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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1

用于灾难恢复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简介

■

1. 关于支持的灾难恢复方案

■

2. 规划灾难恢复

1
关于支持的灾难恢复方案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灾难恢复方案

■

关于校园群集配置

■

关于复制数据群集

■

关于全局群集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中的组件支持灾难恢复功能

■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7.3 产品在复制的环境中的
虚拟化支持

关于灾难恢复方案
Storage Foundation 通过活动配置和长距离复制解决方案提供颇具成本效益的短距
离灾难恢复，以便有效地管理灾难恢复要求。
本指南说明了如何配置校园群集、全局群集和复制数据群集 (RDC) 以便使用下列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进行灾难恢复故障转移：
■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Cluster Edition
(SF Sybase CE)

■

Cluster Server (VCS)

■

Volume Replicator (VVR)

关于支持的灾难恢复方案
关于灾难恢复方案

注意：SF Sybase CE 的灾难恢复方案仅经过测试，并且仅在使用 Veritas Cluster
Volume Manager 和 Volume Replicator 时才受支持。
有关配置 SFCFSHA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有关配置 SF Oracle RAC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有关配置 SF Sybase CE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F Sybase
ASE CE 管理指南》。
有关配置 VC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有关配置 VVR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表 1-1 列出了校园群集、全局群集和复制数据群集灾难恢复配置的主要用例。
表 1-1
用例说明

灾难恢复配置的主要用例
建议的灾难恢复配置

从生产站点到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灾难恢 具有全局群集的 Cluster Server HA/DR
复 (DR) 站点的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的灾难恢
请参见第 20 页的“ VCS 全局群集的工作方
复。
式”。
■ 两个站点之间的距离超出 80 KM 或 50 英
具有全局群集的 SFRAC
里
■ 通过复制可在 DR 站点中使用应用程序数
据
■ 应用程序应当仅在一个站点上随时处于活
动状态（主动/被动）
从生产站点到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灾难恢 具有复制数据群集 (RDC) 的 Cluster Server
复 (DR) 站点的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的灾难恢 HA/DR
复。
请参见第 18 页的“ VCS 复制数据群集的工作
■ 两个站点之间的距离少于 80 KM 或 50 英 方式”。
里
■ 通过复制可在 DR 站点中使用应用程序数
据
■ 应用程序应当仅在一个站点上随时处于活
动状态（主动/被动）
■ 在站点内自动故障转移应用程序，在站点
间自动故障转移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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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说明

建议的灾难恢复配置

从生产站点到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灾难恢 具有校园群集的 Cluster Server HA/DR
复 (DR) 站点的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的灾难恢
请参见第 13 页的“ VCS 校园群集的工作原
复。
理”。
■ 两个站点之间的距离少于 80 KM 或 50 英
用于远程镜像的 Storage Foundation
里
■ 通过远程镜像可在 DR 站点中使用应用程
序数据
■ 应用程序应当仅在一个站点上随时处于活
动状态（主动/被动）
■ 在站点内自动故障转移应用程序，在站点
间自动故障转移应用程序
两个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站点之间的业务
关键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
■

■

■

两个站点之间的距离少于 80 KM 或 50 英
里
通过远程镜像可在 DR 站点中使用应用程
序数据
应用程序应同时在两个站点上处于活动状
态（主动/主动）

具有校园群集的 Cluster Server
请参见第 13 页的“ VCS 校园群集的工作原
理”。
用于远程镜像和并行跨站点访问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具有校园群集且用于远程镜像和并行跨站点
访问的 SFRAC

关于校园群集配置
校园群集配置可通过单个 VCS 群集提供本地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此配置使
用数据镜像在不同站点之间复制数据。并不涉及基于主机或基于阵列的复制。
VCS 支持的校园群集可以采用通过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进行镜像的磁盘组。

VCS 校园群集要求
请查看 VCS 校园群集的下列要求：
■

必须安装 VCS。

■

必须有一个 VCS 群集，两个站点中的每一个都至少必须有一个节点，且两个站
点间的物理距离不得超过 80 公里。当站点相隔超过 80 公里时，您可以运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配置。

■

节点之间必须有冗余网络连接。所有指向存储的路径也必须是冗余的。
Veritas 建议在进行校园群集设置时设置下列各项：
■

存储和 LLT 专用网络的通用跨站点物理基础架构。
Veritas 建议对存储和 LLT 专用网络使用通用跨站点物理基础架构

12

关于支持的灾难恢复方案
关于校园群集配置

■

针对网络和跨站点 I/O 流量的技术，如密集波分复用 (DWDM)。 使用冗余链
接将网络故障的影响减至最小。

■

必须安装具有 FMR 许可证和站点识别许可证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

Veritas 建议配置 I/O 防护以避免在出现链接故障时发生数据损坏。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

必须将存储配置为符合 VxVM 的基于站点的分配及站点一致性要求。
■

站点中的所有节点都必须以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

■

所有的磁盘都必须以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

■

必须将校园群集中两个站点的 VxVM 站点名称都添加到磁盘组中。

■

必须将磁盘组中的每个卷的 allsites 属性都设置为 on。（默认情况下会将该
值设置为 on。）

■

磁盘组的 siteconsistent 属性必须设置为 on。

■

站点上的每个主机都必须连接到存储交换机。交换机必须可以访问所有站点上
的存储阵列。

■

SF Oracle RAC 校园群集要求在从这两个站点分配存储的情况下进行镜像卷。

VCS 校园群集的工作原理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将 VCS 与 VxVM 结合使用以在校园群集环境中提供高可用性。
在校园群集的设置过程中，VxVM 会自动在站点之间镜像卷。为增强读取性能，
VxVM 会从运行应用程序的本地站点上的 Plex 进行读取。VxVM 会同时在两个站点
上写入到 Plex。
如果某个站点上发生了存储故障，VxVM 会将发生故障的站点上的所有磁盘从磁盘
组中分离，以维持数据的一致性。发生故障的存储重新联机后，VxVM 会自动将该
站点重新挂接到磁盘组，并恢复 plex。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如果服务组或系统发生故障，VCS 会根据您为群集属性 SiteAware 和服务组属性
AutoFailOver 设置的值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对于校园群集设置，您必须定义站点并将系统添加到您定义的站点中。一个系统只
能从属于一个站点。站点定义在 VCS 间是一致的，您可以定义站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和 VxVM。 您可以定义站点依赖项，以将相连的应用程序限
制为在同一站点中进行故障转移。
可以使用以下工具定义站点：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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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站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
装使用指南》的最新版本。
根据 AutoFailOver 属性值的不同，VCS 会以下列方式进行故障转移：
0

VCS 不对服务组执行故障转移。

1

VCS 将服务组故障转移至另一合适的节点。
默认情况下，会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2

如果同一站点内存在其他合适的节点，VCS 即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否则 VCS 会等待管理员的干预，将服务组故障转移至另一站点内的合
适节点。
此配置需要启用 HA/DR 许可证。
Veritas 建议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2。

VCS main.cf 中的这些服务组的示例定义如下所示：
cluster VCS_CLUS (
PreferredFencingPolicy = Site
SiteAware = 1
)
site MTV (
SystemList = { sys1, sys2 }
)
site SFO (
Preference = 2
SystemList = { sys3, sys4 }
)

AutoFailover = 1 的 hybrid_group 和 AutoFailover = 2 的 failover_group 的示例配
置如下：
hybrid_group (
Parallel = 2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sys3 = 2, sys4 = 3 }
)
failover_group (
AutoFailover = 2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sys3 = 2, sys4 = 3 }
)

表 1-2 列出了可能的故障情形，以及 VCS 校园群集如何从这些故障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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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校园群集中的故障情形

故障

说明与恢复

节点故障

■

■

站点中的一个节点发生故障。
如果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1，则 VCS 会将服务组故障
转移至为群集定义的同一站点、SystemZones 属性为服务组定义的
SystemZone 或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定义的站点
内的另一个系统。
站点中的所有节点发生故障。

如果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0，则 VCS 在两种节点故障情况
下都需要管理员的干预以启动故障转移。
应用程序故障

其行为类似于节点故障。

存储故障 - 站点上
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发生故障

发生这样的存储故障时，VCS 不会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发生下列情况时，VxVM 会将站点从磁盘组中分离：磁盘中的任意卷在
发生磁盘故障的站点上不具有至少一个有效的 Plex。
在下列情况下，VxVM 会将站点从磁盘组分离：
■

发生故障的磁盘上没有配置 Plex。

■

发生了故障的磁盘上配置了某些 Plex，且在每个站点上一个卷至少
存在一个 Plex。

如果仅有部分发生了故障的磁盘联机，且 vxrelocd 后台驻留程序正在
运行，VxVM 会将其余的故障磁盘重新定位至任何可用的磁盘。然后，
VxVM 会自动将站点重新挂接至磁盘组并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
卷。
如果发生故障的所有磁盘都重新联机，VxVM 会自动将站点重新挂接至
磁盘组并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卷。
存储故障 - 两个站
点的所有磁盘都发
生故障

VCS 基于 DiskGroup 代理的 PanicSystemOnDGLoss 属性值起作用。

站点故障

某个站点上的所有节点和存储都发生了故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根据 AutoFailOver 属性值的不同，VCS 会以下列方式对服务组进行故
障转移：
■

如果将该值设置为 1，则 VCS 会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一个系统。

■

如果将该值设置为 2，则 VCS 需要管理员的干预才能将服务组故障
转移至另一站点中的系统。

由于发生故障的站点上的存储不可访问，因此 VCS 会导入应用程序服
务组中的磁盘组，同时将故障站点上的所有设备标记为 NODEVICE。
如果故障站点上的存储重新联机，VxVM 会自动将站点重新挂接至磁盘
组并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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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说明与恢复

网络故障（LLT 互
联故障）

每个站点上的节点都失去了与另一站点上节点的连接
如果节点间的所有专用互联都发生故障，就会发生裂脑情况，并引起数
据损坏。
请查看有关裂脑发生的其他可能原因以及 I/O 防护如何保护共享数据不
受损坏的详细信息。
Veritas 建议配置 I/O 防护以避免校园群集中发生数据损坏。
当群集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设置为 Site 时，防护驱动程序在协
调点竞争期间会优先选择具有较高站点优先级的节点。VCS 使用站点
级别的属性 Preference 来确定节点权重。

网络故障（LLT 及
存储互联故障）

每个站点上的节点都失去了与存储和另一站点上节点的连接
Veritas 建议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发生裂脑和序列裂脑情况。
■

■

如果配置了 I/O 防护：
未赢得竞争的站点会触发系统混乱。
还原网络连接后，VxVM 会检测故障站点上的存储，并会将站点重
新挂接至磁盘组，然后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卷。
如果未配置 I/O 防护：
如果在上述故障情况下应用程序服务组在站点 A 上处于联机状态，
则应用程序服务组会在该站点上保持联机。由于存储不可访问，
VxVM 会将故障站点处的磁盘从磁盘组中分离。在应用程序服务组
处于脱机状态的站点 B 处，VCS 会使应用程序服务组联机，同时导
入磁盘组，将站点 A 的所有设备标记为 NODEVICE。这样，应用程
序服务组就在两个站点上都处于联机状态，且每个站点都使用本地
存储。这会导致数据副本不一致，从而引发站点范围内的裂脑。
如果在站点之间还原网络连接，就可能存在序列裂脑。
有关如何从序列裂脑情况恢复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图 1-1 描述了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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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校园集群
站点 A（主）

站点 B（辅助）
公共网络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3

节点 4

专用网络

交换机

交换机

磁盘阵列

磁盘阵列

VxVM 镜像卷

站点 C

交换机

磁盘阵列

协调点

VCS 校园群集通常具有下列特征：
■

单个 VCS 群集跨越多个站点。
在示例图中，VCS 在四个节点上进行了配置： 节点 1 和节点 2 位于站点 A，节
点 3 和节点 4 位于站点 B。

■

I/O 防护配置有一个来自校园群集中每个站点的协调器磁盘以及另一个来自第三
方站点的协调器磁盘。
图 1-1 显示了具有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典型设置。您还可以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每个站点的两个协调器磁盘以及一个来自第三方站点的 CP 服务器混合模式防护
也受支持。

■

共享数据位于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的磁盘组上的镜像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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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所需要的卷在两个站点上都有镜像。

■

群集中所有的节点都会以 VxVM 站点名称标记。属于某个站点的所有磁盘都会
以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

■

会在 VCS 中将该磁盘组配置为一个 DiskGroup 类型的资源，并使用 Mount 资
源类型装入它。

关于复制数据群集
在复制数据群集中，不存在共享磁盘。而是由数据复制产品在节点或站点之间同步
各份数据。可以在应用程序级别、主机级别和存储级别进行复制。 应用程序级别的
复制产品（如 Oracle DataGuard）在 SQL 级别或数据库级别维护系统间数据副本
的一致性。 基于主机的复制产品（如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在逻辑卷级别维
护存储的一致性。基于存储或基于阵列的复制产品在磁盘级别或 RAID LUN 级别维
护数据的一致性。
图 1-2 显示的是一个混合型共享存储和复制数据群集，其中根据特定服务组为节点
指派了不同的故障转移优先级。
共享存储复制数据群集

图 1-2

服务组

复制

还可以将复制数据群集配置为不能在本地进行故障转移，但建议不要进行此配置。
请参见第 18 页的“ VCS 复制数据群集的工作方式”。

VCS 复制数据群集的工作方式
要了解复制数据群集配置的工作方式，可以使用在 VCS 复制数据群集中配置的应
用程序为例。 该配置具有两个系统区域：
■

主区域（区域 0），由位于主站点上并已连接到主存储的节点组成

■

辅助区域（区域 1），由位于辅助站点上并已连接到辅助存储的节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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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安装和配置该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数据位于每个 RDC 站点内
的共享磁盘中，并在各 RDC 站点之间复制以确保数据并存。该应用程序服务组在
当前主区域中的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并配置为在群集中进行故障转移。
图 1-3 说明了在 VCS 复制数据群集上配置的应用程序。
VCS 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图 1-3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重定向

公共网络

区域 0

客户端

区域 1

专用网络

服务组

服务组
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复制
数据

单独存储

单独存储

如果系统或应用程序出现故障，则 VCS 会尝试将该应用程序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
一个 RDC 站点中的另一个系统。但是，如果 VCS 在主 RDC 站点中找不到故障转
移目标节点，则 VCS 会将服务组切换到当前辅助 RDC 站点（区域 1）中的节点。

关于全局群集
全局群集可以链接不同位置的群集，能够实现广域故障转移和灾难恢复。
本地群集可以为每个站点或建筑物提供本地故障转移。校园群集配置和复制群集配
置针对影响有限地理区域的灾难提供保护。但大规模的灾难（如重大洪灾、飓风和
地震）可能导致整个城市或地区断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应用程序迁移到
距离非常远的站点来确保数据可用性。
图 1-4 显示全局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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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群集

图 1-4

客户端

群集 A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重定向

公共
网络

群集 B

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Oracle 组

Oracle 组

复制数据

单独存储

单独存储

在全局群集中，如果应用程序或系统出现故障，应用程序迁移到同一群集中的其他
系统。如果整个群集出现故障，则应用程序迁移到其他群集中的系统。如果要在全
局级别进行群集操作，还要求将共享数据复制到远程站点。

VCS 全局群集的工作方式
本地群集可以为每个站点或建筑物提供本地故障转移。 但这些配置无法针对造成整
个城市或地区发生中断的大规模灾难（如洪灾、飓风和地震）提供保护。此时整个
群集都可能会受到中断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VCS 全局群集可通过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距离非常远的远程群集来确
保数据的可用性。
下面以在 VCS 全局群集中配置的 Oracle 数据库为例进行说明。 在两个群集中都安
装并配置 Oracle。Oracle 数据位于每个群集内的共享磁盘中，并在群集间复制以确
保数据并存。Oracle 服务组在群集 A 中的系统上联机，并配置为以全局方式（即在
群集 A 和 B 上）故障转移。
图 1-5 显示了全局群集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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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群集设置示例

图 1-5

客户端

群集 A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重定向

公共网络

群集 B

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Oracle
组

Oracle
组

复制数据

单独存储

单独存储

VCS 一直监视着事件，并在群集之间传达事件。 群集间通信可确保全局群集时刻
了解在全局群集中配置的服务组的状态。
如果系统或应用程序发生故障，VCS 就将 Oracle 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一群集内的
另一系统。 如果整个群集发生故障，VCS 就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属于全局群集的
远程群集。一旦应用程序在新位置处于联机状态，VCS 还会重定向客户端。

用于执行跨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仅当用户组的用户在远程群集上有以下权限之一时，可执行跨群集联机或脱机操
作：
■

组的组管理员或组操作员权限

■

群集管理员或群集操作员权限

仅当用户组的用户在两个群集上都有以下权限之一时，可执行跨群集切换操作：
■

组的组管理员或组操作员权限

■

群集管理员或群集操作员权限

VCS 全局群集： 构造块
VCS 通过以下各项将群集概念扩展到了广域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领域：
■

远程群集对象
请参见第 22 页的“ 将远程群集对象可视化”。

■

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全局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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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局群集管理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全局群集管理”。

■

序列化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

弹性和“通行权”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恢复能力和“通行权””。

■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请参见第 25 页的“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

安全通信
请参见第 28 页的“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将远程群集对象可视化
VCS 使您能够使用用于管理 VCS 的任何支持的组件（例如 VCS CLI 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将远程群集对象可视化
您可以在配置文件 main.cf 中定义远程群集。 “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为执行此操作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 该向导使用所
需的配置更改来更新所有连接的群集的 main.cf 文件。

关于全局服务组
全局服务组是常规的 VCS 组，具有用于实现广域故障转移的附加属性。 全局服务
组属性 ClusterList 定义组可以故障转移到的群集的列表。必须在所有参与群集上配
置服务组，并且在每个群集上，服务组的名称必须相同。“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可以用来配置全
局组。
VCS 代理可以管理跨群集故障转移期间进行的复制。
请参见第 25 页的“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关于全局群集管理
通过 VCS 可以从任何群集中的任何系统对全局服务组执行操作（联机、脱机、切
换）。 但必须以有足够权限的身份登录才能进行群集操作。
请参见第 21 页的“用于执行跨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可以使服务组联机，也可以将其切换到任何群集中的任何系统。 如果不指定目标系
统，VCS 就使用 FailOverPolicy 来确定目标系统。

22

关于支持的灾难恢复方案
关于全局群集

对远程群集对象进行管理时，要借助通过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实现的群集间通信。

关于广域连接器进程
广域连接器 (wac) 是故障转移 Application 资源，用于确保群集之间的通信。
图 1-6 是广域连接器进程的一个图例。
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

图 1-6
应用
程序组

HAD

应用
程序组

HAD

应用
程序组

应用
程序组

Wac 进程

wac 进程

HAD

HAD

群集 1

应用
程序组

应用
程序组

HAD

HAD

群集 2

每个群集中都有一个系统运行着 wac 进程，该进程与远程群集中的对等方连接。它
接收并传输有关群集、服务组和系统的状态的信息。通过这种通信，VCS 可以创建
包含配置为属于全局群集的所有群集的状态的综合视图。该进程还管理广域心跳以
确定远程群集的健康状况。此外，该进程还在群集间传输命令，并将结果返回到发
出命令的群集。
VCS 提供确保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的选项。
请参见第 28 页的“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关于广域心跳代理
广域心跳代理对群集间心跳进行管理。 心跳用于监视远程群集的健康状况。VCS
广域心跳代理包括 Icmp 和 IcmpS。其他 VCS 资源代理向 VCS 引擎报告其状态，
而心跳代理将直接向 WAC 进程报告其状态。心跳名称必须与心跳类型名称相同。
对于一种特定的心跳类型，只能添加一个心跳。
请参见第 23 页的“广域心跳代理的示例配置”。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广域心跳代理。例如，SRDF 的 VCS 复制代理包括用于 Symmetrix
阵列的自定义心跳代理。
可以使用 hahb -add heartbeatname 命令添加心跳，并可使用 hahb -modify 命
令更改心跳代理的默认值。

广域心跳代理的示例配置
下面是广域心跳代理的一个示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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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priclus
Arguments @Cpriclus =
{"10.209.134.1"
)

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VCS 可确保按顺序执行全局服务组操作，以避免出现时序问题并确保性能平稳。
Authority 属性防止服务组同时在多个群集中联机。Authority 是一个持久性服务组属
性，它指定哪个群集有权使全局服务组联机。不能在运行时修改该属性。
如果两名管理员同时尝试使一个服务组在双群集全局组中联机，则根据 Authority 属
性的值，会支持其中一个命令，而会拒绝另一个命令。
该属性可防止使服务组在无相应权限的群集中联机。如果具有该权限的群集处于关
闭状态，可使用 hagrp -online -force service_group 命令强制执行接管。 可
以在发生灾难时使用该命令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注意：对某个组具有权限的群集并不保证该组将在该群集上联机。 该属性仅指定有
权使服务组在群集中联机。 Authority 的存在不会覆盖冻结、自动禁用、非探查等防
止服务组联机的组设置。
如果任何群集都未持有 Authority 属性，则必须获取该属性。
可以从任何群集对全局组执行脱机操作，无需更改权限，这是因为使组脱机并不一
定表示要执行跨群集故障转移。

关于 Authority 和 AutoStart 属性
将 Authority 属性和 AutoStart 属性一起使用可以避免多群集配置中可能存在的并发
冲突。
如果设置了 AutoStartList 属性，并将组的 Authority 属性设置为 1，则 VCS 引擎将
等待 wac 进程连接到对等方。如果连接失败，表示对等方处于关闭状态，然后将执
行 AutoStart 进程。如果连接成功，HAD 将等待远程快照。如果对等方对组拥有权
限且远程组处于联机状态（由于接管），则本地群集不会使组联机，并且会放弃权
限。
如果将 Authority 属性设置为 0，则不调用 AutoStart。

关于恢复能力和“通行权”
VCS 全局群集使用广域连接器进程和 ClusterService 组来维护恢复能力。只要群集
中至少有一个仍正常运行的节点，广域连接器进程就会运行。
广域连接器及其别名以及通知程序都是 ClusterService 组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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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现在，VCS 代理可管理属于广域故障转移的外部对象。 这些对象包括复制、DNS
更新等。VCS 代理提供健壮的框架来指定属性和重新启动操作，并可以在故障转移
时联机。
DNS 代理

在广域故障转移后，DNS 代理更新域名服务器中的规范名称
映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
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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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Volume Replicator 的
VCS 代理

您可以在 VCS 全局群集设置中为 Volume Replicator 使用下
列 VCS 代理：
■

■

■

■

■

■

RVG 代理
RVG 代理对重复卷组 (RVG) 进行管理。具体来说，它可
使 RVG 联机、监视对 RVG 的读写访问以及使 RVG 脱
机。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进行复制时，使用此代理。
RVGPrimary 代理
在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后，RVGPrimary 代理尝试迁移辅助
站点使之成为主站点，或接管辅助站点使之成为主站点。
该代理不执行与脱机和监视例程关联的操作。
RVGShared 代理
RVGShared 代理可在共享环境中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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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VGSharedPri 代理
RVGSharedPri 代理用于在 VCS 环境中的并行组内迁移
和接管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数据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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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VGLogowner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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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当前只有 cvm 主
节点应该分配到 logowner 角色。
RVGSnapshot 代理
RVGSnapshot 代理用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中，该代理获取
优化空间快照，以便在防火练习操作过程中能够在辅助站
点装入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
南》。

在 CVM 环境中，RVGShared 代理、RVGSharedPri 代理、
RVGLogOwner 代理和 RVGSnapshot 代理均受支持。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用于第三方复制技术的 VCS
代理

VCS 提供了用于其他基于第三方阵列的或基于应用程序的复
制解决方案的代理。可从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Pack 软件
中获得这些代理。
有关 VCS 支持的复制技术的列表，请参见 Agent Pack 文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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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如果全局群集中任何两个群集之间的所有心跳出现故障，表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

远程群集发生故障。

■

这两个群集之间的所有通信链接都中断。

在含有三个或更多群集的全局群集中，VCS 会查询连接的群集来确认远程群集确实
已关闭。此机制称为“查询”。
在双群集设置中，VCS 使用 Steward 进程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广域裂脑的可能性。
此进程作为独立二进制程序在全局群集配置以外的系统上运行。
图 1-7 说明了在双群集设置中，Steward 进程最大限度地降低裂脑可能性的方式。
图 1-7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群集 B

群集 A
Steward

当任何两个群集之间的所有通信链接都中断时，每个群集使用查询消息联系
Steward。 Steward 向待查群集发送 ICMP ping，如果群集正在运行，则以被动查
询方式响应，如果群集已关闭，则以主动查询方式响应。Steward 也可用于包含两
个以上群集的配置。VCS 可提供能够确保 Steward 进程和广域连接器之间安全通
信的选项。
请参见第 28 页的“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在非安全配置中，您可在与全局群集节点的平台所不同的平台上配置 steward 进
程。尚未针对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 steward 进程进行安全配置测试。
例如，可在 Windows 系统上针对 Solaris 系统上运行的全局群集运行 steward 进
程。不过，针对 Solaris 的 VCS 版本仅包含适用于 Solaris 的 steward 二进制文件。
您必须从 Windows 群集上的 VCS 安装目录中复制适用于 Windows 的 steward 二
进制文件，一般此目录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仅当从每个群集到运行 Steward 的主机之间具有独立的路径时，Steward 才有效。
如果两个群集之间只有一个路径，那么，如果发生故障，必须手动通过电话或某些
消息传送系统与远程站点的管理员联系以进行确认，从而防止裂脑。默认情况下，
在管理员确认后，VCS 全局群集在群集范围内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可以将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为 Auto 来配置自动故障转移。
有关配置 Steward 进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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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d 的默认端口是 14156。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在全局群集中，VCS 提供使下列通信类型安全的选项：
■

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

广域连接器与 Steward 进程之间的通信。

要进行安全的身份验证，广域连接器进程会将某个安全上下文作为每个群集节点上
的本地身份验证代理中的一个帐户。
WAC 帐户属于与 HAD 和 Command Server 相同的域，并被指定为：
name = WAC
domain = 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必须在所有群集中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以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如果广域连接器进程
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则必须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 Steward。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中的组件支持灾难恢复功
能
表 1-3 列出了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中的组件可用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
能。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中的组件支持的功能

