NFS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域名装入文件系统，
则获取锁后，NFS 客户端上的 /var/statmon/sm 目录应也包含 NFS 服务器的完全限
定域名。否则，您需要停止并启动 status 后台驻留程序和 lock 后台驻留程序来清
除 NFS 客户端的锁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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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个时间段，在该时间段内虚拟 IP 地址已联机但锁定服务未在服务器上注册。
任何尝试在该间隔内获取锁的 NFS 客户端都会失败，并出现 ENOLCK 错误。
每隔两秒钟，smsyncd 后台驻留程序将复制服务组中在共享文件系统上占有锁的客
户端列表。如果服务组在 smsyncd 有机会复制客户端列表之前失败，则在启动服务
组时，客户端将可能不会获得通知。这会导致 NFS 锁恢复失败。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您需要启用 NFS 属性 UseSMF，以便在 Solaris 中通过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 监视 NFS 和 Lock 后台驻留程序。
如果 UseSMF NFS 属性未启用，您必须对 NFS 后台驻留程序禁用 SMF，才能在
Solaris 上使用 NFSRestart 代理。SMF 是 Solaris 的服务框架。SMF 提供了一个基
础设施来自动启动和重新启动服务。此前，Unix 启动脚本和配置文件负责执行这些
功能。
SMF 保留了 Service Configuration Repository，用于存储所有服务的持久性配置信
息和运行时数据。因此，SMF 现在负责控制所有 NFS 锁定后台驻留程序（lockd、
statd 等）。要保持这些后台驻留程序处于 VCS 控制之下，需要修改配置存储库，
为 NFS 后台驻留程序禁用 SMF 框架。
必须在使 NFSRestart 代理联机之前调用以下命令，否则这些代理将返回 UNKNOWN
状态。
保持 statd 后台驻留程序处于 VCS 控制之下

1

将 auto_enable 属性设置为 false。
# svccfg -s nfs/status setprop "application/auto_enable = false"

2

刷新 SMF 配置存储库。
# svcadm refresh nfs/status

3

禁用 SMF。
# svcadm disable svc:/network/nfs/status:default

4

运行 svcs -a | grep -I nfs 命令并查看其输出，确保已对 statd 禁用 SMF。
# svcs -a | grep -I nfs
disabled

May_29

svc:/network/nfs/status: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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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lockd 后台驻留程序处于 VCS 控制之下

1

将 auto_enable 属性设置为 false。
# svccfg -s nfs/nlockmgr setprop "application/auto_enable =
false"

2

刷新 SMF 配置存储库。
# svcadm refresh nfs/nlockmgr

3

禁用 SMF。
# svcadm disable svc:/network/nfs/nlockmgr:default

4

运行 svcs -a | grep -I nfs 命令并查看其输出，确保已对 nlockmgr 禁用
SMF。
# svcs -a | grep -I nlockmgr
disabled

May_29

svc:/network/nfs/nlockmgr:default

手动重新启动 lockd、statd 和 automountd：
■

对于 lockd：
# /usr/lib/nfs/lockd

■

对于 statd：
# /usr/lib/nfs/statd

■

对于 automountd：
# /usr/lib/fs/autofs/automount
# /usr/lib/autofs/automountd

NFSRestart 代理的示例配置
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您可以在 /etc/VRTSvcs/conf/sample_nfs/ 中找到示例
NFS、NFSRestart 和 Share 配置。
有关代理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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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代理配置
NFS 锁恢复：
NFSRestart nfsrestart (
NFSRes = nfsres
LocksPathName="/shared_mnt/lockinfo"
NFSLockFailover = 1
Lower = 0
)
NFSRestart nfsrestart_L (
NFSRes = nfsres
LocksPathName="/shared_mnt/lockinfo"
NFSLockFailover = 1
Lower = 1
)

无 NFS 锁恢复：
NFSRestart nfsrestart (
NFSRes = nfsres
)
NFSRestart nfsrestart_L (
NFSRes = nfsres
Lower = 1
)

NFSRestart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NFSRestart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_1、DBG_、DBG_3、DBG_4、DBG_5

Share 代理
共享、取消共享和监视单个本地资源，以导出远程系统要装入的 NFS 文件系统。
使用此代理之前，请确认要导出的文件和目录位于共享磁盘上。
有关此代理的重要信息，请参考：
有关 Share 代理的说明

Share 代理的依赖关系
有关 Share 资源依赖关系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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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资源依赖于 NFS。在 NFS 服务组中，资源的 IP 系列依赖于 Share 资源。
包含 Share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4-3

NFSRestart

IP

Share

NFSRestart
NFS/Proxy

Mount

LockMount

DiskGroup

Share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共享 NFS 文件系统。

脱机

取消共享 NFS 文件系统。

Monitor

读取 /etc/dfs/sharetab 文件并查找由 PathName 指定的文件系统条目。
如果条目存在，monitor 会返回 ONLINE。如果指定共享选项，则代理
将验证是否要与指定的选项共享该目录。如果不与指定的选项共享该目
录，则将显示一条警告。

Clean

终止所有正在进行的资源操作并使资源脱机，必要时可强制执行。

操作

direxists.vfd
检查群集节点上是否存在 PathName 属性指定的路径。如果未指定该
路径名，则检查相应的装入点是否可用，以确保路径位于共享存储。

Share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已将指定目录导出到客户端。

OFFLINE

指示指定目录没有导出到客户端。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状态或资源属性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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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ED

指示所指定的目录未共享，不在 VCS 控制范围内。

Share 代理的属性
表 4-4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要共享的文件系统的路径名。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share1x

NFSRes

表 4-5

该属性已被废弃。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选项

share 命令的选项。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o rw

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Share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direxists.vfd" }
static str ArgList[] = { PathName, Options, "NFSRes:State" }
str PathName
str Options
str NFSRes
)

有关 Share 代理的说明
以下部分包含有关 Share 代理的说明。
■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和基础架构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导致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无法联机。对于 Share 资源，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查路
径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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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高可用性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在 Solaris 11 上，/etc/sharetab 文件中的共享选项可能与 share 命令中提供的选项
不匹配，因此，代理日志中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要避免此问题，建议在含该资源
“选项”属性的 /etc/sharetab 文件中使用共享选项。

Share 代理的示例配置
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您可以在 /etc/VRTSvcs/conf/sample_nfs/ 中找到示例
NFS、NFSRestart 和 Share 配置。
有关代理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Share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Share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3、DBG_5

关于 Samba 代理
Samba 是一个程序套件，可让运行 UNIX 或类 UNIX 操作系统的系统使用 Microsoft
网络协议提供服务。Samba 支持以下服务：
■

文件空间

■

打印机

■

WINS

■

Domain Master

在 Samba 配置文件 (smb.conf) 中配置这些服务。Samba 使用以下两个进程提供这
些服务：smbd 和 nmbd。
VCS 使用以下三个代理提供 Samba 故障转移：SambaServer、NetBios 和
SambaShare。

Samba 代理
■

NetBios 代理

■

SambaServer 代理

■

SambaShare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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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amba 代理之前
■

验证 smbd 和 nmbd 是否始终作为后台驻留程序运行。验证是否无法使用元后
台驻留程序 inetd 启动它们。

■

验证 Samba 是否已正确配置，以及 Samba 配置文件在所有群集系统上是否都
相同。用户可以复制该配置文件，或者将其存储在从所有群集系统都可访问的
共享磁盘上。

■

如果将 Samba 配置为 WINS 服务器或 Domain Master，请确认 Samba 锁目录
位于共享磁盘上。这样可确保 WINS 服务器数据库和 Domain Master 创建在共
享磁盘上。

Samba 代理支持的版本
VCS Samba 代理套件支持 Samba 版本 3.0 和更高版本。请使用以下命令检查
samba 版本：
# smbd -V

有关配置 Samba 代理的说明
以下说明介绍了 Samba 代理的配置注意事项。

配置多个 SambaServer 资源
要配置多个 SambaServer 资源，请使用各自 samba 后台驻留程序侦听连接所在地
址的唯一值，对 SocketAddress 属性进行配置。将 SambaServer 配置为 IP 资源的
父资源。使用 SocketAddress 属性值配置此 IP 资源。

为非标准配置文件或非标准锁目录配置 Samba
如果对 Samba 使用非标准配置文件，或 Samba 的锁目录（即 Samba pid 文件所
在的目录）不同于默认位置，则配置 PidFile 属性。使用以下命令检查 Samba 配置
文件和锁目录的标准位置：
检查 Samba 配置文件的默认值
◆

输入以下命令：
# smbd -b | grep CONFIGFILE

检查 Samba pidfile 的默认位置
◆

输入以下命令：
# smbd -b | grep PID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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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baServer 代理
SambaServer 代理用于启动、停止和监视 smbd 进程（作为后台驻留程序）。仅允
许有一个该类型的资源。可以使用该代理使 smbd 后台驻留程序具有高可用性。
smbd 后台驻留程序提供 Samba 共享服务。此代理通过读取 smbd 后台驻留程序的
pid 来验证 Samba 是否正在运行。此代理可通过在端口建立与 Samba 的套接字连
接来执行深入监视，smdb 后台驻留程序通过这些端口侦听并向 Samba 发送 NetBIOS
会话请求。

SambaServer 代理的依赖关系
没有针对 SambaServer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包含 SambaServer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4-4

SambaShare

NetBIOS

SambaServer

IP

SambaServer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在指定或默认的端口启动 smbd 后台驻留程序。

脱机

停止 smbd 后台驻留程序。

Monitor

通过读取 smbd 后台驻留程序的 pid 文件来验证该后台驻留程序是否正
在运行。 通过建立与 Samba 的套接字连接，并向其发送 NetBIOS 会
话请求，来定期执行深入监视（如果已配置）。

Clean

停止 smbd 后台驻留程序，必要时可强制停止。

SambaServer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 smbd 后台驻留程序正在运行。如果配置了深入监视，则指示通过
与 Samba 服务器的套接字连接接收到了主动会话响应数据包。

OFFLINE

指示 smbd 未在运行。如果启用深入监视，则指示此代理无法建立与服
务器的套接字连接，或是接收到不正确的响应数据包头或会话响应数据
包连接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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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FAULTED

指示 smbd 后台驻留程序已不受 VCS 控制而意外停止或没有响应（如
果已启用深层监视）。

SambaServer 代理的属性
必需属性

表 4-6
必需属性

说明

ConfFile

Samba 使用的配置文件的完整路径。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etc/sfw/smb.conf
Samba 的锁定目录。Samba 将 smbd.pid、nmbd.pid、wins.dat（WINS
数据库）和 browse.dat（主浏览器数据库）文件存储在该目录中。

LockDir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var/samba/locks
SambaTopDir

Samba 后台驻留程序和二进制文件的父级路径。
SambaServer 代理使用 open 入口点中的 SambaTopDir 属性值确定
samba 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 如果此属性是在启用资源后配置的，
请按如下方法禁用并再次启用资源以使此属性生效：
# hares -modify <res> Enabled 0
# hares -modify <res> Enabled 1
例如：/usr/sfw

可选属性

表 4-7
可选属性

说明

IndepthMonitorCyclePeriod

在该监视周期次数之后将进行深入监视。例如，值 5 指示代理每隔五个监视周期对
资源进行一次深入监视。值 0 指示代理将不对资源进行深入监视。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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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Ports

Samba 接受连接的端口。
要在 NBT (NetBios over TCP/IP) 上运行 Samba，请将该属性设置为 139。要直接
在 TCP/IP 上运行 Samba，请将该属性设置为 445。
类型和维数：整型向量
默认值：139, 445
代理在发送会话请求数据包后，等待接收会话响应数据包的秒数。例如，值为 5 表
示代理在接收会话响应数据包之前将等待 5 秒。如果启用了深入监视，请配置该属
性。

ResponseTimeout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0
Samba 后台驻留程序 pid 文件的绝对路径。此文件包含受监视的 smbd 进程的进程
ID。

PidFile

如果正在使用非标准配置文件名或路径，请配置此属性。如果没有针对非标准配置
文件名称配置此属性，代理将检查 smbd-ConfFile.pid 文件以监视资源。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var/samba/locks/smbd.pid
Samba 后台驻留程序 (smbd) 侦听连接时所在的 IP 地址。如果您要在一个节点上配
置多个 SambaServer 资源，请配置 SocketAddress 属性。

SocketAddress

注意：仅支持 IPv4 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10.128.10.14

SambaServer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SambaServer (
static str ArgList[] = { ConfFile, SambaTopDir, LockDir, Ports,
IndepthMonitorCyclePeriod, ResponseTimeout, PidFile,
SocketAddress }
str ConfFile
str
int
int
int
str
str

LockDir
Ports[] = { 139, 445 }
IndepthMonitorCyclePeriod = 5
ResponseTimeout = 10
SambaTopDir
Pid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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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SocketAddress
)

SambaServer 代理的示例配置
下面是此代理的示例配置：
SambaServer samba_server (
ConfFile = "/etc/sfw/smb.conf"
LockDir = "/var/samba/locks"
SambaTopDir = "/usr/sfw"
IndepthMonitorCyclePeriod = 3
ResponseTimeout = 15
)

SambaServer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SambaServer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DBG_3、DBG_4、DBG_5

SambaShare 代理
SambaShare 代理通过修改指定的 Samba 配置文件来添加、删除和监视共享。可
以使用该代理使 Samba 共享具有高可用性。
Samba 提供的每一项文件空间服务均为一项共享资源，并在 Samba 配置文件中定
义为一个节。部分的名称为共享资源名称，部分的参数定义共享属性。

SambaShare 代理的依赖关系
SambaShare 资源依赖于 SambaServer、NetBios 和 Mount 资源。
SambaShare 资源示例服务组

图 4-5

SambaShare

NetBIOS

IP

Samba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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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baShare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编辑 Samba 配置文件及添加共享。

脱机

从配置文件删除共享。

Monitor

执行 smbclient 命令以检查指定共享是否存在。

Clean

终止与特定 Samba 共享正在进行的所有连接，将其条目从 Samba 配
置文件中删除，然后重新加载配置。

SambaShare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共享是可用的。

OFFLINE

指示共享不可用。

FAULTED

指示共享不受 VCS 控制而变为不可用。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SambaShare 代理的属性
表 4-8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SambaServerRes

SambaServer 资源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smb_res1

ShareName

Samba 导出的共享资源的名称。

注意：此名称可以与 SambaShare 资源名称不相同。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share1
ShareOptions

share 属性的参数列表。这些参数用 name=value 对来指定，用分号 (;)
分隔每个对。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path=/shared; public=yes; writabl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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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ba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SambaShare (
static str ArgList[] = { "SambaServerRes:ConfFile",
"SambaServerRes:SambaTopDir", "SambaServerRes:LockDir",
ShareName, ShareOptions, "SambaServerRes:Ports",
SambaServerRes, "SambaServerRes:PidFile",
"SambaServerRes:SocketAddress" }
str SambaServerRes
str ShareName
str ShareOptions
)

SambaShare 代理的示例配置
SambaShare Samba_SambaShare3 (
SambaServerRes = Samba_SambaServer
ShareName = smbshare3
ShareOptions = "path=/smbshare3; public=yes; writable=yes"
)

SambaShare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SambaShare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3、DBG_5

NetBios 代理
NetBios 代理用于启动、停止和监视 nmbd 后台驻留程序。仅允许有一个该类型的
资源。可以使用此代理实现 nmbd 后台驻留程序的高可用性。
此代理设置、监视和重置用以标识 Samba 服务器的名称和网络接口。此代理还设
置、监视和重置 Samba，使其用作 WINS 服务器或主域控制器，或同时用作二者。
注意：nmbd 将 NetBIOS 名称或用以标识 Samba 服务器的名称在网络中进行广播。

NetBios 代理的依赖关系
如果 NetBios 资源的 Interfaces 属性正在使用 IP 或 IPMultiNICB 资源中配置的虚拟
IP 地址，则 NetBios 资源依赖于 IP 或 IPMultiNICB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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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NetBIOS 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图 4-6

SambaShare

NetBIOS

SambaServer

IP

NetBios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 NetBIOS 资源中指定的 NetBIOS 名称、所有 NetBIOS 别名及网
络接口、WINS 支持和主域控制器选项更新 Samba 配置。启动 nmbd
后台驻留程序。

Offline

从 Samba 配置文件中删除 NetBIOS 资源中指定的 NetBIOS 名称、所
有 NetBIOS 别名及网络接口、WINS 支持和主域控制器选项。停止
nmbd 后台驻留程序。

Monitor

验证 Samba 配置是否包括 NetBIOS 资源中指定的 NetBIOS 名称、所
有 NetBIOS 别名及网络接口、WINS 支持和主域控制器选项。还通过
读取 nmbd 后台驻留程序的 pid 文件来验证该后台驻留程序是否正在运
行。

Clean

从 Samba 配置文件中删除 NetBIOS 资源中指定的 NetBIOS 名称、所
有 NetBIOS 别名及网络接口、WINS 支持和主域控制器选项。停止
nmbd 后台驻留程序，必要时可强制停止。

NetBios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已通告指定的 NetBIOS 名称和别名，Samba 正在处理所有指定网
络接口的请求。指示 WINS 和 Domain 支持服务正在运行（如果已配
置）。

OFFLINE

指示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况：

UNKNOWN

■

未通告 NetBIOS 名称。

■

未通告某一 NetBIOS 别名。

■

Samba 当前未处理任何指定网络接口上的请求。

■

当配置了 WINS 支持时，Samba 没有提供 WINS 服务。

■

当配置了域支持时，Samba 没有提供 Domain Master 服务。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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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ED

指示资源意外脱机，已不在 VCS 控制之下。

NetBios 代理的属性
表 4-9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NetBiosName

用以在网络中标识 Samba 服务器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samba_demon

注意：Samba 将 NetBios 名称和别名限制为 15 个字符。
SambaServerRes

SambaServer 资源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smb_res1

表 4-10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Interfaces

Samba 处理浏览的网络接口列表。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例如：172.29.9.24/16

注意：如果已配置了相应 SambaServer 资源的 SocketAddress 属性
值，则还必须配置与接口列表中的相应网络掩码配对的相同值。
NetBiosAliases

用以在网络中标识 Samba 服务器的其他名称的列表。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例如：{ host1_samba, myname }

注意：Samba 将 NetBios 名称和别名限制为 15 个字符。
WinsSupport

如果设置为 1，该标志使代理将 Samba 配置为 WINS 服务器。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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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DomainMaster

如果设置为 1，则代理会将 Samba 设置为 Domain Master。请注意，
一个域中只能有一个 Domain Master。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PidFile

NetBIOS 后台驻留程序 pid 文件的绝对路径。此文件包含受监视的 nmbd
进程的进程 ID。
如果使用的是非标准配置文件名或路径，请配置此属性。如果没有为非
标准配置文件名配置此代理的该属性，则代理会在资源监视过程中检查
nmbd-ConfFile.pid 文件。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var/samba/locks/nmbd.pid

NetBios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etBios (
static str ArgList[] = { "SambaServerRes:ConfFile",
"SambaServerRes:SambaTopDir", "SambaServerRes:LockDir",
NetBiosName, NetBiosAliases, Interfaces, WinsSupport,
DomainMaster, "SambaServerRes:PidFile", SambaServerRes,
PidFile }
str SambaServerRes
str NetBiosName
str NetBiosAliases[]
str Interfaces[]
int WinsSupport
int DomainMaster
str PidFile
)