表 1-3
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
能

VCS

VCS

SFHA

SFCFS HA

SFRAC

SF Syb CE

HA/DR

实现高可用性 (HA) 的群集 Y
功能

Y

Y

Y

Y

Y

数据库和应用程序/ISV 代理 Y

Y

Y

Y

Y

Y

高级故障转移逻辑

Y

Y

Y

Y

Y

Y

通过 I/O 防护实现数据完整 Y
性保护

Y

Y

Y

Y

Y

高级虚拟机支持

Y

Y

Y

Y

Y

N

虚拟业务服务

Y

Y

Y

Y

Y

N

VVR 的复制代理

N

Y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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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
能

VCS

VCS

SFHA

SFCFS HA

SFRAC

SF Syb CE

HA/DR

基于第三方阵列的复制的复 N
制代理

Y

O

O

O

N

复制数据群集

N

Y

O

O

N

N

校园群集或伸展群集

N

Y

O

O

O

N

使用 VVR 的全局群集

N

Y

O

O

O

O

使用基于第三方阵列的复制 N
的全局群集

Y

O

O

O

N

防火练习

Y

O

O

O

N

N
■

Y=在您的许可证内包含该功能。

■

O=您的许可证不包括此功能，但可单独获得授权。

■

N=您的许可证不支持该功能。

以下组件支持多个第三方复制选项：
■

Cluster Server (VCS)

■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当前仅支持 VVR 复制。
有关第三方复制支持的当前信息：
请参见 https://sort.veritas.com/agents 并在“Agent type (代理类型)”下选择
“Replication Agents (复制代理)”。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中的组件的数据库支持复制

表 1-4
数据库复制支持

VCS

VCS

SFHA

SFCFS HA

SFRAC

SF Syb CE

HA/DR
DB2

Y

Y

Y

Y

N

N

单实例 Oracle

Y

Y

Y

Y

Y

N

Oracle RAC

N

N

N

N

Y

N

Sybase

Y

Y

Y

Y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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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复制支持

VCS

VCS

SFHA

SFCFS HA

SFRAC

SF Syb CE

N

N

N

Y

HA/DR
Syabase ASE CE

N

N

单实例 Oracle 和 Oracle RAC 复制支持包括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复制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7.3 产品在复制的环境中的虚拟化支持
SORT 上列出的所有受 VCS 支持的复制代理在来宾（虚拟到虚拟群集）内也受支
持。来宾中的复制代理支持表与 VCS 支持表相同。如果 VCS 在虚拟化平台的来宾
内受支持，则复制代理也受支持。
对于 Linux：
复制代理在虚拟环境中受支持的先决条件如下：
必须使数据磁盘作为直通设备对虚拟机可见，例如使 VMware 对 RDM 可见、使
LDOM 对物理磁盘或不含盘片选项的磁盘 LUN 可见。
例外：
对于以下复制代理，Firedrill 功能在虚拟环境中不受支持：
■

EMC MirrorView

■

HP-UX EVA CA

仅 Firedrill 功能受影响：这些复制代理可用于管理来宾内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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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灾难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规划群集配置

■

规划数据复制

规划群集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为多站点群集提供各种灾难恢
复配置，例如，校园群集和全局群集。在多站点群集中，可以将节点放置在建筑物
的不同部分中，放置在不同的建筑物中，或者放置在不同的城市中。节点之间的距
离取决于需要保护的灾难类型和用于复制数据的技术。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支持采用多种复制技术来复制数据。
要防止灾难导致群集发生中断，必须在地理区域上将群集组件分隔开。

规划校园群集设置
校园群集又称为伸展群集或远程镜像配置。在校园群集中，群集的主机和存储分布
在相隔几英里的多个站点中。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校园群集时，请牢记以下最佳做法：
■

校园群集站点之间的连接通常是冗余的高容量网络，能够在群集站点之间提供
存储访问通道以及专用网络通信。可以将单个 DWDM 链接用于存储及专用网络
通信。

■

使用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属于某个站点的磁盘或磁盘阵列。如果使用站
点名称对包含卷的 VxVM 磁盘组中的磁盘进行标记，VxVM 可在创建卷、调整
卷大小及更改卷布局时从正确的站点分配存储。

■

使用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每个主机。确保将卷的读取策略设置为
SITEREAD。此设置可确保从本地站点的 plex 满足卷上的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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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包含应用程序所需数据的所有卷的 allsites 属性，以确保均衡地镜像这些
卷。每个站点必须至少具有一个对包含应用程序数据的所有卷（包括 FlashSnap
日志卷）的镜像。

■

启用磁盘组和卷的 siteconsistent 属性，以启用可识别站点的 plex 分离。快
照卷不需要是站点一致的。

■

对于双站点校园群集，请将第三个协调器磁盘置于第三个站点上。第三个站点
上的 iSCSI 磁盘可用作暗光纤连接的 FC-SAN 的备用磁盘，也可用作协调点服
务器 (CPS) 的第三个协调点。

■

确保将 DCO 日志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挂接到这些卷以启用快速重新同步操作。

■

在包含数据卷的所有磁盘组上，将 CVM 磁盘分离策略设置为“global (全局)”
或“local (本地)”。
对于 OCR 和 Voting 磁盘，建议将磁盘组策略设置为“local (本地)”分离策
略。

规划复制数据群集设置
通过 VCS 复制数据群集 (RDC) 配置，您可以为应用程序提供易于管理的可靠灾难
恢复保护。例如，可以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或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复制已更
改的数据，从而将 VCS 群集中一个配置为具有本地高可用性的数据库实例转换为
具有灾难保护功能的 RDC 基础结构。
配置 RDC 时，请记住以下最佳做法：
■

确保已正确标识各站点以及各站点的系统，以便在 RDC 中定义系统区域时加以
使用。

■

确保复制节点之间存在双重专用 LLT 链接。

■

由于 RDC 配置中使用的站点位于 Metro 限制范围内，因此通常使用同步复制。
确保计划使用的复制技术支持同步复制模式。

还可以使用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配置 RDC。
请参见第 33 页的“规划数据复制”。

规划全局群集设置
在发生灾难时，全局群集能够在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群集上进行应用程序故障转
移。
全局群集涉及两个步骤：
1.

在站点之间的数据复制

2.

在远程站点配置 VCS 群集，并在站点之间建立全局群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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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灾难发生时丢失的数据量（恢复点目标）

■

灾难之后可接受的恢复时间（恢复时间目标）

规划数据复制
当规划数据复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应查看各种硬件和软件复制技术，并查看包括
数据吞吐量的所需级别在内的重要注意事项。

数据复制选项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支持各种硬件和软件复制技术。
硬件复制选项的示例

软件复制选项的示例

■

Hitachi True Copy

■

IBM Metro Mirror

■

IBM SVC

■

EMC Mirrorview

■

Volume Replicator (VVR)

■

Oracle Data Guard

Veritas 网站上已列出完整的受支持复制技术列表：
https://sort.veritas.com/agents

数据复制注意事项
选择复制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所需的数据吞吐量级别。数
据吞吐量是应用程序预计写入数据的速率。写入操作对复制的影响比读取操作对复
制的影响更加重要。
除了前面讨论过的业务需要之外，在选择复制选项时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

复制模式

■

网络带宽

■

在两个站点之间的网络延迟

■

远程站点跟上第一个站点上的数据更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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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实施校园群集

■

3. 针对 VCS 和 SFHA 设置校园群集

■

4. 针对 SFCFSHA、SFRAC 设置校园群集

2

3
针对 VCS 和 SFHA 设置校
园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

校园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

关于 DiskGroupSnap 代理

■

关于在校园群集中运行防火练习

关于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要设置校园群集，必须执行下列任务：
■

准备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

为校园群集配置配置 VxVM 磁盘组

■

为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准备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对配置进行设置之前，请先查看 VCS 校园群集的要求。
请参见第 12 页的“ VCS 校园群集要求”。
准备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1

设置物理架构。
■

设置对本地存储阵列和每个节点上的远程存储阵列的访问权限。

针对 VCS 和 SFHA 设置校园群集
关于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

设置专用的心跳网络。

请参见第 16 页的“ 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2

在每个节点上安装 VCS，以组建在两个站点上分别至少有一个节点的群集。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3

在每个节点上安装具有所需许可证的 VxVM。
有关说明，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
南》。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要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在出现通信故障的情况下发生数据损坏，请执行下列任务。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1

在第三个站点上设置存储。
您可以将 DWDM 扩展至第三个站点，以便与第三个站点上的存储建立 FC SAN
连接。也可以在第三个站点上将 iSCSI 目标用作协调器磁盘。

2

设置 I/O 防护。

为校园群集配置配置 VxVM 磁盘组
配置校园群集站点并配置 VxVM 磁盘组以进行远程镜像。您也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 VxVM 磁盘组以进行远程镜像。
有关 VxVM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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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园群集配置配置 VxVM 磁盘组

1

为每个主机设置站点名称：
# vxdctl set site=sitename

站点名称存储在 /etc/vx/volboot 文件中。请使用以下命令显示站点名称：
# vxdctl list | grep siteid

2

为磁盘阵列中的所有磁盘设置站点名称：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 encl:enclosure

要标记特定的磁盘，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disk

3

验证磁盘是否注册到了某个站点。
# vxdisk listtag

4

用来自两个站点的磁盘创建磁盘组。
# vxdg -s init diskgroupsiteA_disk1siteB_disk2

5

在为注册到了磁盘组的每个站点所创建的磁盘组上配置基于站点的分配。
# vxdg -g diskgroup addsite sitename

6

在磁盘组上配置站点一致性。
# vxdg -g diskgroup set siteconsistent=on

7

在磁盘组中创建一个或多个镜像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size nmirror=1/2

在所有的主机上安装站点识别许可证后，您所创建的卷会默认具有下列特征：
■

会将 allsites 属性设置为 on；卷在每个站点上至少会有一个 Plex。

■

卷会自动跨站点镜像。

■

会将读取策略 rdpol 设置为 siteread。

■

卷会继承在磁盘组中设置的站点一致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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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请按照以下过程在 VCS 控制下配置磁盘组并设置 VCS 属性，以定义校园群集中的
故障转移。
为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1

为在校园群集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创建 VCS 服务组 (app_sg)。
hagrp -add app_sg
hagrp -modify app_sg SystemList node1 0 node2 1 node3 2 node4 3

2

设置系统区域或站点。为服务组配置 SystemZones 属性。当站点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时，请跳过此步骤。
hagrp -modify app_sg SystemZones node1 0 node2 0 node3 1 node4 1

3

设置服务组的故障转移策略。 为服务组设置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
hagrp -modify app_sg AutoFailOver 2

4

对于为校园群集创建的磁盘组，将 DiskGroup 资源添加到 VCS 服务组 app_sg
中。
hares -add dg_res1 DiskGroup app_sg
hares -modify dg_res1 DiskGroup diskgroup_name
hares -modify dg_res1 Enabled 1

5

配置应用程序和其他与 app_sg 服务组相关的资源。

6

使服务组联机。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 VxVM 和 VCS 设置
校园群集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校园群集配置 VxVM 和 VCS 磁盘组
之前，必须从磁盘组或群集中删除站点标记，并且删除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设置的任何标记。
有关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多站点管理来跨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对象管理校园群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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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VxVM 站点标记信息

1

确定主机所属的站点，并在每个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xdctl list | grep siteid

2

从每个主机中删除定义的站点名称：
# vxdctl [-F] unset site

如果任意导入的磁盘组已向站点注册，就必需 -F 选项。

3

在磁盘组上禁用自动标记（可选）：
# vxdg -g diskgroup set autotagging=off

4

验证是否为磁盘组启用了站点一致性：
# vxdg list diskgroup | grep siteconsistent

5

禁用磁盘组的站点一致性要求：
# vxdg -g diskgroup set siteconsistent=off

6

为磁盘组确定每个站点的站点记录：
# vxprint -g diskgroup | grep ^SR

7

向磁盘组取消注册每个站点的站点记录：
# vxdg -g diskgroup rmsite sitename

8

列出磁盘组的站点标记：
# vxdg listtag [diskgroup]

9

从磁盘组中删除站点标记：
# vxdg [-g diskgroup] rmtag [encl:enclosure] site=sit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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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检查哪些磁盘或磁盘阵列已注册到站点：
# vxdisk [-g diskgroup] listtag

11 从磁盘或磁盘阵列中删除站点标记：
# vxdisk rmtag site=sitenamedisk|encl:enclosure

删除 VCS 站点标记信息

1

使群集配置可写。
# haconf -makerw

2

列出有关群集的站点标记信息。
# hasite -list

3

从群集中删除站点标记信息。
# hasite -modify sitename SystemList -delete -keys
# hasite -delete sitename

4

转储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校园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防火练习通过在不停止应用程序以及中断用户访问的情况下模仿故障转移来测试某
个配置应对灾难的能力。
该过程中会创建一个防火练习服务组，该服务组与原始应用程序服务组相似。如果
需要，应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远程节点上联机，以表明应用程序服务组可以进行故
障转移以及在站点上联机。
由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资源的其他实例交互，因此，即使应用程序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服务组也可以安全地联机。请在远程站点上执行防
火练习，不要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承载原始应用程序的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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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iskGroupSnap 代理
DiskGroupSnap 代理用于验证校园群集环境中 VxVM 磁盘组和卷的站点意识和灾
难应对能力。要在校园群集中执行防火练习，必须在防火练习服务组中配置类型为
DiskGroupSnap 的资源。
注意：要执行防火练习，应用程序服务组在主站点上必须联机。
防火练习过程中，DiskGroupSnap 代理会执行下列操作：
■

对于站点中的每个节点，该代理会将应用程序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值关
联到该节点的 VxVM 站点名称。

■

对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磁盘组，该代理会验证是否会为该磁盘组定义了 VxVM
站点标记。

■

对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磁盘组，该代理会验证辅助站点上的磁盘是否确实没
有标记与主站点上的磁盘相同的 VxVM 站点名称。

■

该代理会验证磁盘组中的所有卷是否在每个站点上都有 Plex。

有关 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关于在校园群集中运行防火练习
本主题提供有关如何在校园群集中运行防火练习的信息。
要进行防火练习，请执行下列任务：
■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

在校园群集中成功地运行防火练习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本主题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的信息。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1

配置与应用程序服务组相似的防火练习服务组，只有下列方面不同：
■

必须将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0。

■

不得配置网络相关资源。

■

防火练习服务组中的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的磁盘组名称必须附加有
_fd。
例如，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 DiskGroup 属性值为 ccdg，则防火练习服
务组中的相应值必须为 ccdg_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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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 Mount 资源的 BlockDevice 属性值为
/dev/vx/dsk/ccdg/ccvol，则防火练习服务组中的相应值必须为
/dev/vx/dsk/ccdg_fd/ccvol。

2

添加类型为 DiskGroupSnap 的资源。为 DiskGroupSnap 资源定义
TargetResName 和 FDSiteName 属性。
有关属性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 参考指南》。

3

设置资源依赖关系，使得 DiskGroup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Snap 资源。

4

创建组依赖关系，使得防火练习服务组对应用程序服务组有脱机本地依赖关
系。

在校园群集中成功地运行防火练习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系统区域内没有运行应用程序的节点上联机。然后验证防火练
习服务组是否联机。此操作将验证您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配置得是否正确，以及在
本地站点上发生实际故障（灾难）后，生产服务组是否会故障转移到远程站点。
必须先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才能关闭节点或者在防火练习服务组或磁盘组处于
联机状态的节点上本地停止 VCS。否则，在重新启动节点后就必须手动将防火练习
站点重新挂接到在主站点上导入的磁盘组。
注意：对于要执行防火练习的应用程序，必须将它们的资源类型的 FireDrill 属性值
设置为 1。完成防火练习后，再将该值重置为 0。
成功地运行防火练习

1

您可在资源级别为防火练习服务组资源覆盖 FireDrill 属性。

2

将应用程序资源的 FireDrill 属性设置为 1。这样可以防止代理在应用程序服务
组和防火练习服务组同时联机时报告并发冲突。

3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联机。
如果防火练习服务组无法联机，请查看 VCS 引擎日志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以便在生产服务组中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警告：完成防火练习后必须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这样应用程序服务组的故
障转移行为才不会受影响。 否则，当主站点遇到灾难时，应用程序服务组会因
为资源冲突而无法故障转移至辅助站点。

4

完成防火练习后，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

5

将该资源的 FireDrill 属性重置为 0。

6

从资源级别撤消或覆盖 Firedrill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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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针对 SFCFSHA 或 SF Oracle RAC 灾难恢复设置校园群集

■

准备在并行群集数据库环境中设置校园群集

■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

在并行群集数据库环境中配置校园群集的 VxVM 磁盘组

■

为 SFCFSHA 和 SF Oracle RAC 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

并行校园群集的调整准则

■

并行校园群集的最佳做法

关于针对 SFCFSHA 或 SF Oracle RAC 灾难恢复设
置校园群集
校园群集：
■

通过高速电缆连接，可保证节点间的网络访问

■

在单个群集中提供本地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

■

通过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采用在各站点之间镜像的共享磁盘组

■

受包括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和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在内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支持

针对 SFCFSHA、SFRAC 设置校园群集
关于针对 SFCFSHA 或 SF Oracle RAC 灾难恢复设置校园群集

注意：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目前不支持校园群集。
下列高级任务说明了在并行群集数据库环境中设置校园群集的步骤。已为 SF for
Oracle RAC 提供示例值，并且示例值应适用于使用另一个数据库应用程序的
SFCFSHA 群集。
下列高级任务说明了在 SF for Oracle RAC 环境中设置并行校园群集的步骤。
表 4-1

为灾难恢复设置并行校园群集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准备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请参见第 46 页的“准备在并行群集数据库环境中设
置校园群集”。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准备安装 Oracle RAC Clusterware 和数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
据库二进制文件
和升级指南》。
为校园群集配置 VxVM 磁盘组

请参见第 49 页的“在并行群集数据库环境中配置校
园群集的 VxVM 磁盘组”。

安装 Oracle RAC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 有关 Oracle RAC，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二进制文件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对于 SFCFSHA，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配置 VCS 服务组

请参见第 53 页的“为 SFCFSHA 和 SF Oracle RAC
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SF Oracle RAC 示例配置说明了该配置过程包括一个四节点的校园群集，其中每个
站点包含两个节点。每个节点都运行 SF Oracle RAC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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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示例配置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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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校园群集的示例设置

表 4-2
站点

硬件描述

站点 1：

服务器：sys1 和 sys2

site1

共享 LUN：

群集名：clus1

disk01
disk02
disk03
disk04（用作协调器磁盘）
disk05

站点 2：

服务器：sys3 和 sys4

站点名称：site2

共享 LUN：

群集名：clus1

disk06
disk07
disk08
disk09（用作协调器磁盘）

站点 3：

共享 LUN disk10（用作协调器磁盘）

站点名称：site3
群集名：clus1

虽然当前示例没有采用协调点 (CP) 服务器，但也可以使用协调点服务器来代替使
用协调器磁盘的第三个站点。

准备在并行群集数据库环境中设置校园群集
要验证您的配置是否受支持，请查看产品要求和授权信息：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
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需要验证以下各项来设置校园群集：
■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的硬件要求

■

许可证要求：产品除具有 HA/DR 之外，还需要：
■

FlashSnap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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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识别许可证

■

在具有无密钥许可时，企业产品密钥会启用上述所有功能。
配置校园群集之前，必须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准备设置校园群集

1

2

配置校园群集的物理基础架构：
■

设置对本地存储阵列和每个节点上的远程存储阵列的访问权限。且存储链
接将延伸到第三个站点。

■

设置专用心跳网络
请参见第 16 页的“ 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安装操作系统。
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3

在两个站点的所有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CFSHA 或 SF Oracle RAC。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
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对于设置示例，提供的步骤可在所有四个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 Oracle RAC
7.3。安装和配置步骤必须不相同以便反映配置详细信息。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要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在出现通信故障的情况下发生数据损坏，请执行下列任务。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1

安装和配置 SFCFSHA 或 SF Oracle RAC 之后，请配置 I/O 防护以确保数据
完整性。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
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2

在第三个站点上设置存储。
您可以将 DWDM 扩展至第三个站点，以便与第三个站点上的存储建立 FC SAN
连接。也可以在第三个站点上将 iSCSI 目标用作协调器磁盘。
例如：
使用协调器磁盘从所有三个站点中启用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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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isksetup -i disk04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9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10 format=cdsdisk
# hastop -all
# vxdg init fencedg disk10 disk04 disk09
# vxdg -g fencedg set coordinator=on
# vxdg deport fencedg
# vxdg -t import fencedg
# vxdg deport fencedg

编辑 main.cf 以添加 UseFence = SCSI3
# vi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more /etc/vxfendg
fencedg
# more /etc/vxfentab
/dev/vx/rdmp/disk10
/dev/vx/rdmp/disk04
/dev/vx/rdmp/disk09
# cp /etc/vxfen.d/vxfenmode_scsi3_dmp /etc/vxfemode
/etc/init.d/vxfen start
Starting vxfen..
Checking for /etc/vxfendg
Starting vxfen.. Done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为每个主机设置站点名称。

# vxdctl set site=site1
# vxdctl set site=site2
# vxdctl set site=site3

3

在所有站点上启动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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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行群集数据库环境中配置校园群集的 VxVM 磁盘
组
在配置用于确保数据完整性的 I/O 防护之后，必须在安装数据库之前，配置 VxVM
磁盘组以进行远程镜像。
对于示例配置，数据库为 Oracle RAC。
配置 SF for Oracle RAC 校园群集上 Oracle RAC 的 VxVM 磁盘组

1

将磁盘初始化为 CDS 磁盘
# vxdisksetup -i disk01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2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3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5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6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7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8 format=cdsdisk

2

为每个主机设置站点名称：
# vxdctl set site=sitename

站点名称存储在 /etc/vx/volboot 文件中。显示站点名称：
# vxdctl list | grep siteid

例如，对于具有四个节点的群集（每个站点上具有两个节点），将站点标记如
下：
在第一个站点的节点上：
# vxdctl set site=site1

在第二个站点的节点上：
# vxdctl set site=site2

3

使用以下命令获取磁盘阵列的名称：

# vxdmpadm listenclosure
ENCLR_NAME
ENCLR_TYPE
ENCLR_SNO STATUS
ARRAY_TYPE LUN_COUNT FIRMWARE
=============================================================================
ams_wms0
AMS_WMS
75040638 CONNECTED A/A-A
35
hds9500-alua0 HDS9500-ALUA D600145E CONNECTED A/A-A
9
-

49

针对 SFCFSHA、SFRAC 设置校园群集
在并行群集数据库环境中配置校园群集的 VxVM 磁盘组

hds9500-alua1
disk

HDS9500-ALUA D6001FD3
Disk
DISKS

4

CONNECTED A/A-A
CONNECTED Disk

6
2

-

设置磁盘阵列中所有磁盘的站点名称：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 encl:ENCLR_NAME

5

如果仅需要标记特定的磁盘，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 disk

例如：
# vxdisk settag site=site1 disk01
# vxdisk settag site=site1 disk02
# vxdisk settag site=site1 disk03
# vxdisk settag site=site2 disk06
# vxdisk settag site=site2 disk08

6

验证磁盘是否注册到了某个站点。
# vxdisk listtag

例如：
# vxdisk listtag
DEVICE
disk01
disk02
disk03
disk04
disk05
disk06
disk07
disk08
disk09

7

NAM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VALUE
site1
site1
site1
site1
site1
site2
site2
site2
site2

使用从这两个站点中选取的磁盘创建 OCR 和 Vote 磁盘的磁盘组，及 Oracle
数据的磁盘组。虽然下面的示例仅显示了一个磁盘组，但您可以根据需要创建
任意多的磁盘组。
# vxdg -s init ocrvotedg disk05 disk07
# vxdg -s init oradatadg disk01 disk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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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每个站点的磁盘组上启用基于站点的分配。
# vxdg -g ocrvotedg addsite site1
# vxdg -g ocrvotedg addsite site2
# vxdg -g oradatadg addsite site1
# vxdg -g oradatadg addsite site2

9

如果使用的是磁盘阵列，请在两个站点的磁盘阵列上设置标记。
# vxdg -o retain -g ocrvotedg settag encl:3pardata0 site=site1
# vxdg -o retain -g ocrvotedg settag encl:3pardata1 site=site2
# vxdg -o retain -g oradatadg settag encl:3pardata0 site=site1
# vxdg -o retain -g oradatadg settag encl:3pardata1 site=site2

10 配置磁盘组的站点一致性。
# vxdg -g ocrvotedg set siteconsistent=on
# vxdg -g oradatadg set siteconsistent=on

11 在磁盘组中创建一个或多个镜像卷。
# vxassist -g ocrvotedg make ocrvotevol 2048m nmirror=2
# vxassist -g oradatadg make oradatavol 10200m nmirror=2
# vxassist -g ocrvotedg make ocrvotevol 2048m nmirror=2
# vxassist -g oradatadg make oradatavol 10200m nmirror=2

12 要验证站点识别许可证，请使用 vxlicrep 命令。Veritas Volume Manager 产
品部分应表示：站点识别 = 已启用
在所有主机上安装站点识别许可证后，您所创建的卷会默认具有下列特征。
■

所有站点属性均设置为 ON；卷在每个站点至少有一个镜像。

■

卷会自动跨站点镜像。

■

将读取策略 (rdpol) 设置为 siteread。
可使用 vxprint -ht 命令显示读取策略。

■

卷会继承在磁盘组中设置的站点一致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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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从 CVM 主节点上启动所有磁盘组的卷。
# vxvol -g ocrvotedg startall
# vxvol -g oradatadg startall

14 在每个卷上创建文件系统并装入该系统。
# mkfs -F vxfs /dev/vx/rdsk/ocrvotedg/ocrvotevol
# mkfs -F vxfs /dev/vx/rdsk/ocrvotedg/ocrvotevol
# mkfs -F vxfs /dev/vx/rdsk/oradatadg/oradatavol
# mount -F vxfs -o cluster /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ocrvote
# mount -F vxfs -o cluster /dev/vx/dsk/oradatadg/oradatavol /oradata

15 按如下方式为 OCR 和 Vote 文件创建单独的目录：
# mkdir -p /ocrvote/ocr
# mkdir -p /ocrvote/vote

16 创建目录后，将这些目录的所有权更改为 Oracle 或 Grid 用户：
# chown -R user:group /ocrvote

此外，将 /oradata 的所有权更改为 Oracle 用户：
# chown user:group /oradata

注意：一个 Vote 磁盘已足够，因为它已经由 VxVM 执行镜像。

17 安装数据库软件。
对于 Oracle RAC：
■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