NetBios 代理的示例配置
NetBios Samba_NetBios (
SambaServerRes = Samba_SambaServer
NetBiosName = samba_demon
NetBiosAliases = { asamba_demon, samba127 }
WinsSupport = 1
DomainMaster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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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ios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NetBios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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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

■

应用程序代理

■

CoordPoint 代理

■

Process 代理

■

ProcessOnOnly 代理

■

Zone 代理

■

LDom 代理：

■

Project 代理

■

AlternateIO 代理

关于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使用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为与应用程序和进程相关的资源提供高可用性。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用于使 Apache 服务器联机、脱机以及监视其进程。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包括资源类型声明和代理脚本。 将 Apache HTTP 服务
器代理和其他代理结合使用，可以实现 Apache HTTP 服务器的高可用性。
此代理支持 Apache HTTP 服务器 2.0、2.2 和 2.4，同时也支持 IBM HTTP 服务器
1.3、2.0 和 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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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 https://sort.veritas.com/agents 查看有关 Apache HTTP 服务器的最新支持
消息
该代理可以检测 Apache HTTP 服务器是否是由管理员正常关闭的。如果 Apache
是正常关闭的，则即使 Apache 停机该代理也不会触发资源故障。
此代理可识别 IMF，并对 IMF 通知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
默认情况下，IMF 支持处于启用状态。VCS 6.1 及更高版本只支持 PRON IMF 监
视，并且 IMF 模式属性值设置为 2。
有关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Apache 代理需要 IP 资源方能运行。
该代理可以针对 Apache 资源执行详细的监视。您可以使用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调节详细监视的频率。默认情况下，该代理每经过五个监视周期会监视 Apache
资源，以确认该资源的运行状况是否良好。
请参见第 168 页的“Apache HTTP 服务器说明”。了解有关此代理的更多信息。

依赖关系
此类型的资源依赖于 IP 和 Mount 资源。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的服务组示例

图 5-1
Apache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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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函数
Online

为启动 Apache HTTP 服务器，此代理将：
■

■

使用适当的参数执行 httpdDir/httpd 程序（如果 httpdDir 程序指
定了 httpd 二进制文件所在目录的完整路径）。
或者，使用适当的参数执行 Apache HTTP 服务器的二进制文件
（如果 httpdDir 属性指定了该二进制文件的完整路径）。

如果使用 EnvFile 属性指定了一个文件，则此代理在执行 Apache
HTTP 服务器命令前会先使用该文件中包含的设置。
脱机

为停止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将：
■

■

■

使用适当的参数执行 httpdDir/httpd 程序（如果 httpdDir 指定了
httpd 二进制文件所在目录的完整路径）。
或者，使用适当的参数执行 Apache HTTP 服务器的二进制文件
（如果使用 httpdDir 属性指定了该二进制文件的完整路径）。
发送 TERM 信号至 HTTP 服务器父进程 (Apache)。

如果使用 EnvFile 属性指定了一个文件，则此代理在执行 Apache
HTTP 服务器命令前会先使用该文件中包含的设置。
Monitor

监视 Apache 服务器的状态。它首先会检查是否有进程在运行，然
后再视情况执行状态检查。

Clean

删除在服务器故障或联机/脱机操作尝试失败后可能留下的 Apache
HTTP 服务器系统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父 httpd 后台驻留程序及其
子后台驻留程序。

操作

checkconffile.vfd
检查 Apache 配置文件是否存在，以及包含启动期间使用的 httpd
二进制文件的目录是否存在。
对于本地安装，如果找不到配置文件或 HttpdDir，请务必确保它存
在于故障转移节点上。

imf_init

初始化代理，以便与 AMF 内核驱动程序连接。此函数在代理启动
时运行。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联机操作期间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进行初始化后运行。代理会一直等待通知，并
在得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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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注册资源实体以进行联机监视。当父
Apache HTTP 服务器进程以及至少一个子 HTTP 服务器进程正在
运行时，Apache 代理会将资源报告为联机。父 Apache HTTP 服
务器进程以及在系统上找到的一个子进程的进程 ID 会向 AMF 注
册。
例如，该函数可为需要联机监视的进程注册 PID。资源进入稳定的
联机状态后，将针对每个资源运行该函数。

状态定义
ONLINE

表示 Apache 服务器正在运行。

OFFLINE

表示 Apache 服务器未运行。
也可能表示管理员已正常停止 HTTP 服务器。注意，代理使用 PidFile
属性进行有意脱机检测。

UNKNOWN

表示存在配置问题。

FAULTED

指示 Apache 服务器已不受 VCS 控制而意外停止或没有响应（如果已
启用深层监视）。

表 5-1

必需属性

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ConfigFile

Apache 服务器主配置文件的完整路径和文件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etc/httpd/conf/httpd.conf

httpdDir

Apache HTTP 服务器二进制文件的完整路径，或 httpd 二进制文
件所在目录的完整路径。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usr/apache2/bin

PidFile

如果要启用对不受 VCS 控制时的正常关机进行检测，则此属性
是必需的。
请参见第 165 页的表 5-2。

EnvFile

使用 IBM HTTP Server 时可能需要此属性。
请参见第 165 页的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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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DirectiveAfter

读取配置文件后 httpd 要处理的指令的列表。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示例：DirectiveAfter{} = { KeepAlive=On }

DirectiveBefore

读取配置文件前 httpd 要处理的指令的列表。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示例：DirectiveBefore{} = { User=nobody, Group=nobody }

用户

代理用来执行 httpd 程序的帐户名称。如果未指定此值，代理将
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 httpd。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示例：apache1

EnableSSL

如果此属性设置为 1 (true)，则 online 代理函数将通过在 start
命令中包括选项 -DSSL 来增加对 SSL 的支持。
例如：/usr/sbin/httpd -f path_to_httpd.conf -k
start -DSSL
其中，path_to_httpd.conf 是 httpd.conf 文件的路径。
如果此属性设置为 0 (false)，则此代理将不包含对 SSL 的支持。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

HostName

分配给 Apache 服务器实例的虚拟主机名。该主机名用在对
Apache HTTP 服务器进行测评的二级监视中。
您可以为 HostName 属性使用 IPv4 或 IPv6 地址。

注意：仅当您通过设置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来启用深层
监视时，才会需要 HostName 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示例：web1.example.com

165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

可选属性

说明

端口

Apache HTTP 服务器实例侦听的端口号。该端口号用在对
Apache HTTP 服务器进行测评的二级监视中。仅当您通过设置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来启用深层监视时，才需要指定此属
性。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80
例如：80

EnvFile

包含一个文件的完整路径和文件名，在执行 Apache HTTP 服务
器命令之前会先使用该文件中包含的设置。此属性指定是可选
的。如果指定了 EnvFile，则用户的 shell 必须是 Bourne、Korn
或 C shell。
如果联机操作失败，使用 IBM HTTP Server 时可能需要此属性。
例如：将 EnvFile 设置为 /usr/IBM/HTTPServer/bin/envvars。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示例：/apache/server1/bin/envvars

PidFile

PidFile 属性设置服务器用于记录后台驻留程序的进程 ID 的文
件。PidFile 属性的值必须是 Apache 实例用以记录 PID 的文件
的绝对路径。
如果希望代理检测 Apache HTTP 服务器的正常关闭，则需要使
用此属性。要想让代理检测 Apache HTTP 服务器的正常关闭，
IntentionalOffline 资源类型属性的值必须设置为 1 (true)。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示例：/var/run/httpd.pid

SharedObjDir

Apache HTTP 共享对象文件所在目录的完整路径。此属性指定
是可选的。如果 HTTP 服务器是使用 SHARED_CORE 规则编
译的，则使用该属性。如果指定此属性，则在执行 httpd 程序
时，该目录会传递给 -R 选项。有关 -R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
考 httpd 手册。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示例：/apache/server1/libex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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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ResLogLevel

该属性已被废弃。
使用资源类型属性 LogDbg 启用调试日志。将 LogDbg 属性设
置为 DBG_5 以启用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的调试日志。默
认情况下，将 LogDbg 属性设置为 DBG_5 会启用群集中所有
Apache 资源的调试日志。如果必须启用特定 Apache 资源的调
试日志，请覆盖 LogDbg 属性。
有关如何使用 LogDbg 属性的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
理指南》。

LevelTwoMonitorFreq

指定代理必须执行第二级监视或详细监视的频率。您也可以在资
源级覆盖该属性的值。该值指明所谓的监视周期数，达此数之后
代理将会详细监视 Apache。
例如，值 5 表示代理将每隔五个联机监视周期详细监视一次
Apache。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表 5-3

资源类型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IntentionalOffline

有关如何使用 IntentionalOffline 资源类型属性的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Apache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checkconffile.vfd" }
static str ArgList[] = { ResLogLevel, State, IState, httpdDir,
SharedObjDir, EnvFile, PidFile, HostName, Port, User,
ConfigFile, EnableSSL, DirectiveAfter, DirectiveBefore }
str ResLogLevel = INFO
str httpdDir
str SharedObjDir
str EnvFile
str PidFile
str HostName
int Port = 80
str User
str Config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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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DirectiveAfter{}
str DirectiveBefore{}
boolean EnableSSL
static int IMF{} = { Mode = 2, MonitorFreq = 5, RegisterRetryLimit
= 3 }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ConfigFile, httpdDir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1, PassCInfo=1 }
static boolean IntentionalOffline = 0
)

Apache HTTP 服务器说明
以下是 的 Apache HTTP 服务器的相关说明：
■

使用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之前需要执行的任务

■

关于检测应用程序失败

■

关于使不受 VCS 控制的 Apache HTTP 服务器联机

■

关于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

将 Apache 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

■

Apache 服务组问题故障排除

使用 Apache HTTP 服务器代理之前需要执行的任务
在使用此代理之前，请执行以下任务：
■

在共享或本地磁盘上安装 Apache 服务器。

■

确保可以使用 Apache 配置文件（例如：/etc/apache/httpd.conf）中的指定参数
启动不受 VCS 控制的 Apache Web 服务器。有关启动该服务器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69 页的“关于使不受 VCS 控制的 Apache HTTP 服务器联机”。

■

在 Apache 配置文件中指定便于您使用的错误日志文件位置（例如：ErrorLog
/var/apache/logs/error_log）。

■

验证浮动 IP 与群集系统是否属于同一子网。

■

如果不使用默认端口 80，请为 Apache 服务器指派一个独占端口。

■

确认 Apache 服务器配置文件是否在所有群集系统上都相同。

■

确认 Apache 服务器在系统启动时没有自动启动。

■

确认 inetd 没有调用 Apache 服务器。

■

服务组有支持 Apache 服务器资源的磁盘和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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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Apache 服务器指派虚拟主机名和端口。

■

验证您能否以非互动方式不受 VCS 控制地启动 Apache HTTP 服务器。例如，
startup 命令不应提示输入任何密码或任何其他互动问题。

■

确保用于写入 Apache PID 文件的目录永久存在于节点、区域或 LDom 上，以
便 Apache 代理联机检测。仅在至少已使用 svcadm enable apache2 命令启用
服务一次，且在重新启动期间将其删除时，才会创建默认目录
(/var/run/apache2)。

关于检测应用程序失败
代理提供了两种方法来评估 Apache HTTP 服务器实例的状态。第一种状态检查是
必需的，而第二种则是可选的。
第一种检查可以确定 Apache HTTP 服务器的状态。这种检查通过搜索是否存在父
httpd 后台驻留程序来确定状态。同时还搜索是否存在至少一个子 httpd 后台驻留程
序。如果没有父进程和至少一个子进程，VCS 会将资源的状态报告为脱机。如果上
述进程存在且已设置代理属性 LevelTwoMonitorFreq，则 Apache 代理会使用 Apache
Benchmarking 实用程序 ab 执行详细信息监视。如果 ab 实用程序的退出代码为 0
且命令输出包含 Benchmarking HostName，则代理会认为服务器联机，否则代理
会认为服务器脱机。
如果找不到二进制文件 ab，则 Apache 代理使用 ab2 二进制文件进行详细监视。

关于使不受 VCS 控制的 Apache HTTP 服务器联机
要使不受 VCS 控制的 Apache HTTP 服务器联机，首先要找到它的环境文件。使用
-f 选项启动服务器，以便服务器了解要启动哪个实例。然后可以指定服务器在启动
时要使用的其他选项（例如 EnableSSL 或 SharedObj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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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不受 VCS 控制的 Apache HTTP 服务器

1

找到环境文件（若需要）。

2

启动 Apache HTTP 服务器。必须使用 -f 选项，以便代理可以区分服务器的不
同实例。
httpdDir/httpd -f ConfigFile -k start

在上述命令中，用 /apache/v2.2/bin 替换 httpdDir，并用
/apache/v2.2/conf/httpd.conf 替换 ConfigFile。完整形式的启动示例如下所示：
/apache/v2.2/bin/httpd -f /apache/v2.2/conf/httpd.conf -k start

3

指定服务器启动时要使用的其他选项，例如 EnableSSL 或 SharedObjDir。将
EnableSSL 添加到命令后，启动示例如下所示：
httpdDir/httpd -f ConfigFile -k start -DSSL

注意：您在指定二进制文件的完整路径时无需在 httpdDir 属性中包含 httpd。
例如：/usr/sbin/apache2 -f /etc/httpd/conf/httpd.conf -k start

关于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和基础架构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导致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无法联机。
对于 Apache 资源，在本地安装 Apache HTTP 服务器后，高可用性防火练习会检
查以下属性的有效性：
■

ConfigFile

■

httpdDir

有关使用高可用性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将 Apache 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
联机操作期间，Apache 代理仅支持智能监视功能。该代理会为 Apache IMF 注册
以下两个进程：
■

具有父 PID init 的进程。

■

具有最长已用时间的子进程。

默认情况下，IMF 模式设置为 2。如果 IMF 模式设置为 1 或 3，向 IMF 提交的脱机
注册会反复失败，直至达到 RegisterRetryLimit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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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服务组问题故障排除
重新启动一个节点、区域或 LDom 时，系统会清空包含 PID 文件的目录，因此系统
上不存在 Apache PID 文件目录。
例如，如果 /var/run/apache2 缺失，则将无法创建 PID 文件，而且启动命令
$HttpdDir/httpd -f config_file -k start 将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uld not create /var/run/apache2/httpd.pid

由于启动命令失败，不受 VCS 控制，Apache 代理将无法使 Apache 服务组联机。
您可以使用下列方法之一解决此问题：
■

确保写入 Apache PID 文件的目录永久存在于节点、区域或 LDom 上。
例如，在 httpd.conf 文件中，将 PidFile 属性改为永久可用的位
置：/apache/my_conf/http.pid。

■

编写一个 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创建 Apache 服务组所需的目录。
例如：mkdir /var/run/apache2
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了解有关 VCS 触发器的详细信息。

示例配置
针对 Solaris 的基本配置
以下是针对资源的基本配置。
group ApacheG1(
SystemList = { host1 = 0, host2 = 1 }
)
Apache httpd_server (
httpdDir = "/apache/bin"
HostName = vcssol1
Port = 8888
User = root
ConfigFile = "/apache/conf/httpd.conf"
)
DiskGroup Apache_dg (
DiskGroup = apc1
)
IP Apache_ip (
Device = bge0
Address = "11.123.99.168"
NetMask = "255.255.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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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Apache_mnt (
MountPoint = "/apache"
BlockDevice = "/dev/vx/dsk/apc1/apcvol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Apache_mnt requires Apache_dg
httpd_server requires Apache_mnt
httpd_server requires Apache_ip

IPv6 基本配置
以下是针对资源的 IPv6 基本配置。
group ipv6group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
Apache ipv6group_apache_res (
HostName = "fd4b:454e:205a:110:211:25ff:fe7e:118"
PidFile = "/myapache/apache/logs/httpd.pid"
httpdDir = "/myapache/apache/bin"
ConfigFile = "/myapache/apache/conf/httpd.conf"
IntentionalOffline = 1
)
DiskGroup ipv6group_dg_res (
DiskGroup = dg01
)
IP ipv6group_ip_res (
Device = bge0
Address = "fd4b:454e:205a:110:211:25ff:fe7e:118"
PrefixLen = 64
)
Mount ipv6group_mnt_res (
MountOpt = rw
FsckOpt = "-n"
BlockDevice = "/dev/vx/dsk/dg01/vol01"
MountPoint = "/myapache/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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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Type = vxfs
)
NIC ipv6group_nic_res (
Device = bge0

)
Volume ipv6group_vol_res (
Volume = vol01
DiskGroup = dg01
)
ipv6group_apache_res requires ipv6group_mnt_res
ipv6group_apache_res requires ipv6group_ip_res
ipv6group_mnt_res requires ipv6group_vol_res
ipv6group_vol_res requires ipv6group_dg_res
ipv6group_ip_res requires ipv6group_nic_res

amfstat 命令的示例输出
以下是 amfstat 命令的示例输出：
IMFD
=====
RID
7

PID
7929886

Registered Reapers (3):
=======================
RID PID
MONITOR TRIGG
29 13041840 1
0
30 9175060
2
0
31 12189854 1
0

REAPER
VCSMountAgent
Apache
DiskGroup

Process ONLINE Monitors (2):
============================
RID
R_RID
PID
GROUP
34
30
6488150
httpd_server
35
30
8847606
httpd_server
Mount ONLINE Monitors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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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 R_RID FSTYPE DEVICE
MOUNTPOINT
33 29
vxfs
/dev/vx/dsk/Apache_Conf/apache_vol /Apache
GROUP
CONTAINER
Apache_mnt none
DG online Monitors (1):
==========================
RID
R_RID
GROUP
32
31
Apache_dg

DGName
Apache_Conf

调试日志级别
Apache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5

应用程序代理
应用程序代理使应用程序联机、脱机并监视其状态。使用应用程序代理，可以针对
不同程序，指定不同的联机、脱机和监视例程的可执行文件。 可执行文件可以位于
本地存储，也可以位于共享存储。可以使用此代理为没有捆绑代理、企业代理和自
定义代理的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应用程序在默认的根目录上下文中运行。指定用户名可让应用程序在用户上下文中
运行。
您可通过下列方式监视应用程序：
■

使用监视程序

■

指定进程列表

■

指定进程 ID 文件列表

■

以上任意组合

此代理可识别区域。此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对于 RunInContainer
而言具有默认值 1，对于 PassCInfo 而言具有默认值 0。Veritas 建议您不要更改这
些值。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可以启用防止并发冲突 (ProPCV)，以防止一个节点上的联机资源在同一群集中不
受 VCS 控制的其他节点上联机。因为，ProPCV 会防止执行 StartProgram 以及在
脱机节点上的 MonitorProcesses 中配置的进程。 此操作会防止资源的数据损坏，
并在早期检测并发冲突。只能为本地故障转移类型组设置此属性。要启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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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将 ProPCV 的属性值设置为 1。 有关 ProPCV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IMF 识别
此应用程序代理可识别 IMF，并对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
序。有关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有关 IMF 相关的应用程序代理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代理函数。

Application 代理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和基础架构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导致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无法联机。对于应用程序资源，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查
以下事项：
■

指定程序的可用性以及指定程序的执行权限 (program.vfd)

■

主机上是否存在指定用户 (user.vfd)

■

所有节点上是否使用同一二进制文件 (cksum.vfd)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应用程序代理的依赖关系
对于应用程序代理，并不存在固定的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类型的资源可能依赖于 IP 资源和 Mount 资源，具体取决于您对它的使用
计划。或者，您也可以使用 IPMultiNICB 资源替代 IP 资源。
包括应用程序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5-2
应用程序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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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函数
Online

运行在 StartProgram 属性的值中指定的可执行文件。在指定用
户的上下文中，使用指定参数运行可执行文件。
要使资源联机，代理函数需执行以下命令：
su [-] user -c executable_to_online_resource

脱机

运行在 StopProgram 属性的值中指定的可执行文件。在指定用户
的上下文中，使用指定参数运行可执行文件。
为使资源脱机，此代理函数需执行以下命令：
su [-] user -c executable_to_offline_resource

Monitor

如果指定了 MonitorProgram 属性，代理会在用户指定的上下文
中执行用户定义的 MonitorProgram。如果指定了 PidFiles 属性，
例程会验证每个所列文件中的进程 ID 是否正在运行。 如果指定
了 MonitorProcesses 属性，例程会验证每个列出的进程是否在
您指定的用户上下文中运行。
使用这些属性（MonitorProgram、PidFiles 或 MonitorProcesses）
的任意组合监视应用程序。
如果确定在 PidFiles 或 MonitorProcesses 中指定的任一进程未
运行，monitor 会返回 OFFLINE。 如果进程非正常终止，monitor
会返回 OFFLINE，并且会发生故障转移。
为监视资源，此代理函数需执行以下命令：
su [-] user -c executable_to_monitor_resource

imf_init

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初始化接口的代理。此函
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驱
动程序进行初始化后运行。代理会一直等待通知，并在得到通知
后对资源采取相应的措施。

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注册代理必须监视的资源实体。例如，
该函数可为联机监视进程注册 PID。当每个资源进入稳定状态（联
机或脱机）后，将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应用程序代理对使用
PidFiles 和 MonitorProcesses 属性配置的进程使用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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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在 PidFiles 或 MonitorProcesses 中指定的进程。确保仅终
止以在 User 属性中指定的用户 ID 运行的进程（在
MonitorProcesses 属性中指定）。如果定义了 CleanProgram，
代理会执行 CleanProgram。

Clean

若要强制停止资源，代理函数需执行以下命令：
su [-] user -c executable_to_clean_resource
请注意，仅当启用属性 UseSUDash (1) 时，代理才使用 su 选项。默认情况下，禁用 UseSUDash 属性 (0)。
操作

action 入口点的各个函数如下所示：
■

■

■

■

■

program.vfd
检查指定程序的可用性以及指定程序的执行权限。
user.vfd
检查主机上是否存在指定用户。
cksum.vfd
检查所有节点上是否存在相同的二进制文件。
propcv
[仅供内部使用] 使用参数调用 AMF，以决定是否允许为群集
中不受 VCS 控制的应用程序资源启动进程。StartProgram 以
及使用 MonitorProcesses 进行配置而且向 AMF 注册以进行
脱机监视的进程无法在脱机节点上启动。这有助于在早期防
止并发冲突。
getcksum
返回指定程序的校验和

Application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在 PidFiles 和 MonitorProcesses 属性中指定的所有进程均在运行，
且 MonitorProgram 返回 ONLINE。

OFFLINE

指示在 PidFiles 或 MonitorProcesses 属性中指定的进程至少有一个未
运行，或 MonitorProgram 返回 OFFLINE。

UNKNOWN

指示应用程序状态无法确定、配置无效或所需的属性尚未配置。

FAULTED

指示该进程已意外终止或者 MonitorProgram 意外返回 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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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代理的属性
表 5-4

Solaris 的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StartProgram

可执行文件，用于启动应用程序。指定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
适用的命令行参数跟在可执行文件名称后，使用空格分隔。此可
执行文件可以位于本地存储，也可以位于共享存储。
例如，如果 StartProgram 的属性是
/usr/sbin/vxnotify -g dg00 -m >> /var/log/vxnotify.log
（其中 vxnotify 为阻止命令）请按类似于以下命令的形式对它进
行设置：
/usr/sbin/vxnotify -g dg00 -m >> /var/log/vxnotify.log &
对于在 Solaris 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使用从非全局区域看到
的路径。

注意：代理记录 StartProgram 可执行文件的返回值。代理不会
将非零返回值视为执行失败并使资源联机。

注意：请勿在此字符串中使用大括号 ({ })。
注意：在脚本中，请指定 0 和 255 之间的返回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usr/sbin/sample_app start
StopProgram

可执行文件，用于停止应用程序。指定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
适用的命令行参数跟在可执行文件名称后，使用空格分隔。此可
执行文件可以位于本地存储，也可以位于共享存储。
对于在 Solaris 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使用从非全局区域看到
的路径。

注意：代理记录 StopProgram 可执行文件的返回值。代理不会
将非零返回值视为执行失败并使资源联机。

注意：请勿在此字符串中使用大括号 ({ })。
注意：在脚本中，请指定 0 和 255 之间的返回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usr/sbin/sample_app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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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至少一个下列属性：

请参见第 179 页的表 5-5。

■

MonitorProcesses

■

MonitorProgram

■

PidFiles

表 5-5

Solaris 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CleanProgram

可执行文件，用于强制停止应用程序。指定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
适用的命令行参数跟在可执行文件名称后，使用空格分隔。此可执
行文件可以位于本地存储，也可以位于共享存储。
对于在 Solaris 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使用从非全局区域看到的路
径。

注意： Veritas 建议在本地存储中安装 CleanProgram，以便在存储
连接断开的情况下 VCS 可以采取适当的操作来停止应用程序。

注意：如果 CleanProgram 可执行文件返回一个非零值，则代理将
其视为清除故障，资源没有发生故障。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usr/sbin/sample_app force stop
MonitorProcesses

要监视和清除的进程的列表。每个进程名都是一个可执行文件的名
称。
如果代理使用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启动可执行文件，请提供其完整路
径名。
进程名称必须是以下命令为该进程显示的完整命令行参数：
■

Solaris 11：/usr/bin/ps ww pid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例如：/app/sample_bin 或 /usr/bin/bash /app/sample_process.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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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MonitorProgram

可执行文件，用于监视应用程序。指定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适
用的命令行参数跟在可执行文件名称后，使用空格分隔。此可执行
文件可以位于本地存储，也可以位于共享存储。
对于在 Solaris 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使用从非全局区域看到的路
径。
MonitorProgram 可能会返回以下 VCSAgResState 值：OFFLINE 值
为 100 或 1；ONLINE 值介于 101 到 110 之间或为 0（取决于置信
度）；置信度为 100% 时该值为 110。任何其他值 = UNKNOWN。

注意：请勿在此字符串中使用大括号 ({ })。
如果 MonitorProgram 已配置但不可用，则资源状态将为：
■

OFFLINE（如果资源处于 OFFLINE 状态且未等待任何操作）

■

UNKNOWN（如果资源处于任何其他状态或正在等待某操作）。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usr/sbin/sample_app_monitor all
PidFiles

PID（进程 ID）文件列表，这些文件中包含要监视和清除的进程的
PID。PID 文件由应用程序生成。每个 PID 文件包含一个受监视的
PID。请在列表中指定每个 PID 文件的完整路径。
对于在 Solaris 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使用从非全局区域看到的路
径。
在进程重新启动时进程 ID 可能会更改。如果应用程序需要花费一定
的时间更新 PID 文件，则代理的 Monitor 函数可能会返回错误结果。
如果生成错误结果，请增大资源定义中的 ToleranceLimit。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例如：
/var/lock/samba/smbd.pid

用户

用于运行 StartProgram、StopProgram、MonitorProgram 和
CleanProgram 的用户名。在 MonitorProcesses 列表中指定的进程
必须在指定用户的上下文中运行。Monitor 会检查进程以确保它们在
此上下文中运行。

注意：如果已配置的用户不存在，则资源状态将为 UNKNOWN。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root
例如：us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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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EnvFile

在运行 StartProgram、StopProgram、MonitorProgram 或
CleanProgram 中的任何一个之前，应该找到的环境文件。

注意： 请确保 EnvFile 遵循已配置用法的默认 shell 语法。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 ""
例如：/home/username/envfile
UseSUDash

当此属性的值为 0 时，代理将在执行 StartProgram、StopProgram、
MonitorProgram 或 CleanProgram 代理函数之前执行 su user 命
令。当此属性的值为 1 时，代理将在执行 StartProgram、
StopProgram、MonitorProgram 或 CleanProgram 代理函数之前执
行 su - user 命令。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

Application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Application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program.vfd",
"user.vfd", "cksum.vfd", getcksum, propcv }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MonitorProcesses, User }
static int IMF{} = { Mode = 3, MonitorFreq = 1,
RegisterRetryLimit = 3 }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MonitorProcesses, User,
PidFiles, MonitorProgram, LevelTwoMonitorFreq }
static str ArgList[] = { State, IState, User, StartProgram,
StopProgram, CleanProgram, MonitorProgram, PidFiles,
MonitorProcesses, EnvFile, UseSUDash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1, PassCInfo=0
}
static int LevelTwoMonitorFreq = 1
str User = root
str StartProgram
str StopProgram
str CleanProgram
str MonitorProgram
str Pid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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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MonitorProcesses[]
str EnvFile
boolean UseSUDash = 0
)

有关应用程序代理的说明
将应用程序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
应用程序代理仅在特定配置下支持智能监视。下表中提供了此类配置的完整列表：
表 5-6
MonitorProgram

MonitorProcesses PidFiles

IMF 监视模式

未配置

未配置

未配置

不适用

未配置

未配置

已配置

联机、脱机

未配置

已配置

未配置

联机、脱机

未配置

已配置

已配置

联机、脱机

已配置

未配置

未配置

仅脱机

已配置

未配置

已配置

联机、脱机

已配置

已配置

未配置

联机、脱机

已配置

已配置

已配置

联机、脱机

注意：当您未配置 MonitorProcesses 时，IMF 仅监视脱机节点上的 StartProgram。
因此，IMF 属性 MonitorFreq 必须设置为 1，以便 IMF 在每个监视周期监视脱机节
点上的资源。
如果在 MonitorProcesses 属性下配置了多个进程，但只有部分进程正在运行，则
在达到 RegisterRetryLimit 之前，脱机注册 IMF 将一再失败。在这种情况下，IMF
将无法确定资源何时变为“联机”，且代理将使用传统方式监视资源。

通过 MonitorProgram 进行二级监视
可以作为二级监视执行 MonitorProgram，而作为一级监视监视
PidFiles/MonitorProcesses。要为 Application 代理启用二级监视，必须将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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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设置为大于 0 的值。配置后，将在监视周期中以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中指定的间隔执行 MonitorProgram。
例如，如果 j 是 IMF 属性的 MonitorFreq 键的值，k 是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
的值，并且如果资源处于联机状态，那么 PidFiles/MonitorProcesses 的传统监视在
每一 j 监视周期中运行，MonitorProgram 在每一 k 监视周期中运行。
如果通过设置 LevelTwoMonitorFreq 值使 MonitorProgram 作为二级监视运行，则
当资源为联机状态时，利用 IMF 监视 PidFiles/MonitorProcesses 的 Application 代
理的限制将被克服。然后会为 IMF 监视注册在 PidFiles/MonitorProcesses 中配置
的进程。
如果将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设置为 0，当配置 MonitorProgram 时，如果资
源处于联机状态，则不会向 IMF 注册任何 PidFiles/MonitorProcesses 中指定的进
程以进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在每个监视周期中执行 MonitorProgram 以及对
PidFiles 和 MonitorProcesses 的检查。
LevelTwoMonitorFreq 是一个类型级属性。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的默认值是
1，因此默认情况下 MonitorProgram 在每个监视周期中作为二级监视运行。在
Application 类型级对此属性的任何更改会更改针对所有应用程序资源的行为。
要在类型级将 LevelTwoMonitorFreq 值修改为非默认值（例如 3），请执行以下命
令：
# hatype –modify Application LevelTwoMonitorFreq 3

如果您要更改所选资源的 LevelTwoMonitorFreq 值，请针对每种资源按下列顺序执
行以下命令。请注意在此命令中使用的 LevelTwoMonitorFreq 值只是一个示例。
# hares –override app_res_name LevelTwoMonitorFreq
# hares –modify app_res_name LevelTwoMonitorFreq 3

上述命令会在资源级覆盖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并修改特定资源的属性值。

将应用程序代理与 ProPCV 一起使用
ProPCV 功能可防止 StartProgram 和在 MonitorProcesses 下配置的基于二进制文
件的进程从脱机节点上执行。此操作可以在周期中的早期阶段检测到并发冲突。不
过，ProPCV 无法防止在 MonitorProcesses 下配置的基于脚本的进程从脱机节点上
执行。为使 ProPCV 能够发挥作用，需注意以下事项：
■

运行 StartProgram 时所使用的参数顺序必须与在 StartProgram 属性中配置的参
数顺序一样。如果您更改参数顺序，ProPCV 将无法防止 StartProgram 执行。
这会导致在检测并发冲突时出现延迟。
例如，单一命令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运行：
/usr/bin/tar -c -f a.tar
/usr/bin/tar -f a.ta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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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您以在 StartProgram 属性中未配置的方式运行 ProPCV，该命令将
不会发挥作用。
■

您必须使用在 Start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命令或方式启动 StartProgram。但如
果您使用该属性中未指定的其他方式或命令来启动程序，ProPCV 将无法防止该
程序启动。这会导致在检测并发冲突时出现延迟。

■

如果 StartProgram 是脚本，则脚本必须将解析程序路径作为第一行，并以 #! 开
头。
例如，shell 脚本应以 #! /usr/bin/sh 开头。

■

如果 StartProgram 是脚本，则在注册 StartProgram 进行脱机监视后，请勿更改
脚本文件中的解释程序路径。否则，ProPCV 对 StartProgram 可能不起作用。

■

您不得在 StartProgram 属性后追加特殊字符 &。例如，/app/start.sh &。

对程序的要求
StartProgram、StopProgram、MonitorProgram、CleanProgram 中指定的程序不
应持续写入 STDOUT 或 STDERR。 如有必要，请将 STDOUT 和 STDERR 重定
向到某个文件。

对默认配置文件的要求
已配置的用户的默认配置文件不应当有任何阻止命令（例如 bash）或任何其他更改
shell 行为的命令（例如 exec）。 这可能会导致意外行为。

Application 代理的示例配置
下面是此代理的示例配置：

应用程序代理的配置 1
在此示例中，将可执行文件 sample_app 配置为 StartProgram 和 StopProgram，
并为它们分别指定 start 和 stop 作为命令行参数。对代理进行配置以监视以下两个
进程： app.pid 指定的进程和 sample_app 进程。
Application samba_app (
User = "root"
StartProgram = "/usr/sbin/sample_app start"
StopProgram = "/usr/sbin/sample_app stop"
PidFiles = { "/var/lock/sample_app/app.pid" }
MonitorProcesses = { "sample_ap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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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代理的配置 2
在本例中，由于未指定用户，所以使用了 root 用户。 可执行文件 sample_app starts
分别使用 start 和 stop 作为命令行参数来启动和停止应用程序。 可执行文件
sample_app_monitor 使用 all 作为命令行参数来监视应用程序。 该代理还监视
sample_app1 和 sample_app2 进程。
Application samba_app2 (
StartProgram = "/usr/sbin/sample_app start"
StopProgram = "/usr/sbin/sample_app stop"
CleanProgram = "/usr/sbin/sample_app force stop"
MonitorProgram = "/usr/local/bin/sample_app_monitor all"
MonitorProcesses = { "sample_app1", "sample_app2" }
)

应用程序代理的配置 3
在此示例中，在非全局区域中配置一个资源：zone1。zone1 的 ZonePath 是
/zone1/root。将可执行文件 samba 配置为 StartProgram 和 StopProgram，分别指
定 start 和 stop 作为命令行参数。将代理配置为监视两个进程：smbd.pid 指定的进
程和进程 nmbd。
Application samba_app (
StartProgram = "/usr/sbin/samba start"
StopProgram = "/usr/sbin/samba stop"
PidFiles = { "/var/lock/samba/smbd.pid" }
MonitorProcesses = { "nmbd" }
)

应用程序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应用程序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DBG_3、DBG_4、DBG_5

CoordPoint 代理
使用协调点 (CoordPoint) 代理监视每个节点上不同协调点上的注册。
此外，CoordPoint 代理还可以监视协调器磁盘组构成情况的变化，例如，协调器磁
盘组中意外删除或添加磁盘，或磁盘的 VxVM 专用区域被损坏。
该代理还可以针对 CoordPoint 资源执行详细的监视。您可以使用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调节详细监视的频率。 例如，如果您将此属性设置为
5，则此代理会每隔五个监视周期监视协调器磁盘组的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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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Point 代理是在客户端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的仅具有监视功能的代理。它
可以监视协调点 (CP) 服务器和 SCSI-3 磁盘。

担当协调点的协调点服务器
将某个 CP 服务器配置为协调点后，CoordPoint 代理将执行以下任务：
■

确认客户端群集是否可以与 CP 服务器协调点通信。

■

使用 cpsadm 命令验证 CP 服务器数据库中的节点注册。

充当协调点的基于 SCSI-3 的磁盘
如果协调点是一个基于 SCSI-3 的磁盘，则 CoordPoint 代理会使用 vxfenadm 命令
确认磁盘上已注册的键是否保持未变。Monitor 代理函数包含针对 SCSI-3 磁盘和
CP 服务器的监视功能。
如果代理检测到异常，则代理会向您进行报告，以便您可以修复该协调点。如果问
题与注册的键有关，则可能需要联机替换协调点，或通过配置
ActionOnCoordPointFault 属性自动修复协调点（如果一个或多个协调点上的某
些键丢失）。有关使用此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考“属性”部分。
注意：在给定的客户端群集节点上运行的 CoordPoint 代理仅监视该节点可见的协
调点的键。

注意：[仅适用于 Solaris SPARC] Solaris 11 x86 平台上不支持
ActionOnCoordPointFault 属性。
有关此代理的重要信息，请参考：
请参见第 189 页的“有关 CoordPoint 代理的说明”。

依赖关系
CoordPoint 资源没有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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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函数
Monitor

允许 CoordPoint 代理验证协调点中的节点注册，并确认协调点可供访
问。另外，允许此代理监视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 具体来说，就是
监视磁盘组中是否删除或添加了磁盘或者磁盘的 VxVM 专用区域是否损
坏。
CoordPoint 资源是持久性的，即不能使此资源联机或脱机。该资源只
能监视协调点注册。
CoordPoint 代理还执行 I/O 防护报告活动。
请参见第 190 页的“CoordPoint 代理 I/O 防护报告活动”。

状态定义
ONLINE

表示 CoordPoint 资源工作正常。

UNKNOWN

表示代理不能确定协调点资源的状态。该状态可能是由于配置错误造成
的。

FAULTED

表示针对下面一种或多种情况报告 CoordPoint 资源：
■

丢失键（或注册）的协调点的数量已超过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

■

不可访问的协调点的数量已超过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

■

协调器磁盘组删除或添加了协调器磁盘。

■

磁盘的公共字符路径与该磁盘在内核驱动程序中的设备号的相应设
备路径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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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表 5-7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FaultTolerance