安装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

■

执行 Oracle 二进制文件的库链接

■

在 /oradata 上创建数据库。有关详细步骤，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52

针对 SFCFSHA、SFRAC 设置校园群集
为 SFCFSHA 和 SF Oracle RAC 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为 SFCFSHA 和 SF Oracle RAC 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按照下面的过程将磁盘组配置为受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控制，
并设置 Cluster Server (VCS) 属性以便在校园群集中定义并行应用程序。通过编辑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定义服务组，可以配置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和
Oracle 服务组。
配置 VCS 服务组

1

将磁盘组配置为受 SFCFSHA 或 SF Oracle RAC 控制，并设置 VCS 属性以便
定义校园群集中的并行应用程序。通过编辑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定义服务
组，可以配置 CVM 和 Oracle 服务组。

2

在服务组定义中配置 SystemZones 属性，如前文所述。
请参见第 38 页的“为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3

将各物理站点中的主机划分为一个逻辑 SystemZone。此操作将启用故障转移
应用程序，以便先尝试在本地节点上启动这些应用程序，然后再尝试在远程站
点上启动它们。
并非所有 SFCFSHA 或 SF Oracle RAC 服务组都是并行服务组。在示例配置
文件中，应在区域 0 中配置主机 sys1 和 sys2，并在区域 1 中配置主机 sys3
和 sys4。当发生故障时，此设置会指示 VCS 首先在同一站点中故障转移组，
然后再跨站点故障转移组。

4

在配置服务组之后并在将配置投入生产之前，可以通过测试各种故障情形来验
证配置恢复能力。

请参见第 168 页的“sfrac11_main.cf 文件”。

并行校园群集的调整准则
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 HA) 或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环境中调整校园群集时的一个重要注意事项是设
置 LLT 对等完整时间。按照下面的准则确定对等完整时间的最佳值：
■

使用 lltping (1M) 计算往返时间。

■

使用往返时间的一半作为 LLT 心跳时间。

■

将 LLT 对等故障时间设置为心跳时间的 2-4 倍。

■

LLT 对等完整时间应设置为大于心跳时间的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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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校园群集的最佳做法
下列最佳做法可以确保实现强大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 HA) 校园群集或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校园
群集：
■

用相应的站点名称标记校园群集中的所有镜像卷。如果使用站点名称对卷进行
标记，VxVM 可在创建卷、调整卷大小及更改卷布局时从正确的位置分配存储。

■

必须对所有具有应用程序所需的数据的卷平均地进行镜像。每个站点必须至少
具有一个对包含应用程序数据的所有卷（包括 FlashSnap 日志卷）的镜像。

■

不要在 VxVM 快照卷上启用站点一致性。

■

使用存储的冗余链接和专用互联。DWDM 可同时用于存储和心跳。可使用另一
个冗余的 DWDM 链接来防止出现单点故障。应使用独立交换机和多路复用器/
取消多路复用器设备。

■

将协调点服务器用作第三个协调点。

■

使用协调点的联机替换过程，来替换基于磁盘或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协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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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复制数据群集

■

5.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群集

■

6. 使用第三方复制配置复制数据群集

3

5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群
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

关于迁移服务组

■

复制数据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关于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本主题介绍计划、配置、测试和使用 VCS RDC 配置的步骤，以便为应用程序提供
健壮的、易于管理的灾难恢复保护功能。本节列举了一个示例，该示例将 VCS 群
集中一个配置为具有本地高可用性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转换为具有灾难保护功能的
RDC 基础架构。该解决方案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发生更改的数据。

关于典型的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图 5-1 描述了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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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图 5-1
应用程序组

应用程序

Mount

DNS

RVGPrimary

IP

NIC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复制组

RVG

DiskGroup

IP

NIC

在此示例中，一个应用程序实例在四节点群集（其中两个节点位于主 RDC 系统区
域，另外两个节点位于辅助 RDC 系统区域）中配置为 VCS 服务组 (DiskGroup)。
如果主节点出现故障，则 VCS 会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主区域中的第二个节点。
此过程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

设置复制

■

配置服务组

■

配置服务组依赖关系

关于设置复制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技术是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一项
启用了许可证的功能，所以您可以将 VxVM 管理的卷转换为使用 VVR 管理的复制
卷。在此示例中，操作过程包括：将 Oracle 数据卷组成复制卷组 (RVG)，然后在
DR 站点中的另一个 VCS 群集的主机上创建 VVR 辅助复制卷组。
在设置 VVR 时，最好的做法是在这两个站点上使用相同的 DiskGroup 和 RVG 名
称。如果两个区域上的卷名相同，则 Mount 资源将装入相同的块设备，并在发生故
障转移时在辅助节点上启动相同的 Oracle 实例。

配置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配置服务组。
配置复制组

1

创建用于复制的混合型服务组 (oragrp_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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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应用程序中的 DiskGroup 资源复制到新组中。将资源配置为指向包含 RVG
的磁盘组。

3

配置 IP 类型和 NIC 类型的新资源。

4

在服务组中配置 RVG 类型的新资源。

5

根据以下信息设置资源依赖关系：

6

■

RVG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

RVG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设置子组 oragrp_rep 的 SystemZones 属性，以便主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
都位于系统区域 0 内，辅助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系统区域 1 内。

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

1

在原始 Oracle 服务组 (oragroup) 中，删除 DiskGroup 资源。

2

添加 RVGPrimary 资源并配置其属性。
将 RvgResourceName 属性的值设置为将由 RVGPrimary 代理升级和降级的
RVG 类型资源的名称。
根据需要更改 AutoTakeover 和 AutoResync 属性的默认值。

3

设置资源依赖关系，以便所有 Mount 资源都依赖于 RVGPrimary 资源。如果存
在大量的 Mount 资源，则可以设置组的 TypeDependencies 属性以表示 Mount
资源类型依赖于 RVGPRimary 资源类型。

4

设置 Oracle 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以便主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
位于系统区域 0 内，辅助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区域 1 内。父组和子
组中的 SystemZones 属性必须相同。

5

如果在设置过程中使用了 BIND DNS，请将 DNS 类型的资源添加到 oragroup
服务组中。将 Hostname 属性设置为应用程序在该群集上使用的主机规范名称
或虚拟 IP 地址。这样就可以确保在该组联机时对站点进行 DNS 更新。仅当主
RDC 区域和辅助 RDC 区域中的节点位于不同的 IP 子网时，DNS 资源才是必
需的。

配置服务组依赖关系
设置应用程序服务组与复制服务组之间的 online local hard 组依赖关系，以确保服
务组可同时进行故障转移和切换。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选择群集名称。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这会打开服务组依
赖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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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Link (链接)”。

4

单击父组 oragroup，并将鼠标移向子组 oragroup_rep。

5

单击子组 oragroup_rep。

6

在“Link Service Groups (链接服务组)”对话框中，单击 online local 关系和
hard 依赖关系类型，并单击“OK (确定)”。

关于迁移服务组
在为 Oracle 数据库设置 RDC 时，请考虑主 RDC 区域遇到共享存储完全无法使用
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主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看不到任何设备。
因为无法在任何节点上装入共享卷，所以 Oracle 服务组无法在主 RDC 区域内以本
地方式进行故障转移。因此，该服务组必须故障转移到当前辅助 RDC 区域中的节
点。
RVGPrimary 代理可确保 VVR 卷已配置为可写，DNS 代理可确保名称服务已解析
为 DR 站点。应用程序可以在 DR 站点上启动并在该站点上运行，直到更正了本地
存储问题。
如果更正了存储问题，则可以使用 VCS 将应用程序切换到主站点。

切换服务组
在将应用程序切换回原始主 RDC 区域之前，必须重新同步活动 DR 站点上自故障
转移以来发生更改的所有数据。此操作可以通过 VVR 手动执行，也可以从
RVGPrimary 资源运行 VCS 操作来执行。
切换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Actions (操作)”。

3

指定该操作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

从“Action (操作)”列表中，选择 fbsync。

■

单击要执行该操作的系统。

■

单击“OK (确定)”。

这会开始复制数据集的快速故障回复过程。您可以监视 RVG 资源的
ResourceInfo 属性值，以确定重新同步的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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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新同步完成后，将服务组切换到主群集。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5

单击“Switch To (切换至)”，并选择主 RDC 区域中要切换到的系统，然后单
击“OK (确定)”。

复制数据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通过模仿故障转移，可以使用防火练习测试配置的故障准备情况，而不必停止主数
据中心中的应用程序。要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您可以选择以手动方式或使用防
火练习设置向导来创建和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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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第三方复制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

关于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典型的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

关于设置第三方复制

■

为第三方复制配置服务组

■

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复制数据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关于使用第三方复制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VCS 复制数据群集 (RDC) 配置可为应用程序提供可靠的、易于管理的灾难恢复保
护功能。您可以将 VCS 群集中配置为具有本地高可用性的应用程序转换为具有灾
难保护功能的 RDC 基础架构。配置 RDC 时，可以使用受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来
复制应用程序数据。
使用第三方复制设置 RDC 之前，请查看最佳做法操作和规划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33 页的“规划数据复制”。
请参见第 32 页的“规划复制数据群集设置”。

关于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典型的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图 6-1 描述了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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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图 6-1
应用程序
服务组

应用程序

（主系统区域）
Mount

第三方复制

IP

NIC

（辅助系统区域）

在此示例中，一个应用程序在四节点群集（其中两个节点位主 RDC 系统区域，另
外两个节点位于辅助 RDC 系统区域）中配置为 VCS 服务组。如果主节点出现故
障，则 VCS 会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主区域中的第二个节点。如果主系统区域没
有供故障转移使用的系统，则 VCS 会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辅助系统区域中的系
统。
注意：有些第三方复制软件（例如 Oracle Dataguard）需要在 RDC 环境中进行特
殊配置。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相关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
此过程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

设置复制

■

配置服务组

关于设置第三方复制
典型的复制数据群集配置过程包括设置复制并配置服务组。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第
三方复制技术为 RDC 设置复制。
请查看设置第三方复制的最佳做法操作。
请参见第 87 页的“设置第三方复制”。
配置复制之后，请根据系统区域验证复制存储是否对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可见。

为第三方复制配置服务组
原始应用程序服务组已配置所需的应用程序、存储和网络资源。您必须设置应用程
序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以便主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系统区域 0
内，辅助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区域 1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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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三方复制配置服务组

1

将复制资源添加到应用程序服务组

2

使用复制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准则配置复制代理资源

3

根据系统区域的要求，对所需的资源属性进行本地化。

4

设置存储（装入）资源和复制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

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复制数据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防火练习过程可验证灾难恢复配置应对故障的能力。执行此过程时，不会停止主站
点中的应用程序，而且不会中断用户的访问。
通过可以使用防火练习的特殊服务组，可以在辅助站点执行防火练习。防火练习服
务组与应用程序服务组相同，但它使用防火练习资源取代复制代理资源。防火练习
服务组使用应用程序服务组所用数据的副本。
几乎所有第三方复制代理都具有与之捆绑的对应防火练习代理。这些防火练习代理
负责在存储阵列内创建快照，并将快照磁盘导入主机中。防火练习代理的命名与复
制代理类似，代理名称后面都会附加 Snap。例如，EMC SRDF 的防火练习代理为
SRDFSnap，Hitachi TrueCopy (HTC) 的防火练习代理为 HTCSnap。
有关配置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相应第三方复制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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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4

实施全局群集

■

7. 针对 VCS 和 SFHA 配置全局群集

■

8.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配置全局群
集

■

9. 使用 VVR and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配
置全局群集

7
针对 VCS 和 SFHA 配置全
局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

设置 VVR 复制

■

设置第三方复制

■

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群集

■

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服务组

■

全局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要创建全局群集环境，必须先在主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VCS)，然后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对应用程序进行设置以获得高可用性。可使用基于脚本的安
装程序、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响应文件或通过手动方式安装和配置 VCS。
有关安装和配置 VCS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设置 VVR 复制
在主站点上配置 VCS 群集，并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设置可用性高的应用程序之
后，必须设置数据复制。

关于配置 VVR 复制
可以使用下列界面之一配置和管理 Volume Replicator (VVR)：

针对 VCS 和 SFHA 配置全局群集
设置 VVR 复制

命令行界面 (CLI)

可以使用 VVR 的命令行界面配置、管理和监视分
布式环境中的 VVR。
本指南提供了有关使用 Veritas 产品安装程序配置、
管理和监视 VVR 的说明。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命令行界面来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利用 VVR，可以在数
据卷初始化为零或包含有效数据时设置复制。请确保按照所述的最佳做法或建议进
行操作，确保成功配置 VVR。
此外，还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和设置简单 VVR 配置的详细示例。在开始设置复制
之前，请阅读此信息。
在设置 复制数据集之前，请确定要如何布置您的 VVR 配置。
要配置和设置复制，请按下面所示的顺序执行下列任务。
请参见第 67 页的“创建复制数据集”。
请参见第 82 页的“同步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
注意：除非另外说明，否则应用程序正在运行和停止状态下设置复制的步骤均相
同。

设置复制的最佳做法
请根据以下最佳做法设置复制：
■

为每个应用程序，而不是为每个服务器创建一个 RVG。例如，如果服务器正在
运行三个要复制的独立数据库，则需为每个数据库分别创建一个单独的 RVG。
创建三个单独的 RVG 有助于避免应用程序之间的写入顺序存在依赖关系，并可
提供三个单独的 SRL 以实现每个应用程序的最佳性能。

■

为每个磁盘组创建一个 RVG。为每个磁盘组创建一个 RVG 可高效实施应用群
集以实现高可用性，其中仅有一个 RVG 需要由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如果磁盘
组包含多个 RVG，则使用其他 RVG 的应用程序必须停止以便进行故障转移。
将卷关联至 RVG 之前，可使用磁盘组拆分功能将应用程序卷迁移到各自的磁盘
组中。

■

请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规划数据卷的大小和布局。

■

规划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之间的网络大小。

■

合理布置 SRL 以支持应用程序所需的性能特征。由于 RVG 中的所有数据卷写
入都会先写入 SRL，因此 RVG 的总体写入性能要受到 SRL 总体写入性能的限
制。例如，专门将单独磁盘写入 SRL，以及专门将单独控制器写入 SRL（如有
可能）。

■

合理确定 SRL 的大小以避免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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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Replicator Advisor (VRAdvisor) 是一款收集和分析数据示例的工具，可
帮助确定 SRL 的最佳大小。
■

在同一 RVG 中包含应用程序使用的所有数据卷。这是强制要求的。

■

通过单独网络向 VVR 提供专用带宽。RLINK 将复制对企业生存至关重要的数
据。损害 RLINK 将损害企业的恢复计划。

■

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数据卷使用相同的名称。如果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数
据卷名称不同，则必须将辅助节点数据卷映射到相应的主节点数据卷中。

■

对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 SRL 使用相同的名称和大小，因为主节点角色转换后，
辅助节点 SRL 将成为主节点 SRL。

■

镜像所有数据卷和 SRL。如果使用基于硬件的镜像，这一步骤是可选的。

■

vradmin 实用程序将在辅助节点上创建对应的 RVG，其名称与主节点中的名称

相同。如果选择使用 vxmake 命令创建 RVG, 则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对应 RVG
应使用相同的名称。
■

如果已出于某些原因删除 DCM，则应将 DCM 关联至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每
个数据卷。默认情况下，如果 DCM 不存在，则 vradmin createpri 和 vradmin
addsec 命令将添加 DCM。

■

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当前只有 cvm 主节点应该分配到 logowner 角色。建议启
用 RVGLogOwner 代理的 PreOnline 触发器，以便 VVR 日志所有者始终位于
CVM 主节点。

■

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当前只有 cvm 主节点应该分配到 logowner 角色。

■

不应对 VVR 使用板上写入缓存。应用程序还必须将数据存储在磁盘上，而不是
在内存中对其进行维护。接管系统可能是群集配置中的对等主节点，也可能是
辅助站点，该系统必须能够访问全部所需信息。此要求并不包括使用单个系统
中对等端无法访问的任何内容。可接受用于提高性能的 NVRAM 加速板以及其
他磁盘高速缓存机构，但必须在外部阵列而不是本地主机上进行。

创建复制数据集
要创建复制数据集 (RDS)，请按下面所示的顺序执行下列任务：
■

创建 RDS 的主节点复制卷组 (RVG)
还可以将卷集组件卷关联到 RDS。

■

向 RDS 添加辅助节点

■

更改辅助节点的复制设置

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vradmin、vrstat 和 vrnotify 命令可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
上执行。但是，必须从 CVM 主节点执行 vradmin createpri、vxibc、vxrlink
（除信息性命令以外的命令）和 vxrvg 命令。

67

针对 VCS 和 SFHA 配置全局群集
设置 VVR 复制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vradmin 命令可以在卷服务器或卷客户端上执行，前提是
数据卷已挂接到执行命令的主机。

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创建 RDS 的第一步是创建其主节点 RVG。VVR 允许您使用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使用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可以将现有数据卷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关联至主节点 RVG。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执行下列操作：
■

在执行命令的主机上创建主节点 RVG。

■

启用或启动主节点 RVG。

■

将 DCM 关联至 RVG 中的数据卷。

■

将指定的数据卷和 SRL 关联至 RVG。

■

将指定的卷集（如果有的话）关联至 RVG。
注意：在命令中指定卷集名称，而不是每个组件卷的名称。指定组件卷名称将
导致该命令失败。

VVR 不支持 RAID-5 卷，换言之，不支持使用类型为 raid5 的卷。数据卷的使用类
型必须为 gen 或 fsgen。但是，数据卷可以在基于硬件的 RAID-5 磁盘上进行配置。
VVR 不需要使用脏区日志 (DRL)，因为 VVR 使用 SRL 而非 DRL 来恢复卷。如果
有任何数据卷或 SRL 中包含 DRL，则在数据卷关联至 RVG 之前，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会删除该 DRL。
默认情况下，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会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中（如果未曾添
加）。vradmin createpri 命令根据卷大小创建合适的、默认大小的 DCM，并且
默认会对该 DCM 执行镜像操作。若要创建和添加大小不同于默认值的 DCM，请在
运行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之前，将所需大小的 DCM 关联至数据卷。
注意：如果没有足够的驱动器来镜像 DCM，则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将会失
败。您可能需要将 DCM 关联至大小适中的数据卷。
在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中使用 -nodcm 选项可将数据卷关联至 RVG，但不会
将 DCM 添加至数据卷。
如果想在创建 RVG 后将添加的卷关联至 RVG，请使用 vradmin addvol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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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的先决条件
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之前，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主节点上必须存在数据卷和 SRL。如果主节点上不存在数据卷和 SRL，请创建
它们。要使某个卷集与 RVG 关联，主节点上必须存在该卷集。

■

SRL 不能是卷集或卷集的组件卷。

■

必须启动数据卷和 SRL。如果没有启动数据卷和 SRL，请启动它们。启动数据
卷之后，其状态会成为活动的。

■

应用程序所使用的数据卷必须存在于相同的 RVG 中。在同一 RVG 中包含应用
程序使用的数据卷。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客户端上，则必须将所有主节点
数据卷挂接到卷客户端或将其从卷客户端中分离。

■

确保在 /etc/hosts 文件中包含相应的环回地址。
■

如果您的环境只使用 IPv4，则必须在 /etc/hosts 文件中包含一个 IPv4 环
回地址。以下是一个示例条目：
127.0.0.1

■

localhost

loopback

如果您的环境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则 /etc/hosts 文件中必须同时包含
这两个环回地址。
127.0.0.1
::1

■

loopback

如果您的环境只使用 IPv6，则必须在 /etc/hosts 文件中包含一个 IPv6 环
回地址。
::1

■

localhost

localhost
localhost

loopback
loopback

在 Solaris 11 上，必须手动编辑 /etc/hosts 文件，从环回地址行中删除主机
名。
例如：
::1 seattle localhost
127.0.0.1 seattle loghost localhost

需要更改为：
::1 localhost
127.0.0.1 loghost local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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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48.174.232 seattle

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在要创建主节点 RVG 的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createpri rvgname \
dv01_name,dv02_name... srl_name

参数 rvgname 是要创建的 RVG 的名称。
参数 dv01_name,dv02_name,... 是以逗号分隔的与 RVG 关联的数据卷名称列表。
每一项都可以是一个独立数据卷名称或卷集名称。要将卷集与 RVG 关联，请指定
卷集的名称而不是单独组件卷的名称。
注意：在先前的版本中，组件卷可以直接与 RVG 关联。自版本 5.0 起，卷集本身
将与 RVG 关联，这使 VVR 能够验证主节点 RVG 上的卷集与辅助节点 RVG 上的
卷集之间的一致性。如果为 RVG 分别指定了卷集的组件卷和卷集本身，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会失败。
参数 srl_name 是与 RVG 关联的 SRL 的名称。
如果不想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请使用 -nodcm 选项。默认情况下，会自动添加
DCM。

示例 - 创建包含数据卷的主节点 RVG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磁盘组 hrdg 中创建主节点 RVG hr_rvg，该磁盘组包含数据卷
hr_dv01 和 hr_dv02 以及要用作 SRL 的卷 hr_srl。此示例会自动将 DCM 添加到
数据卷。
# vradmin -g hrdg createpri hr_rvg hr_dv01,hr_dv02 hr_srl

示例 - 创建包含卷集的主节点 RVG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磁盘组 hrdg 中创建主节点 RVG hr_rvg，该磁盘组包含卷集
hr_vset、数据卷 hr_dv01 和 hr_dv02 以及要用作 SRL 的卷 hr_srl。
# vradmin -g hrdg createpri hr_rvg hr_dv01,hr_dv02,hr_vset \
hr_srl

如果卷集包含组件卷 hr_vsetdv01 和 hr_vsetdv02，则会将这些卷关联至 RVG
hr_rvg。此示例会自动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包括组件卷 hr_vsetdv01 和
hr_vsetdv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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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辅助节点添加到 RDS
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后，继续添加辅助节点。使用 vradmin addsec 命令添加
辅助节点 RVG 至 RDS。此命令也可用于添加附加辅助节点 RVG。vradmin addsec
命令可在 RDS 的任何主机中执行。
注意：从主节点运行 vradmin addsec。如果从添加为辅助节点的节点运行此命令，
命令将会失败。
默认情况下，vradmin addsec 命令将执行下列操作：
■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与主节点 RVG 同名的辅助节点 RVG 并添加至指定的
RDS 中。默认情况下，辅助节点 RVG 会添加至与主节点磁盘组同名的磁盘组
中。在 vradmin addsec 命令中使用选项 -sdg 以指定辅助节点上的其他磁盘
组。

■

如果辅助节点上的任何数据卷或 SRL 具有 DRL，则在将该数据卷关联至 RVG
前会先删除此 DRL。VVR 不需要 DRL，因为 VVR 使用 SRL 而不是使用 DRL
来恢复卷。

■

如果主节点数据卷和辅助节点数据卷没有 DCM，则会自动添加 DCM 到这两种
数据卷中。使用 -nodcm 选项可指定不添加 DCM 至数据卷中。
vradmin addsec 命令根据卷大小创建默认大小的 DCM 并且默认情况下会镜像

该 DCM。若要创建和添加大小不同于默认值的 DCM，请在运行 vradmin addsec
命令之前，将所需大小的 DCM 关联至数据卷。
■

将与主节点数据卷具有相同名称和大小的现有数据卷关联至辅助节点 RVG；它
还将与主节点 SRL 同名的现有卷作为辅助节点 SRL 进行关联。

■

如果主节点 RVG 包含卷集，则 vradmin addsec 命令会将相应的卷集关联至辅
助节点中（如果辅助节点上存在卷集）。辅助节点上的卷集包含的卷必须与主
节点上的组件卷具有相同的名称、长度和索引。如果卷集在辅助节点上存在并
且卷集配置正确无误，只是不包含所有与主节点卷集中的组件卷对应的组件卷，
则 vradmin addsec 命令会尝试添加其余组件卷至辅助节点的卷集中，再将卷
集关联至辅助节点 RVG 中。如果所有其余组件卷在辅助节点上存在，且与主节
点上的组件卷具有相同的名称、长度和索引，则此命令可成功执行。但是，如
果辅助节点上不存在任何组件卷，或组件卷的名称、长度或索引不匹配，则
vradmin addsec 命令将失败并提示相应的错误消息。
如果辅助节点上不存在卷集，但是存在具有相同名称、长度和索引的组件卷，
则 vradmin addsec 命令会在辅助节点上创建卷集，再将其关联至辅助节点
RVG。

■

使用默认的 RLINK 名称 rlk_remotehost_rvgname 创建主节点 RLINK 和辅助
节点 RLINK，并将它们分别关联至主节点 RVG 和辅助节点 RVG 中。如果选择

71

针对 VCS 和 SFHA 配置全局群集
设置 VVR 复制

不使用默认的名称，请使用 vradmin addsec 命令的 prlink 属性和 srlink 属
性来指定主节点和辅助节点的 RLINK 名称。
请参见第 70 页的“示例 - 创建包含卷集的主节点 RVG”。
注意：要在异步模式下使用辅助日志记录进行复制，则主节点与辅助节点上的 SRL
大小必须相同。

向 RDS 添加辅助节点的最佳做法
将辅助节点添加到 RDS 时，建议采用下列最佳做法：
■

确定要使用的网络和 IP 地址。将所有参与的系统名称和 IP 地址添加到每个系统
中的 /etc/hosts 文件或添加到名称服务的名称服务器数据库。确保 IP 地址在
与您的配置相对应的主机上可用（即，已探测到并已启动）。

■

通过将用于复制的 IP 地址配置为虚拟 IP 地址，提前为应用程序群集作出规划。
对于每个复制数据集，主节点群集和辅助节点群集应该各自有一个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用作 RLINK 的地址。如果执行了此操作，则以后无需修改 RLINK 的 IP
地址就可以将 VVR 置于群集控制之下。更改 RLINK 的 IP 地址需要暂停复制。

■

基于需求规划网络带宽。可以选择使用 UDP 协议或 TCP 协议进行主节点与辅
助节点之间的网络通信。此外，可以规划在防火墙环境中进行操作。

■

建议对 RLINK 使用下列命名约定。默认情况下，VVR 遵循 RLINK 的下列命名
约定：
主节点 RLINK： rlk_remotehost_rvgname。例如：
rlk_london_hr_rvg

辅助节点 RLINK： rlk_remotehost_rvgname。例如：
rlk_seattle_hr_rvg
■

如果 RDS 设置中有多个辅助节点，VVR 会自动在每对辅助节点之间创建 RLINK。
通过执行此操作，在迁移操作成功完成之后，会自动将其他辅助节点添加到 RDS
中。

■

将 DCM 与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每个数据卷关联以使用 SRL 保护和故障回复
日志记录功能。

向 RDS 添加辅助节点的先决条件
在要添加的辅助节点上，请执行下列操作：
■

创建与主节点磁盘组名称相同的磁盘组。

■

创建与主节点数据卷名称和长度相同的数据卷。

■

创建与主节点 SRL 名称相同的 SRL。请注意，SRL 不能是卷集或卷集的组件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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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主节点 RVG 包含卷集，请确保要添加的辅助节点上的组件卷具有与主节点
上的组件卷相同的名称、长度和索引。

■

确保要添加到 RDS 的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etc/vx/vras/.rdg 文件包含主节点
磁盘组 ID。请确保 .rdg 文件中的每个磁盘组 ID 条目都在一个单独的行上。
vradmin addsec 命令检查是否已授权主节点 RVG 在指定的辅助节点主机上创

建相应的辅助节点 RVG。如果指定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etc/vx/vras/.rdg 文
件包含主节点磁盘组 ID，则会确定已对主节点进行了授权。如果主节点在同一
个磁盘组中包含多个 RVG，则只需要一个条目。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etc/vx/vras/.rdg 文件中的加号 (+) 指示已授权所有主机上的所有主节点
RVG 在指定的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辅助节点 RVG。
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etc/vx/vras/.rdg 文件仅用于在添加辅助节点或者已同步
或验证远程数据卷之后进行授权检查。要在辅助节点从主节点接管之后执行这
些操作，原始主节点主机还应该有一个包含新主节点主机的磁盘组 ID 的
/etc/vx/vras/.rdg 文件。
要显示主节点磁盘组 ID，请在主节点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xprint -l diskgroup

例如，要使主机 seattle 能够在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 上创建 RVG，主机 london
上的 .rdg 文件必须具有下列条目（每个条目位于一个新行上）。
1083007373.10.seattle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客户端上，则必须将辅助节点数
据卷挂接到辅助节点上相应的卷客户端。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客户端上，则主节点卷服务器必
须具有到辅助节点卷服务器和辅助节点卷客户端的网络连接。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客户端上，辅助节点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必须在辅助节点的卷客户端上可用。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服务器上，辅助节点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必须在辅助节点的卷服务器上可用。

将辅助节点添加到 RDS
# vradmin -g local_diskgroup addsec local_rvgnamepri_hostname \
sec_hostname

参数 local_diskgroup 是本地主机上的磁盘组名称。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名称。
参数 pri_hostname 和 sec_hostname 是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的可解析主机
名或 IP 地址。创建 RLINK 时，这些名称将用作 local_host 和 remote_host 属
性。local_host 和 remote_host 指定用于主节点 RLINK 和辅助节点 RLINK 的网
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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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请使用 -nodcm 选项。默认情况下，除非指定了
-nodcm 选项，否则会自动添加 DCM。
注意：默认情况下，会将新主节点 RLINK 和辅助节点 RLINK 上的 SRL 保护设置为
autodcm。如果指定了 -nodcm 选项，vradmin addsec 命令会禁用 SRL 保护。
请注意，除非使用 -sdg 选项另外进行了方式，否则辅助节点 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
点磁盘组同名的磁盘组。
示例 1：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_priv 添加到 RDS，此 RDS 包含 RVG
hr_rvg。对于复制，此示例使用包含主节点主机名 seattle_priv 和辅助节点主机
名 london_priv 的专用网络。在辅助节点上，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点相同的磁盘
组中，即，hrdg。此示例会自动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
# vradmin -g hrdg addsec hr_rvg seattle_priv london_priv

示例 2：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_priv 添加到 RDS，此 RDS 包含 RVG
hr_rvg。它创建了包含特定主节点 RLINK 名称和辅助节点 RLINK 名称 to_london
和 to_seattle 的辅助节点。RLINK 会将主节点主机 seattle_priv 和辅助节点主
机 london_priv 连接到一起。在辅助节点上，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点相同的磁盘
组中，即，hrdg。
# vradmin -g hrdg addsec hr_rvg seattle_priv london_priv \
prlink=to_london srlink=to_seattle

示例 3: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v6_priv 添加到 RDS，此 RDS 包含 RVG
hr_rvg。 对于复制，此示例使用包含主节点主机名 seattle-v6_priv 和辅助节点
主机名 london-v6_priv 的专用 IPv6 网络。 主机名 london-v6_priv 和
seattle-v6_priv 将解析为属于专用 IPv6 网络的 IPv6 地址。在辅助节点上，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点相同的磁盘组中，即，hrdg。此示例会自动将 DCM 添加到数据
卷。
# vradmin -g hrdg addsec hr_rvg seattle-v6_priv london-v6_priv

示例 4：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v6 添加到 RDS，此 RDS 包含 RVG
hr_rvg。它创建了包含特定主节点 RLINK 名称和辅助节点 RLINK 名称
to_london-v6 和 to_seattle-v6 的辅助节点。RLINK 会将主节点主机 seattle-v6
和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v6（分别解析为 IPv6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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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bbbb:cccc:dddd:eeee:ffff:gggg:hhhh 和
pppp:qqqq:rrrr:ssss:wwww:xxxx:yyyy:zzzz）连接到一起。在辅助节点上，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点相同的磁盘组中，即，hrdg。此示例还会自动将 DCM 添加到数
据卷。
# vradmin -g hrdg addsec hr_rvg aaaa:bbbb:cccc:dddd:eeee:ffff:gggg:hhhh \
pppp:qqqq:rrrr:ssss:wwww:xxxx:yyyy:zzzz prlink=to_london-v6 \
srlink=to_seattle-v6

更改辅助节点的复制设置
当添加辅助节点到 RDS 时，辅助节点的默认复制属性设置为 synchronous=off、
latencyprot=off、srlprot=autodcm、packet_size=8400 和
bandwidth_limit=none。
要显示辅助节点的默认复制设置，请使用以下形式的 vxprint 命令：
vxprint -g diskgroup -Pl

如果要使用 UDP 协议，则此形式的 vxprint 命令还会显示默认数据包大小。
通过使用复制属性，如 synchronous、latencyprot 和 srlprot，可以设置 VVR
使用的复制模式、延迟保护、SRL 保护、传输协议、数据包大小和带宽。这些属性
采用的形式为 attribute=value。每个属性设置都可影响复制，必须小心加以设
置。
可以 vradmin set 命令可以更改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的复制设置。此命令可在
RDS 的任何主机上执行。利用它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

请参见第 75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复制模式”。

■

请参见第 77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延迟保护”。

■

请参见第 78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 SRL 溢出保护”。

■

请参见第 79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网络传输协议”。

■

请参见第 79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数据包大小”。

■

请参见第 80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带宽限制”。

vradmin set 命令同时更改主节点 RLINK 和辅助节点 RLINK 上相应的属性。属性
synchronous、latencyprot 和 srlprot 仅在主节点 RLINK 上激活；但是，如果

主节点角色转换为辅助节点，则辅助节点属性将为已设置妥当并可以使用。

为辅助节点设置复制模式
通过将 RLINK 的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 或 off，可以相应地将 VVR
设置为以同步或异步模式复制到辅助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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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 可将 RLINK 置于同步模式。在正常操作期
间，VVR 以同步模式复制，但是如果 RLINK 由于断开连接或管理操作而进入非活
动状态，则 VVR 将临时切换为异步模式，并继续从应用程序接收更新并将其存储
在 SRL 中。当连接还原且 SRL 完全消耗后，RLINK 将自动切换回同步模式。大多
数系统管理员将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
vradmin 命令不允许将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fail。使用 vxedit 命令可设置

属性 synchronous=fail。有关使用 vxedit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vxedit 手册
页。
小心：如果使用 synchronous=fail 模式的话。
启用异步复制模式
要将复制设置为异步模式，请将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off。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synchronous=off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显示在 vradmin printrvg 命令输出中的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如果 RDS 仅包含一个辅助节点，则参数 sec_hostname 是可选的。

示例 - 针对 RDS 将复制模式设置为异步
对于主节点 seattle 和辅助节点 london 之间的 RDS hr_rvg，要将复制模式设置
为异步，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synchronous=off

启用同步复制模式
要将 RLINK 的同步属性设置为 override，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ynchronous=override

示例 - 针对 RDS 将复制模式设置为同步
对于主节点 seattle 和辅助节点 london 之间的 RDS hr_rvg，要将复制模式设置
为同步，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synchronous=over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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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辅助节点设置延迟保护
使用 vradmin set 命令可以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fail 或 off；
通过它还可以指定 latency_high_mark 和 latency_low_mark，这两个属性用于指
定何时启用或禁用保护。
设置 latencyprot 属性以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启用延迟保护。
注意：在启用延迟保护之前，请确保已了解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连接或取消连接的
情况下延迟保护是如何工作的。
启用延迟保护

1

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为相应的 RLINK 设置 latencyprot 属性。
若要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latencyprot=override

若要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fail：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latencyprot=fail

2

设置 latency_high_mark 和 latency_low_mark 属性：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latency_high_mark=high_mark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latency_low_mark=low_mark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
出中显示的名称相同。
请注意，latency_high_mark 的值必须大于 latency_low_mark 的值。建议
latency_high_mark 值与 latency_low_mark 值之间的差值尽量要小，例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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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延迟保护
◆

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off 可以禁用延迟保护。此操作不限制 SRL 中等
待更新的数量。
若要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off：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latencyprot=off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
显示的名称相同。

为辅助节点设置 SRL 溢出保护
VVR 提供了下列 SRL 溢出保护模式：autodcm、dcm、override、fail 和 off。
启用 SRL 溢出保护
◆

将对应的 RLINK 的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autodcm、dcm、override 或 fail
中的任意一个。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autodcm，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autodcm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dcm，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dcm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override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fail，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fail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off，请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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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off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
出中显示的名称相同。

为辅助节点设置网络传输协议
协议属性的指定值决定了主机之间通信时所用的协议。可以为协议属性指定下列值
之一。
■

UDP - 主机之间使用 UDP/IP 协议进行通信。
VVR 会自动计算它所复制的每个数据包的校验和。

■

TCP - 主机之间使用默认值 TCP/IP 协议进行通信。如果没有指定协议，则使用
TCP 作为主机之间的通信协议。
如果您指定 TCP，则会自动禁用 VVR 校验和。VVR 会改而依赖 TCP 校验和机
制。此外，如果复制的数据集中的某节点所使用的 VVR 版本低于 5.1 SP1，则
无论网络协议为何，VVR 都会计算检验和。

■

STORAGE - 用于 Bunker 复制。主节点主机和 Bunker SRL 之间使用 STORAGE
协议进行通信。如果主节点能直接访问存储（例如 DAS 或 NAS），则可将协议
设置为 STORAGE。如果 Bunker 通过 IP 进行复制，则协议可以设置为 UDP
或 TCP。

注意：UDP、TCP 和 STORAGE 均区分大小写。
设置网络协议
◆

若要在版本 110 或更高版本的磁盘组中为 RDS 设置协议，可以使用以下
vradmin 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sec_hostname \
protocol=protocol_name

参数 protocol_name 是主节点将用于复制到辅助节点的协议的名称。此协议可
设置为 TCP 或 UDP。

为辅助节点设置数据包大小
数据包大小决定了发送给辅助节点主机的数据包中所包含的字节数。可以使用
packet_size 属性更改数据包大小（仅限 UDP 模式）。如果协议设置为 TCP，则
会使用 TCP 流发送数据。
，了解 packet_size 属性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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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数据包大小
◆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packet_size=n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
出中显示的名称相同。
参数 n 表示数据包大小，单位为字节。
packet_size 的最小值为 1300 字节。
packet_size 的最大值为 65464 字节。

示例 - 设置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的数据包大小
要将主节点主机 seattle 和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 之间的数据包大小设置为 1400
个字节，请在 RDS 中的任何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packet_size=1400

为辅助节点设置带宽限制
使用 vradmin set 命令的 bandwidth_limit 属性可对用于从主节点向辅助节点复
制的网络带宽进行限制。如果 bandwidth_limit 设置为 none，则 VVR 将使用可
用的网络带宽。默认值为 none。要在同步不属于 RDS 的卷时限制 VVR 使用的网
络带宽，请使用 vradmin syncvol 命令的 bandwidth_limit 属性。
控制用于复制的网络带宽
◆

要限制在 RDS 的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进行复制所用的带宽，请在 RDS 中的
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在该命令中，既可以使用带宽单位 kbps、mbps 或
gbps，也可以使用对应的简写带宽单位 k、m 或 g。带宽的默认单位为位/秒
(bps)。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bandwidth_limit=valu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
显示的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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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限制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的网络带宽
对于主节点 seattle 和辅助节点 london 之间的 RDS hr_rvg，要将带宽限制为 30
mbps，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bandwidth_limit=30mbps

对辅助节点禁用带宽限制
◆

要对 RDS 中的辅助节点禁用带宽限制，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
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bandwidth_limit=non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
显示的名称相同。

示例：禁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的带宽限制
要对 RDS hr_rvg 的主节点 seattle 和辅助节点 london 之间的复制禁用带宽控
制，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bandwidth_limit=none

控制用于同步卷的网络带宽
◆

要在同步不属于 RDS 的卷时限制 VVR 使用的网络带宽，请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yncvol local_vols_list \
remote_hostname.... bandwidth_limit=value

参数 local_vols_list 是以逗号分隔的本地主机上的卷列表。假定本地主机和远
程主机上的卷名称相同。
参数 remote_hostname 是一个以空格分隔的远程主机名列表，要重新同步的卷位
于这些主机上。IP 必须能够解析这些远程主机名。

示例：当使用完全同步时，限制 VVR 使用的网络带宽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使用完全同步使主机 london 上的远程卷与本地主机 seattle 上
的磁盘组 hrdg 中的本地卷 hr_dv01、hr_dv02、hr_dv03 同步时限制 VVR 所使用
的网络带宽。远程主机上的磁盘组名称和卷名与本地主机上的磁盘组名称和卷名相
同。
# vradmin -g hrdg -full syncvol hr_dv01,hr_dv02,hr_dv03 london \
bandwidth_limit=1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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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
本节介绍如何同步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

同步辅助节点的方法
可以使用网络、块级别磁带备份同步辅助节点，也可以通过物理方式将磁盘移至辅
助节点来进行同步。自动同步是同步辅助节点的推荐方法。请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来
同步辅助节点，具体视所在环境而定：
■

■

使用网络
■

自动同步

■

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

■

与存储检查点间基于差异的同步

使用块级别磁带备份
■

■

块级别磁带备份和检查点

以物理方式移动磁盘
■

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以下各表介绍了使用各种同步方法的时间和方式：

使用网络同步辅助节点
无论应用程序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均可通过网络同步辅助节点。SmartMove 支持下
列每种方法。
表 7-1

使用网络同步辅助节点

辅助节点同步方式

执行操作

命令

完全

自动同步并启动复制

vradmin -a startrep

请参见第 83 页的“使用自动同步
功能”。
完全

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

vradmin -full -c
checkpoint syncrvg

当 RDS 的主节点数据卷 与存储检查点间基于差异的同步 vradmin -c checkpoint
和辅助节点数据卷上的数
syncrvg
据之间存在的差异极小时

使用块级别磁带备份同步辅助节点
表 7-2 说明如何使用块级别磁带备份来同步辅助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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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使用块级别磁带备份同步辅助节点

辅助节点同步方式

执行以下任务：

完全且必须将大量数据从 1. 启动主节点存储检查点。
主节点移到辅助节点时

命令
vxrvg -c checkpoint
checkstart rvg_name

2. 执行主节点的块级别备份。
3. 结束主节点存储检查点。

vxrvg -c checkpoint
checkstart rvg_name

4. 还原辅助节点上的磁带，并使 vradmin -c checkpoint
用存储检查点启动到辅助节点的 startrep
复制。

以物理方式移动磁盘以便同步辅助节点
表 7-3 说明如何通过以物理方式移动磁盘来同步辅助节点。
表 7-3

通过以物理方式移动磁盘同步辅助节点

辅助节点同步方式

使用此功能

命令

完全通过物理方式将磁盘 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从主节点主机的位置移到
辅助节点主机的位置

使用自动同步功能
使用“自动同步”功能可以通过网络将主节点上的数据传输至辅助节点。应用程序
处于活动或非活动状态时，均可使用自动同步功能同步辅助节点。
通过自始至终读取主节点数据卷并将数据发送至辅助节点，“自动同步”过程可将
主节点数据卷中的数据传输至辅助节点中。
注意：“自动同步”不维持写入操作的顺序；因此，在整个传输过程完成之前，辅
助节点将处于不一致的状态。
在自动同步完成后，辅助节点将变得一致。 要成功使用“自动同步”功能，必须相
应地调整网络。 请注意，仅当主节点以低于写入发送至辅助节点的速率接收写入
时，同步过程才会完成。 如果主节点以高于写入发送至辅助节点的速率接收写入，
则同步可能永远不会完成，特别是当写入广泛散布在卷中时尤其如此。
使用此功能可以同时同步多个辅助节点主机。 对多个辅助节点主机执行自动同步
时，同步过程将以最慢的网络速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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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辅助节点出现故障或网络断开连接，VVR 会暂停同步过程。 如果正在进行同
步时主节点出现故障，则主节点恢复后，同步过程将在主节点停止的时间点处继续
进行。
使用自动同步的先决条件
■

主节点 RVG 中的每个数据卷都必须具有与之关联的 DCM。 如果数据卷没有
DCM，则试图自动同步辅助节点将会失败。

在 vradmin startrep 命令中使用 -a 选项可以启动复制并将 RDS 中的辅助节点数
据卷与主节点数据卷自动同步；此命令可以使辅助节点数据卷拥有主节点数据卷的
最新内容。 当数据卷包括数据且应用程序处于活动或非活动状态时，可以使用此命
令同步辅助节点。仅在完成此自动同步过程后，才可启动向其他辅助节点进行的复
制。
vradmin startrep 命令可在 RDS 的任何主机中执行。若要检查自动同步的状态和

进度，请在主节点 RLINK 中使用 vxrlink status 命令。
若要使用自动同步来同步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请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a startrep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显示在 vradmin printrvg 命令输出中的辅助节点主机的名
称。如果 RDS 仅包含一个辅助节点，则 sec_hostname 是可选的。
示例 - 使用自动同步功能
在此示例中，在主机 seattle 上，主节点 RVG hr_rvg 中的数据卷包含有效数据，
且应用程序处于活动状态。 若要启动复制并同步主机 london 上的辅助节点 RVG
hr_rvg，请执行下列命令：
# vradmin -g hrdg -a startrep hr_rvg london

有关使用自动同步的说明
请留意以下有关使用自动同步的说明：
■

如果在自动同步执行期间将新卷关联到 RDS，则 VVR 不会自动同步新关联的数
据卷。

■

在包含多个辅助节点（其 SRL 溢出保护设置为 dcm）的 RDS 中，多个辅助节
点可能需要使用该 DCM。 如果一个辅助节点正在进行自动同步，而另一个辅助
节点的 RLINK 即将溢出，则系统将放弃自动同步，此时对于溢出的 RLINK，
DCM 将变为活动状态。

■

如果您尝试在现有 RLINK 正在使用 DCM 机制时自动同步新的 RLINK，则自动
同步将失败。

■

要从 DCM 重新同步过程中删除某个辅助节点，请分离对应的主节点 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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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尝试在使用 DCM 时从数据卷分离 DCM，则该操作将失败。

■

如果在使用 DCM 时由于 I/O 错误而分离 DCM，则系统将放弃重新同步并分离
正在同步的 RLINK。

■

您可以使用 SmartMove 的自动同步。因为复制的数据要少得多，因此此组合使
得部署灾难恢复站点的速度要快得多。
请参见第 85 页的“关于适用于 VVR 的 SmartMove”。

使用自动同步设置复制的示例
本示例假定已使用示例过程创建了 RDS。
无论应用程序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均可使用自动同步功能同步辅助节点。
使用自动同步设置复制
◆

通过从 RDS 中的任意主机执行以下命令，使用自动同步启动辅助节点同步和
复制：
# vradmin -g hrdg -a startrep hr_rvg london

关于适用于 VVR 的 SmartMove
适用于 VVR 的 SmartMove 功能使 VVR 可以充分利用 VxFS 对正在使用的文件系
统块的了解这一信息，以优化复制卷的初始同步所需的时间和网络带宽。如果所同
步的卷的顶部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则此功能可用。
如果使用 SmartMove 执行自动同步，则可以更快地部署灾难恢复站点，因为要复
制的数据比在系统上置备的存储少得多。要在群集卷复制 (CVR) 环境中使用
SmartMove 执行自动同步，则必须在日志所有者上装入文件系统。
默认行为是使用适用于 VVR 的 SmartMove 功能进行初始同步。在初始同步期间使
用 SmartMove 的命令包括 vradmin syncrvg/syncvol/startrep 和 vxrlink -a
att。
关闭 SmartMove
◆

输入以下命令：
# vxtune usefssmartmove none

还增强了 vradmin verifydata 命令，以利用 VxFS 对正在使用的文件系统块的了
解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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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简存储回收与 VVR
精简存储可仅在需要时为应用程序分配存储，从而帮助您优化阵列容量。在创建文
件并将其写入文件系统时，将会从阵列上的空闲存储池分配存储。
不过，在主机上删除文件时，不会自动将存储返回该池。结果，此时阵列上会存在
大量已分配的存储未得到使用。您必须手动回收此存储。
请参见第 86 页的“确定精简回收阵列是否需要回收”。
在 VVR 环境中，可以回 RVG 下所配置卷上的存储。您可以在磁盘、磁盘组或文件
系统级别回收存储。
只有具有 thinrclm 属性的 LUN 支持精简存储回收。VxVM 会从具有精简能力的存
储阵列中自动发现支持精简回收的 LUN。在主机上，可以列出具有 thinonly 或
thinrclm 属性的设备。
具有关联的即时完全快照或空间优化快照的 RVG 中的卷不支持精简存储回收。回
收命令可能会完成而不发生错误，但存储空间不会得到回收。不支持精简存储回收
的原因是，此类卷上的回收会触发将数据从主卷传输到快照卷的操作。将此数据移
到快照卷会在后端触发存储分配。如果存在多个快照，则将保留同一数据的多个副
本，此时需要的空间将多于回收的存储。对于空间优化快照，由于所有可回收数据
都会复制到空间优化快照，因此缓存对象大小会增加。
如果在其他上下文中使用了 Storage Foundation 精简存储回收，则命令与在 VVR
环境中使用该功能时相同。
在对 VVR 使用精简回收时，请记住以下几点：
■

VxFS 文件系统必须先装入主站点上，然后才能在卷上执行精简回收。

■

在主站点上回收存储时，将会自动在辅助站点上回收存储，除非主站点处于 DCM
模式或自动同步正在运行。当主站点的 SRL 溢出时，该站点会进入 DCM 模式。

■

您可以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回收存储，即使这两个站点使用不同类型的阵列
也是如此。不同的阵列可具有固定大小不同的物理存储分配单元。

■

可以在滚动升级期间回收存储，而不会对系统产生影响。

有关精简存储的详细信息以及回收精简存储的过程，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解决方案指南》。

确定精简回收阵列是否需要回收
只能在具有 thinrclm 属性的 LUN 上执行精简存储回收。在下列情况下，阵列可能
十分适合进行回收：
■

阵列特定的命令指示存储即将接近最大值，例如已用 90%。

■

您收到已达到某一存储级别的阵列所发出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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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存储容量即将达到最大值，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数据要进行回收；数据可能
仍需要使用。您应当进一步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有较大的已删除或未使用数据
块。如果是这种情况，请运行精简回收。
有关回收存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解决方案指南》。

将数据卷初始化为零时启动复制
在 vradmin startrep 命令中使用 -f 选项，可在将主节点数据卷和辅助节点数据
卷初始化零时启动复制。vradmin startrep 命令可在 RDS 的任何主机中执行。
将数据卷初始化为零时在 RDS 中启动向辅助节点执行的复制：
# vradmin -g diskgroup -f startrep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
显示的名称相同。如果 RDS 仅包含一个辅助节点，则 sec_hostname 是可选的。

例如： 将数据卷初始化为零时启动复制
要启动从 seattle 中的主节点 RVG hr_rvg 到主机 london 中的辅助节点 RVG 的
复制，请从 RDS 中的任意主机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f startrep hr_rvg london

注意：-f 选项可用于停止主节点卷与辅助节点卷之间的初始同步（如果这些卷已包
含相同数据）。

设置第三方复制
可以使用 VVR 或各种第三方复制技术设置复制。
请根据以下最佳做法设置复制：
■

设置复制。如果您计划使用第三方软件复制技术（Oracle Dataguard、IBM
DB2HADR 等）或第三方硬件复制技术（EMC SRDF、Hitachi TrueCopy、IBM
SVCCopyServices 等），请参考供应商提供的计划和配置复制文档。

■

配置复制之后，验证复制存储是否对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可见。

■

验证是否已按照相关复制代理“安装和配置指南”中的建议在 VCS 节点上安装
存储供应商工具（CLI 或 API）。例如，如果正在使用 HITACHI TrueCopy 复
制，则需在每个群集节点上安装 RAID Manager CCI。

■

从以下位置下载和安装所需 VCS 复制代理：https://sort.veritas.com/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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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复制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准则配置复制代理资源。

■

使用“安装和配置指南”中提供的方案，测试配置的故障转移。

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群集
执行以下步骤针对灾难恢复配置群集：
■

在主站点上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请参见第 88 页的“在主站点上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请参见第 89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

保护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请参见第 89 页的“保护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

配置远程群集对象
请参见第 91 页的“配置远程群集对象”。

■

配置其他心跳链接（可选）
请参见第 91 页的“配置其他心跳链接（可选）”。

■

配置 Steward 进程（可选）
请参见第 92 页的“配置 Steward 进程（可选）”。

在主站点上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在主站点上执行以下步骤来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如果在主站点上配置 VCS 群集期间已经完成了这些步骤，则继续下一个任务，即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 VCS 群集。
请参见第 89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运行 GCO 配置向导来创建或更新 ClusterService 组。该向导将验证您的配置，并
使其对全局群集设置有效。
在主站点上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1

启动 GCO 配置向导。
# gcoconfig

该向导搜索本地系统上的 NIC 设备，并提示您输入要用于全局群集的设备。

2

请指定设备的名称并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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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配置中没有 NIC 资源，向导将询问指定的 NIC 是否为由所有系统使用的
公共 NIC。
如果是公共 NIC，则输入 y；否则输入 n。如果输入了 n，向导将提示您输入
所有系统上 NIC 的名称。

4

输入要用于全局群集的虚拟 IP。
必须使用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VCS 不支持配置在全局群集中使用不同的
Internet 协议版本的群集。