FaultTolerance 属性决定 CoordPoint 代理何时声明协
调点上的注册已丢失或节点和协调点之间的连接已断
开。
如果丢失键（注册）和/或无法访问的协调点的数量超过
了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则此代理会报告
FAULTED。
请根据您自己的配置需求设置此属性的值。例如，如果
将 FaultTolerance 值设置为 1，则 CoordPoint 代理发
现有 2 个或更多数量的协调点丢失键（或注册）和/或无
法访问的协调点时，它会报告 FAULTED。
可以在 CoordPoint 代理开始监视前或正在监视时更改
FaultTolerance 属性。如果在 CoordPoint 代理正在监
视时设置该属性，则 CoordPoint 代理会在下一个监视
周期读取新值。
若要查看当前的 FaultTolerance 值，请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 -attribute FaultTolerance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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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ActionOnCoordPointFault

[仅适用 Solaris SPARC]
此属性确定是否可以自动替换任何协调点上丢失的注册
键（如有）。它还会确定在协调器磁盘的公开字符路径
与内核驱动程序中该协调器磁盘的设备路径不相符时是
否采取纠正操作。
默认情况下，该属性处于禁用状态。要启用此属性，请
将其值设置为 RefreshRegistrations。
如果连续两次刷新失败，则不会在该节点上再次尝试刷
新。您可以通过执行 hares 命令在该节点上重新启用刷
新过程。
# /opt/VRTS/bin/hares -action coordpoint
enable_refresh -sys <sys_name>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None
启用此属性：将其值设置为 RefreshRegistrations

资源类型定义
Solaris 11 x86 平台上不支持 ActionOnCoordPointFault。

type CoordPoint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enable_refresh }
static int InfoInterval = 300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str ArgList[] = { FaultTolerance,
ActionOnCoordPointFault, RefreshLockHolderSysName }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int FaultTolerance
str ActionOnCoordPointFault = None
str RefreshLockHolderSysName = None
)

有关 CoordPoint 代理的说明
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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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Point 代理 I/O 防护报告活动
CoordPoint 代理还执行以下 I/O 防护报告活动：
■

检查以确定 I/O 防护是否正在运行。
如果 I/O 防护没有运行，则 CoordPoint 代理会报告发生故障。

■

检查防护操作的模式。I/O 防护可以按照以下三种模式之一运行：
■

SCSI-3 模式：如果 I/O 防护以 SCSI-3 模式运行，则 CoordPoint 代理会继
续监视。

■

Customized 模式：如果 I/O 防护以 Customized 防护模式运行，则 CoordPoint
代理会继续监视。

■

Disabled 模式：如果 I/O 以 Disabled 模式运行，则无需进行任何操作。
CoordPoint 代理返回成功消息。

■

多数模式：如果 I/O 防护在多数模式下运行，则无需进行任何操作。
CoordPoint 代理返回成功消息。

AutoStartList 属性
AutoStartList 是一个需要用系统列表填充的服务组属性。VCS 引擎使指定的服务组
在列表中的节点上联机。
AutoStartList 对于包含 CoordPoint 资源的服务组而言不是必需的属性。CoordPoint
资源是 Persistent 资源，为服务组配置了此类型的资源后，不能使该服务组联机。
为 AutoStartList 指定一个系统列表不会改变服务组的行为。

对 Coordpoint 资源的详细监视
代理会从用于 I/O 防护的内核驱动程序中获取磁盘名称和唯一标识符。它会检查是
否有不再属于协调器磁盘组的磁盘，同时还会检查该磁盘组中是否添加了任何新磁
盘。它还会将磁盘的公开字符路径与内核驱动程序中存储的设备路径进行对比。当
未通过其中任意一项检查时，代理会使此资源进入故障状态。

设置为 RefreshRegistrations 的 ActionOnCoordPointFault 属
性
注意：仅适用于 Solaris SPARC
ActionOnCoordPoint 属性可影响资源的状态。如果成功完成刷新，您可能会发现资
源临时进入 FAULTED 状态。在下一个监视周期中，在没有任何外部触发的情况
下，资源会重回 ONLINE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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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在此示例中，协调点代理类型的资源的 FaultTolerance 属性值设置为 0。设置为该
值时，当 CoordPoint 代理确定至少有一个协调点丢失键（注册）和/或一个协调点
无法访问时，它会报告 FAULTED。
下面是从 main.cf 文件摘录的一个示例服务组 (vxfen)：
group vxfen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A, sysB }
)
CoordPoint coordpoint (
FaultTolerance=0
LevelTwoMonitorFreq = 5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vxfen
//
{
//
CoordPoint coordpoint
//
}

调试日志级别
CoordPoint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0

Process 代理
Process 代理用于启动、停止和监视指定进程。可以使用该代理使进程具有高可用
性。
此代理可识别区域。此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对于 RunInContainer
而言具有默认值 1，对于 PassCInfo 而言具有默认值 0。Veritas 建议您不要更改这
些值。
有关 ContainerOpts 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IMF 识别
Process 代理可识别 IMF，并为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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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有关 IMF 相关的 Process 代理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Process 代理的代理函数。

Process 代理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可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与基础架构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阻止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联机。
对于 Process 资源，高可用性防火练习检查以下内容：
■

指定进程是否存在二进制可执行文件 (program.vfd)

■

所有节点上是否使用同一二进制文件 (program.vfd)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Process 代理的依赖关系
此类型的资源可依赖于 IP 资源、IPMultiNICB 资源、Zone 资源或 Mount 资源，具
体取决于上下文。
Process 资源示例服务组

图 5-3
Process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Process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可选参数启动此进程。

脱机

使用 SIGTERM 终止进程。 如果进程没有终止，
则发送 SIGKILL。

Monitor

通过扫描进程表查找可执行路径名和参数列表，
以查看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Clean

终止所有正在进行的资源操作并使资源脱机，必
要时可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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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_init

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初始化接
口的代理。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
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进行初始化后运行。代理
会一直等待通知，并在得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相
应的措施。

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注册代理必须监视的资
源实体。例如，该函数可为联机监视进程注册
PID。当每个资源进入稳定状态（联机或脱机）
后，将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

Process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指定的进程正在运行。
只有在 PathName 属性的配置值与 ps 输出及参数所列出的进程完全匹
配时，代理才会将进程报告为 online。

OFFLINE

指示指定的进程未在运行。

FAULTED

指示进程已意外终止。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进程的状态。

Process 代理的属性
表 5-9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用于访问可执行程序的绝对路径。该路径包含程序的名称。如果某个脚
本控制该进程，则 PathName 定义 shell 的完整路径。
此属性不得超过 80 个字符。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usr/lib/send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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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Arguments

将参数传递给进程。如果某个脚本控制该进程，则将该脚本作为参数传
递。用单个空格来分隔多个参数。字符串不允许在参数之间出现多个空
格，也不允许以空白字符开头或结尾。
此属性不得超过 80 个字符。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bd -q15m

注意：对于 Process 资源，配置的 PathName 和 Arguments 属性的组合必须与 ps
命令输出中显示的完全一样。

Process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Process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program.vfd", getcksum }
static str ArgList[] = { PathName, Arguments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1, PassCInfo=0 }
str PathName
str Arguments
)

有关 Process 代理的使用说明
以下是 Process 代理的相关说明：
■

进程的先决条件

进程的先决条件
■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进程不得持续写入 STDOUT 或 STDERR。如果需要，
请将 STDOUT 和 STDERR 重定向到某个文件。

■

进程不得修改其参数。如果进程修改其参数，则进程代理将无法监视进程。

Process 代理的示例配置
Process 代理的配置 1
下面是适用于 Solaris 的配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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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usr_lib_sendmail (
PathName = "/usr/lib/sendmail"
Arguments = "-bd -q15m"
)

Process 代理的配置 2
下面是配置 2：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ProcessCluster (
.
.
.
group ProcessGroup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AutoStartList = { sysa }
)
Process Process1 (
PathName = "/usr/local/bin/myprog"
Arguments = "arg1 arg2"
)
Process Process2 (
PathName = "/bin/csh"
Arguments = "/tmp/funscript/myscript"
)
//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ProcessGroup
{
Process Process1
Process Process2
}

Process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Process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4、DBG_5

ProcessOnOnly 代理
ProcessOnOnly 代理用于启动和监视指定的进程。可以使用此代理使进程具有高可
用性，或对其进行监视。此资源的 Operation 值为 On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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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代理可识别区域。此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对于 RunInContainer
而言具有默认值 1，对于 PassCInfo 而言具有默认值 0。Veritas 建议您不要更改这
些值。
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VCS 在内部使用此代理来监视安全群集中的安全进程。

依赖关系
此资源不存在任何子依赖关系。

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可选参数启动此进程。

Monitor

通过扫描进程表查找可执行路径名和参数列表，以查看进程是否处于活
动状态。

Clean

终止所有正在进行的资源操作并使资源脱机，必要时可强制执行。

ONLINE

指示指定的进程正在运行。

状态定义
只有在 PathName 属性的配置值与 ps 输出及参数所列出的进程完全匹
配时，代理才会将进程报告为 ONLINE。
FAULTED

指示进程已意外终止。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进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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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表 5-11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定义访问可执行程序的完整路径名。该路径包含程序的名称。如果进程
由某个脚本控制，则 PathName 定义 shell 的完整路径。Pathname 不
得超过 80 个字符。
此属性的配置值需要与 ps 输出中所列出的进程匹配，此代理才会显示
为 ONLINE。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usr/lib/nfs/nfsd"

表 5-12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Arguments

将参数传递给进程。如果该进程由某个脚本控制，则将该脚本作为参数
传递。多个参数必须用单个空格来分隔。字符串不允许在参数之间出现
多个空格，也不允许以空白字符开头或结尾。参数不得超过 80 个字符
（总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a 8

IgnoreArgs

此标志用于指示 monitor 是否忽略参数列表。
■

如果该值为 0，则会检查进程路径名和参数列表。

■

如果该值为 1，则只检查可执行路径名而忽略参数列表中的其余参
数。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ProcessOnOnly (
static str ArgList[] = { IgnoreArgs, PathName, Arguments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1, PassCInfo=0 }
static str Operations = OnOnly
boolean IgnoreArgs = 0
str Path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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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Arguments
)

ProcessOnOnly 代理使用说明
以下是 ProcessOnOnly 代理的相关说明：
■

对程序的要求

对程序的要求
PathName 中指定的程序不应持续写入 STDOUT 或 STDERR。 如有必要，请将
STDOUT 和 STDERR 重定向到某个其他文件。

示例配置
group testgrp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A, sysB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Phantom phantom_test (
)
ProcessOnOnly testres (
IgnoreArgs = 1
PathName = "/testApp/testproc"
)

调试日志级别
ProcessOnOnly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

Zone 代理
Zone 代理用于使 Solaris 区域联机、脱机，以及监视和清理 Solaris 区域。您可以
使用此代理使区域具有高可用性并对其进行监视。
此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对于 RunInContainer 而言具有默认值 0，对
于 PassCInfo 而言具有默认值 1。Veritas 建议您不要更改这些键的值。
在 Oracle Solaris 11 上，支持 Solaris 标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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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区域置于 VCS 控制下之前，确保区域的 autoboot 属性设置为 false。如果此属
性设置为 true，则会在启动系统时自动启用此属性。

IMF 识别
Zone 代理可识别 IMF，并为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有
关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当区域进入维护状态时，AMF 不检测该状态。 Zone 将在下一循环中检测状
态的变化。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有关 IMF 相关的 Zone 代理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代理函数。
有关与 IMF 一起使用 Zone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支持 IMF 的 Zone 代理。

依赖关系
Zone 资源通常不需要任何依赖关系，然而，如果区域根目录位于共享存储中，该
资源可能需要 Mount 和 DiskGroup 资源。
图 5-4

包含 Zone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区域根目录位于使用环回文件系
统的共享存储中时）。环回文件系统通过使用 zonecfg 命令装入
该区域内
应用程序

IP

Zone

NIC

Mount

Mount

Volume

Volume

DiskGroup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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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当 VCS 将环回文件系统作为 Mount 资源管理时包含 Zone 资源
的示例服务组（区域根目录位于使用环回系统的共享存储中时）
应用程序

IP

Mount

Zone

NIC

图 5-6

Mount

Mount

Volume

Volume

DiskGroup

DiskGroup

包含 Zone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区域根目录位于使用直接装入文
件系统的共享存储中时）
应用程序

IP

NIC

Mount
Zone

Volume

Mount

DiskGroup

Volume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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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Zone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区域根目录位于由 Zpool 资源监
视的 ZFS 共享存储中时）

图 5-7

应用程序

IP

Zone

NIC

Mount

Zpool

Zpool

代理函数
Online

使 非全局区域联机并运行。

脱机

关闭 非全局区域。

Monitor

检查指定的非全局区域是否已联机并正在运行。
如果为 Zone 代理启用了 IMF，将会对资源进行异步监
视，并会立即将资源状态方面的所有更改发送到 VCS
以便采取相应的操作。

imf_init

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初始化接口的代
理。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imf_getnotification

等待有关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进行初始化后运行。代理会一直等待通知，
并在得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相应的措施。

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注册代理必须监视的资源实体。
当每个资源进入稳定状态（联机或脱机）后，将为该资
源运行该函数

Clean

一种更具强制性的停止 非全局区域的方法。

操作

zoneconfigsync：hazoneconfigsync 实用程序使用此操
作入口点。它将包含在 Zone 资源中配置的非全局区域
配置的 XML 文件同步到群集中的所有其他节点。如果
服务组是平行服务组或者区域名称在各个群集节点上不
同，则此实用程序不会同步配置。

201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Zone 代理

属性
表 5-13

Solaris 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池

这是与区域相关联的资源池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BootState

Milestone 服务的值。接受以下值：
■

single-user

■

multi-user

■

multi-user-server

注意： Veritas 建议您为 BootState 属性使用 multi-user-server
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multi-user
ShutdownGracePeriod

指定在区域中从执行 Offline 操作到执行关闭操作的时间间隔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0

RunFsck

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1，Zone 代理将检查 VxFS 文件系统的文件系
统一致性。它在区域的 xml 文件中定义的所有 VxFS 文件系统上
使用 fsck -y 命令。此文件位于 /etc/zones 中。调整 Zone 代
理的默认 OnlineTimeout 值，以便 Zone 代理在使区域联机之前
有足够的时间来运行 fsck 命令。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

DetachZonePath

如果禁用此属性，则在 Zone 资源脱机和清除期间，Zone 代理将
跳过分离区域根目录。默认情况下，启用 DetachZonePath（值
为 1）。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1
例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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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ForceAttach

如果禁用此属性，则在 Zone 资源联机期间，Zone 代理将在不使
用 -F 选项的情况下挂接 ZonePath。默认情况下，启用
ForceAttach（值为 1）。
在 Solaris 11 上，必须为共享存储上创建的区域将 ForceAttach
属性设置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1
例如：0

DeleteVCSZoneUser

如果在非安全群集上启用，则 Zone 代理会在 offline 和 clean 入
口点期间删除为本地区域与全局区域之间的无密码通信创建的
VCS Zone 用户。默认情况下 DeleteVCSZoneUser 处于禁用状
态。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AttachOptions

指定代理用于挂接区域的选项：
在 Solaris 11.3 中，如果将某区域从一个全局区域迁移到另一个
全局区域，则该区域中的活动引导环境 (BE) 不同于在该区域进
行故障转移之前处于活动状态的引导环境。因此，要使区域故障
转移无缝运行，请使用 -x attach-last-booted-zbe -x
deny-zbe-clone。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示例：-x attach-last-booted-zbe -x deny-zbe-clone

注意：如果使用命令行，请添加 % 符号以对“-”进行转义。
示例：hares -modify Zoneres AttachOptions "%-x
attach-last-booted-zbe -x deny-zbe-clone"

在全局群集环境中配置 Zone Agent for DR
有关在全局群集环境中配置用于 DR 的 Zone 代理的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Zone (
static str ArgList[] = { Pool, BootState,
ShutdownGracePeriod, RunFsck, DetachZonePath, ForceAtt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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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VCSZoneUser, DROpts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zoneconfigsync }
static boolean AEPTimeout = 1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BootState }
static str IMF{} = { Mode = 3, MonitorFreq = 5,
RegisterRetryLimit = 3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0, PassCInfo=1 }
str Pool
str BootState = multi-user
int ShutdownGracePeriod
boolean RunFsck = 0
boolean DetachZonePath = 1
boolean ForceAttach = 1
boolean DeleteVCSZoneUser = 0
str DROpts{}
)

Zone 代理说明
以下是 Zone 代理的相关说明：
■

请参见第 204 页的“使用支持 IMF 的 Zone 代理”。

使用支持 IMF 的 Zone 代理
如果将 IMF 用于智能资源监视，请查看以下建议。
■

将 MonitorFreq 键值设置为更高的值以确保代理不会频繁运行传统的 monitor 函
数.