5

如果您的配置中没有 IP 资源，向导将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 IPv4 地址：
向导会提示您输入与虚拟 IP 关联的网络掩码。向导将检测该网络掩码；您
可以接受建议的值，也可以输入另一个值。

■

对于 IPv6 地址：
向导会提示您输入与虚拟 IP 关联的前缀。

6

向导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或更新 ClusterService 组。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运行这些命令后，向导将使 ClusterService 组联
机。

7

验证为群集间通信监视虚拟 IP 地址的 gcoip 资源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 hares -state gcoip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在辅助站点上执行以下步骤来设置 VCS 群集。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1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群集。
请注意此任务的下列几点：
■

在 VCS 配置期间，回答提示来配置全局群集。此步骤配置用于群集间通信
的虚拟 IP。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2

验证为群集间通信监视虚拟 IP 地址的 gcoip 资源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 hares -state gcoip

保护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执行以下步骤来配置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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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1

验证两个群集是否均已配置安全性。可以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 命令配
置安全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2

在群集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例如，在具有两个群集的 VCS 全局群集环境中，执行以下步骤以在群集之间
建立信任：
■

在第一个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WAC;
/opt/VRTSvcs/bin/vcsat setuptrust -b
IP_address_of_any_node_from_the_second_cluster:14149 -s high

该命令可获取并显示第二个群集的根代理的安全证书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果详细信息正确，则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y 以建立信任。
例如：
The hash of above credential is
b36a2607bf48296063068e3fc49188596aa079bb
Do you want to trust the above?(y/n) y
■

在第二个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WAC
/opt/VRTSvcs/bin/vcsat setuptrust -b
IP_address_of_any_node_from_the_first_cluster:14149 -s high

该命令可获取并显示第一个群集的根代理的安全证书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果详细信息正确，则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y 以建立信任。
或者，如果您在群集中设置了无密码通信，则可以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trust 选项建立与远程群集的信任。

3

■

如果在设置全局群集之后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 命令，请跳过此过
程中的剩余步骤。

■

如果您具有安全群集，且已使用 gcoconfig 命令，请完成此过程中的剩余
步骤。

在每个群集中，在 wac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使 wac 资源脱机。对于
每个群集，运行以下命令：
# hares -offline wac -sys node_where_wac_is_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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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新 wac 资源的 StartProgram 属性和 MonitorProcesses 属性的值：
# haconf -makerw
hares -modify wac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ecure"
hares -modify wac MonitorProcesses \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haconf -dump -makero

5

在每个群集上，使 wac 资源联机。对于每个群集，在任何节点上运行以下命
令：
# hares -online wac -sys systemname

配置远程群集对象
在两个站点上设置了 VCS 和复制基础架构后，必须对两个群集进行链接。 必须在
每个站点上配置远程群集对象以链接两个群集。“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可以利用它来轻松链接群
集。
配置远程群集对象
◆

启动“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 “Edit (编辑)”>“Add/Delete Remote Cluster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必须使用 ClusterService 组中指派给 IP 资源的同一 IP 地址。全局群集使用此
IP 地址在群集之间进行通信和交换 ICMP 心跳。

配置其他心跳链接（可选）
可以配置其他心跳链接以在群集之间交换 ICMP 心跳。
配置群集之间的其他心跳（可选）

1

在 Cluster Explorer 的“Edit (编辑)”菜单上，单击“Configure Heartbeats
(配置心跳)”。

2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输入心跳的名称并选中
群集名称旁边的复选框。

3

单击“Configure (配置)”列中的图标，打开“Heartbeat Settings (心跳设置)”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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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 Arguments 属性以及各种超时时间和间隔时间字段的值。单击 + 可添加
参数值；单击 - 可删除参数值。
如果要在 Arguments 属性中指定 IP 地址，请确保 IP 地址包含 DNS 项。

5

单击“OK (确定)”。

6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单击“OK (确定)”。
现在，您可以从 Java 控制台监视两个群集的状态。

配置 Steward 进程（可选）
如果是双群集全局群集设置，可以配置 Steward 以防止出现裂脑情况，但前提是使
用了适当的网络基础架构。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为未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配置 Steward 进程

1

确定将承载 Steward 进程的系统。

2

确保两个群集都可以通过 ping 命令连接到该系统。

3

将 steward 文件从群集中的节点复制到 Steward 系统。该文件位于以下路径
中：
/opt/VRTSvcs/bin/

4

在两个群集中，将 Stewards 属性设置为运行 Steward 进程的系统的 IP 地址。
例如：
cluster cluster1938 (
UserNames = { admin = gNOgNInKOjOOmWOiNL }
ClusterAddress = "10.182.147.19"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CredRenewFrequency = 0
CounterInterval = 5
Stewards = {"10.212.100.165"}
}

5

在指定为承载 Steward 的系统上，启动 Steward 进程：
# steward -start

为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配置 Steward 进程

1

验证是否满足确保 Steward 通信安全的先决条件。
要验证 wac 进程是否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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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 wac 资源属性的值：
# hares -value wac StartProgram

该值必须为 /opt/VRTSvcs/bin/wacstart –secure。
# hares -value wac MonitorProcesses

该值必须为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

列出 wac 进程：
# ps -ef | grep wac

wac 进程必须以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形式运行。

2

确定将承载 Steward 进程的系统。

3

确保两个群集都可以通过 ping 命令连接到该系统。

4

仅当 VCS 尚未安装在 Steward 系统上时，才应执行此步骤。如果 VCS 已安
装，请跳到步骤 5。
■

如果未配置群集 UUID，则使用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进行
配置。

■

在指定运行 Steward 进程的系统上，运行 installvcs -securityonenode
命令。
安装程序提示确认 VCS 是否未配置或 VCS 是否未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运
行。当安装程序提示确认是否要继续配置安全性时，输入 y。
有关 -securityonenode 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
升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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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 /opt/VRTSvcs/bin/steward_secure.pl 生成 Steward 的凭据或者执行
下列步骤：
# unset EAT_DATA_DIR
# unset EAT_HOME_DIR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createpd -d
VCS_SERVICES -t ab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addprpl -t ab
-d VCS_SERVICES -p STEWARD -s password
# mkdir -p /var/VRTSvcs/vcsauth/data/STEWARD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STEWARD
# /opt/VRTSvcs/bin/vcsat setuptrust -s high -b localhost:14149

6

在 GCO 群集的所有节点上设置信任关系：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WAC
# vcsat setuptrust -b <IP_of_Steward>:14149 -s high

7

在 Steward 上设置信任关系：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STEWARD
# vcsat setuptrust -b <VIP_of_remote_cluster1>:14149 -s high
# vcsat setuptrust -b <VIP_of_remote_cluster2>:14149 -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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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两个群集中，将 Stewards 属性设置为运行 Steward 进程的系统的 IP 地址。
例如：
cluster cluster1938 (
UserNames = { admin = gNOgNInKOjOOmWOiNL }
ClusterAddress = "10.182.147.19"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CredRenewFrequency = 0
CounterInterval = 5
Stewards = {"10.212.100.165"}
}

9

在指定为运行 Steward 的系统上，启动 Steward 进程：
# /opt/VRTSvcs/bin/steward -start -secure

停止 Steward 进程
◆

要停止未以安全模式配置的 Steward 进程，请打开一个新的命令窗口，然后运
行以下命令：
# steward -stop

要停止正以安全模式运行的 Steward 进程，请打开一个新的命令窗口，然后运
行以下命令：
# steward -stop -secure

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服务组
执行以下步骤针对灾难恢复配置服务组。
配置服务组

1

在辅助站点上，对应用程序进行设置以获得高可用性。
为应用程序配置 VCS 服务组。创建与第一个群集中的配置相似的配置。
■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完成此操作：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从主群集复制并粘贴资源，或者将主群集中的 main.cf 文件中的配置复制到
辅助群集。

■

对配置进行适当的更改。例如，必须修改 SystemList 属性以反映辅助群集
中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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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确保服务组 (appgroup) 的名称在两个群集中是相同的。

要为用户指派远程管理权限以进行远程群集操作，请在这两个群集中为其配置
相同的名称和权限。
请参见第 21 页的“用于执行跨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3

如果设置使用了 BIND DNS，请将 DNS 类型的资源添加到每个站点上的应用
程序服务组中。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4

在每个站点上，根据您设置的复制技术执行以下操作：
■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 VCS 以管理和监视重复卷组 (RVG)。
请参见第 96 页的“针对基于 VVR 的复制配置 VCS 服务组”。

■

受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
针对复制安装和配置相应的 VCS 代理。
有关说明，请参见相应的 VCS 复制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

针对基于 VVR 的复制配置 VCS 服务组
执行以下步骤配置 VCS 来监视 Volume Replicator (VVR)。然后，在应用程序服务
组 (appgroup) 与复制服务组 (appgroup_rep) 之间设置 online local hard 组依赖关
系，以确保服务组可同时进行故障转移和切换。
在 VCS 中创建 RVG 资源

1

新建一个服务组，即 appgroup_rep。

2

将 DiskGroup 资源从 appgroup 复制到该新组。

3

在 appgroup_rep 服务组中配置 IP 和 NIC 类型的新资源。IP 资源监视 VVR 用
于复制的虚拟 IP。

4

在新的 (appgroup_rep) 服务组中配置 RVG 类型的新资源。

5

配置 RVG 资源。
有关该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请注意，RVG 资源启动、停止和监视处于当前状态下的 RVG，当您要更改复
制的方向时，它不会提升或降低 VVR。该任务由 RVGPrimary 代理管理。

6

根据以下信息设置依赖关系：
■

RVG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

RVG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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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服务组如下所示：

7

从 appgroup 服务组删除 DiskGroup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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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应用程序服务组 (appgroup) 中，添加 RVGPrimary 类型的资源并配置其属
性。
有关该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9

设置资源依赖关系，使 Mount 资源依赖于 RVGPrimary 资源。
现在，appgroup 如下所示：

链接应用程序和复制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单击群集名称。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这会打开服务组依赖关系图。

3

单击“Link (链接)”。

4

单击父服务组 (appgroup)，并将鼠标移向子服务组 (appgroup_rep)。

5

单击子服务组 appgroup_rep。

6

在“Link Service Groups (链接服务组)”对话框中，单击 online local 关系和
hard 依赖关系类型，然后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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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组配置为全局服务组
运行“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将应用程序服务组
(appgroup) 配置为全局组。
创建全局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的服务组树中，右键单击应用程序服务组 (appgroup)。

2

从菜单中选择“Configure As Global (配置为全局)”。

3

输入要修改的服务组 (appgroup) 的详细信息。

4

在“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框中，单击该组可在其上联机的群集。
本地群集由于隐式定义为属于 ClusterList 而未在此列出。单击向右箭头，将群
集名称移到 ClusterList 框中。

5

选择群集故障转移的策略：
■

“Manual (手动)”防止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Auto (自动)”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或整个群集出现故障
时，使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Connected (连接)”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时，使组自动
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6

单击“Next (下一步)”。

7

输入或查看各个群集的连接详细信息。
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以查看每个群集的远程群集信息。

8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9

输入远程群集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OK (确定)”。

10 单击“Next (下一步)”。
11 单击“Finish (完成)”。
12 保存该配置。
现在，appgroup 服务组就是一个全局组，可在群集之间进行故障转移。

全局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防火练习过程可验证灾难恢复配置应对故障的能力。执行此过程时，不会停止主站
点中的应用程序，而且不会中断用户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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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可以使用防火练习的特殊服务组，可以在辅助站点执行防火练习。防火练习服
务组与应用程序服务组相同，但它使用防火练习资源取代复制代理资源。防火练习
服务组使用应用程序服务组所用数据的副本。
几乎所有的复制代理都具有与之捆绑的对应防火练习代理。这些防火练习代理负责
在存储阵列内创建快照，并将快照磁盘导入主机中。防火练习代理的命名与复制代
理类似，代理名称后面都会附加 Snap。例如，EMC SRDF 的防火练习代理为
SRDFSnap，Hitachi TrueCopy (HTC) 的防火练习代理为 HTCSnap。
有关配置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相应复制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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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配置全局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全局群集

■

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针对并行
全局群集的复制

■

关于设置并行群集的全局群集环境

■

配置主站点

■

配置辅助站点

■

在并行全局群集站点之间设置复制

■

测试并行全局群集配置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配置全局群集
关于全局群集

关于全局群集
在发生灾难时，全局群集能够在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群集上进行应用程序故障转
移。这种类型的群集涉及在相距甚远的群集之间迁移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基于硬件
的或基于软件的复制技术来设置 HA/DR。
您可以在安装期间或安装完成后的任意时间添加该许可证。

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针对并行全局群集的复制
在发生灾难时，全局群集能够在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群集上进行应用程序故障转
移。这种类型的群集涉及在相距甚远的群集之间迁移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基于硬件
的或基于软件的复制技术来设置 HA/DR。
可以通过配置全局 VCS 服务组并使用复制技术设置一个主群集，以复制到辅助群
集。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库群集可以是一个单节点群集。例如，在主站点上可以有双
节点群集，在辅助站点上可以有双节点群集或单节点群集。
可以使用下列复制技术之一：
■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用于提供基于主机的卷复制。使用 VVR，可
以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lity (SFCFS HA)、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SF Sybase CE) 中复制共享磁盘组中的数据卷。

■

支持的基于硬件的复制技术。使用基于硬件的复制可以将主磁盘阵列中的数据
复制到辅助磁盘阵列。

要验证您的配置是否受支持，请查看产品要求和授权信息：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
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
要确认硬件的兼容性，请参见 Veritas 技术支持网站中的最新兼容性列表：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000126344
SFCFSHA 和 SF Oacle RAC 支持多个第三方复制选项。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当前仅支持 VVR 复制。
有关第三方复制支持的当前信息：
请参见 https://sort.veritas.com/agents 并在“Agent type (代理类型)”下选择
“Replication Agents (复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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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SF Sybase CE 仅支持使用 VVR 进行复制。

■

查看供应商的兼容性列表以确认所支持的软件版本。 只有供应商的硬件兼容性
列表中包含主机、HBA 和阵列组合时，才存在以上支持。检查阵列文档。

■

所有阵列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对于在群集之间复制数据的环境，Veritas 复制代理在这样的环境中为复制配置提供
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和恢复支持。
VCS 复制代理控制复制的方向。而不监视复制的进度或状态。复制代理管理挂接到
全局群集节点的复制设备的状态。这些代理确保具有联机资源的系统也可以对配置
的设备进行安全的独占访问。
有关复制代理的更多最新信息：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指南》

关于设置并行群集的全局群集环境
为带有并行群集的环境配置全局群集需要协调多个组件设置任务。此处提供的过程
可用作准则。有关产品安装和各个群集的基本配置，请参考产品安装指南。您需要
使用本指南在两个已配置的群集之间配置全局群集环境和复制。
表 8-1

设置带有并行群集的全局群集环境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在主站点上配置并行群集

请参见第 104 页的“配置主站点”。

在辅助站点上配置并行群集

请参见第 106 页的“配置辅助站点”。

配置全局群集环境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在并行全局群集站点之间
设置复制”。

测试 HA/DR 配置

请参见第 116 页的“测试并行全局群集配置”。

测试成功后，可将该环境投入生产
根据您的具体起点、环境和配置，某些配置任务可能需要调整：配置详细信息可能
与这些过程中给出的示例不同。请查看主群集和辅助群集的安装要求以及群集配置
文件示例。
有关要求、安装说明和示例配置文件：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
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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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

配置主站点
表 8-2

在主站点上设置并行全局群集的任务

任务

说明

设置群集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在主站点上设置群集”。

设置数据库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在主站点上设置数据库”。

请参见产品安装指南以便获取规划信息和下列步骤的特定配置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
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
您可以使用现有并行群集，或为主站点安装新的群集。如果使用现有的群集作为主
站点，并希望设置全局群集，请跳过下列步骤，然后继续配置辅助群集。
请参见第 106 页的“配置辅助站点”。
如果没有现有群集，并且要为全局群集设置两个新站点，请执行下列步骤。
在主站点上设置群集

1

安装与配置服务器和存储。

2

如果使用的是基于硬件的复制，请安装用于管理阵列的软件。

3

验证是否已启用正确的安装选项（无论您使用的是无密钥授权许可还是要手动
安装密钥）。对于全局群集，必须启用 GCO 选项。如果要使用 VVR 进行复
制，则必须启用该选项。

4

根据产品安装指南中的指示准备、安装和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
对于多节点群集，配置 I/O 防护。

5

验证 CVM 组是否在主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都处于联机状态。
# hagrp -state cvm

6

为卷 asymetry 设置存储连接，为磁盘组的 DCO 日志策略设置 I/O 发运。

7

为全局群集准备系统和存储。在安装数据库软件之前标识硬件和存储要求。
对于 SFCFSHA，您将需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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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软件的本地存储

■

在基于硬件的复制或基于主机的复制期间未复制的资源的共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存储

对于 SF Oracle RAC，您将需要设置：
■

Oracle RAC 和 CRS/GRID 二进制文件的本地存储器

■

在基于硬件的复制或基于主机的复制期间未复制的 OCR 和 Vote 磁盘的共
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共享存储

对于 SF Sybase CE，需要设置：

8

■

Sybase ASE CE 二进制文件的文件系统和群集文件系统的非复制共享存储

■

定额设备的非复制的共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存储

■

使用《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中的过
程验证配置。

对于 SFCFSHA，请安装并配置您的数据库二进制文件。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注意：不复制的资源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成功安装和配置数据库后，验证数据库资源是否已在所有节点上运行。

9

对于 Oracle RAC，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
指南》中的说明，以安装、配置和链接 Oracle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
■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

■

Oracle RAC 数据库软件

■

两个站点上的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版本必须完全相同。

注意： OCR 和 Vote 磁盘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成功安装和配置 Oracle RAC 后，验证 CRS 后台驻留程序和资源是否已在所
有节点上运行。
对于 Oracle RAC 10gR2，请使用：
$CRS_HOME/bin/crs_stat -t

对于 Oracle RAC 11gR1，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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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_HOME/bin/crs_stat -t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请使用：
$GRID_HOME/bin/crsctl stat res -t

10 对于 SF Sybase CE，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
和升级指南》中的说明，以安装和配置 Sybase ASE CE 二进制文件。
请注意以下配置要求：
■

定额设备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

两个站点上的 Sybase 二进制文件版本必须完全相同，其中包括 ESD 版本。

■

在辅助站点上将 Sybase 二进制文件装入/卷手动配置为受 VCS 控制。

在主站点上设置数据库

1

确定要复制的磁盘，创建所需的 CVM 磁盘组、卷和文件系统。

2

在上一步中创建的文件系统上创建数据库。

3

为数据库配置 VCS 服务组。

4

验证所有 VCS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

配置辅助站点
辅助站点的设置要求与主站点的要求类似，只是有一些附加或额外的要求，如下所
示。
表 8-3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并行全局群集的任务

任务

说明

设置群集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设置群集”。

设置数据库

请参见第 109 页的“为辅助站点设置 SFCFSHA
数据库”。
请参见第 109 页的“为辅助站点设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请参见第 111 页的“为辅助站点设置 Sybase
ASE CE 数据库”。

针对并行全局群集的重要要求：
■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群集名称必须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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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在主群集和辅助群集上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用户和组 ID 来进行数据库的安
装和配置。

■

对于 Oracle RAC，您必须针对 CRS/GRID 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使用相同的目
录结构、名称和权限。

您可以使用现有并行群集，或为辅助站点安装新的群集。
请参见产品安装指南以便获取规划信息和下列步骤的特定配置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
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群集

1

安装与配置服务器和存储。

2

如果使用的是基于硬件的复制，请安装用于管理阵列的软件。

3

验证是否已启用正确的安装选项（无论您使用的是无密钥授权许可还是要手动
安装密钥）。对于全局群集，必须具有 GCO 选项。如果要使用 VVR 进行复
制，则必须启用该选项。

4

根据产品安装指南中的指示准备、安装和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
对于多节点群集，配置 I/O 防护。

5

对于单节点群集，不要启用 I/O 防护。防护将在禁用模式下运行。

6

为全局群集准备系统和存储。在安装数据库软件之前标识硬件和存储要求。
对于 SFCFSHA，您将需要设置：
■

数据库软件的本地存储

■

在基于硬件的复制或基于主机的复制期间未复制的资源的共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存储

■

您必须针对定额二进制文件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使用与主站点相同的目录
结构、名称和权限。

对于 SF Oracle RAC，您将需要设置：
■

Oracle RAC 和 CRS 二进制文件的本地存储

■

在基于硬件的复制或基于主机的复制期间未复制的 OCR 和 Vote 磁盘的共
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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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须针对 CRS/GRID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使用与主站点相同
的目录结构、名称和权限。

对于 SF Sybase CE，需要设置：
■

Sybase ASE CE 二进制文件的文件系统和群集文件系统的非复制共享存储

■

定额设备的非复制的共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存储

■

您必须针对定额二进制文件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使用与主站点相同的目录
结构、名称和权限。

■

使用《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中的过
程验证配置。

注意：您必须针对 CRS/GRID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使用相同的目录
结构、名称和权限。

7

对于 SFCFSHA，请安装并配置您的数据库二进制文件。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注意：不复制的资源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成功安装和配置数据库后，验证数据库资源是否已在所有节点上运行。

8

对于 Oracle RAC，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
指南》中的说明，以安装和配置以下软件：
■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

■

Oracle RAC 数据库软件

■

两个站点上的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版本必须完全相同。

注意： OCR 和 Vote 磁盘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成功安装和配置 Oracle RAC 后，验证 CRS 后台驻留程序和资源是否已在所
有节点上运行。
对于 Oracle RAC 10g R2，请使用：
$CRS_HOME/bin/crs_stat -t

对于 Oracle RAC 11gR1，请使用：
$CRS_HOME/bin/crs_sta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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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请使用：
$GRID_HOME/bin/crsctl stat res -t

9

对于 SF Sybase CE，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
和升级指南》中的说明，以安装和配置 Sybase ASE CE 二进制文件。
请注意以下配置要求：
■

定额设备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

两个站点上的 Sybase 二进制文件版本必须完全相同，其中包括 ESD 版本。

■

在辅助站点上将 Sybase 二进制文件装入/卷手动配置为受 VCS 控制。

不要创建数据库。将会从主站点复制数据库。
为辅助站点设置 SFCFSHA 数据库

1

如果正在使用基于硬件的复制，将从主站点复制数据库、磁盘组和卷。
为 CFS 装入点创建目录，用于存放数据库数据和控制文件。

2

如果要使用 VVR 进行复制，请为复制内容创建一个名称和大小与主站点上所
列的名称和大小相同的磁盘组和卷。
为 CFS 装入点创建与主站点上一样的目录。当发生故障转移且辅助站点提升
为主站点时，这些目录将用于寄宿数据库和控制文件。

3

使用在主站点上的相同方法创建数据库子目录。

为辅助站点设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1

如果正在使用基于硬件的复制，将从主站点复制数据库、磁盘组和卷。
为 CFS 装入点创建目录，用于存放数据库数据和控制文件。

2

如果要使用 VVR 进行复制，请为复制内容创建一个名称和大小与主站点上所
列的名称和大小相同的磁盘组和卷。
为 CFS 装入点创建与主站点上一样的目录。当发生故障转移且辅助站点提升
为主站点时，这些目录将用于寄宿数据库和控制文件。

3

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将初始化文件（pfiles、spfiles）从主群集复制到辅助
群集，同时目录路径保持不变。
例如，将主站点上 $ORACLE_HOME/dbs 中的 init$ORACLE_SID.ora 和
orapw$ORACLE_SID.ora 复制到辅助站点上的 $ORACLE_HOME/dbs。

4

对于 Oracle 11g R2 数据库，请修改 init$ORACLE_SID.ora 文件以添加以下条
目：
SPFILE= <spfile location>
remote_listener='<SCAN_LISTENER>: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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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为 Oracle 用户，在辅助站点上创建以下子目录以便与主站点上的目录并行：
对于 Oracle RAC 10g：
$
$
$
$
$
$
$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p
-p
-p
-p
-p
-p
-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a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b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c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dp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h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u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pfile

对于 Oracle 11gR1：
$ mkdir -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
$ cd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
$ mkdir adump dpdump hdump pfile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请创建以下目录结构：
$ mkdir -p $ORACLE_BASE/diag
$ mkdir -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adump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编辑文件：
$ORACLE_HOME/dbs/init$ORACLE_SID.ora

如
remote_listener = 'SCAN_NAME:1521'
SPFILE=<SPFILE NAME>

6

7

配置辅助站点中与主站点上的名称相同的侦听器。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执行
此操作：
■

复制主站点中的 listener.ora 和 tnsnames.ora 文件，并根据需要为辅助站
点更新文件名称。

■

使用 Oracle 的 netca 实用程序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listener.ora 和
tnsnames.ora 文件。

在辅助站点上，以数据库软件所有者身份使用 srvctl 命令注册数据库。
只能从辅助群集的任何节点执行一次数据库注册操作。以 Oracle 数据库软件所
有者身份使用以下命令
$ $ORACLE_HOME/bin/srvctl add database -d database_name -o oracle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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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防止数据库实例自动重新启动，请使用 srvctl 命令将数据库的管理策略
(automatic, manual) 更改为 MANUAL：
$ $ORACLE_HOME/bin/srvctl modify database -d database_name -y manual

只需从群集的任何节点执行一次此更改。

9

使用 srvctl 命令注册实例。在每个节点上，执行以下命令：
$ $ORACLE_HOME/bin/srvctl add instance -d database_name \
-i instance_name -n node-name

如果辅助群集有多个节点，则必须使用 srvctl 命令添加实例。
例如，如果数据库实例名称为 racdb，则 sys3 上的实例名称为 racdb1，sys4
上的实例名称为 racdb2。
$ $ORACLE_HOME/bin/srvctl add instance -d racdb -i racdb1 -n sys3
$ $ORACLE_HOME/bin/srvctl add instance -d racdb -i racdb2 -n sys4

10 使用 srvctl 命令或 crs_register 命令，将主站点上的群集/GRID 中存在的
所有其他资源（例如侦听器、ASM、服务）注册到辅助站点。有关命令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 Metalink 上的 Oracle 文档。
为辅助站点设置 Sybase ASE CE 数据库

1

为 CFS 装入点创建与主站点上一样的目录。当发生故障转移且将辅助站点提
升为主站点时，这些目录将用于承载数据库文件。

2

为复制内容创建一个名称和大小与主站点上所列的名称和大小相同的磁盘组和
卷。

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Sybase ASE CE 群集
在辅助站点上使 Sybase ASE CE 联机之前，必须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Sybase ASE
CE 群集。
■

修改 Sybase ASE CE 配置文件以便与辅助站点环境相符。

■

为辅助站点建立新的定额设备。

■

有关配置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48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Sybase ASE CE 群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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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行全局群集站点之间设置复制
您已为各群集上的数据库配置了 Cluster Server (VCS) 服务组。每个群集都需要一
个额外的虚拟 IP 地址与群集相关联，以实现在群集之间进行通信。安装 VCS 和创
建 ClusterService 组时通常涉及定义此 IP 地址。
通过设置下列项配置全局群集：
■

心跳

■

广域群集 (wac)

■

GCO IP (gcoip)

■

远程群集资源

表 8-4

配置并行全局群集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准备配置全局并行群集

配置全局群集之前，请查看下列要求：
■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群集名称必须唯一。

■

节点名称和资源名称在一个群集内必须唯一，但不要求
在多个群集中都是唯一的。
每个群集都要求具有与其相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安装
VCS 和创建 ClusterService 组时通常涉及定义此 IP 地
址。如果在安装 SFHA Solutions 产品时未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请在配置全局群集时配置该组。
WAN（Wide Area Network，广域网）心跳必须在群集
之间传递，并假定每个群集都可以使用相应的方法来监
视远程群集的健康状况。手动配置心跳资源。
在所有节点上，所有数据库用户和组 ID 都必须相同。

■

■

■
■

对于从主站点的存储复制到辅助站点的数据库，必须在
一个全局组（该全局组在各个群集上具有相同的名称）
中进行定义。该组中的各个资源可能会因群集而异，但
是在广域故障转移后重定向到远程群集的客户端所识别
出的应用程序必须与主群集中的应用程序相同。

使用全局群集向导配置全局群
集。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使用全局群集向导修改全局群集的
ClusterService 组”。

定义远程全局群集和心跳对象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定义远程群集和心跳”。

为数据库资源配置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116 页的“为数据库资源配置全局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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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说明

在两个站点之间启动复制。

有关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的基于软件的复制：
请参见第 119 页的“关于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
以便配置并行全局群集”。
有关使用 Oracle Data Guard 的复制，请参见 Oracle Data
Guard 文档。
有关使用基于硬件的复制，请参见您硬件的复制代理指南。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指南》

在将 HA/DR 配置投入生产之前 请参见第 116 页的“测试并行全局群集配置”。
进行测试

全局群集向导将完成以下任务：
■

验证当前配置对全局群集环境的支持能力。

■

创建相应的组件，以使得各个群集（每个都包含不同的 GAB 成员集）能够作为
独立的单元进行连接和运行。

■

创建 ClusterService 组，或者更新现有的 ClusterService 组。

使用全局群集向导修改全局群集的 ClusterService 组

1

在主群集上，启动 GCO 配置向导：
# /opt/VRTSvcs/bin/gcoconfig

2

该向导搜索本地系统上的 NIC 设备，并提示您输入要用于全局群集的设备。请
指定设备的名称并按 Enter。

3

如果配置中没有 NIC 资源，向导将询问指定的 NIC 是否为由所有系统使用的
公共 NIC。如果是公共 NIC，则输入 y；否则输入 n。如果输入了 n，向导将
提示您输入所有系统上 NIC 的名称。

4

输入本地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

5

如果配置中没有 IP 资源，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与虚拟 IP 关联的网络掩码。向导
将检测该网络掩码；您可以接受建议的值，也可以输入其他值。
向导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或更新 ClusterService 组。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在运行这些命令之后，该向导会在群集中的任一节
点上将 ClusterService 故障转移组联机。

配置全局群集之后，可以添加远程群集对象来定义辅助站点上群集的 IP 地址，添加
心跳对象来定义群集间的心跳。心跳可监视远程群集的运行状况。只有在两个群集
上都设置了心跳资源之后，VCS 才能与远程群集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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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远程群集和心跳

1

在主站点上，启用对配置的写入权限：
# haconf -makerw

2

在主站点上，定义远程群集及其虚拟 IP 地址。
在该示例中，远程群集为 clus2，其 IP 地址为 10.11.10.102：
# haclus -add clus2 10.11.10.102

3

使用主群集的名称和 IP 地址在辅助站点上完成步骤 1 和步骤 2。
在该示例中，主群集为 clus1，其 IP 地址为 10.10.10.101：
# haclus -add clus1 10.10.10.101

4

在主站点上，为群集添加 heartbeat 对象。在该示例中，所用的心跳方法为
ICMP ping。
# hahb -add Icmp

5

定义心跳资源的以下属性：
■

ClusterList，列出远程群集。

■

Arguments，用于定义远程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

例如：
# hahb -modify Icmp ClusterList clus2
# hahb -modify Icmp Arguments 10.11.10.102 -clus clus2

6

在本地群集上保存配置并将访问权限更改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7

在辅助站点上，使用相应的值执行步骤 4 到步骤 6，以定义主站点上的群集，
并将其 IP 定义为辅助群集的远程群集。

8

建议在两个群集上将 IP 资源类型的“OnlineRetryLimit”和“OfflineWaitLimit”
属性修改为 1：
# hatype -modify IP OnlineRetryLimit 1
# hatype -modify IP OfflineWaitLim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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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两个群集上使用 hastatus -sum 命令验证群集状态。
# hastatus -sum

10 通过执行 haclus -list 命令显示全局设置。
# haclus -listclus1clus2

向主站点上 main.cf 文件添加的心跳内容示例为：
.
.
remotecluster clus2 (
Cluster Address = "10.11.10.102"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lus2 }
Arguments @clus2 = { "10.11.10.102" }
)
system sys1 (
)
.
.

向辅助站点上 main.cf 文件添加的心跳内容示例为：
.
.
remotecluster clus1 (
Cluster Address = "10.10.10.101"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lus1 }
Arguments @clus1 = { "10.10.10.101" }
)
system sys3 (
)
.
.

有关配置心跳对象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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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库资源配置全局服务组

1

2

为数据库和资源配置并启用全局组。
■

在两个站点上配置 VCS 服务组。

■

在两个站点上配置复制代理。

■

对于 SF Oracle RAC，将 Oracle RAC 服务组设置为全局服务组，以启用
群集间的故障转移。

■

对于 SF Sybase CE，将数据库服务组 (sybasece) 设置为全局服务组，以
启用群集间的故障转移。

■

例如：
请参见第 135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

若要在已配置 HA/DR 的环境中测试真实数据，请安排计划迁移到辅助站点以
进行测试。
例如：
请参见第 151 页的“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点”。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点”。

3

测试成功后，将该环境投入生产。

有关 VCS 复制代理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指南》
有关在共享磁盘环境中使用 VVR 的完整详细信息：
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测试并行全局群集配置
Veritas 建议先对全局群集配置进行测试，然后再将其投入生产。
测试计划的故障转移

1

使主站点上群集中的数据库的 VCS 服务组脱机。

2

使辅助站点上群集中的数据库的 VCS 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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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站点上测试灾难恢复

1

规划停机时间以便测试灾难恢复配置。

2

在主站点上模拟灾难。
例如：
关闭主站点上的主机和存储阵列。如果无法关闭存储阵列，请断开站点之间的
复制链接。

3

使用 VCS 将数据库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上的群集中。

测试主站点上的故障回复

1

使辅助站点上群集中的数据库的 VCS 服务组脱机。

2

如果节点和存储已关闭，请在主站点上重新启动节点和存储阵列。

3

重新连接复制链接（如果已断开）。

4

从辅助站点重新同步数据以便确保主站点上的数据是最新的。

5

在主站点上使 VCS 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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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以便配置并行全局群集

■

使用 VVR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

■

使用 VVR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

■

开始使用 VVR 将主站点数据库卷复制到辅助站点

■

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使用 VVR 复制数据库卷

■

全局并行群集的复制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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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以便配置并
行全局群集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为配置有并行群集的环境配置全局群集需要协调多个组件
设置任务。下列任务提供了一些准则。
在配置两个群集以实现全局群集之前，必须确保：
■

已针对 Storage Foundations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启用
正确的安装选项（无论您使用的是无密钥许可还是要手动安装密钥）。您必须
启用适用于全局群集和 VVR 的 GCO 选项。
查看产品要求和许可信息。

■

两个群集均已安装和配置 SFHA Solutions 产品软件。
请参见第 104 页的“配置主站点”。
请参见第 106 页的“配置辅助站点”。

注意：您可以同时安装和配置两个群集，也可以在配置完第一个群集之后配置第二
个群集。
您可以使用本指南在两个群集之间配置全局群集环境和复制。有关安装和配置信
息：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
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
安装和配置两个群集之后，您即已准备好使用 VVR 配置全局群集环境。必须执行
下列任务来修改两个群集的配置，以便在全局群集环境中支持复制操作。
表 9-1

使用 VVR 配置并行全局群集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

■

■

在数据库的磁盘组中创建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在主站点上创建重复卷组 (RVG)。

请参见第 121 页的“ 使用 VVR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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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说明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

■

■
■

■

在辅助站点的存储中创建一个磁盘组，用于保存数
据卷、SRL 和 RVG。这些卷的名称和大小必须与主
站点上对应卷的名称和大小相同。
在辅助站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
使用可解析虚拟 IP 地址，这些地址将作为主站点和
辅助站点的主机名用于建立网络 RLINK 连接。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复制对象。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 VVR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
启动数据库的复制。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启动复制：
■

自动同步

■

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开始使用 VVR 将主站点数据库卷复
制到辅助站点”。
在两个站点的群集上配置 VCS 以用 配置 Cluster Server (VCS) 以便为数据库提供高可用
于复制。
性：
■

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配置

■

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置

请参见第 131 页的“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使用 VVR 复
制数据库卷”。

在配置全局群集和使用 VVR 进行复制之后，即可支持下列复制用例：
■

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点

■

由辅助站点接管主站点的角色

■

将主站点上的角色迁移到辅助站点

■

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点

■

中断后接管

■

中断后重新同步

■

更新 rlink 以便反映更改

请参见第 149 页的“全局并行群集的复制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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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VR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
如果尚未在主站点上使用 VVR 设置复制，则在主站点上的存储中创建一个磁盘组，
用于保存数据卷、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和重复卷组 (RVG)。例如，为您的
数据库创建存储。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
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
表 9-2

使用 VVR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在数据库的磁盘组中创建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在主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

在主站点上创建重复卷组 (RVG)。

请参见第 122 页的“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卷组”。

在主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
如果没有数据卷的话，请创建数据卷。
■

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卷与主站点上的数据卷具有相同的名称和大小。
请参见第 106 页的“配置辅助站点”。

■

数据卷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卷应当位于同一个磁盘组中。

■

如果没有基于硬件的镜像，请对数据卷进行镜像。

在主站点上创建数据卷
◆

在为数据库创建的磁盘组中，在主站点上为数据创建一个数据卷。在下面的示
例中，主站点上的 dbdata_vol 卷为 12 GB：
# vxassist -g dbdatadg make dbdata_vol 12000M disk1 disk2

创建 SRL。SRL 是重复卷组 (RVG) 中的卷。此 RVG 还保存用于复制的数据卷。
■

辅助站点上的 SRL 与主站点上的 SRL 具有相同的名称和大小。

■

必须在不包含其他卷的磁盘上创建 SRL。

■

如果没有基于硬件的镜像，请对 SRL 进行镜像。

在下面的示例过程中，dbdatadg 是磁盘组，而 dbdatavol 是要复制的数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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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站点上创建 SRL 卷

1

在主站点上，根据配置和使用量确定 SRL 卷的大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2

执行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bdatadg make dbdata_srl 6800M disk4 disk5

注意：假设已经针对示例设置添加了属于同一个磁盘组的 disk4 和 disk5。在此
步骤中用它们镜像和创建 SRL。

3

如果 SRL 卷尚未启动，请通过启动磁盘组中的所有卷来启动 SRL 卷：
# vxvol -g dbdatadg startall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卷组
在主站点上创建重复卷组 (RVG) 之前，请确保卷和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组处于活动和联机状态。

122

使用 VVR and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配置全局群集
使用 VVR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

查看主站点上复制对象的状态

1

验证要包括在组中的卷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2

查看 hagrp -state cvm 命令的输出以验证 CVM 组是否联机。

3

在每个站点上，请验证 vradmin 是否正在运行：
#

ps -ef |grep vradmin
root

536594

598036

0 12:31:25

0

0:00 grep vradmin

如果 vradmin 未运行，则启动它：
# vxstart_vvr
VxVM VVR INFO V-5-2-3935 Using following ports:
heartbeat: 4145
vradmind: 8199
vxrsyncd: 8989
data: Anonymous-Ports
To change, see vrport(1M) command
# ps -ef |grep vradmin
root 536782
1
0 12:32:47
- 0:00
/usr/sbin/vradmind
root 1048622 598036
0 12:32:55
0 0:00 grep vradmin
# netstat -an |grep 4145
tcp4
0
0 *.4145
*.*
LISTEN
udp4
0
0 *.4145
*.*

在查看主站点上的复制对象的状态后，可以创建主节点 RVG。
创建主 RVG 的命令的形式如下：
vradmin -g disk_group createpri rvg_name data_volume srl_volume

其中：
■

disk_group 为包含数据库的磁盘组的名称

■

rvg_name 为 RVG 的名称

■

data_volume 为 VVR 复制的卷

■

srl_volume 为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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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主节点 RVG

1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确定哪个节点为 CVM 主节点：
# vxdctl -c mode

2

要创建 dbdata_rvg RVG，必须在主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bdatadg createpri dbdata_rvg dbdata_vol dbdata_srl

该命令在主站点上创建 RVG 并为每个数据卷添加数据更改映射 (DCM)。在这种情
况下，dbdata_vol 具有 DCM。

使用 VVR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
要在辅助站点上创建用于复制的对象，请使用 vradmin 命令并指定 addsec 选项。
要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请执行以下任务：
表 9-3

使用 VVR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在辅助站点的存储中创建一个磁盘组，
用于保存数据卷、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和重复卷组 (RVG)。这些卷
的名称和大小必须与主站点上对应卷的
名称和大小相同。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南》。

例如，必须设置数据文件。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
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

例如，创建数据库数据文件的磁盘组、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和装入点。
卷”。
在每个站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
件。

请参见第 125 页的“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

使用可解析虚拟 IP 地址，这些地址将 请参见第 126 页的“在每个群集上设置 RLINK 的 IP
作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主机名用于建 地址”。
立网络 RLINK 连接。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复制对象。

请参见第 127 页的“设置辅助站点上用于复制的磁盘
组”。

对于 Solaris 11，必须手动编辑 /etc/hosts，以从环回 IP 的行中删除主机名。
例如在主机 sys1 上，默认的 /etc/hosts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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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st_name localhost
127.0.0.1 host_name loghost localhost

必须将其更改为如下内容：
::1 localhost
127.0.0.1 loghost localhost
129.148.174.232 host_name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
创建数据卷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卷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在创建磁盘组之前，卷的大小和名称必须与主站点中相应卷的大小和名称相同。

■

该磁盘组的大小和名称必须与主站点上磁盘组的大小和名称相同。

■

将数据卷和 SRL 卷创建在磁盘组中的不同磁盘上。使用 vxdisk -g diskgroup
list 命令可列出磁盘组中的磁盘。

■

对各个卷进行镜像。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

1

在为数据库创建的磁盘组中，为数据创建一个数据卷，其大小与主站点上的数
据卷相同；在本示例中，主站点上的 dbdata_vol 卷为 12 GB：
# vxassist -g dbdatadg make dbdata_vol 12000M disk11 disk12

2

创建 SRL 卷，请与主站点上的等效卷使用相同的名称和大小。在数据库卷所在
磁盘以外的磁盘（但在数据卷所在的磁盘组）上创建该卷：
# vxassist -g dbdatadg make dbdata_srl 6800M disk14 disk16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
在辅助站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使得 VVR 可以将磁盘组从主站点复制到
辅助站点。在每个节点上，VVR 使用 /etc/vx/vras/.rdg 文件来检查将重复卷组 (RVG)
从主站点复制到辅助站点的授权。辅助站点中每个节点上的文件都必须包含主磁盘
组 ID (dgid)，同样地，每个主系统上的文件都必须包含辅助磁盘组 ID (dg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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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

1

在主站点中的一个节点上，显示主磁盘组 ID：
# vxprint -l diskgroup
.....

2

在辅助站点中的每个节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并在一个单独的行中
输入主磁盘组 ID。

3

在主群集的每个群集节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并在一个单独的行中
输入辅助磁盘组 ID。

在每个群集上设置 RLINK 的 IP 地址
使用 vradmin 命令创建对象时，需要提供可解析的虚拟 IP 地址，这些地址将作为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主机名用于建立网络 RLINK 连接。
在每个群集上设置 RLINK 的 IP 地址

1

使用以下命令确定节点是 CVM 主节点还是从属节点：
# vxdctl -c mode

必须在相应节点上配置 RLINK。

2

对于每个群集中运行的每个重复卷组 (RVG)，请在群集中的一个节点上设置一
个虚拟 IP 地址。这些 IP 地址是 RLINK 的一部分。
该示例使用主站点上的群集。
■

公共网络接口为 public_NIC1:2

■

虚拟 IP 地址是 10.10.9.101

■

网络掩码是 255.255.255.0

# ifconfig bge0:1 plumb
# ifconfig bge0:1 inet 10.10.9.101 netmask 255.255.255.0
# ifconfig bge0:1 up

3

在辅助站点上，使用相同的命令并在命令中指定接口、IP 地址以及网络掩码的
相应值。
该示例使用辅助站点：
■

公共网络接口为 public_NIC1:1

■

虚拟 IP 地址是 10.11.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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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网络掩码是 255.255.255.0

定义虚拟 IP 地址，以对应主站点上虚拟群集中的主机名和辅助站点上虚拟群集
中的主机名。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所有节点上更新 /etc/hosts 文件。
此示例假设：

5

■

clus1 具有 IP 地址 10.10.9.101

■

clus2 具有 IP 地址 10.11.9.102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链接是否能正常工作。

设置辅助站点上用于复制的磁盘组
从主站点的主节点中，使用 vradmin 命令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复制对象。
设置辅助站点上用于复制的磁盘组

1

从主站点上的群集执行如下格式的命令：
# vradmin -g dg_pri addsec rvg_pri pri_host sec_host

其中：
■

dg_pri 是 VVR 将复制的主站点上的磁盘组。例如：dbdata_vol

■

rvg_pri 为主站点上的重复卷组 (RVG)。例如：dbdata_rvg

■

pri_host 为主站点上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或可解析虚拟主机名。
例如：10.10.9.101 或 clus1

■

sec_host 为辅助站点上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或可解析虚拟主机名。
例如：10.11.9.102 或 clus2

例如，用于将主站点上的群集添加到复制数据集 (RDS) 的命令为：
vradmin -g dbdatadg addsec dbdata_rvg clus1 clus2

或
vradmin -g dbdatadg addsec dbdata_rvg 10.10.9.101 10.11.9.102

在辅助站点上，上述命令会执行下列任务：
■

使用与主站点上 RVG 相同的名称在指定的磁盘组中创建 RVG

■

将与主站点上的等效卷同名的数据卷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卷与
指定的 RVG 相关联

■

为数据卷添加数据更改映射 (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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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默认名称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创建群集 RLINK；例如，为该示例创建
的“主站点”RLINK 为 rlk_dbdata_clus2_dbdata_rvg，创建的“辅助站
点”RLINK 为 rlk_dbdata_clus1_dbdata_rvg。
如果使用 10.10.9.101 和 10.11.9.102，则使用默认名称为主站点和辅助站
点创建群集 RLINK；例如，为该示例创建的“主站点”RLINK 是
rlk_10.11.9.102_dbdata_rvg，创建的“辅助站点”RLINK 是
rlk_10.10.9.101_dbdata__rvg。

2

通过执行以下命令验证 RDS 中 RVG 的列表。
# vradmin -g dbdatadg -l printrvg

例如：
Replicated Data Set: dbdata_rvg
Primary:
HostName: 10.180.88.187 <localhost>
RvgName: dbdata_rvg
DgName: dbdata_vol
datavol_cnt: 1
vset_cnt: 0
srl: dbdata_srl
RLinks:
name=rlk_clus2_dbdata_rvg, detached=on,
synchronous=off
Secondary:
HostName: 10.190.99.197
RvgName:dbdata_rvg
DgName: dbdatadg
datavol_cnt: 1
vset_cnt: 0
srl: dbdata_srl
RLinks:
name=rlk_clus1_dbdata_rvg, detached=on,
synchronous=off

注意：启动复制后，detached 标志的值将从 ON 状态更改为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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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VVR 将主站点数据库卷复制到辅助站点
为复制设置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后，您就可以启动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复制
了。
以默认复制设置启动：
■

复制模式：synchronous=off

■

延迟保护：latencyprot=off

■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溢出保护：srlprot=autodcm

■

数据包大小：packet_size=8400

■

网络协议：protocol=TCP

初始同步方法：
■

自动同步

■

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

有关这些设置的修改准则和选择初始同步复制方法的信息：
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使用 vradmin 命令可通过网络将数据从主站点复制或传输到辅助站点。因为辅助站
点上的群集只使用一个主机名，所以该命令不要求使用 sec_host 参数。
使用自动同步启动复制
◆

从主站点上，使用以下命令自动同步辅助站点上的重复卷组 (RVG)：
vradmin -g disk_group -a startrep pri_rvg sec_host

其中：
■

disk_group 是 VVR 将复制的主站点上的磁盘组

■

pri_rvg 是主站点上重复卷组 (RVG) 的名称

■

sec_host 是辅助站点的虚拟主机名

例如：
# vradmin -g dbdatadg -a startrep dbdata_rvg clus2

使用带存储检查点选项的 vradmin 命令，通过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启动复制。
通过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启动复制

1

从主站点上，通过完全同步（使用 -c checkpoint 选项）同步辅助站点上的
R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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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dmin -g disk_group -full -c ckpt_name syncrvg pri_rvg sec_host

其中：
■

disk_group 是 VVR 将复制的主站点上的磁盘组

■

ckpt_name 是主站点上存储检查点的名称

■

pri_rvg 是主站点上 RVG 的名称

■

sec_host 是辅助站点的虚拟主机名

例如：
# vradmin -g dbdatadg -c dbdata_ckpt syncrvg dbdata_rvg clus2

2

要在完全同步后启动复制，请输入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bdatadg -c dbdata_ckpt startrep dbdata_rvg clus2

验证复制是否工作正常。
验证复制状态

1

检查 VVR 复制状态：
# vradmin -g disk_group_name repstatus rvg_name

2

从输出中的 flags 部分查看状态。该输出内容可能显示为 connected 和
consistent。例如：
# vxprint -g dbdatadg -l rlk_clus2_dbdata_rvg
Rlink: rlk_clus2_dbdata_rvg
info: timeout=500 packet_size=8400 rid=0.1078
latency_high_mark=10000 latency_low_mark=9950
bandwidth_limit=none
state: state=ACTIVE
synchronous=off latencyprot=off srlprot=autodcm
.
.
protocol: UDP/IP
checkpoint: dbdata_ckpt
flags: write enabled attached consistent connected
asynchro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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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使用 VVR 复制数据库卷
针对全局群集配置两个群集并针对复制设置了数据库之后，请配置 Cluster Server
(VCS) 以便为数据库提供高可用性。具体地说，就是配置 VCS 代理来控制群集资
源，包括复制资源。
表 9-4

配置 VCS 以使用 VVR 复制数据库卷的任务

任务

说明

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配置

请参见第 135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

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置

请参见第 142 页的“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置”。

必须针对复制进行配置或修改的资源包括：
表 9-5

修改 VCS 资源以便使用 VVR 复制

资源

修改

日志所有者服务组

创建一个包含 RVGLogowner 资源的日志所有者服务组。
RVGLogowner 资源由以下对象使用：

重复卷组 (RVG) 服务组

■

用于 RVG 的 RLINK

■

RVGLogowner 资源。RVG 及其相关磁盘组定义为
RVGLogowner 资源的属性。

创建一个包含 RVGShared 资源复制对象的 RVG 组。在一
个并行服务组内同时定义 RVGShared 资源和 CVMVolDg
资源。将该组定义为并行，是因为它可能同时在所有群集节
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RVG 日志所有者服务组对包含 RVG 的服务组具有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VCS 使用下列代理控制下列资源：
■

使用 RVGLogowner 代理控制 RVGLogowner 资源

■

使用 RVGShared 代理控制 RVGShared 资源

CVMVolDg 资源

CVMVolDg 资源中没有为 CVMVolume 属性指定复制服务
卷；相应的卷包含在 RVG 资源中。CVMVolDg 资源的
CVMVolume 属性为空，因为 RVG 中的所有卷都由
RVGShared 资源的 RVG 属性定义。RVG 服务组对 CVM
服务组具有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RVGSharedPri 资源

将 RVGSharedPri 资源添加到现有的数据库服务组。必须将
CVMVolDg 资源从现有的数据库服务组中删除。

131

使用 VVR and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配置全局群集
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使用 VVR 复制数据库卷

资源

修改

数据库服务组

现有的数据库服务组为并行组，包括数据库资源、CVMVolDg
资源以及 CFSMount 资源（如果该数据库驻留在群集文件
系统中）。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群集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库服务组定义为全局组。

有关服务复制资源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指南》
在现有数据库上设置复制后，请查看下列显示对 VCS 配置所做更改的图解。父组
和子组之间的所有依赖关系均为 online local firm。因为 CVM 服务组的定义不需要
更改，所以该服务组在所有图解中都相同。
针对复制进行修改前的配置：
对 Oracle RAC 的复制进行修改前的依赖关系

图 9-1

Oracle

Oracle 组
（并行）
oradb1_grp

ora1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IDG

Online-local-firm

CVM
（并行）
cssd

ocrvote_m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CSSD
vxfsckd

ora_priv
PrivNIC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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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复制 Sybase ASE CE 进行修改前的依赖关系

图 9-2

sybasece

Sybase
ase

CFSMount

CFSMount

Process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sybdata_101_sybvol_mnt

vxfend

CVMVoIDG

CVMVoIDG
quorum_101_voldg

sybdata_101_voldg

CFSMount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binmnt

CVMVoldg
sybbindg_101_voldg

CFSfsckd
vxfsckd

CVMCluster
cvm_clus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针对复制进行修改后的配置：

CVM（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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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Oracle RAC 的复制进行修改后的依赖关系