■

使用 Mount、Zpool 或 Volume 等存储代理之一监视用于创建区域根目录的存储
的运行状况。 Zone 代理应该如依赖关系中所示依赖于存储代理。

■

Zpool 代理不可识别 IMF。 因此，如果 Zpool 代理用于监视区域根目录装入点，
则万一发生区域根目录装入点从外部被卸载的情况时，系统不会发出即时通知。
但是，传统的 Zpool 监视功能仍会检测到装入点的故障。

■

当您运行 svcadm 命令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更新服务状态时，IMF 将通知
Zone 代理。 如果 IMF 错误地通知了服务组状态的更新，则资源的状态不更改。
之后，Zone 代理将向 IMF 重新注册事件。
注意：在 Zone 代理已向 IMF 注册以进行联机或脱机监视的情况下，如果 IMF
向 Zone 代理发送了错误的通知，则代理框架将安排区域监视器。 区域监视器
验证并确认资源状态未发生更改。之后，Zone 代理将向 IMF 重新注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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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代理向 IMF 注册目录联机事件
目录联机事件用于监视 Zone 根目录。 如果 Zone 根目录的父目录已删除或已移
至其他位置，则 AMF 不会向 Zone 代理提供通知。在 Zone 监视程序的下一周
期中，它会检测到这种变化并报告资源的状态为脱机。

示例配置
下面是 Zone 代理的示例配置：

其中配置 DROpts 属性的示例配置
以下是其中配置了 DROpts 属性的示例配置：
Zone z1 (
DROpts = {
DNSSearchPath = "company.com",
DNSServers = "xx.xx.xx.xx",
Gateway = "yy.yy.yy.yy",
DNSDomain = "abc.company.com" }
)

调试日志级别
Zone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DBG_3、DBG_4、DBG_5

LDom 代理：
LDom 代理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使逻辑域 (LDom) 联机、脱机并
对其进行监视。您可以使用此代理监视 LDom，并使其具有高可用性。
LDom 代理也执行 VCS 发起的实时迁移，将逻辑域从一个群集节点迁移到另一个
群集节点。如果从多个 I/O 域为逻辑域提供了存储和网络服务，则 VCS 支持即使在
主域重新启动或关闭以进行计划维护时 LDoms 也可保持联机并正常运行。LDom
代理支持为虚拟机服务组 (AdaptiveHA) 动态选择目标节点。
有关 AdaptiveHA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有关对逻辑域的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配置主域和逻辑域的依赖关系及故障策略
对于在群集中配置的所有逻辑域，该代理会通过以下命令执行以下设置：
■

主域和逻辑域之间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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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m set-domain master=primary guestldom
■

将主域的故障策略设置为停止。
# ldm set-domain failure-policy=stop primary

可以通过使用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来更改此行为。
更多信息，请参考 请参见第 217 页的“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的说明”。

IMF 识别
LDom 代理可识别智能监视框架 (IMF)，并对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
核驱动程序。有关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
指南》。
有关 IMF 相关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代理函数。
有关将 LDom 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将 LDom 代理与 IMF 一起
使用。

依赖关系
LDom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它还依赖于存储资源，如 Mount、Volume、
DiskGroup、Zpool 或 Disk。
用于监视映像文件的 LDom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5-8
LDom

NIC

Mount

Volume

DiskGroup

网络资源
使用 NIC 代理监视 LDom 的网络适配器，无论该适配器是虚拟的还是物理的。

存储资源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公开的卷
使用 Volume 和 DiskGroup 代理监视 VxVM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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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FS 卷
可使用 Zpool 代理监视 ZFS 卷。

■

磁盘或 LUN
可使用 Disk 代理监视磁盘或 LUN

■

映像文件
■

由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管理的卷中的映像文件
可使用 Mount、Volume 和 DiskGroup 代理监视包含映像文件的文件系统。

■

NFS 共享中的映像文件
可使用 Mount 代理监视包含映像文件的文件系统。

■

ZFS 卷中的映像文件
可使用 Mount 和 Zpool 代理监视包含映像文件的文件系统。

■

物理磁盘分区中的映像文件
可使用 Mount 和 Disk 代理监视包含映像文件的文件系统。

代理函数
Online

启动 LDom。

脱机

停止 LDom。

Monitor

监视 LDom 的状态。
如果为 LDom 代理启用了 IMF，则会对资源进行异步监视，并会
立即将 LDom 状态的所有更改发送到 LDom 代理以便采取相应的
操作。

Clean

强制停止 LDom。

Migrate

将逻辑域从一个节点迁移到目标群集节点。

操作

vmmigrate：使用 hagrp -migrate 命令检查 LDom 资源是否
可以迁移到其他节点。
命令用法：
# hares -action ldmres vmmigrate -actionargs
target_system_name -sys source_system_name

Meter

根据 Meters 属性中的键来测量 LDom 对 VCPU 和 Memory 的要
求。如果已配置 NumCPU 和 Memory 属性，则该函数会分别从
这些属性中读取 VCPU 和 Memory。如果未配置这些属性，则该
函数从系统上可用的 LDom 配置中读取 VCPU 和 Memory。如果
系统上没有可用的 LDom 配置，则该函数从 CfgFile 属性中配置
的 LDom 配置文件中读取 VCPU 和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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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_init

将代理初始化以与 IMF 对接。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imf_register

注册必须由代理借助于 IMF 进行监视的资源实体。当每个资源进
入稳定状态（联机或脱机）后，将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
目前已针对下列事件添加 LDom IMF 识别：
■

启动域

■

停止域

■

停止来宾

■

迁移域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驱
动程序进行初始化后运行。代理会一直等待通知，并在得到通知
后对资源采取相应的措施。

attr_changed

当 Memory、NumCPU 或 DomainFailurePolicy 等属性更改时，
此函数将分别动态更新 Memory、CPU 或 LDom 的主域以及主域
的故障策略。此外，如果为 OnlineStableTime 属性设置的值大于
LDom MonitorInterval 属性的值，此函数还会报告错误。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 LDom 已联机并正在运行。

OFFLINE

指示 LDom 已关闭。

FAULTED

指示 VCS 引擎期望 LDom 已联机并正在运行但 LDom 已关闭。
如果 MonitorCPU 属性设置为 (1)，则默认情况下会将 CPU 使用率为
0% 或 100% 的情况解释为故障。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 LDom 的状态。资源或 LDom 中似乎存在配置问题。

属性
表 5-14 总结了 LDom 代理的必需属性。
表 5-14

Solaris 的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LDomName

要监视的 LDom 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无
例如：ld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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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总结了 LDom 代理的可选属性。
表 5-15

Solaris 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CfgFile

包含 LDom 配置的 XML 文件的绝对路径。若要为 LDom
创建配置文件，请运行以下命令：
$ ldm list-constraints -x ldom_name >
ldom_name.xml
如果配置了此属性，则仅当在节点上找不到 LDom 配置
时，LDom 代理才使用此文件创建 LDom。确保所有节点
上已创建默认服务（如 virtual disk server (vds)、virtual
switch service (vsw)、virtual console concentrator service
(vcc)）以使用 xml 文件。
如果打算对 LDom 进行域迁移，则必须配置此属性。
有关此文件的信息，请参考 ldm(1M) 手册页。
配置文件必须位于所有系统的本地或位于可供所有系统访
问的共享磁盘上。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无
例如：/root/ldom-cfg/ldom1.xml

MonitorCPU

指定 LDom 代理是否监视 LDom 对 CPU 的使用情况。
当挂接到 LDom 的所有 VCPU 的 CPU 使用率等于 0%
或 100% 时，该资源会被声明为 FAULTED。
对于具有一个 VCPU 的 LDom，请将此属性设置为 0。此
设置用于解决具有一个 VCPU 的 LDom 总是报告 CPU
使用率为 100% 的问题。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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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NumCPU

您希望在 LDom 处于联机状态时挂接到它的虚拟 CPU 的
数量。如果将此属性设置为一个正值，则代理会在服务组
脱机时分离所有虚拟 CPU。请不要在将此值设置为 1 后
将其重置为 0。
如果代理的 monitor 入口点发现可供 LDom 使用的 CPU
数小于 NumCPU 属性的值，它会记录一则关于这种不匹
配的警告。它还会相应地设置 ConfidenceMsg 和
ConfidenceLevel。
当 LDom 联机以便对分配给 LDom 的虚拟 CPU 进行动态
重新配置时，可以修改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6

Memory

要分配给 LDom 的内存量。
此属性的值应为一个后面跟有 G、M 或 K 单位的正整数，
其中 G 代表吉字节，M 代表兆字节，K 代表千字节。在
此指定的内存量受到 ldm set-memory 命令的 --auto-adj
选项约束，此选项强制指定大小为 256 MB 整数倍的内存
量。
ldm set-memory 命令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有处于空闲状
态的内存池可用。
如果代理的 monitor 入口点发现可供 LDom 使用的内存量
小于 Memory 属性的值，它会记录一则关于这种不匹配
的警告。它还会相应地设置 ConfidenceMsg 和
ConfidenceLevel。
当 LDom 联机以便对分配给 LDom 的内存进行动态重新
配置时，可以修改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Null
示例 1：4G
示例 2：204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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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ConfigureNetwork

指定 LDom 代理是否配置逻辑域的
network-boot-arguments PROM 变量。如果此属性的值
设置为 1，则 LDom 代理会使用以下属性更新
network-boot-arguments PROM 变量：IPAddress、
Netmask、Gateway 和 DNS。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 ""

IPAddress

在联机操作期间，此代理会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LDom
的 network-boot-arguments PROM 变量的 host-ip 键。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 ""

Netmask

在联机操作期间，此代理会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LDom
的 network-boot-arguments PROM 变量的 subnet-mask
键。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 ""

Gateway

在联机操作期间，此代理会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LDom
的 network-boot-arguments PROM 变量的 router-ip 键。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 ""

DNS

在联机操作期间，此代理会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LDom
的 network-boot-arguments PROM 变量的 name-servers
键。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 ""

RemoveLDomConfigForMigration 如果启用此属性并且配置了 CfgFile 属性，则代理在脱机
和清理操作期间从系统中删除 LDom 配置。如果为逻辑
域计划了域迁移，则需要启用此属性。这是因为，如果在
要迁移的目标节点上存在逻辑域配置，则无法执行域迁
移。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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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DomainFailurePolicy

指定主域的列表以及为控制 VCS 管理的逻辑域行为的主
域设置的故障策略。该属性的键是主域的名称，该属性的
键的值是主域在逻辑域上制定的故障策略。故障策略是在
主域丢失的情况下由主域制定的。故障策略的可能值包括
ignore、stop、reset 和 panic。有关主域的故障策略的更
多信息，请参考 ldm(1M) 手册页。
默认情况下，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的主域设置为
primary，故障策略设置为 stop。
仅当在以下情况下才需要将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设
置为非默认值：即当从多个 I/O 域为逻辑域提供存储和网
络服务，且即使在主域重新启动或关闭以进行维护时也需
要逻辑域可用的情况。
强烈建议为物理系统上配置的所有 LDom 资源（逻辑域）
的主域设置相同的故障策略。如果针对不同 LDom 资源
的相同主域，该属性设置为不同的故障策略，则代理将确
保在主域上设置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故障策略。有关故障策
略优先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
的说明。
当 LDom 资源联机时，您可以动态更改属性值。LDom
代理确保按优先级顺序在主域上动态设置更改的故障策
略，而不需要中断 LDom 资源。有关此属性的行为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的说明部分。

DomainFailurePolicy（接上页） 类型维数：字符串关联
默认值：{primary = “stop”}
例如：{primary= ignore, secondary = “stop”}。在本例
中，primary 和 secondary 是将其中的存储和网络服务导
出到逻辑域的主域。
UserName

获得授权将逻辑域从一个主机迁移到另一个主机的用户
名。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root
例如：lmuser

212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LDom 代理：

可选属性

说明

Password (密码)

为使用 UserName 属性配置的用户指定加密密码。使用
下列指令之一加密密码：
vcsencrypt -agent
或
vcsencrypt -agent -secinfo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None
例如：password

MigrateTimeout

迁移入口点完成逻辑域迁移的最长时间，该时间之后它将
终止。该值以秒为单位。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600
例如：900

MigrateWaitLimit

完成迁移过程之后在资源（逻辑域）迁移前的监视间隔
数。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2
例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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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ReregPGR

如果 ReregPGR 属性设置为 1，当您使用 hagrp
-migrate 命令实时迁移逻辑域时，LDom 代理将在逻辑
域内运行 vxdmpadm pgrrereg 命令。完成迁移后，此
命令会重新注册持久性组保留 (PGR) 键。要执行
vxdmpadm 命令，您必须在控制域和逻辑域之间为 root
用户启用无密码 SSH 通信。
只有满足下列所有参数时，您才必须将 ReregPGR 属性
设置为 1：

■

群集存在两个级别。在一个级别上，逻辑域之间存在
一个群集；在另一个级别上，相关联的物理服务器上
的控制域之间存在一个群集。
逻辑域之间的群集是使用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配置的。

■

控制域之间的群集使用 LDom 资源管理逻辑域。

■

对于形成群集的逻辑域，使用 hagrp -migrate 命
令完成逻辑域迁移。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例如：0
meter

此属性定义了在为包含 LDom 资源的服务组做出故障转
移决策时所依据的计量器。此属性的键必须是 HostMeters
（群集属性）和 AvailableMeters（类型级别）的交集的
子集。您无法在资源级别覆盖此属性，也不能在运行时修
改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默认值：{SCPU, SMem}
例如：{SCPU}

MeterControl

在每个 ForecastCycle，会将一个额外标志传递到 meter
入口点以执行预测。LDom 代理当前未使用此标志。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默认值：{MeterInterval=600, ForecastCycle=0}

MeterTimeout

meter 入口点完成的最大时间段。该值以秒为单位。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300
例如：900

214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LDom 代理：

可选属性

说明

OnlineStableTime

LDom 来宾的预期引导时间（秒）。仅在该资源处于 IMF
监视之下时，此属性才适用。
如果 LDom 代理处于 IMF 监视之下且收到用户启动的启
动域事件，则代理会等待 OnlineStableTime 属性中提到
的秒数，然后再计划监视周期。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20

表 5-16

内部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IntentionalOffline

此属性是执行域迁移时所必需的。
执行域迁移时，必须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1。
有关如何使用 IntentionalOffline 资源类型属性的信息，请参考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默认值：1

ResyncVMCfg

ResyncVMCfg 属性由 havmconfigsync 实用程序设置。如果
已设置此属性，则代理将使用 CFgFile 属性重新定义虚拟机配
置（如果已存在）。

注意：不可手动设置 ResyncVMCfg 属性。
AvailableMeters

该属性定义代理支持的计量器。您无法在资源级别覆盖此属
性，并且您不应编辑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默认值：{SCPU="", SMem=""}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LDom (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NumCPU, Memory, DomainFailurePolicy,
OnlineStableTime }
static str MeterRegList[] = { LDomName, CfgFile, NumCPU, Memory
}
static str AvailableMeters{} = { SCPU="", SMem="" }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LDom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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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keylist Meters = { SCPU, SMem }
static boolean IntentionalOffline = 1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1, RegisterRetryLimit=5
}
static
static
static
static
static
static

int MigrateTimeout = 600
int MeterTimeout = 300
int MigrateWaitLimit = 2
int MeterRetryLimit = 10
keylist SupportedOperations = { migrate, meter }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vmconfigsync", "vmmigrate"

}
static int MeterControl{} = { MeterInterval=600, ForecastCycle=0
}
static str ArgList[] = { State, IState, LDomName, CfgFile,
MonitorCPU,
NumCPU, ConfigureNetwork, IPAddress, Netmask, Gateway, DNS,
Memory,
CEInfo, RemoveLDomConfigForMigration, ResyncVMCfg,
DomainFailurePolicy,
Password, UserName, ReregPGR, OnlineStableTime }
str CEInfo{} = { Enabled=0, CESystem=NONE, FaultOnHBLoss=1 }
str LDomName
int ConfigureNetwork
str IPAddress
str Netmask
str Gateway
str DNS
str CfgFile
int NumCPU
str Memory
str DomainFailurePolicy{} = { primary="stop" }
boolean MonitorCPU = 0
static boolean AEPTimeout = 1
boolean RemoveLDomConfigForMigration = 0
boolean ResyncVMCfg = 0
boolean ReregPGR = 0
str Password
str UserName = root
int OnlineStableTime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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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m 代理说明
以下是 LDom 代理的相关说明：
■

关于 auto-boot? 变量

■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的说明

■

使用 VCS 迁移逻辑域

■

配置主域和逻辑域的依赖关系及故障策略

■

将 LDom 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

关于 auto-boot? 变量
警告： 请勿将 auto-boot? 变量的值更改为 true。
Veritas 建议您不要将 auto-boot? 变量的值更改为 true。如果逻辑域在群集中共享
磁盘并且该域在多个节点上启动，则将此值更改为 true 可能会导致数据损坏。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的说明
当设置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时，LDom 代理使用属性的键设置逻辑域的主域，
并将键的值设置为主域的故障策略。
LDom 代理使用以下命令设置逻辑域的主域：
# ldm set-domain master=master-domainguestldom

LDom 代理使用以下命令设置主域的故障策略：
# ldm set-domain failure-policy=failure-policymaster-domain

因为在资源级别可以使用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您可以有意无意地针对不同
LDom 资源将该主域的故障策略设置为不同值。但是，在任何给定点，LDom 代理
只能为主域设置一个故障策略。在具有多个 LDom 资源的群集中，该主域的故障策
略的不同值可能会造成冲突。要避免这种冲突，LDom 代理在设置主域的故障策略
时使用内部优先级。
内部优先级如下所示：
■

panic：最高

■

reset：高

■

stop：低

■

ignore：最低

如果在系统上为主域的故障策略设置的优先级低于在 LDom 资源中为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设置的优先级，主域的故障策略就会更改为该属性中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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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系统上为主域的故障策略设置的优先级高于在 LDom 资源中为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设置的优先级，主域的故障策略就不会更改为该属性中的
值。LDom 代理会记录一条消息，该消息表示首次冲突。
如果主域的故障策略设置为“ignore”，则 LDom 代理不会将该主域添加到逻辑域
的主域列表中。如果主域已经是该逻辑域的主域列表的一部分，LDom 代理将从主
域列表中删除该主域。
注意：Veritas 建议不要将任何主域的故障策略设置为 panic。
示例 1
在该系统上主域 (primary) 的故障策略设置为“ignore”，LDom 资源的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更改为 { primary = “stop” }。要检查在系统上主域
(primary) 的故障策略是否设置为“ignore”，请输入以下命令：
# ldm list-bindings primary | grep failure-policy

在本例中，因为已经将 LDom 代理的内部优先级分配为“stop”，由于该优先级高
于“ignore”，主域的故障策略就被更改为“stop”。LDom 代理使用以下命令将
主域的故障策略更改为“stop”：
# ldm set-domain failure-policy=stop primary

示例 2
在该系统上主域 (primary) 的故障策略设置为“panic”，LDom 资源的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更改为 { primary = “stop” }。要检查在系统上主域
(primary) 的故障策略是否设置为“panic”，请输入以下命令：
# ldm list-bindings primary | grep failure-policy

在本例中，因为已经将 LDom 代理的内部优先级分配为“stop”，由于该优先级低
于“panic”，主域的故障策略就保持为“panic”。
如果需要将主域的故障策略设置为优先级较低的值，低于系统上当前设置的值，您
必须手动执行 ldm 命令。LDom 代理使用以下命令将主域的故障策略从“reset”或
“panic”更改为“stop”：
# ldm set-domain failure-policy=stop primary

示例 3
如果在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中将主域的故障策略的值指定为“ignore”，则
LDom 代理将该主域从逻辑域主域列表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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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逻辑域的主域列表包含 primary 和 secondary，且如果该逻辑域 LDom 资源的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更改为 {primary = ignore, secondary = “stop” }，则之
后该主域将从该逻辑域的主域列表中删除。
在更改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之前，您可以输入以下命令，检查逻辑域的主域
列表是否包含主域和辅助域：
# ldm list-bindings guestldom | grep master

以下输出表示逻辑域包含主域和辅助域：
master=primary, secondary

在更改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之后，您可以输入以下命令，以检查是否从逻辑
域的主域列表中删除了该主域。
# ldm list-bindings guestldom | grep master

以下输出表示，从主域列表中删除了该主域：
master= secondary

有关用例方案以及必须设置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的 VCS 配置，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使用 VCS 迁移逻辑域
可以使用 hagrp –migrate 命令迁移逻辑域。
例如：
#hagrp –migrate service_group_name -to target_system_name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和《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在全局群集环境中配置 LDom Agent for DR
有关在全局群集环境中配置用于 DR 的 LDom 代理的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和《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将 LDom 代理与 IMF 一起使用
如果使用 IMF 进行智能资源监视，可以将 MonitorFreq 键设置为 0 或更高值。将
MonitorFreq 键设置为更高的值可确保代理不会频繁运行 monitor 函数。将
MonitorFreq 键设置为 0 将会在执行 IMF 监视时禁用传统监视。只有收到有关资源
的通知后才会执行传统监视。不过，如果对 LDom 进行了预留配置，且
MonitorReservation 属性的值设置为 1，请将 MonitorFreq 键值设置为您希望代理
运行 monitor 函数的频率，以验证对 LDom 的预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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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1
以下是最少的 LDom 配置：
LDom ldom1 (
LDomName = "ldom1"
)

示例配置 2
group ldom_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LDom ldmres (
LDomName = ldg1
)
DiskGroup dgres (
DiskGroup
)

= dg1

Volume volres (
Volume = vol1
DiskGroup = dg1
)
NIC nicres (
Device = nxge3
)
ldmres requires volres
ldmres requires nicres
volres requires dgres