图 9-3

Oracle 组（并行）

日志所有者组（故障转移）

ClusterService 组

应用程序
oradb1_grp

rlogowner

ora1

日志所有者
RVGLogowner

Oracle

wac
应用程序

logowner_ip

oradata_mnt
CFSMount

IP

gcoip
IP

ora_vvr_shpri

nic

csgnic

NIC

RVGSharedPri

NIC

Online local firm

Online local firm

RVGgroup
racdata_rvg

RVG 组
（并行）

RVGShared

rac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CSSD
ora_priv
PrivNIC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ocrvote_voldg
CVMVoI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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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复制 Sybase ASE CE 进行修改后的依赖关系

图 9-4

sybasece

日志所有者组（故障转移）
日志所有者

Sybase

RVGLogowner

ase

rvg_logowner

logowner_ip

NIC
nic

Process

CFSMount

CFSMount

IP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sybdata_101_sybvol_mnt

CVMVoIDG

RVGSharedPri

quorum_101_voldg

syb_vvr_shpri

RVGShared
sybdata_rvg

CVMVolDG

RVG 组
（并行）

sybdata_voldg

CVM（并行）

binmnt

CFSfsckd
vxfsckd

CFSMount

CVMCluster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cvm_clus

CVMVoldg
sybbindg_101_voldg

修改主站点上的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
下面列出了修改主站点上现有 VCS 配置所需的任务：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vxf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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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配置的任务

表 9-6
任务

说明

配置两个服务组：

请参见第 137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

■

一个包含 RVGLogowner 资源的日志所有 请参见第 142 页的“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
者组。
置”。
包括 RVGShared 资源复制对象的重复卷
组 (RVG)。

将 RVGSharedPri 资源添加到现有的数据库 请参见第 137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服务组并通过设置 ClusterList 和
请参见第 142 页的“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将该组定义为全局
置”。
组。
将 CVMVolDg 资源从现有的数据库服务组移 请参见第 137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动到新建的 RVG 组。
请参见第 142 页的“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
置”。
查看系统中的 main.cf 文件示例：

请参见第 136 页的“查看 SF Oracle RAC 的示
例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37 页的“查看 SF Sybase CE 的示
例配置文件”。

查看 SF Oracle RAC 的示例配置文件

1

切换目录以便查找示例 main.cfs：
# cd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2

输入以下命令：
# ls *sfrac*
sfrac07_main.cf sfrac08_main.cf

下列文件包括 CVM/VVR 配置示例：
■

对于主节点：sfrac_07_main.cf

■

对于辅助节点：sfrac_08_main.cf

请参见第 162 页的“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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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SF Sybase CE 的示例配置文件

1

切换目录以便查找示例 main.cfs：
# cd /etc/VRTSagents/ha/conf/Sybase/

2

输入以下命令：
# ls cvmvvr*

下列 main.cf 示例文件说明了针对复制设置现有数据库后 VCS 配置的更改：
请参见第 185 页的“关于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Sybase ASE CE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1

登录到主群集上的一个节点。

2

使用以下命令将现有配置保存到磁盘，然后在进行更改时使配置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3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 main.cf 文件的备份副本：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cp main.cf main.orig

4

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编辑 main.cf 文件。安装产品后，请查看示例配置文
件。
针对群集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添加一个故障转移服务组。包括下列资源：
■

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当前只有 cvm 主节点应该分配到 logowner 角色。

■

IP 资源

■

NIC 资源

以下是针对不同平台的 RVGLogowner 服务组示例。
适用于 Oracle RAC 的示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VCS
主节点需要为 VCS 托管 VVR 资源采用 logowner 角色”一节。
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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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logowner_ip (
Device = net0
Address = "10.10.9.101"
NetMask = "255.255.255.0"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dbdata_rvg
DiskGroup = dbdatadg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5

针对您的群集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添加 RVG 服务组。
RVGgroup 服务组示例：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RVGShared dbdata_rvg (
RVG = dbdata_rvg
DiskGroup = dbdatadg
)
CVMVolDg db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dbdatadg
CVMActivation = sw
CVMVolume = { dbvol, dbdata_srl }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dbdata_rvg requires dbdata_voldg

6

针对群集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修改数据库服务组：
■

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群集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
库服务组定义为全局组。参见以下示例中以粗体显示的属性。

■

添加 ClusterFailOverPolicy 群集属性。Veritas 建议您使用 Manual 值。参
见本示例中以粗体显示的属性。

■

将 RVGSharedPri 资源添加到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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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以前的配置中已经配置了 CVMVolDg 资源，请将其删除。该资源现
在属于 RVG 服务组。

■

指定该服务组（online、local、firm）依赖于 RVG 服务组。

■

删除该数据库服务组对 CVM 服务组的现有依赖关系。删除以下行：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

删除数据库的 CFSMount 与数据库的 CVMVoldg 之间的现有依赖关系。删
除以下行：
db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oldg

请参见下面的配置示例。

7

保存并关闭 main.cf 文件。

8

建议在两个群集上将 IP 资源类型的“OnlineRetryLimit”和“OfflineWaitLimit”
属性修改为 1：
# hatype -modify IP OnlineRetryLimit 1
# hatype -modify IP OfflineWaitLimit 1

9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的语法：
# hacf -verify /etc/VRTSvcs/conf/config

10 停止和重启 VCS。
# hastop -all -force

等待端口 h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然后在所有主节点上以新配置重启 VCS：
# hastart

针对复制配置的数据库服务组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 HA) 示例：
group database_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ClusterList = { clus1 = 0, clus2 = 1 }
Parallel = 1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1,sys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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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RetryLimit = 3
TriggerResStateChange = 1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dbdata_mnt (
MountPoint = "/d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dbdatadg/dbdata_vol"
)
Process vxfend (
PathName = "/sbin/vxfend"
Arguments = "-m sybase -k /tmp/vcmp_socket"
)
RVGSharedPri dbdat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d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ora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vr_shpri

针对复制配置的数据库服务组的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示例：
group database_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ClusterList = { clus1 = 0, clus2 = 1 }
Parallel = 1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1,sys2 }
)
CFSMount oradata_mnt (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racdbdata_vol"
)
RVGSharedPri or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rac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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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rac_db (
Sid @sys1 = vrts1
Sid @sys2 = vrts2
Owner = Oracle
Home = "/oracle/orahome"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oradata_mnt requires ora_vvr_shpri
rac_db requires oradata_mnt

针对复制配置的数据库服务组的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Sybase ASE CE 示
例：
group database_grou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ClusterList = { clus1 = 0, clus2 = 1 }
Parallel = 1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1,sys2 }
OnlineRetryLimit = 3
TriggerResStateChange = 1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sybdata_101_syb_vol_mnt (
MountPoint = "/sy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sybdata_101/syb_vol"
)
RVGSharedPri syb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sy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Process vxfend (
PathName = "/sbin/vxfend"
Arguments = "-m sybase -k /tmp/vcmp_sock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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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abase ase (
Sid @sys1 = ase1
Sid @sys1 = ase2
Owner = sybase
Home = "/sybase"
Version = 15
SA = sa
Quorum_dev = "/quorum/q.dat"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sybdata_101_syb_vol_mnt requires syb_vvr_shpri
ase requires vxfend
ase requires sybdata_101_syb_vol_mnt
ase requires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requires quorum_101_voldg

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置
修改辅助站点上现有 VCS 配置这一过程包括以下重点内容：
■

添加日志所有者服务组和重复卷组 (RVG) 服务组。

■

添加一个用于管理数据库和支持资源的服务组。

■

定义复制对象和代理，以便辅助站点上的群集可以随主群集一起运行。

这些步骤类似于在主站点上执行的步骤。
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辅助站点上的一个节点。

2

执行更改时，使用以下命令将现有配置保存到磁盘并将其属性设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3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 main.cf 文件的备份副本：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cp main.cf main.o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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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编辑 main.cf 文件。在辅助站点上编辑 CVM 组。
安装 VCS 之后，请查看配置文件示例以了解 CVM 配置。
请参见第 136 页的“查看 SF Oracle RAC 的示例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37 页的“查看 SF Sybase CE 的示例配置文件”。
在我们提供的示例中，辅助站点包含由节点 sys3 和 sys4 组成的 clus2。修改
辅助站点上的 CVM 服务组时，请参考主站点上的 CVM 组。

5

针对群集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添加一个故障转移服务组。包括下列资源：
■

RVGLogowner 资源。该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充当日志所有者（为复制数
据而连接到第二个群集的节点）。

■

IP 资源

■

NIC 资源

RVGLogowner 服务组示例：
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sys3 = 0, sys4 = 1 }
AutoStartList = { sys3, sys4 }
)
IP logowner_ip (
Device = net0
Address = "10.11.9.102"
NetMask = "255.255.255.0"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dbdata_rvg
DiskGroup = dbdatadg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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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针对您的群集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添加 RVG 服务组。
以下是 RVGgroup 服务组的示例：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sys3 = 0, sys4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3, sys4 }
)
RVGShared dbdata_rvg (
RVG = dbdata_rvg
DiskGroup = dbdatadg
)
CVMVolDg db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dbdatadg
CVMActivation = sw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dbdata_rvg requires dbdata_voldg

7

建议在两个群集上将 IP 资源类型的“OnlineRetryLimit”和“OfflineWaitLimit”
属性修改为 1：
# hatype -modify IP OnlineRetryLimit 1
# hatype -modify IP OfflineWaitLimit 1

8

添加数据库服务组。配置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库服务组时，请将主站点上的数据
库服务组用作范例。
■

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群集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
库服务组定义为全局组。

■

为该全局组指定与主站点上的组相同的名称。例如，database_grp。

■

包括 ClusterList 和 ClusterFailOverPolicy 群集属性。Veritas 建议您使用
Manual 值。

■

将 RVGSharedPri 资源添加到组配置。

■

如果在以前的配置中已经配置了 CVMVolDg 资源，请将其删除。该资源现
在属于 RVG 服务组。

■

指定该服务组（online、local、firm）依赖于 RVG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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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下面的配置示例。

9

保存并关闭 main.cf 文件。

10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的语法：
# hacf -verify /etc/VRTSvcs/conf/config

11 停止和重启 VCS。
# hastop -all -force

等待端口 h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一个节点上停止一次），然后在所有主节点上
以新配置重启 VCS。
# hastart

12 验证 VCS 是否已使所有资源联机。在一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hagrp -display

数据库、RVG 和 CVM 组在主站点的这两个节点上都处于联机状态。
RVGLogOwner 和 ClusterService 组在群集的一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如果
RVG 组或 RVGLogOwner 组部分联机，请使用 hagrp -online 命令手动使该
组联机。上述信息适用于辅助站点，但是不包括必须脱机的数据库组。

13 验证服务组及其资源是否联机。在一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hagrp -display

数据库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上处于脱机状态，而 ClusterService、CVM、RVG
log owner 和 RVG 组处于联机状态。
这将完成使用 VVR 进行复制来设置全局群集的过程。Veritas 建议先对全局群
集进行测试，然后再将其投入生产。
辅助站点上 Oracle RAC 数据库组的示例：
group database_grp (
SystemList = { sys3 = 0, sys3 = 1 }
ClusterList = { clus2 = 0, clus1 = 1 }
Parallel = 1
OnlineRetryInterval = 300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3, sys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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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GSharedPri dbdat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rd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CFSMount dbdata_mnt (
MountPoint = "/d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dbdatadg/dbdata_vol"
Critical = 0
)RVGSharedPri dbdat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d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Oracle rac_db (
Sid @sys3 = vrts1
Sid @sys4 = vrts2
Owner = Oracle
Home = "/oracle/orahome"
Pfile @sys3 = "/oracle/orahome/dbs/initvrts1.ora"
Pfile @sys4 = "/oracle/orahome/dbs/initvrts2.ora"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db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vr_shpri
rac_db requires dbdata_mnt
RVGSharedPri dbdat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d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db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vr_shpri

辅助站点上 Sybase ASE CE 数据库组的示例：
.
group sybase (
SystemList = { sys3 = 0, sys4 = 1 }
ClusterList = { clus2 = 0, clus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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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 1
OnlineRetryInterval = 300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 AutoStart = 0 here so faulting will not happen
AutoStartList = { sys3, sys4 }
)
CFSMount dbdata_mnt (
MountPoint = "/d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dbdatadg/dbdata_vol"
)
RVGSharedPri dbdat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d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CFSMou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
MountPoint = "/quorum"
BlockDevice = "/dev/vx/dsk/quorum_101/quorumvol"
)
CVMVolDg quorum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quorum_101
CVMVolume = { quorumvol }
CVMActivation = sw
)
Sybase ase (
Sid @sys3 = ase1
Sid @sys4 = ase2
Owner = sybase
Home = "/sybase"
Version = 15
SA = sa
Quorum_dev = "/quorum/q.dat"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db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vr_shpri
ase requires vxf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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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 requires dbdata_mnt
ase requires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requires quorum_101_voldg

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Sybase ASE CE 群集
在辅助站点上使 Sybase ASE CE 联机之前，必须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Sybase ASE
CE 群集。
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Sybase ASE CE 群集

1

修改 Sybase ASE CE 配置文件以便与辅助站点环境相符。

2

复制完成后，挂起复制。

3

在辅助站点装入相应文件系统。

4

安装并配置 Sybase ASE CE 二进制文件：
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
注意：定额设备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5

将以下内容从主站点复制到辅助站点：
■

接口

■

配置文件 (ase.cfg)

■

inp 文件 (QIase*****.inp)

■

RUN 文件

请在复制后编辑这些文件以便反映辅助站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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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手动启动一次数据库，然后继续操作使其受 VCS 控制。必须重建定额，并将
数据文件的群集 ID 复制到辅助站点上的定额。仅当在辅助站点上首次使数据
库联机时，才需要执行此操作。
请使用以下命令：
# su - sybase; source $SYBASE/SYBASE.sh; /$SYBASE/ASE-15_0/bin/ \
dataserver --instance=dbdata1 -Q /qrmmnt/qrm -F \
/sybase_home/QIdbdata19442.inp \
--buildquorum=force --create-cluster-id=quorum

如果未执行此任务，您将在辅助站点上收到以下错误：
Unique cluster id on quorum device does not match master device.
You may be using the wrong master device. If this is the correct
master, pass 'create-cluster-id' on the command line to pair the
devices.

需要 buildquorum 才能反映 Sybase 数据库的辅助站点设置。

7

为数据库配置 VCS 服务组。
验证所有 VCS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
有关示例配置：
请参见第 185 页的“关于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Sybase ASE CE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注意：数据库服务组一次只能在一个站点上联机。因此，如果该服务组在主站
点上联机，则它将在辅助站点上脱机，反之亦然。

8

在辅助站点上停止 Sybase ASE 服务组，卸载文件系统，并建立复制。

注意：确保还可以探测到辅助站点上用于 Sybase ASE CE 群集的专用互连，并且
可在节点之间 ping 通这些互连。

全局并行群集的复制用例
有关全局群集的 VCS 命令的信息：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如果已将两个群集配置为使用 VVR 进行复制，则支持下列复制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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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

全局并行群集的复制用例

管理选项

说明

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点

迁移是指有计划地将主复制主机角色从一个群集转
移到远程群集。通过转移，远程群集上的应用程序
可以活动使用复制数据。而以前的主群集不再执行
维护或其他活动。

由辅助站点接管主站点的角色

如果意外事件（例如灾难）导致故障，因而需要在
远程群集上将使用复制数据的应用程序联机时，会
发生接管。

将主站点上的角色迁移到辅助站点

请参见第 151 页的“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
点”。

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点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
点”。

中断后接管

请参见第 153 页的“中断后接管”。

中断后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154 页的“中断后重新同步”。

更新 rlink

请参见第 154 页的“更新 rlink”。

在 VCS 中配置了复制对象后，您就可以使用 VCS 命令将主站点上群集的角色迁移
到远程群集。在下面的过程中，VCS 使复制的数据库服务组 database_grp 在主站
点上脱机并使其在辅助站点上联机；现在辅助站点承担主站点的角色。
注意：hagrp -switch 命令不能在一个群集内或全局群集环境中的群集间迁移并行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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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点

1

在主站点上，使用以下命令使数据库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脱机。
# hagrp -offline database_grp -any

等待 VCS 使所有数据库服务组在主站点上脱机。

2

验证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 RLINK 是否为最新的。使用带 status 选项的
vxrlink -g 命令并为主群集指定 RLINK。您可以从主群集的任意节点上使用
该命令。
例如：
# vxrlink -g data_disk_group status rlk_clus2_dbdata_rvg

其中，rlk_clus1_dbdata_rvg 为 RLINK。

3

在当前作为新主站点的辅助站点上，使所有节点上的数据库服务组联机：
# hagrp -online database_grp -any

在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辅助站点后，可使用 VCS 命令将新主站点上群集的角色
迁移到原始主站点。在下面的过程中，VCS 使复制的数据库服务组 database_grp
在新主站点（即原来的辅助站点）上脱机并使其在原始主站点上联机；现在原始主
站点承担主站点的角色。
注意：hagrp -switch 命令不能在一个群集内或全局群集环境中的群集间迁移并行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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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点

1

确保所有数据库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并将 database_grp 组切换回原始主站
点。
在远程站点上执行以下命令：
# hagrp -offline database_grp -any

2

验证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 RLINK 是否为最新的。使用带 status 选项的
vxrlink -g 命令并为主群集指定 RLINK。您可以从当前主群集的任意节点上
使用该命令。
例如：
# vxrlink -g data_disk_group status rlk_clus1_dbdata_rvg

其中，rlk_clus1_dbdata_rvg 为 RLINK。

3

确保 database_grp 在新主站点上处于脱机状态。然后，在原始主站点上执行
以下命令以使 database_grp 联机：
# hagrp -online database_grp -any

当辅助站点上的远程群集启动使用复制数据的应用程序时，就发生了接管。如果辅
助站点认为主站点已死，或者主站点因未知原因而不可访问，就可能会发生这种情
况。有关接管主节点角色的概念的详细说明：
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在启用辅助站点以接管主角色之前，辅助站点上的管理员必须“声明”远程站点
（在本示例中为主站点）上的故障类型，并使用 haclus 命令的一个选项指定故障
类型。
接管选项包括：
表 9-8

全局并行群集的接管选项

接管选项

说明

灾难

当主站点上的群集不可访问并显示为死点时，管理员将该故
障类型声明为“灾难”。例如，火灾可能会毁掉数据中心
（包括主站点和卷中的所有数据）。执行该声明之后，管理
员可使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上联机，这样，辅助站点便承担了
“主”站点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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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选项

说明

中断

当辅助站点的管理员了解到主站点由于已知原因（如临时停
电）而不可访问时，管理员可能会将该故障声明为“中断”。
通常，管理员期望主站点返回其原始状态。
执行中断声明之后，RVGSharedPri 代理启用 DCM 日志记
录，同时辅助站点承担主复制角色。在原始主站点恢复运行
并返回其原始状态之后，借助 DCM 日志记录，可以在将数
据重新同步到原始群集时，使用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
尝试使用快速故障回复选项将数据从当前主站点重新同步到
原始主站点之前，需要在原始主站点上采取预防措施，即捕
获原始数据的快照。该操作可以提供原始主站点的有效数据
副本，这样如果在重新同步完成之前当前主站点发生了故
障，仍可使用该副本。

断开

如果两个群集运行正常，而群集间的心跳链接失败，会出现
裂脑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员可以将该故障声明为“断
开连接”，这意味着辅助站点不会尝试接管主站点的角色。
该声明只是一个建议，同时会在 VCS 日志中生成一条消息，
表明故障是因网络中断而不是服务器中断导致的。

副本

极少数情况下，使用快速故障回复方法将数据从当前主站点
重新同步到原始主站点时，当前主站点可能会突然变得无法
访问。为应对这种情况，原始主站点上的管理员可能会使用
在启动快速故障回退之前捕获的数据快照（如果有）。在这
种情况下，将故障类型指定为“副本”。

该示例说明了中断后的接管和重新同步所需的步骤。
中断后接管

1

从辅助站点的任一节点上，执行 haclus 命令：
# haclus -declare outage -clus clus1

2

声明远程群集的状态之后，使 database_grp 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上联机。例如：
# hagrp -online -force database_grp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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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后重新同步

1

在原始主站点上，在重新同步重复卷组 (RVG) 之前创建其快照，以应对重新同
步期间当前主站点发生故障的情况。假定磁盘组为 data_disk_group，RVG 为
dbdata1_rvg，请键入：
# vxrvg -g data_disk_group -F snapshot dbdata_rvg1

有关 RVG 快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2

重新同步 RVG。从当前主站点的任何节点上，执行 hares 命令并指定 -action
选项和 fbsync 操作标记来重新同步 RVGSharedPri 资源。例如：
# hares -action dbdata_vvr_shpri fbsync -sys sys3
# vxdctl -c mode

3

根据从当前主站点到原始主站点的数据重新同步是否成功，执行以下命令之
一：
■

如果数据的重新同步成功，则使用 vxrvg 命令并指定 snapback 选项将原
始主站点上的快照卷重新挂接到指定 RVG 中的原始卷：
# vxrvg -g data_disk_group snapback dbdata_rvg1

■

如果重新同步数据的尝试失败（例如，重新同步过程中主 RVG 发生灾难），
可能会生成不一致的数据。
您可以通过步骤 1 中捕获的快照还原 RVG 数据卷的内容：
# vxrvg -g data_disk_group snaprestore dbdata_rvg1

如果 rlink 不是最新的，请使用 hares -action 命令与 resync 操作令牌来重新同
步 RVG。
更新 rlink
◆

在主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在此情况下是 sys1）执行以下示例命令，指定
RVGSharedPri 资源 dbdata_vvr_shpri：
# hares -action dbdata_vvr_shpri resync -sys s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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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虚拟化环境中的灾难恢复
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虚拟化环境中的灾难恢复配置

■

配置 Solaris 非全局区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

■

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

关于虚拟化环境中的灾难恢复配置
通过使用 VVR 或其他第三方复制技术复制区域根目录或引导磁盘，可以为灾难恢
复配置虚拟化环境。
有关在区域、标记区域、项目和逻辑域中安装和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

配置 Solaris 非全局区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
通过使用 Hitachi TrueCopy、EMC SRDF、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等复制方法
来复制区域根目录，可以配置 Solaris 区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如果主站点和辅助
站点位于不同的 IP 子网中，主站点中的区域的网络配置在辅助站点中可能无效。因
此，您需要对 Zone 资源进行以下额外的配置更改。
要配置非全局区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请使用 GCO 选项在全局区域中的两个站点
上配置 VCS。
有关全局群集及其配置和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设置非全局区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

1

在主站点上，创建非全局区域并配置其网络参数。

虚拟化环境中的灾难恢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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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zonecfg 命令在主站点上创建非全局区域。

■

如果此区域配置为独占 IP 区域，请将网络适配器添加到非全局区域的配置
中。将 IP 地址分配给网络适配器以及网络掩码和网关。

■

在引导区域以后，请在相应文件（/etc/hostname、/etc/resolve.conf）中设
置其他网络相关信息，例如，主机名、DNS 服务器、DNS 域和 DNS 搜索
路径。

2

在主站点上关闭此区域。

3

使用特定于复制的命令将复制从主站点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

4

在辅助站点上重复步骤 1。

5

在主群集和辅助群集上执行步骤 6、步骤 7、步骤 8 和步骤 9。

6

使用非全局区域的 VCS Zone 资源创建一个 VCS 服务组。
使用下列键和各个键的站点特定值对 Zone 资源配置 DROpts 关联属性：
HostName、DNSServers、DNSSearchPath 和 DNSDomain。 如果在此站点
中非全局区域是独占 IP 区域，请在 Zone 资源的 DROpts 关联属性中配置下列
各键： Device（网络适配器名称）、IPAddress、Netmask 和 Gateway。

7

为非全局区域的区域根目录所在的文件系统和磁盘组添加适当的 Mount 资源和
DiskGroup 资源。添加从 Zone 资源到 Mount 资源的资源依赖关系以及从 Mount
资源到 Diskgroup 资源的另一依赖关系。

8

向服务组添加下列 VCS 复制资源之一，以便管理复制。
■

硬件复制代理
这些代理的示例包括 SRDF for EMC SRDF、HTC for Hitachi TrueCopy、
MirrorView for EMC MirrorView 等。有关如何配置复制资源的信息，请参
考相应的 VCS 复制代理指南。

■

VVRPrimary 代理

对于基于 VVR 的复制，请向服务组添加 RVGPrimary 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下列手册：

9

■

有关如何配置 VVR 相关资源的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
理指南》。

■

有关 VVR 相关代理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
指南》。

添加从 DiskGroup 资源到复制资源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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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基于硬件复制的非全局区域的资源依赖关系图示例
Zone
Mount
DiskGroup
SRDF

图 10-2

基于 VVR 复制的非全局区域的资源依赖关系图示例
Zone

Mount
RVGPrimary

当站点中的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复制资源确保下列各项：
■

基础复制设备处于主要模式下，基础存储及最终的区域根目录转入读写模式。

■

远程设备处于辅助站点模式下。

因此，当 Zone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该资源会修改非全局区域中的相应文件，以
便对非全局区域应用与灾难恢复相关的参数。

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域以便进行
灾难恢复
通过使用 Hitachi TrueCopy、EMC SRDF、 Volume Replicator 等复制方法来复制
引导磁盘，可以配置 Oracle VM 以便进行灾难恢复。如果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位于不
同的 IP 子网中，主站点中 Oracle VM 的网络配置在辅助站点中可能无效。 用户需
要对 LDom 资源进行以下额外的配置更改。
注意：此部署模型适用于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要配置来宾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您需要使用 GCO 选项在控制域中的两个站点上
配置 VCS。
有关全局群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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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来宾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

1

在主站点上，使用 ldm 命令创建来宾域，并配置网络相关参数。

2

在主站点上引导来宾域之后，请在来宾域中复制并安装来自 VCS 安装介质的
软件包 VRTSvcsnr。 此软件包在来宾域中安装 vcs-network-reconfig 服务。
此服务确保在引导来宾域时应用特定于站点的网络参数。

3

在主站点上关闭来宾域。

4

使用特定于复制的命令将复制从主站点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

5

在辅助站点上重复步骤 1。

6

在主群集和辅助群集上执行步骤 7、步骤 8、步骤 9 和步骤 10。

7

创建 VCS 服务组，并添加来宾域的 VCS LDom 资源。
使用下列与灾难恢复相关的属性的站点特定值对 LDom 资源配置这些属性：
IPAddress、Netmask、Gateway、DNS（DNS 服务器）。
将 ConfigureNetwork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以使更改生效。 如果 ConfigureNetwork
属性的值为 0，LDom 代理不会对来宾域应用与灾难恢复相关的属性。

8

在服务组中为来宾域引导映像所在的文件系统和磁盘组添加相应的 Mount 和
DiskGroup 资源。
添加从 LDom 资源到 Mount 资源的资源依赖关系以及从 Mount 资源到 Diskgroup
资源的另一依赖关系。