支持用户启动的 LDom 迁移的配置
LDom ldom1 (
LDomName = guest
CfgFile = "/guest.xml"
RemoveLDomConfigForMigration=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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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发起的迁移
group sg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LDom ldmres1 (
LDomName = ldm1
CfgFile = "/etc/ldm1.xml"
NumCPU = 16
Memory = 8G
Password = aabbccddee
UserName = user1
RemoveLDomConfigForMigration=1
)

示例配置（动态虚拟机服务组故障转移）
cluster vcs (
HostMeters = {CPU, Mem, Swap, SCPU, SMem}
MeterWeight = { CPU = 10, Mem = 5, Swap = 1, SCPU = 10, SMem =
10}
)
group ldom-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LDom ldmres (
LDomName = ldm1
CfgFile = "/ldm1.xml"
NumCPU=8
Memory=8G
)

调试日志级别
LDom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DBG_3、DBG_4、DBG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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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代理
Project 代理可添加、删除及监视 Solaris 项目。可以使用 代理使项目具有高可用性
或对其进行监视。

依赖关系
图 5-9 显示了包含 Project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5-9

包含 Project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应用程序

IP

NIC

Project

Mount

DiskGroup

代理函数
Online

如果没有 Solaris 项目，请创建一个。如果有 Solaris 项目，可对其进行
修改。

Offline

如果 OfflineDelProject 属性值为 1，则删除 Solaris 项目。如果
OfflineDelProject 属性值为 0，则 Solaris 项目不会从 /etc/project 文件
中删除。

Monitor

检查 /etc/project 文件中是否存在指定的项目。

Clean

如果 OfflineDelProject 属性值为 1，则删除 Solaris 项目。如果
OfflineDelProject 属性值为 0，则 Solaris 项目不会从 /etc/project 文件
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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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表 5-17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OfflineDelProject

当代理调用 offline 或 clean 代理函数时，使用 OfflineDelProject
属性可指示 Project 代理将项目条目从 /etc/project 文件中删除。
OfflineDelProject 的默认值为 1，指示 Project 代理将项目条目
从 /etc/project 文件中删除。
如果不希望从 /etc/project 文件中删除项目，请将
OfflineDelProject 属性的值设置为 0。
默认值：1

表 5-18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用户

以逗号分隔的现有用户的列表，现有用户为项目的一部分。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Project (
static str ArgList[] = { User, OfflineDelProject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0, PassCInfo=1 }
static int FaultPropagation = 0
str User
boolean OfflineDelProject = 1
)

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include "OracleTypes.cf"
cluster vcs (
)
group grp_xrm (
SystemList = { sysa = 0 }
ContainerInfo @sysa = { Name = ora_project, Type = XRM,
Enabled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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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ora_res (
Sid = oradb
Owner = oracle
Home = "/oraHome/app"
)
Project proj_res (
User = oracle
OfflineDelProject = 0
)
ora_res requires proj_res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grp_xrm
// {
// Oracle ora_res
// {
// Project proj_res
// }
// }

调试日志级别
Project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

AlternateIO 代理
AlternateIO 代理可监视 VCS 存储和网络服务组，VCS 存储和网络服务组继而监视
从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导出到来宾逻辑域的冗余 I/O 服务。
如满足以下条件，则 AlternateIO 代理可发挥作用：
■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管理逻辑域。

■

备用 I/O 域已配置为向来宾逻辑域提供冗余存储和网络服务

AlternateIO 代理可提供从多个 I/O 域到一个来宾逻辑域的存储和网络连接性的总体
状态。
有关备用 I/O 域对逻辑域的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
南》。

224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AlternateIO 代理

AlternateIO 代理的依赖关系
AlternateIO 资源不直接依赖于任何其他 VCS 资源。 不过，AlternateIO 资源的状
态取决于属于 AlternateIO 资源所监视的服务组的存储或网络资源的状态。
图 5-10

显示了具有 AlternateIO 服务组的服务组配置示例

图 5-11

显示了 AlternateIO 服务组

AlternateIO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如果键值对中的值设置为 1，使存储服务组和网络服务组联机。

脱机

如果键值对中的值设置为 1，使存储服务组和网络服务组脱机。

Monitor

监视存储服务组和网络服务组的状态。 如果所有存储服务组和网络服
务组在至少一个域（主域或备用 I/O 域）上全部联机，则该资源显示联
机。
在主域和备用 I/O 域上，即使只有一个存储服务组或网络服务组脱机，
则该资源也会显示脱机。

Clean

不执行任何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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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IO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当所有存储服务组和网络服务组在至少一个域（主域或备用 I/O 域）上
全部联机时，报告 ONLINE 状态。

OFFLINE

在主域和备用 I/O 域上，即使只有一个存储服务组或网络服务组脱机，
也会报告 OFFLINE 状态。

UNKNOWN

在以下条件下，会报告在 StorageSG 和 NetworkSG 属性中提供的服务
组处于 UNKNOWN 状态：
■

未定义任何服务组

■

没有定义了 SystemList 属性的服务组

■

服务组被暂时或永久冻结

AlternateIO 代理的属性
表 5-19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StorageSG

键值对，其中的键是符合 VCS 所管理来宾域之存储需求的服务
组，其中的值是使这些服务组联机和脱机的选项。将值设置为 1
会在联机操作期间使服务组联机、在脱机操作期间使服务组脱机。
如果服务组包含需要在 AlternateIO 资源联机操作期间联机、在
AlternateIO 资源脱机操作期间脱机的资源（如 zpool），则将该
值设置为 1。如果服务组包含不需要在 AlternateIO 资源联机操作
期间联机、在 AlternateIO 资源脱机操作期间脱机的资源（如磁盘
或 CVM 共享磁盘组），则将该值设置为 0。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默认值：无
例如：StorageSG = { sg_storage_ldom1 = 1 }

NetworkSG

键值对，其中的键是符合 VCS 所管理来宾域之网络需求的服务
组，其中的值是使这些服务组联机或脱机的选项。将值设置为 1
会在联机操作期间使服务组联机、在脱机操作期间使服务组脱机。
一般来说，对于用来监视网络资源的包含资源的服务组，将值设
置为零。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默认值：无
示例：NetworkSG = { sg_network_ldom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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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IO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AlternateIO (
static str AgentFile = "bin/Script51Agent"
static str ArgList[] = { StorageSG, NetworkSG
str StorageSG{}
str NetworkSG{}
)

AlternateIO 代理的示例配置
一个显示了 AlternateIO 代理配置的 main.cf 示例。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aioclus (
UserNames = { admin = xxxxxxxxxxx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
system primary1 (
)
system alternate1 (
)
system primary2 (
)
system alternate2 (
)
group aio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primary2 = 1 }
Parallel = 1
)
AlternateIO aiores1 (
StorageSG @primary1 = { primary1-strsg = 0 }
StorageSG @primary2 = { primary2-strsg = 0}
NetworkSG @primary1 = { primary1-nwsg = 0}
NetworkSG @primary2 = { primary2-nwsg = 0}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aio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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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lternateIO aiores1
// }
group ldm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primary2
)

= 1 }

LDom ldmres (
LDomName = ldg1
)
requires group aiosg online local hard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ldmsg
// {
// LDom ldmres
// }

group primary1-nw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alternate1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primary1, alternate1 }
)
NIC nicres (
Device @primary1 = nxge3
Device @alternate1 = nxge1
)
Phantom ph1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primary1-nwsg
// {
// Phantom ph1
//
{
//
NIC nicre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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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primary1-str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alternate1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primary1, alternate1 }
)
Disk disk1 (
Partition @primary1 = "/dev/rdsk/c3t50060E8000C46C50d2s2"
Partition @alternate1 = "/dev/rdsk/c1t50060E8000C46C50d2s2"
)
Phantom ph2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primary1-strsg
// {
// Phantom ph2
//
{
//
Disk disk1
//
}
// }
group primary2-nwsg (
SystemList = { primary2 = 0, alternate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primary2, alternate2 }
)
NIC nicres1 (
Device @primary2 = nxge3
Device @alternate2 = nxge1
)
Phantom ph3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primary2-nwsg
// {
// Phantom ph3
//
{
//
NIC nicres1
//
}
// }
group primary2-strsg (
SystemList = { primary2 = 0, alternate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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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primary2, alternate2 }
)
Disk disk2 (
Partition @primary2 = "/dev/rdsk/c3t50060E8000C46C50d2s2"
Partition @alternate2 = "/dev/rdsk/c1t50060E8000C46C50d2s2"
)
Phantom ph4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primary2-strsg
// {
// Phantom ph4
//
{
//
Disk disk2
//
}
// }

AlternateIO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AlternateIO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DBG_1 和 DBG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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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

NotifierMngr 代理

■

Proxy 代理

■

Phantom 代理

■

RemoteGroup 代理

关于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使用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监视 组件和 VCS 对象。

NotifierMngr 代理
启动、停止并监视通知程序进程,使其具有高可用性。通知程序进程管理从 VCS 接
收消息以及将这些消息传送到 SNMP 控制台和 SMTP 服务器。
有关生成通知的事件类型的说明，请参考“管理指南”。要通过命令行配置通知，
请参见 notifier(1) 手册页。
不能使用 hares -modify 命令动态更改 NotifierMngr 代理的属性。使用该命令所做
的更改在重新启动通知程序后才会生效。

依赖关系
NotifierMngr 资源可依赖于 NIC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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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所需参数启动通知程序进程。

脱机

VCS 发送 SIGABORT。如果进程未在 1 秒钟之内退出，VCS 发送
SIGKILL。

Monitor

监视通知程序进程。

Clean

发送 SIGKILL。

ONLINE

指示通知程序进程正在运行。

OFFLINE

指示通知程序进程未在运行。

UNKNOWN

指示用户没有为资源指定所需的属性。

表 6-1

Solaris 的必需属性

状态定义

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SnmpConsoles

指定 SNMP 管理器的计算机名称以及要发送的消息的严重性级别。消
息的严重性级别分为“信息”、“警告”、“错误”和“严重错误”。
为消息指定一个给定的严重性级别会导致传送所有严重性相同或更高的
消息。

注意：如果未指定 SmtpServer，则 SnmpConsoles 为必需属性；否
则，SnmpConsoles 为可选属性。如果需要，可同时指定 SnmpConsoles
和 SmtpServer。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例如：
172.29.10.89 = 错误，172.29.10.56 = 信息
SmtpServer

指定 SMTP 服务器的计算机名称。

注意：如果未指定 SnmpConsoles，则 SmtpServer 为必需属性；否
则，SmtpServer 为可选属性。可以根据需要同时指定 SmtpServer 和
SnmpConsoles。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smtp.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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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Solaris 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EngineListeningPort

如果 VCS 引擎正在侦听其默认端口以外的端口，请更改该属
性。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4141

MessagesQueue

VCS 引擎的消息队列的大小。最小值为 3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30

NotifierListeningPort

任何有效的、未使用的 TCP/IP 端口号。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4144

NotifierSourceIP

如果填充了此属性，将从具有此 IP 地址的接口发送通知程序
（SMTP 和 SNMP）发送的所有通知。

注意：确保此属性中提供的源 IP 存在于 /etc/hosts 文件中，或
者可通过 DNS 解析。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10.209.77.111
SmtpFromPath

如果希望通知程序在 FROM: 字段中使用自定义电子邮件地址，
请将此属性设置为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usera@example.com

SmtpRecipients

指定 SMTP 向其发送信息和消息严重性级别的电子邮件地址。
消息的严重性级别分为“信息”、“警告”、“错误”和“严
重错误”。为消息指定一个给定的严重性级别指示接收所有严
重性相同或更高的消息。

注意：如果指定 SmtpServer，则 SmtpRecipients 为必需属
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例如：
"james@example.com" = SevereError,
"admin@example.com" =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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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SmtpReturnPath

如果希望通知程序在 Return-Path: <> 字段中使用自定义电子邮
件地址，请将此属性设置为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 SmtpServer 中指定的邮件服务器不支持 SMTP VRFY 命
令，则需将 SmtpVrfyOff 设置为 1，以使 SmtpReturnPath 值
生效。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usera@example.com

SmtpServerTimeout

此属性表示通知程序等待邮件服务器对其发送的 SMTP 命令进
行响应的时间（以秒为单位）。如果发现邮件服务器对通知程
序发送给它的 SMTP 命令进行回应所花费的时间较长，可增加
此属性值。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0

SmtpServerVrfyOff

如果邮件服务器不支持 SMTP VRFY 命令，则将该值设置为
1。如果将该值设置为 1，通知程序在发送电子邮件时将不向
SmtpServer 属性中指定的邮件服务器发送 SMTP VRFY 请求。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SnmpCommunity

为 SNMP 管理器指定团体 ID。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public

SnmpdTrapPort

SNMP 陷阱发送到的 SNMP 控制台计算机的端口。
如果指定了多个 SNMP 控制台，所有控制台均使用此值。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62

MessageExpiryInterval

在该秒数之后消息过期。如果 VCS 引擎在消息过期时间间隔内
无法将消息发送给通知程序，它将从 VCS 引擎的消息队列中删
除该消息。
最小值：360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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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otifierMngr (
static int RestartLimit = 3
static str ArgList[] = { EngineListeningPort, MessagesQueue,
MessageExpiryInterval, NotifierListeningPort, NotifierSourceIP,
SnmpdTrapPort, SnmpCommunity, SnmpConsoles, SmtpServer,
SmtpServerVrfyOff, SmtpServerTimeout, SmtpReturnPath,
SmtpFromPath, SmtpRecipients }
int EngineListeningPort = 14141
int MessagesQueue = 30
int MessageExpiryInterval = 3600
int NotifierListeningPort = 14144
str NotifierSourceIP
int SnmpdTrapPort = 162
str SnmpCommunity = public
str SnmpConsoles{}
str SmtpServer
boolean SmtpServerVrfyOff = 0
int SmtpServerTimeout = 10
str SmtpReturnPath
str SmtpFromPath
str SmtpRecipients{}
)

示例配置
在以下配置中，NotifierMngr 代理配置为使用两个资源组运行：NicGrp 和 Grp1。
NicGrp 包含 NIC 资源和 Phantom 资源，使 VCS 可以确定组的联机和脱机状态。
有关验证仅包含 OnOnly 或 Persistent 资源（如 NIC 资源）的组的状态的更多信
息，请参见 Phantom 代理。必须使 NicGrp 作为并行组在两个系统上运行。
Grp1 包含 NotifierMngr 资源 (ntfr) 和 Proxy 资源 (nicproxy)，针对第一个组中的
NIC 资源进行配置。
在此示例中，NotifierMngr 依赖于 Proxy 资源。
注意：群集中只能运行通知程序进程的一个实例。该进程不能在并行组中运行。
NotifierMngr 资源将所有事件的通知设置到 SNMP 控制台 SNMPServerName。在此
示例中，仅将 SevereError 严重性级别的消息发送给 SMTP 服务器
(smtp.example.com)，及收件人 (vcsadmin@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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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ystem north
system south
group NicGrp (
SystemList = { north = 0, south = 1 }
AutoStartList = { north }
Parallel = 1
)
Phantom my_phantom (
)
NIC NicGrp_e1000g0 (
Device = e1000g0
)
group Grp1 (
SystemList = { north = 0, south = 1 }
AutoStartList = { north }
)
Proxy nicproxy(
TargetResName = "NicGrp_en0"
)
NotifierMngr ntfr (
SnmpConsoles = { "SNMPServerName" = Information }
SmtpServer = "smtp.example.com"
SmtpRecipients = { "vcsadmin@example.com" = SevereError }
)
ntfr requires nicproxy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Grp1
{
NotifierMngr ntf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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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xy nicproxy
// }
// }

调试日志级别
NotifierMngr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DBG_3、DBG_5

Proxy 代理
Proxy 代理镜像本地系统或远程系统上其他资源的状态。此代理提供了一种方法以
指定和修改某个资源，并可通过其代理反映该资源的状态。如果需要复制某个资源
的状态，可使用此代理。
Proxy 资源只能指向 None 类型或 OnOnly 类型的资源，并可驻留在故障转移或并
行组中。目标资源与其代理不能位于同一个组中。

依赖关系
没有针对 Proxy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包含 Proxy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6-1
App1

App2

IP

Mount

IP

Mount

NIC

Volume

Proxy

Volume

DiskGroup

DiskGroup

代理函数
Monitor

根据目标资源的状态来确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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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表 6-3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TargetResName

Proxy 资源镜像的目标资源的名称。
目标资源必须与 Proxy 资源处于不同的资源组中。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nic1

表 6-4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TargetSysName

在 TargetSysName 变量指定的系统上镜像 TargetResName 属性的状
态。如果未指定该属性，则 Proxy 资源假定系统为本地系统。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sysa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Proxy (
static str ArgList[] = { TargetResName, TargetSysName,
"TargetResName:Probed", "TargetResName:State" }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TargetResName
str TargetSysName
)

示例配置
配置 1
Proxy proxy1 (
TargetResName = "nic1"
)

配置 2
Proxy 资源在 sysa 系统上镜像资源 nic2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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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 proxy1(
TargetResName = "nic2"
TargetSysName = "sysa"
)

配置 3
Proxy 资源在本地系统上镜像 mnic 资源的状态；目标资源位于 grp1，代理位于
grp2。目标资源与其代理不能位于同一个组中。

group grp1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AutoStartList = { sysa }
)
(
Device@sysa = { nxge0 = "166.98.16.103",qfe3 = "166.98.16.103"
}
Device@sysb = { nxge0 = "166.98.16.104",qfe3 = "166.98.16.104"
}
NetMask = "255.255.255.0"
ArpDelay = 5
Options = "failover"
)
(
Address = "166.98.16.78"
NetMask = "255.255.255.0"
MultiNICResName = mnic
Options = "failover"
)
ip1 requires mnic
group grp2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AutoStartList = { sysa }
)
(
Address = "166.98.16.79"
NetMask = "255.255.255.0"
MultiNICResName = mnic
Options = "mtu 1500"
)
Proxy proxy (
TargetResName = m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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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2 requires proxy

调试日志级别
Proxy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DBG_2

Phantom 代理
通过该代理，VCS 可以确定不包括 OnOff 资源（即可以由 VCS 启动和停止的资
源）的并行服务组的状态。 如果没有此代理提供的“虚拟”资源，则 VCS 无法估
计仅包含 None (Persistent) 和 OnOnly 资源的组的状态，因为在确定组是否联机的
过程中不会考虑这些资源的状态。 有关服务组和资源的类别的信息，请参考《VCS
管理指南》。
不要在故障转移服务组中使用 Phantom 资源。
而且，不要在不包含任何资源的服务组中使用 Phantom 资源。
注意：请勿尝试对资源级别上的 Phantom 资源执行手动联机或脱机操作。请勿尝
试对资源级别上的 Phantom 资源使用 hares 命令。如果您尝试对 Phantom 资源执
行手动联机或脱机操作或执行 hares 命令，会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您可以对包含
Phantom 资源的服务组执行命令。

依赖关系
Phantom 资源不存在依赖关系。
图 6-2
Phantom

包括 Phantom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NIC

代理函数
Monitor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Phantom (
)

根据服务组的状态来确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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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配置 1
Phantom boo (
)

配置 2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完整的 main.cf，其中 FileNone 资源和 Phantom 资源位于同
一个组中。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PhantomCluster
system sysa (
)
system sysb (
)
group phantomgroup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AutoStartList = { sysa }
Parallel = 1
)
FileNone my_file_none (
PathName = "/tmp/file_none"
)
Phantom my_phantom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maingroup
// {
// Phantom my_Phantom
// FileNone my_file_none
// }

RemoteGroup 代理
RemoteGroup 代理可建立在不同的 VCS 群集上配置的应用程序之间的依赖关系。
例如，您在本地群集中配置 Apache 资源，在远程群集中配置 MySQL 资源。在此
例中，Apache 资源依赖于 MySQL 资源。可以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建立这两种
资源之间的此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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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RemoteGroup 代理，您可以监视或管理位于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
有关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的一些要点如下：
■

对于要监视或管理的每个远程服务组，您必须在本地群集中配置一个相应的
RemoteGroup 资源。

■

本地群集中的多个 RemoteGroup 资源可以管理不同的远程群集中的相应的多个
远程服务组。

■

您可以将 RemoteGroup 资源包含在任何类型的资源或服务组依赖关系树中。

■

本地服务组状态和远程服务组状态的组合可确定 RemoteGroup 资源的状态。

在下列情况中，Veritas 支持 RemoteGroup 代理：
■

当 RemoteGroup 代理指向某个全局组时
RemoteGroup 代理这时必须映射本地群集中的全局组状态。

■

将 RemoteGroup 代理配置在一个本地并行服务组内时
所有群集节点上的 RemoteGroup 资源监视同一个远程服务组，除非其属性已本
地化。

■

当 RemoteGroup 代理配置在一个本地故障转移服务组内时

有关此代理的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依赖关系
最佳做法是，在 NIC 资源上建立 RemoteGroup 资源依赖关系。Veritas 建议
RemoteGroup 资源不应单独存在于服务组中。

代理函数
Online

使远程服务组联机。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43 页的表 6-5。

脱机

使远程服务组脱机。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43 页的表 6-5。

Monitor

监视远程服务组的状态。
远程服务组的真实状态仅在本地群集中的联机节点上受到监视。有
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43 页的表 6-5。

Clean

如果 RemoteGroup 资源出现故障，Clean 函数可使远程服务组脱
机。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43 页的表 6-5。

242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RemoteGroup 代理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远程服务组的状态为 ONLINE。
如果未将 ReturnIntOffline 属性设置为 RemotePartial，则远程服务组处
于 ONLINE 或 PARTIAL 状态。

OFFLINE

表示远程服务组的状态为 OFFLINE 或 FAULTED。远程服务组的真实
状态仅在本地群集中的联机节点上受到监视。
如果属性 ReturnIntOffline 设置为合适的值，RemoteGroup 资源将返回
intentional offline。

FAULTED

表示 RemoteGroup 资源已意外脱机。

UNKNOWN

表示 RemoteGroup 资源的配置或能力存在问题，因此不能确定远程服
务组的状态。

表 6-5

必需属性

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IpAddress

远程群集中节点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IP 地址可以是物理的或虚拟
的。
配置远程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时，不要将 IP 资源作为远程服务组的一部
分进行配置。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www.example.com 或 11.183.12.214

端口

当远程群集侦听默认值 14141 以外的某个端口时，这是必需属性。
请参见第 245 页的表 6-6。

GroupName

希望 RemoteGroup 代理监视或管理的远程群集上的服务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DB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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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VCSSysName

必须将此属性设置为 VCS 系统名称或 ANY 值。
■

ANY
如果远程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联机，RemoteGroup 资
源将联机。

■

VCSSysName
当 RemoteGroup 资源联机时，使用远程群集（希望远程服务组联
机处）中的 VCS 系统名称。使用它建立本地群集节点和远程群集节
点之间的一对一映射。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vcssys1 或 ANY
ControlMode

仅选择下列值之一来确定 RemoteGroup 资源的运行模式：MonitorOnly、
OnlineOnly 或 OnOff。
■

■

■

OnOff
RemoteGroup 资源使远程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将 VCSSysName 属性设置为 ANY 时，远程服务组的 SysList 属性
将确定远程服务组联机的节点。
MonitorOnly
RemoteGroup 资源只监视远程服务组的状态。RemoteGroup 资源
不能使远程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确保在联机 RemoteGroup 资源之前将远程服务组联机。
OnlineOnly
RemoteGroup 资源只使远程服务组联机。RemoteGroup 资源不能
使远程服务组脱机。
将 VCSSysName 属性设置为 ANY 时，远程服务组的 SysList 属性
将确定远程服务组联机的节点。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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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Username

这是远程群集的登录用户名。
将 ControlMode 属性设置为 OnOff 或 OnlineOnly 时，Username 必须
具有对远程服务组（在 GroupName 属性中指定的）的管理权限。
当使用 RemoteGroup 向导 输入您的用户名数据时，需要在单独的字段
中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域名。对于具有 Veritas 产品验证服务的群集，您
不必输入域名。
对于安全远程群集：
■

■

本地 Unix 用户
user@nodename - 其中 nodename 是在 IpAddress 属性中指定的
节点的名称。不要设置 DomainType 属性。
NIS 或 NIS+ 用户
user@domainName - 其中 domainName 是用户的 NIS 或 NIS+ 域
的名称。必须将 DomainType 属性的值设置为 nis 或 nisplus。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Password (密码)

■

对于不具有 Veritas 产品验证服务的群集：johnsmith

■

对于安全远程群集： "foobar@example.com"

这是对应于在 Username 属性中指定的用户的密码。必须使用
vcsencrypt -agent 命令加密该密码。

注意：从配置向导或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输入密码时，
请不要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6-6

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DomainType

仅对安全远程群集，为指定的用户输入域类型信息。
对于具有域类型 unixpwd 的用户，您不必设置此属性。
类型：字符串标量
例如：nis、nisplus

BrokerIp

仅对安全远程群集。如果需要 RemoteGroup 代理与特定身份验证
代理进行通信，请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代理的 IP 地址。
类型：字符串标量
例如：128.11.2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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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端口

远程引擎侦听请求的端口。
这是可选属性，除非远程群集对某个端口侦听，而非默认值
14141。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4141

OfflineWaitTime

远程服务组脱机可能需要的最长时间（以秒为单位）。如果远程服
务组脱机的时间长于为此属性指定的时间，则 VCS 将为
RemoteGroup 资源调用 clean 函数。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ReturnIntOffline

为 RemoteGroup 选择以下值之一以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
■

■

■

RemotePartial - 指示如果远程服务组处于 ONLINE|PARTIAL
状态，则 RemoteGroup 资源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
RemoteOffline - 指示如果远程服务组处于 OFFLINE 状态，则
RemoteGroup 资源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
RemoteFaulted - 指示如果远程服务组处于 OFFLINE|FAULTED
状态，则 RemoteGroup 资源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

您可以使用这些值的组合。
要使此属性能够正确运行，您必须将 RemoteGroup 资源类型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有关此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默认值: ""
OfflineMonitoringN ode 定义对远程服务组执行脱机监视的群集节点。这是内部属性。不要
修改。

表 6-7

类型级属性

类型级属性

说明

OnlineRetryLimit

如果出现需要较长时间联机的远程服务组，Veritas 建议修改默认
OnlineWaitLimit 和 OnlineRetryLimit 属性。

OnlineWaitLimit

有关这些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ToleranceLimit
MonitorInterval

如果希望 RemoteGroup 代理支持远程服务组的突然脱机，请修改
ToleranceLimit 属性。
有关这些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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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级属性

说明

ExternalStateChange 如果您希望当 RemoteGroup 资源不受 VCS 控制而联机或脱机时，本
地服务组也联机或脱机，请对属性 ExternalStateChange 进行相应的设
置。
有关这些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RemoteGroup (
static int OnlineRetryLimit = 2
static int ToleranceLimit = 1
static boolean IntentionalOffline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IpAddress, Port, Username, Password,
GroupName, VCSSysName, ControlMode, OfflineWaitTime,
DomainType, BrokerIp, ReturnIntOffline }
str IpAddress
int Port = 14141
str Username
str Password
str GroupName
str VCSSysName
str ControlMode
int OfflineWaitTime
str DomainType
str BrokerIp
str ReturnIntOffline[] = {}
temp str OfflineMonitoringNode
)

调试日志级别
RemoteGroup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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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测试代理

■

ElifNone 代理

■

FileNone 代理

■

FileOnOff 代理

■

FileOnOnly 代理

关于测试代理
使用测试代理可为程序支持资源提供高可用性。这些资源在测试服务组时十分有
用。

ElifNone 代理
ElifNone 代理可监视文件。检查其是否存在。
可以使用 ElifNone 代理测试服务组行为。也可将其用作替代资源，即用其替代资源
进行测试。

ElifNone 代理的依赖关系
没有针对 ElifNone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测试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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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ElifNone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7-1

应用程序

ElifNone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ElifNone 代理的代理函数
Monitor

检查指定文件。如果存在该文件，则资源出现故障。 如果不存在该文
件，则代理将资源报告为 ONLINE。

ElifNone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不存在。

FAULTED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存在。

UNKNOWN

指示 PathName 属性的值不包含文件名。

ElifNone 代理的属性
表 7-1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指定完整的路径名。路径名之前以斜杠开头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tmp/file01

ElifNon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ElifNone (
static str ArgList[] = { PathName }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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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PathName
)

ElifNone 代理的示例配置
ElifNone tmp_file01 (
PathName = "/tmp/file01"
)

ElifNone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ElifNone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4、DBG_5

FileNone 代理
监视某个文件，检查该文件是否存在。
可以使用 FileNone 代理测试服务组行为。 也可将其用作“替代”资源，即用其代
替资源进行测试。

FileNone 代理的依赖关系
没有针对 FileNone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图 7-2

包括 FileNone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应用程序

FileNone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250

测试代理
FileNone 代理

FileNone 代理的代理函数
Monitor

检查指定文件。 如果存在该文件，则代理将资源报告为 ONLINE。如
果不存在该文件，则资源出现故障。

FileNone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存在。

FAULTED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不存在。

UNKNOWN

指示 PathName 属性的值不包含文件名。

FileNone 代理的属性
表 7-2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指定完整的路径名。路径名之前以斜杠开头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tmp/file01

FileNon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FileNone (
static str ArgList[] = { PathName }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PathName
)

FileNone 代理的示例配置
FileNone tmp_file01 (
PathName = "/tmp/file01"
)

FileNone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FileNone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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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G_4、DBG_5

FileOnOff 代理
FileOnOff 代理创建、删除和监视文件。
可以使用 FileNone 代理测试服务组行为。也可将其用作“替代”资源，即用其代
替资源进行测试。

FileOnOff 代理的依赖关系
没有针对 FileOnOff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包括 FileOnOff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图 7-3

应用程序

FileOnOff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FileOnOff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如果不存在指定文件，则使用指定名称创建一个空文件。

脱机

删除指定文件。

Monitor

检查指定文件。 如果存在该文件，则代理会报告状态为 ONLINE。 如
果不存在该文件，则代理会报告状态为 OFFLINE。

Clean

如有必要，强制删除指定的文件。

FileOnOff 代理的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存在。

OFFLINE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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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ED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已不受 VCS 控制。

UNKNOWN

指示 PathName 属性的值不包含文件名。

FileOnOff 代理的属性
表 7-3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指定完整的路径名。路径名之前以斜杠开头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tmp/file01

FileOnOff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FileOnOff (
static str ArgList[] = { PathName }
str PathName
)

FileOnOff 代理的示例配置
FileOnOff tmp_file01 (
PathName = "/tmp/file01"
)

FileOnOff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FileOnOff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4、DBG_5

FileOnOnly 代理
FileOnOnly 代理创建和监视文件。
可以使用 FileNone 代理测试服务组行为。也可将其用作“替代”资源，即用其代
替资源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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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OnOnly 代理的依赖关系
没有针对 FileOnOnly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图 7-4

包括 FileOnOnly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
应用程序

FileOnOnly

IP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FileOnOnly 代理的代理函数
Online

除非存在指定文件，否则使用指定名称创建一个空文件。

Monitor

检查指定文件。 如果存在该文件，则代理会报告状态为 ONLINE。如
果不存在该文件，则资源出现故障。

FileOnOnly 代理的状态定义
此代理的状态定义如下：
ONLINE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存在。

OFFLINE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不存在，且 VCS 未尝试使资源联
机。

FAULTED

指示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已不受 VCS 控制。

UNKNOWN

指示 PathName 属性的值不包含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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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OnOnly 代理的属性
表 7-4

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指定完整的路径名。路径名之前以斜杠开头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tmp/file02

FileOnOnly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type FileOnOnly (
static str ArgList[] = { PathName }
static str Operations = OnOnly
str PathName
)

FileOnOnly 代理的示例配置
FileOnOnly tmp_file02 (
PathName = "/tmp/file02"
)

FileOnOnly 代理的调试日志级别
FileOnOnly 代理使用以下调试日志级别：
DBG_4、DBG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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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复制代理

■

RVG 代理

■

RVGPrimary 代理

■

RVGSnapshot

■

RVGShared 代理

■

RVGLogowner 代理

■

RVGSharedPri 代理

关于复制代理
使用复制代理可为 VVR 资源提供高可用性。
有关如何配置复制代理以实现高可用性的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
理指南》。

RVG 代理
使 RVG 联机、监视对 RVG 的读写访问以及使 RVG 脱机。 这是故障转移资源。
RVG 代理启用群集之间的复制。 它管理一个群集中的主 VVR 节点和另一个群集中
的辅助 VVR 节点。 每个节点都可以在其各自的群集中故障转移。 这样可使复制具
有高可用性。
RVG 代理管理 RVG 在本地故障转移期间的状态。RVGPrimary 代理管理 RVG 在
广域故障转移期间所发挥的角色。

复制代理
RVG 代理

使用 VCS 全局群集使您能够将主节点角色从 VVR 主节点故障转移到 VVR 辅助节
点。
RVG 代理提供了下列重要功能：
■

通过使 VVR 主节点和 VVR 辅助节点形成群集，消除可能出现单点故障的情况。

■

使您可以将服务组联机以启动使用 VVR 的 VCS 托管应用程序。

■

在群集中的某个节点出现故障后继续复制，而不会丢失更新。

■

确保可通过包含 RVG 资源类型定义来将 VVR 添加到任意 VCS 群集。

在创建配置时，可参考以下位置中适用于该代理的配置文件示例：
/etc/VRTSvcs/conf/sample_vvr/RVG

依赖关系
RVG 资源表示 RDS（复制数据集）中的 RVG（重复卷组）。RVG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RVG 资源还依赖于它用来执行复制的 IP 资源。
有关依赖关系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RVG 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图 8-1

RVG

DiskGroup

IP

NIC

代理函数
RVG 代理具有以下代理函数：
Online

验证 DiskGroup 代理是否已恢复 RVG。如果未恢复，则恢复并启动数据卷
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恢复 RVG 以及 RVG 中的所有 RLINK，
然后启动 RVG。

脱机

停止 RVG。

Monitor

使用 vxprint 命令监视 RVG 的状态。
RVG 资源仅监视对 RVG 的本地访问。它不监视复制。

Clean

停止 R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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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info 入口点显示有关 RDS 的复制状态的信息。

状态定义
RVG 代理具有以下状态定义：
ONLINE

表示 RVG 处于 ENABLED/ACTIVE 状态。

OFFLINE

表示 RVG 处于 DISABLED/CLEAN 状态。

FAULTED

如果 RVG 未处于 ENABLED/ACTIVE 状态，RVG 资源将失败。

属性
表 8-1

必需属性

属性

说明

RVG

要监视的 RVG 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hr_rvg

DiskGroup

与此 RVG 关联的磁盘组。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hrbg

StorageDG

Bunker 磁盘组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hr_bdg

StorageRVG

Bunker RVG 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hr_brvg

StorageHostIds

Bunker 群集中各节点的主机 ID 列表（以空
格分隔）。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例如：bunker_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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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可选属性

属性

说明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用途的线
程。
不要为此代理修改此属性。
将此属性设置为较高的值时，可能会由于基础命令的序列化而导致代理函数
超时。
默认值：1

资源类型定义
RVG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如下所示。
type RVG (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RVG, DiskGroup }
str RVG
str DiskGroup
str StorageRVG
str StorageDG
str StorageHostIds
)

示例配置
RVG rvg (
RVG = ApplicationRVG
DiskGroup = vvrdg
StorageRVG = ApplicationRVG
StorageDG = vvrdg
StorageHostIds = "bunker_host"
)

RVGPrimary 代理
通过 RVGPrimary 代理，可在 VCS 环境中迁移和接管 VVR 重复卷组 (RVG)。将一
个 RVGPrimary 类型的资源联机，会使本地主机上的 RVG 成为主节点。
当主节点端和辅助节点端中的主机形成群集，特别是形成 VCS 复制数据群集或 VCS
全局群集时，该代理可用于使可写复制磁盘供 VCS 管理的应用程序使用的过程完
全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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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GPrimary 代理提供了下列功能：
■

省去了在跨广域故障转移应用程序时手动迁移 VVR 主节点角色和辅助节点角色
的步骤。

■

通过尝试在硬接管之前进行迁移来最大程度地降低重新同步复制卷的必要性。

■

在迁移角色之前等待复制数据集的两端完全同步。

■

支持对已关闭的主节点自动执行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如果在发生接管的稍
后时间内返回）。

■

允许您在发生网络故障或灾难后区分主站点

■

支持在解决站点故障或网络故障之后选择主站点的能力。

■

成功迁移或接管辅助节点 RVG 后，RVGPrimary 代理会确保自动开始从新的主
节点复制到 RDS 中存在的任何其他辅助节点。

■

在接管前，当主站点不可用时，RVGPrimary 代理会将辅助站点与主站点的任何
关联 Bunker 进行同步。

有关如何配置复制代理以实现高可用性的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
理指南》。
创建配置时，可参考 /etc/VRTSvcs/conf/sample_vvr/RVGPrimary 中适用于此代理
的示例配置文件。

依赖关系
通常在具有 Online Local Hard 组依赖关系的两个组中将 RVGPrimary 代理与 RVG
代理一起使用。 父组包含管理实际应用程序和文件系统的资源，这些资源作为
RVGPrimary 资源。 子组包含管理存储基础架构的资源，其中包括 RVG 和
DiskGroup 类型的资源。
有关使用 RVGPrimary 代理设置 VVR 环境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InfoScale 复
制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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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GPrimary 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图 8-2

Oracle

IP

Mount

Mount

NIC

Mount

RVGPrimary
在主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的应用程序服务组（全局）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RVG

DiskGroup

IP

NIC
在主节点上和辅助节点上均处于联机状态的复制服务组（本地）

代理函数
RVGPrimary 代理具有以下代理函数：
Online

确定 RVG 的当前角色。如果角色为辅助节点，则它尝试进行迁移，并等待
原始主节点中任何未完成的写入。如果原始主节点已关闭，则它尝试进行接
管。 您可以对 RVGPrimary 代理进行配置，以便在接管前主站点不可用时，
该代理会将辅助站点与主站点的任何关联 Bunker 进行同步。如果 RVG 为主
节点，则它不执行任何操作并联机。

脱机

不执行任何操作。

Monitor

不执行任何操作。RVG 代理监视实际的 RVG。

Clean

不执行任何操作。

fbsync

这是 action 入口点。
它在原始主节点不可用后，将原始主节点与接管快速故障回复的新主节点重
新同步。 当原始主节点变为可用并开始作为辅助节点时，需要执行此重新同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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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Primary

这是 action 入口点。
可以执行它以便在主节点-主节点配置中将指定的 RVG 保留为主节点。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状态定义
RVGPrimary 代理具有下列状态定义：
ONLLINE

表明 RVG 的角色是主节点。

FAULTED

RVG 代理监视实际的 RVG。不受 VCS 控制的 VVR Primary 的意外迁移会
立即导致其他资源发生故障，如 Mount。该代理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特殊监
视。

属性
表 8-3

必需属性

属性

说明

RvgResourceName

此代理提升的 RVG 资源类型的名称。已使用 RVG 代理配置
的 RVG 资源类型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AutoTakeover

一个标志，指示代理是否应在原始主节点关闭时联机执行接
管。
AutoTakeover 和 AutoResync 是相互排斥的属性。
当 AutoTakeover=0 时，主节点选择功能是不适用的；因此，
将不支持该功能。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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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AutoResync

指示在接管和原始主节点恢复之后，代理是否应该尝试对该原
始主节点自动执行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
可以为此属性使用下列值：
■

■

■

0–指示代理在接管和原始主节点返回之后，代理不尝试对
该原始主节点执行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
1–指示代理在接管和原始主节点返回之后，代理尝试对该
原始主节点自动执行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
2–指示代理使用主节点选择功能。在接管和原始主节点返
回之后，代理不尝试对该原始主节点执行快速故障回复重
新同步。RVGPrimary 代理还会为 RVG 资源中所有数据
卷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如果将 AutoResync 属性设置为 2（启用主节点选择功
能），则 BunkerSyncTimeOut 属性的值必须为零以禁用
自动 Bunker 重放功能。无法在同一环境中同时使用自动
Bunker 重放功能和主节点选择功能。

AutoTakeover 和 AutoResync 是相互排斥的属性。
当 AutoTakeover=0 时，主节点选择功能是不适用的；因此，
将不支持该功能。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BunkerSyncTimeOut

BunkerSyncTimeOut 属性的值确定了是否让 Bunker 执行重
放。应为其设置您要为重放分配的时间值（以秒为单位）。
为 BunkerSyncTimeOut 属性使用下列值之一：
■

■

■

如果不为此属性使用值（默认的空值），RVGPrimary 代
理会认为该属性的值为无限超时值。该代理会将对 Bunker
Replicator Log 的所有写入重放到辅助节点。仅当该代理
发送所有写入后，VCS 才会在辅助节点上执行接管。
如果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0，将为该代理禁用 Bunker 重
放。RVGPrimary 代理将在辅助节点上立即执行接管。该
代理不会将暂停的写入从 Bunker 发送到辅助节点。
如果将该值设置为若干秒，RVGPrimary 代理会将在该时
段内进行的写入发送到辅助节点。当代理达到时间限制后，
将在辅助节点上执行接管。在这种情况下，Bunker 重放时
间等于该值（以秒为单位）。您可以动态地设置此值。

RVGPrimary 代理的 OnlineTimeout 和 OnlineRetryLimit 属性
值确定了 RVGPrimary 资源完成其联机操作可以使用的时间。
使用以下公式可获取分配给完成联机操作的时间 (TAOC)：
TAOC = (OnlineTimeout + (OnlineRetryLimit * Online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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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BunkerSyncTimeOut（续）

设置 BunkerSyncTimeOut 值（以秒为单位）时，RVGPrimary
代理的 TAOC 值应大于所需 BunkerSyncTimeOut 值。使用
大于 BunkerSyncTimeOut 值的 TAOC 值，可以确保 Bunker
重放和 RVG 接管可在为该特定联机操作分配的时间内完成。
如果 TAOC 小于 BunkerSyncTimeOut 值，且 Bunker 重放未
能在为联机操作分配的时间内完成，资源将出现故障。如果资
源出现故障，请清除该故障。如果该资源未故障转移到配置中
的其他群集节点，请重新尝试联机操作。
如果增大 BunkerSyncTimeOut 属性的值，则也必须增大
OnlineTimeout 或 OnlineRetryLimit 属性的值，以便 TAOC
一直比更改的值大。这是为了确保 Bunker 重放能够在为联机
操作分配的时间内完成。
如果 AutoResync 属性的值为 2，则必须将
BunkerSyncTimeOut 属性的值设置为 0，以便禁用自动 Bunker
重放。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

表 8-4
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用途的线程。
不要为此代理修改此属性。
将此属性设置为较高的值时，可能会由于基础命令的序列化而导致代理函数
超时。
默认值：1

表 8-5

内部属性

属性

说明

BunkerSyncElapsedTime

仅供内部使用，请不要修改。此值（以秒为单位）
表示辅助节点 RVG 等待完成与 Bunker 主机之间
的同步的时间。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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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过默认设置 AutoTakeover=1 和 AutoResync=0，当原始主节点发生故障
时可以成功进行首次故障转移，并且在原始主节点恢复之后，RDS（复制数据集）
发生主节点到主节点配置错误。如果希望代理在接管和原始主节点恢复之后尝试对
该原始主节点自动执行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请将 RVGPrimary 和 RVGSharedPri
代理的 AutoResync 属性的默认值设置为 1。这可防止主节点到主节点配置错误。

资源类型定义
RVGPrimary 的资源类型定义如下所示。
type RVGPrimary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fbsync, electprimary }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int OnlineRetryLimit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RvgResourceName, "RvgResourceName:RVG",
"RvgResourceName:DiskGroup", AutoTakeover, AutoResync,
BunkerSyncTimeOut, BunkerSyncElapsedTime }
str RvgResourceName
int AutoTakeover = 1
int AutoResync = 0
str BunkerSyncTimeOut
int BunkerSyncElapsedTime = 0
)

示例配置
RVGPrimary rvg-pri (
RvgResourceName = rvgRes
)

RVGSnapshot
对于防火练习，用于创建和销毁 VVR 辅助节点复制数据集中所有卷的事务性一致
优化空间快照。RVGSnapshot 代理在辅助节点 RVG 上创建优化空间快照。这些快
照可以在不影响实际复制数据的情况下装入和写入，这意味着优化空间快照可成为
一个有效工具，用于计划“防火练习”以确认广域故障转移是否可能。通过结合此
代理与 VCS Mount 代理、CFSMount 代理及管理复制的应用程序的 VCS 代理，可
以创建专用的防火练习服务组。可以按计划的定期间隔使此服务组联机和脱机，以
验证灾难恢复环境是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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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该代理本身之外，此软件包中还提供了：一个基于文本的向导
/opt/VRTSvcs/bin/fdsetup，用于为防火练习准备 VVR 和 VCS 基础架构；以及一个
/opt/VRTSvcs/bin/fdsched 脚本，用于运行防火练习并整合结果。
有关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RVGSnapshot 代理提供了下列重要功能：
■

自动执行在 VVR 辅助节点上创建优化空间快照（可装入该快照以模拟广域故障
转移而不影响生产应用程序）的过程。

■

提供了一个向导，可有效设置和安排完全由 VCS 管理的防火练习。

注意：RVGSnapshot 代理不支持卷集。

依赖关系
RVGSnapshot 代理依赖于这些资源。
RVGSnapshot 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图 8-3
Oracle

Mount

RVGSnapshot

代理函数
RVGSnapshot 代理具有以下代理函数：
Online

为 RVG 中的所有卷创建一个事务性一致快照。

脱机

销毁快照。

Monitor

不执行操作；快照故障将由该快照上装入的任何文件系统的 Mount 资源故障
来指示。

Clean

清理失败的快照创建或删除操作。

状态定义
RVGSnapshot 代理具有以下状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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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表示快照已创建。

OFFLINE

表示快照已销毁。

FAULTED

如果在联机期间未能成功创建快照，RVGSnapshot 资源将在超时后出现故
障。

属性
表 8-6

必需属性

属性

说明

RvgResourceName

VCS RVG 类型的资源的名称，该资源用于管理此代理
将为其创建快照的 RVG。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优化空间快照所需的缓存对象的名称；如果该对象不存
在，fdsetup 向导将创建一个。

CacheObj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创建快照卷时，放在实际卷名之前的令牌。

Prefix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8-7

可选属性

属性

说明

DestroyOnOffline

一个标志，用于指示是否在使资源脱机时销毁快照。对于
防火练习，应该删除快照，以便减少长时间离开快照所造
成的性能影响；但是，如果希望保留数据，则应将该属性
值设置为 0。默认值为 1 (true)。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

FDFile

防火练习计划会将该属性更新为系统名称以及一个文件的
路径，该文件中含有包含 RVGSnapshot 资源的组的上一
次完整防火练习的输出。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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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
他内部用途的线程。
不要为此代理修改此属性。
将此属性设置为较高的值时，可能会由于基础命令的序列
化而导致代理函数超时。
默认值：1

资源类型定义
RVGSnapshot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如下所示。

type RVGSnapshot (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Prefix }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RvgResourceName, CacheObj, Prefix,
DestroyOnOffline }
str RvgResourceName
str CacheObj
str Prefix
boolean DestroyOnOffline = 1
temp str FDFile
temp str VCSResLock
)

示例配置
RVGSnapshot rvg-sos (
RvgResourceName = ApplicationRVG
CacheObj = cacheobj
Prefix = snap
)

RVGShared 代理
在共享环境中监视 RVG。 这是并行资源。 通过 RVGShared 代理，可将并行应用
程序配置为使用群集中的 RVG。 RVGShared 代理可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监视
RVG。 必须将 RVGShared 代理配置为 VCS 中的一个并行组。 通常，RVGShared
资源在 VCS 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同时处于联机状态或脱机状态。 在创建配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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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位于 /etc/VRTSvcs/conf/sample_vvr/RVGLogowner 中适用于该代理的配置
文件示例。

依赖关系
RVGShared 资源表示 RDS 的 RVG。 RVGShared 资源依赖于 CVMVolDg 资源。
必须将 RVGShared 资源配置到并行组中。
有关配置并行应用程序以实现高可用性的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
理指南》。
有关依赖关系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RVGShared 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图 8-4

racdata_rvg
RVGShared
racdata_voldg
CVMVolDg
RVGShared 并行
服务组

注意：请勿在 CVMVolDg 资源的 CVMVolume 属性中添加任何属于 RVG 的卷。
RVG 中的卷是由 RVGShared 资源管理的。

代理函数
RVGShared 代理具有以下代理函数：
Online

验证 RVG 是否已启动。如果 RVG 未启动，请恢复 RVG 并启动它。

脱机

不执行任何操作。

Monitor

如果启动了 RVG，将状态显示为 ONLINE。如果未启动 RVG，将状态显示
为 OFFLINE。

Clean

不执行任何操作。

Info

info 入口点显示有关 RDS 的复制状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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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定义
RVGShared 代理具有以下状态定义：
ONLINE

表示 RVG 处于 ENABLED/ACTIVE 状态。

OFFLINE

表示 RVG 不处于 ENABLED/ACTIVE 状态，或者管理员已调用 offline 入口
点。

属性
表 8-8

必需属性

属性

说明

RVG

要监视的 RVG 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与该 RVG 关联的共享磁盘组。

DiskGroup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8-9
属性

说明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用途的线
程。
不要为此代理修改此属性。
将此属性设置为较高的值时，可能会由于基础命令的序列化而导致代理函数
超时。
默认值：1

资源类型定义
RVGShared 的资源类型定义如下所示。
type RVGShared (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RVG, DiskGroup }
str RVG
str DiskG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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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RVGShared racdata_rvg (
RVG = rac1_rvg
DiskGroup = oradatadg
)

RVGLogowner 代理
指派和取消指派某一节点作为 CVM 群集中的日志所有者；该代理用作故障转移资
源。RVGLogowner 代理指派或取消指派某一节点作为群集中的日志所有者。要复
制数据，VVR 要求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建立网络连接。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
只有一个节点（即日志所有者）可以将数据复制到辅助节点。
要使复制具有高可用性，日志所有者必须具有高可用性。要使日志所有者具有高可
用性，必须将 RVGLogowner 资源配置为故障转移组中的资源。此外，还必须对日
志所有者设置虚拟 IP，以便能够在群集中的各节点之间复制和故障转移日志所有
者。 必须将虚拟 IP 配置为 IP 资源。
有关日志所有者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在创建
配置时，可参考位于 /etc/VRTSvcs/conf/sample_vvr/RVGLogowner 中适用于该代
理的配置文件示例。

依赖关系
RVGLogowner 资源表示群集中 RVG 的日志所有者。 RVGLogowner 资源依赖于
它用来执行复制的 IP 资源。
必须将 RVGLogowner 资源配置为属于故障转移组。 RVGLogowner 组可与其他组
中的 RVGSharedPri 和 RVGShared 代理一起使用，具有相应的服务组依赖关系。
有关依赖关系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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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GLogowner 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图 8-5

rvg_logowner
RVGLogowner
logowner_ip
IP
nic
NIC
日志所有者
故障转移服务组

代理函数
RVGLogowner 代理具有以下代理函数：
Online

对节点指派日志所有者。

脱机

对节点取消指派日志所有者。

Monitor

如果节点为日志所有者，并且 RVG 处于 ENABLED/ACTIVE 状态，则返回
ONLINE 状态。如果节点为日志所有者，但状态不为 ENABLED/ACTIVE，
或者节点不是日志所有者（不管状态如何），则返回 OFFLINE。对于监视其
日志所有者的 RVG，必须将此 RVG 配置为 RVGShared 资源类型。

Clean

对节点取消指派日志所有者。

状态定义
RVGLogowner 代理具有以下状态定义：
ONLINE

表示节点是群集中 RVG 的日志所有者。

OFFLINE

表示节点不是群集中 RVG 的日志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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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必需属性

表 8-10
属性

说明

RVG

要监视的 RVG 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hr_rvg
与此 RVG 关联的磁盘组。

DiskGroup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hrbg

可选属性

表 8-11
属性

说明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用途的线程。
不要为此代理修改此属性。
将此属性设置为较高的值时，可能会由于基础命令的序列化而导致代理函数超
时。
默认值：1

表 8-12

内部属性

属性

说明

StorageDG

仅供内部使用，请不要修改。Bunker 磁盘组的名
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hr_bdg

StorageRVG

仅供内部使用，请不要修改。Bunker RVG 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例如： hr_brvg

StorageHostIds

仅供内部使用，请不要修改。Bunker 群集中各节点
的主机 ID 列表（以空格分隔）。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例如：bunker_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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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定义
RVGLogowner 的资源类型定义如下所示。
type RVGLogowner (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RVG, DiskGroup }
static int OnlineRetryLimit = 5
str RVG
str DiskGroup
str StorageRVG
str StorageDG
str StorageHostIds
)

RVGLogowner 代理说明
对于 RVGLogowner 代理，需要说明的是：

示例配置
RVGLogowner vvr_rvglogowner (
RVG = app_rvg
DiskGroup = vvrdg
)

RVGSharedPri 代理
尝试在并行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时，将辅助节点迁移到主节点，或者由主节点接管
辅助节点。通过 RVGSharedPri 代理可在 VCS 环境中的并行组内迁移和接管 VVR
复制数据集 (RDS)。将一个 RVGSharedPri 类型的资源联机，会使本地主机上的
RVG 成为主节点 RVG（如果尚不是）。当使用 VCS 全局群集对主节点端和辅助节
点端的主机进行群集化时，该代理可用于使可写复制磁盘供 VCS 管理的应用程序
使用的过程完全自动化。
无法将主节点选择功能与此代理一起使用。 有关主节点选择功能的详细说明，请参
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RVGSharedPri 代理提供了下列重要功能：
■

除去了在跨广域故障转移应用程序时手动迁移 VVR 主节点角色和辅助节点角色
的步骤。

■

通过尝试在硬接管之前进行迁移来最大程度地降低重新同步复制卷的必要性。

■

在迁移角色之前等待复制数据集的两端完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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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对已关闭的主节点自动执行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如果在发生接管的稍
后时间内返回）。

■

成功迁移或接管辅助 RVG 后，代理会自动开始从新的主节点复制到 RDS 中存
在的任何其他辅助节点。

示例配置文件位于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目录下，其文件名中包含 CVR。
这些示例文件作为 VRTSdbac package 的一部分安装，可用作创建配置的参考。

依赖关系
RVGSharedPri 代理用于在单独的组中以相应的服务组依赖关系与 RVGShared 和
RVGLogowner 代理一起使用。
有关配置并行应用程序以实现高可用性的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
理指南》。
必须将 RVGSharedPri 代理配置到并行服务组中。 该应用程序服务组包含用于管理
实际应用程序和文件系统的资源，以及 RVGSharedPri 代理。
RVGSharedPri 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图 8-6

ora_db1
Oracle
ora_mnt
CFSMount
ora_vvr_shpri
RVGSharedPri

应用程序并行服务组

代理函数
RVGSharedPri 代理具有以下代理函数：
Online

确定 RVG 的当前角色；如果为辅助节点，则尝试进行迁移，并等待原始主
节点中的任何未完成的写入；如果原始主节点已关闭，则尝试进行接管；如
果 RVG 为主节点，则不执行任何操作并联机。

脱机

不执行任何操作。

Monitor

不执行任何操作；对实际 RVG 的监视由 RVGShared 代理完成。

Clean

不执行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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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sync

这是 action 入口点。
它在原始主节点不可用后，将原始主节点与接管快速故障回复的新主节点重
新同步。
当原始主节点变为可用并开始作为辅助节点时，需要执行此重新同步。

resync

这是 action 入口点。
它使用 DCM 将辅助节点与主节点重新同步。

状态定义
RVGSharedPri 代理具有以下状态定义：
FAULTED

对实际 RVG 的监视由 RVGShared 代理完成；将 VVR 主节点意外迁移到
VCS 之外，将导致其他资源（例如 Mount）立即发生故障，因此无须使用该
代理进行特殊监视。

属性
表 8-13

必需属性

属性

说明

RvgResourceName

该代理将提升的 RVGShared 资源类型的名称，即已经
使用 RVGShared 代理配置的 RVG 资源类型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AutoTakeover

一个标志，指示代理是否应在原始主节点关闭时联机执
行接管。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1

AutoResync

一个标志，指示代理是否应在接管和原始主节点恢复之
后尝试对该原始主节点自动执行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VCSResLock

此属性保留为供 VCS 内部使用。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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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4

可选属性

属性

说明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用途的线
程。
不要为此代理修改此属性。
将此属性设置为较高的值时，可能会由于基础命令的序列化而导致代理函数
超时。
默认值：1

注意：如果采用默认设置 AutoTakeover=1 和 AutoResync=0，当原始主节点发生
故障时，可以成功进行首次故障转移，但在原始主节点恢复之后，RDS 中将发生
“主节点-主节点”配置错误。如果希望代理在接管和原始主节点恢复之后尝试对该
原始主节点自动执行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请将 RVGPrimary 和 RVGSharedPri
代理的 AutoResync 属性的默认值设置为 1。这可防止主节点到主节点配置错误。

资源类型定义
RVGSharedPri 的资源类型定义如下所示。
type RVGSharedPri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fbsync, resync }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int OnlineRetryLimit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RvgResourceName, "RvgResourceName:RVG",
"RvgResourceName:DiskGroup", AutoTakeover, AutoResync }
str RvgResourceName
int AutoTakeover = 1
int AutoResync = 0
temp str VCSResLock
)

示例配置
RVGSharedPri or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rac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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