9

在服务组中添加相应的 VCS 复制资源。例如，硬件复制代理包括 SRDF for
EMC SRDF、HTC for Hitachi TrueCopy、MirrorView for EMC MirrorView 等
等。
有关如何配置复制资源的信息，请参考相应的 VCS 复制代理指南。
对于基于 VVR 的复制，请向服务组添加相应的 RVGPrimary 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下列手册：
■

有关如何配置 VVR 相关资源的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

有关 VVR 相关代理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
指南》。

10 添加从 DiskGroup 资源到复制资源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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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基于硬件复制的来宾域的资源依赖关系图示例
LDom
Mount
DiskGroup
SRDF

图 10-4

基于 VVR 复制的来宾域的资源依赖关系图示例
LDom

Mount
RVGPrimary

复制资源确保当站点中的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基础复制设备处于主模式，远程设
备处于辅助模式。因此，当 LDom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基础存储将始终处于读/写
模式下。当 LDom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在启动来宾域之前，它会在来宾域的
EEPROM 参数 network-boot-arguments 中设置与 DR 相关的参数。当引导来宾域
时，将在来宾域中启动 vcs-network-reconfig 服务。 此服务读取 EEPROM 参数，
并通过在来宾域中修改相应文件来应用与灾难恢复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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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示例配置文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

关于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

关于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Sybase ASE CE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提供了多个说明不同方案的示例配置文件。可
以使用这些示例文件作为准则来设置群集环境。这些示例文件位于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中。
本节简要介绍了每个示例文件，并说明了每个文件的服务组配置。本节不包括 main.cf
文件的副本。
下列示例文件是灾难恢复用例的有用参考：
■

sfrac02_main.cf 文件

■

sfrac11_main.cf 文件

■

请参见第 172 页的“防火练习服务组配置示例”。

sfrac02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双节点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群集。

■

Oracle 数据库存储在 CFS 上。

■

该数据库由 VCS Agent for Oracle 管理。
代理负责启动、停止和监视数据库。

示例配置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缓存熔合使用公共 IP 地址。专用 IP 地址由高可用
性的 PrivNIC 代理管理。

■

Oracle Cluster Registry (OCR) 和 voting 磁盘都存储在 CVM 原始卷中。

图 A-1 说明了该配置。
sfrac02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1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CSSD
ora_priv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07_main.cf 和 sfrac08_main.cf 文件
示例配置 sfrac07_main.cf 介绍了主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示例配置 sfrac08_main.cf
介绍了辅助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该配置使用 VVR 复制这两个站点之间的数据。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两个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群集（每个群集由两个节点组成）驻
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

存储在 CFS 中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

■

该数据库由 VCS Agent for Oracle 管理。

163

示例配置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代理负责启动、停止和监视数据库。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缓存熔合使用公共 IP 地址。专用 IP 地址由高可用
性的 PrivNIC 代理管理。

■

必须在每个站点上的 ClusterService 组下配置一个虚拟 IP 地址，以进行群集
间通信。

■

Oracle 群集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在 CFS 上。

■

Volume Replicator (VVR) 用于复制两个站点间的数据。

■

在 RVG 组下配置跨站点复制的共享卷。

■

在 rlogowner 组下配置 VVR 在站点间传送日志信息使用的复制链接。此为故障
转移组，且在 cvm 主节点中保持联机。应为 RVGLogOwner 代理启用 PreOnline
触发器。

■

数据库组将在主群集中处于联机状态。RVGSharedPri 资源确定使数据库组联机
的位置。

■

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群集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库组
配置为全局组。

图 A-2 说明了该配置。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上的服务组配置相同。但这两个站点间组
的可用性（联机/脱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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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07_main.cf 和 sfrac08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2

rlogowner（故障转移）
oradb_grp（并行）
日志所有者
RVGLogowner

ora_db
Oracle

logowner_ip

oradata_mnt
CFSMount

IP

ora_vvr_sharedpri

nic
NIC

RVGSharedPri

RVGgroup（并行）
racdata_rvg
RVGShared
rac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09_main.cf 和 sfrac10_main.cf 文件
示例配置 sfrac09_main.cf 介绍了主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示例配置 sfrac10_main.cf
介绍了辅助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该示例配置使用 EMC SRDF 技术复制这两个站
点间的数据。
注意：可以将其他支持的基于硬件的复制技术与该配置结合使用。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165

示例配置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

两个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群集（每个群集由两个节点组成）驻
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

存储在 CFS 中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

■

该数据库由 VCS Agent for Oracle 管理。
代理负责启动、停止和监视数据库。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缓存熔合使用公共 IP 地址。专用 IP 地址由高可用
性的 PrivNIC 代理管理。

■

必须在每个站点上的 ClusterService 组下配置一个虚拟 IP 地址，以进行群集
间通信。

■

Oracle 群集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在 CFS 上。

■

EMC SRDF 用于复制站点间的数据。

■

在数据库组中的 SRDF 资源下指定使用 SRDF 技术和复制模式跨站点复制的
SRDF 磁盘组。必须在数据库组中的 CVMVolDg 资源下配置由 SRDF 磁盘组构
成的 CVM 磁盘组。

■

数据库组将在主群集中处于联机状态。SRDF 资源确定使数据库组联机的位置。

■

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群集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库组
配置为全局组。

图 A-3 说明了主站点上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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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09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3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lDG
gc_srdf
SRDF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图 A-4 说明了辅助站点上的配置。

Priv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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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10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4

Async_ReplicatedDataGrou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lDG
gc_srdf
SRDF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11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具有四个节点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校园群集驻留在两个站点
中。

■

每个站点由承载单个数据库的双节点群集组成。

■

Oracle 数据库存储在 CFS 上。

■

该数据库由 VCS Agent for Oracle 管理。
代理负责启动、停止和监视数据库。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使用 NIC1 上的 IP 地址。
而 NIC2 上的第二个 IP 地址用于 Oracle 数据库缓存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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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 IP 地址由 MultiPrivNIC 代理管理用于提高可用性。
■

Oracle 群集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在 CFS 上。

■

使用 SystemZones 属性将每个物理站点中的主机分组到不同的逻辑系统区域。

图 A-5 说明了该配置。
sfrac11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5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multipriv

CFSMount
vxfsckd

Multi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12_main.cf 和 sfrac13_main.cf 文件
示例配置 sfrac12_main.cf 介绍了主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示例配置 sfrac13_main.cf
介绍了具有防火练习功能的辅助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该示例配置使用 Hitachi True
Copy 技术复制这两个站点间的数据。
注意：可以将其他支持的基于硬件的复制技术与该配置结合使用。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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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群集（每个群集由两个节点组成）驻
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

存储在 CFS 中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

■

该数据库由 VCS Agent for Oracle 管理。
代理负责启动、停止和监视数据库。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缓存熔合使用公共 IP 地址。专用 IP 地址由高可用
性的 PrivNIC 代理管理。

■

必须在每个站点上的 ClusterService 组下配置一个虚拟 IP 地址，以进行群集
间通信。

■

Oracle 群集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在 CFS 上。

■

Hitachi True Copy 用于复制站点间的数据。

■

在数据库组中的 HTC 资源下指定使用 HTC 技术和复制模式跨站点复制的 HTC
磁盘组。必须在数据库组中的 CVMVolDg 资源下配置由 HTC 磁盘组构成的 CVM
磁盘组。

■

数据库组将在主群集中处于联机状态。HTC 资源确定使数据库组联机的位置。

■

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群集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库组
配置为全局组。

■

针对防火练习，对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库组 oradb_grp_fd 进行配置。

■

使 oradb_grp_fd 组联机后，HTCSnap 会创建在数据库组 oradg_grp 中的 HTC
资源下配置的磁盘组的快照。
此外，使用由 HTCSnap 创建的快照使 Oracle 数据库以及在服务组 oradb_grp_fd
下配置的关联卷和装入点联机。

图 A-6 说明了主站点上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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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12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6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lDG
gc_htc
HTC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图 A-7 说明了辅助站点上的配置。

Priv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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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13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7

oradb_grp_fd（并行）

oradb_grp（并行）

ora_db_fd

ora_db
Oracle

Oracle

oradata_mnt_fd

oradata_mnt
CFSMou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_fd

oradata_voldg

CVMVolDG

CVMVolDG
gc_htc

HTCSnap-gc_htc
HTCSnap

HTC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防火练习服务组配置示例
本节中的示例配置介绍辅助站点上的防火练习功能服务组配置。该配置使用 VVR
复制这两个站点之间的数据。
示例服务组介绍下列配置：
■

两个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群集（每个群集由两个节点组成）驻
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

存储在 CFS 中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

■

该数据库由 VCS Agent for Oracle 管理。
代理负责启动、停止和监视数据库。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缓存熔合使用公共 IP 地址。专用 IP 地址由高可用
性的 PrivNIC 代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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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在每个站点上的 ClusterService 组下配置一个虚拟 IP 地址，以进行群集
间通信。

■

Oracle 群集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在 CFS 上。

■

Volume Replicator (VVR) 用于复制两个站点间的数据。

■

在 RVG 组下配置跨站点复制的共享卷。

■

在 rlogowner 组下配置 VVR 在站点间传送日志信息使用的复制链接。此为故障
转移组，且在 cvm 主节点中保持联机。应为 RVGLogOwner 代理启用 PreOnline
触发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VCS
主节点需要为 VCS 托管 VVR 资源采用 logowner 角色”一节。

■

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群集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库组
配置为全局组。

■

防火练习服务组 oradb_grp_fd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复制数据的快照，并使用该快
照启动数据库。在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应用程序服务组之间设置了一个 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以确保在灾难冲击主站点时，防火练习不会阻止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图 A-8 说明了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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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练习的服务组配置

图 A-8

oradb_grp_fd（并行）

oradb_grp（并行）

oradb_fd
Oracle
oradb_grp-snaporadata_mnt Offline local
CFSMount
racdata_rvg-sos

rlogowner（故障转移）
日志所有者

oradb

RVGLogowner

Oracle

logowner_ip

oradb_mnt
CFSMount

IP

ora_vvr_sharedpri

RVGSnapshot

nic
NIC

RVGSharedPri

Online local firm

RVGgroup
（并行）

Online local firm

racdata_rvg
RVGShared
racdata_voldg
CVMVoIDG
Online local firm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关于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您可以检查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以便验证 SF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
针对以下 Oracle RAC 配置提供了 main.cf 示例文件：
■

在两个群集间复制数据
■

为采用 CVM VVR 配置的主站点进行复制

示例配置文件
关于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

为采用 CVM VVR 配置的辅助站点进行复制

CVM/VVR 主站点上的 Oracle 10g 的示例 main.cf
以下是此示例 main.cf 的配置详细信息：
■

配置文件名：cvmvvr_primary_main.cf

■

更通用的用途是可具有多个 Oracle 数据库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OracleTypes.cf"
"PrivNIC.cf"
"VVRTypes.cf"
"VVRTypes.cf"
"VVRTypes.cf"
"/etc/VRTSvcs/conf/config/VVRTypes.cf"

cluster rac_cluster101 (
UserNames = { admin = bopHo }
ClusterAddress = "10.10.10.101"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UseFence = SCSI3
)
remotecluster rac_cluster102 (
ClusterAddress = "10.11.10.102"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rac_cluster102 }
Arguments @rac_cluster102 = { "10.11.10.102" }
)
system galaxy (
)
system nebula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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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
RestartLimit = 3
)
IP gcoip (
Device = hme0
Address = "10.10.10.101"
NetMask = "255.255.240.0"
)
NIC csgnic (
Device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0.12.2", "10.10.12.3" }
)
gcoip requires csgnic
wac requires gcoip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
CVMVolDg rac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oradatadg
CVMActivation = sw
)
RVGShared racdata_rvg (
RVG = rac1_rvg
DiskGroup = oradatadg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racdata_rvg requires racdata_voldg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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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
CSSD cssd (
Critical = 0
CRSHOME="/u01/app/grid/product/11.2.0/gridhome"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rac_cluster101
CVMNodeId = { galaxy = 0, nebula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FSMount ocrvote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crvot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
CVMVolDg ocrvote_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crvotedg
CVMVolume = { ocrvote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PrivNIC ora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 = { qfe0 = 0, qfe1 = 1}
Address@galaxy = "192.168.12.1"
Address@nebula = "192.168.12.2"
NetMask = "255.255.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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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d requires ocrvote_mnt
cssd requires ora_priv
cssd requires ora_priv
ocrvote_mnt requires ocrvote_voldg
ocrvote_mnt requires vxfsckd
ocrvote_voldg requires cvm_clus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group oradb1_grp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Parallel = 1
ClusterList = { rac_cluster101 = 0, rac_cluster102 = 1 }
OnlineRetryInterval = 300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Authority = 1
)
CFSMount oradata_mnt (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oradatavol"
)
Oracle ora1 (
Critical = 0
Sid @galaxy = vrts1
Sid @nebula = vrts2
Owner = oracle
Home = "/app/oracle/orahome"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RVGSharedPri ora_vvr_sharedpri (
RvgResourceName = rac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ora1 requires oradata_mnt
oradata_mnt requires ora_vvr_shared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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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OnlineRetryLimit = 2
)
IP logowner_ip (
Device = hme0
Address = "10.10.9.101"
NetMask = "255.255.240.0"
)
NIC nic (
Device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0.12.2", "10.10.12.3" }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rac1_rvg
DiskGroup = oradatadg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group VxSS (
SystemList = { north = 0, south = 1 }
Parallel = 1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Phantom phantom_vxss (
)
ProcessOnOnly vxatd (
IgnoreArgs = 1
PathName = "/opt/VRTSat/bin/vxatd"
)
group CMC (
SystemList = { north, south }
AutoStartList = { north, south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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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ConnectorConfig CMC_ClusterConfig (
MSAddress = "mgmtserver1.veritasexample.com"
MSPort = 14145
ClusterId = "1145613636"
ClusterType = "vcs"
ClusterPort = 14141
VCSLoggingLevel = "TAG_A"
Logging = "/opt/VRTScmccc/conf/cc_logging.properties"
ClusterConnectorVersion = "5.0.1000.0"
)
Process CMC_ClusterConnector (
PathName = "/bin/sh"
Arguments = "/opt/VRTScmccc/bin/cluster_connector.sh"
)
CMC_ClusterConnector requires CMC_ClusterConfig

CVM/VVR 辅助站点上的 Oracle 10g 的示例 main.cf
以下是此示例 main.cf 的配置详细信息：
■

配置文件名：cvmvvr_secondary_main.cf

■

更通用的用途是可具有多个 Oracle 数据库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OracleTypes.cf"
"PrivNIC.cf"
"VVRTypes.cf"

cluster rac_cluster102 (
UserNames = { admin = bopHo }
ClusterAddress = "10.11.10.102"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UseFence = SCSI3
)
remotecluster rac_cluster101 (
ClusterAddress = "10.10.10.101"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rac_cluster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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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s @rac_cluster101 = { "10.10.10.101" }
)
system mercury (
)
system jupiter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
RestartLimit = 3
)
IP gcoip (
Device = hme0
Address = "10.11.10.102"
NetMask = "255.255.240.0"
)
NIC csgnic (
Device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0.12.2", "10.10.12.3" }
)
gcoip requires csgnic
wac requires gcoip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
CVMVolDg rac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oradata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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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Activation = sw
)
RVGShared racdata_rvg (
RVG = rac1_rvg
DiskGroup = oradatadg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racdata_rvg requires racdata_voldg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
CSSD cssd (
Critical = 0
CRSHOME="/u01/app/grid/product/11.2.0/gridhome"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rac_cluster102
CVMNodeId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FSMount ocrvote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crvot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
CVMVolDg ocrvote_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crvotedg
CVMVolume = { ocrvotevol }
CVMActivation = s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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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PrivNIC ora_privnic (
Critical = 0
Device = { qfe0 = 0, qfe1 = 1}
Address@galaxy = "192.168.12.1"
Address@nebula = "192.168.12.2"
NetMask = "255.255.240.0"
)
cssd requires ocrvote_mnt
cssd requires ora_priv
ocrvote_mnt requires ocrvote_voldg
ocrvote_mnt requires vxfsckd
ocrvote_voldg requires cvm_clus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group oradb1_grp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Parallel = 1
ClusterList = { rac_cluster101 = 0, rac_cluster102 = 1 }
OnlineRetryInterval = 300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
CFSMount oradata_mnt (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oradatavol"
)
Oracle ora1 (
Critical = 0
Sid @mercury = vrts1
Sid @jupiter = vrts2
Owner = oracle
Home = "/app/oracle/orahome"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183

示例配置文件
关于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RVGSharedPri ora_vvr_sharedpri (
RvgResourceName = rac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ora1 requires oradata_mnt
oradata_mnt requires ora_vvr_sharedpri
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OnlineRetryLimit = 2
)
IP logowner_ip (
Device = hme0
Address = "10.11.9.102"
NetMask = "255.255.240.0"
)
NIC nic (
Device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0.12.2", "10.10.12.3" }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rac1_rvg
DiskGroup = oradatadg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group VxSS (
SystemList = { north = 0, south = 1 }
Parallel = 1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Phantom phantom_vxss (
)
ProcessOnOnly vxatd (
IgnoreArg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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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Name = "/opt/VRTSat/bin/vxatd"
)
group CMC (
SystemList = { north, south }
AutoStartList = { north, south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lusterConnectorConfig CMC_ClusterConfig (
MSAddress = "mgmtserver1.veritasexample.com"
MSPort = 14145
ClusterId = "1145613636"
ClusterType = "vcs"
ClusterPort = 14141
VCSLoggingLevel = "TAG_A"
Logging = "/opt/VRTScmccc/conf/cc_logging.properties"
ClusterConnectorVersion = "5.0.1000.0"
)
Process CMC_ClusterConnector (
PathName = "/bin/sh"
Arguments = "/opt/VRTScmccc/bin/cluster_connector.sh"
)
CMC_ClusterConnector requires CMC_ClusterConfig

关于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Sybase ASE
CE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您可以检查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以便验证安装和配置。
■

Main.cf 文件位于 /etc/VRTSvcs/conf/config 文件夹中。

■

安装后，可以在以下目录中查看 main.cf 文件类型的一些示
例：/etc/VRTSagents/ha/conf/Sybase

■

所有示例配置假定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for Sybase 二进制文件安装在本地磁
盘中，并且由操作系统进行管理。必须在 /etc/vfstab 文件中指定这些文件系
统。

■

对于下列配置示例，请注意所有配置中的“群集”定义都应当指定
UseFence=SCSI3。

针对以下 SF Sybase CE 配置提供了 main.cf 示例文件：
■

基本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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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用 CFS 上的共享装入点安装 Sybase 二进制文件

■

采用 VxFS 上的本地装入点安装 Sybase 二进制文件

在两个群集间复制数据
■

为采用 CVM VVR 配置的主站点进行复制

■

为采用 CVM VVR 配置的辅助站点进行复制

采用受 VCS 控制的 Sybase ASE CE 基本群集配置并使用 CFS 上的
共享装入点来安装 Sybase 二进制文件时的示例 main.cf
此示例 main.cf 适用于采用基本群集配置并使用 CFS 上的共享装入点来安装 Sybase
二进制文件的单个站点。
下面是此 SF Sybase CE 配置示例 main.cf 的配置详细信息：
■

文件名：sybasece_cfs_main.cf

■

文件位置：/etc/VRTSagents/ha/conf/Sybas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Sybase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rNames = { admin = HopHojOlpKppNxpJom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UseFence=SCSI3
)
system system1 (
)
system system2 (
)
// binmounts group for configuring CFS mounts for Sybase binaries.
group binmnt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OnlineRetryLimit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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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
MountPoint = "/sybase"
BlockDevice = "/dev/vx/dsk/sybbindg_101/sybbin_vol"
)
CVMVolDg sybbindg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sybbindg_101
CVMVolume = { sybbin_vol }
CVMActivation = sw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requires sybbindg_101_voldg

//
//
//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binmnt
{
CFSMount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
CVMVolDg sybbindg_101_voldg
}
}

// cvm group for CVM and CFS specific agents.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sfsyb_90
CVMNodeId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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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
//
//
//
//
//
//
//
//
//
//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cvm
{
CFSfsckd vxfsckd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sybasece group for:
1. CVM volumes for Sybase database and quorum device
2. CFS mount for Sybase database and quorum device
3. Process agent for vxfend process.
4. Sybase database instance.

group sybasece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
MountPoint = "/quorum"
BlockDevice = "/dev/vx/dsk/quorum_101/quorumvol"

188

示例配置文件
关于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Sybase ASE CE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
CFSMount sybdata_101_sybvol_mnt (
MountPoint = "/sy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sybdata_101/sybvol"
)
CVMVolDg quorum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quorum_101
CVMVolume = { quorum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olDg sybdata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sybdata_101
CVMVolume = { sybvol }
CVMActivation = sw
)
Process vxfend (
PathName = "/sbin/vxfend"
Arguments = "-m sybase -k /tmp/vcmp_socket"
)
Sybase ase (
Server @system1 = ase1
Server @system2 = ase2
Owner = sybase
Home = "/sybase"
Version = 15
SA = sa
Quorum_dev = "/quorum/q.dat"
)
requires group binmnt online local firm
ase requires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ase requires sybdata_101_sybvol_mnt
ase requires vxfend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requires quorum_101_voldg
sybdata_101_sybvol_mnt requires sybdata_101_voldg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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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group sybasece
{
Sybase ase
{
CFSMou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
CVMVolDg quorum_101_voldg
}
CFSMount sybdata_101_sybvol_mnt
{
CVMVolDg sybdata_101_voldg
}
Process vxfend
}
}

采用 Sybase ASE CE 基本群集配置并使用 VxFS 上的本地装入点来
安装 Sybase 二进制文件时的示例 main.cf
此示例 main.cf 适用于采用基本群集配置并使用 VxFS 上的本地装入点来安装 Sybase
二进制文件的单个站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VCS 主
节点需要为 VCS 托管 VVR 资源采用 logowner 角色”一节。
下面是此 SF Sybase CE 配置示例 main.cf 的配置详细信息：
■

文件名：sybasece_vxfs_main.cf

■

文件位置：/etc/VRTSagents/ha/conf/Sybas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Sybase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rNames = { admin = HopHojOlpKppNxpJom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UseFence=SCSI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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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ystem1 (
)
system system2 (
)
// binmounts group for configuring VxFS mounts for Sybase binaries.
group binlocalmnt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DiskGroup sybbindg_101_voldg (
DiskGroup = sybbindg
)
Mount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
MountPoint = "/sybase"
BlockDevice = "/dev/vx/dsk/sybbindg_101/sybbin_vol"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Volume sybbindg_101_vol (
DiskGroup = sybbindg
Volume = sybbinvol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requires sybbindg_101_vol
sybbindg_101_vol requires sybbindg_101_voldgdg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binlocalm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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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
{
//
Volume sybbindg_vol
//
{
//
DiskGroup sybbindg_101_voldg
//
}
//
}
// }
// cvm group for CVM and CFS specific agents.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clus1
CVMNodeId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cvm
{
CFSfsckd vxfsck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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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sybasece group for:
1. CVM volumes for Sybase database and quorum device
2. CFS mount for Sybase database and quorum device
3. Process agent for vxfend process.
4. Sybase database instance.

group sybasece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
MountPoint = "/quorum"
BlockDevice = "/dev/vx/dsk/quorum_101/quorumvol"
)
CFSMount sybdata_101_sybvol_mnt (
MountPoint = "/sy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sybdata_101/sybvol"
)
CVMVolDg quorum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quorum_101
CVMVolume = { quorum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olDg sybdata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sybdata_101
CVMVolume = { sybvol }
CVMActivation = s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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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vxfend (
PathName = "/sbin/vxfend"
Arguments = "-m sybase -k /tmp/vcmp_socket"
)
Sybase ase (
Server @system1 = ase1
Server @system2 = ase2
Owner = sybase
Home = "/sybase"
Version = 15
SA = sa
Quorum_dev = "/quorum/q.dat"
)
requires group binlocalmnt online local firm
ase requires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ase requires sybdata_101_sybvol_mnt
ase requires vxfend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requires quorum_101_voldg
sybdata_101_sybvol_mnt requires sybdata_101_voldg

//
//
//
//
//
//
//
//
//
//
//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sybasece
{
Sybase ase
{
CFSMou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
CVMVolDg quorum_101_voldg
}
CFSMount sybdata_101_sybvol_mnt
{
CVMVolDg sybdata_101_voldg
}
Process vxf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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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CVM VVR 站点的示例 main.cf
此示例 main.cf 适用于采用 CVM VVR 配置的主站点。它是用于在两个群集间复制
数据的两个示例 main.cfs 之一。
下面是此 SF Sybase CE 配置示例 main.cf 的配置详细信息：
■

文件名：sybasece_cvmvvr_primary_main.cf

■

文件位置：/etc/VRTSagents/ha/conf/Sybas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Sybase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rNames = { admin = HopHojOlpKppNxpJom }
ClusterAddress = "10.180.88.188"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UseFence=SCSI3
)
remotecluster clus2 (
ClusterAddress = "10.190.99.199"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lus2 }
Arguments @clus2 = { "10.190.99.199" }
)
system system1 (
)
system system2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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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
RestartLimit = 3
)
IP gcoip (
Device = public_NIC
Address = "10.180.88.188"
NetMask = "255.255.255.0"
)
NIC csgnic (
Device = Public_NIC
)
gcoip requires csgnic
wac requires gcoip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
//
Application wac
//
{
//
IP gcoip
//
{
//
NIC csgnic
//
}
//
}
//
}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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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VolDg syb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sybdata_101
CVMActivation = sw
)
RVGShared sybdata_rvg (
RVG = syb_rvg
DiskGroup = sybdata_101
)
requires group binmnt online local firm
sybdata_rvg requires sybdata_voldg

group binmnt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
MountPoint = "/sybase"
BlockDevice = "/dev/vx/dsk/sybbindg_101/sybbin_vol"
)
CVMVolDg sybbindg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sybbindg_101
CVMVolume = { sybbin_vol }
CVMActivation = sw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requires sybbindg_101_voldg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
CFSfsckd vxfsck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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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clus1
CVMNodeId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cvm
//
{
//
CFSfsckd vxfsckd
//
{
//
CVMCluster cvm_clus
//
{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
//
}

group logowner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
IP logowner_ip (
Device = public_NIC
Address = "10.10.9.101"
NetMask = "255.255.2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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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 nic (
Device = public_NIC
)
RVGLogowner rvg_logowner (
RVG = syb_rvg
DiskGroup = sybdata_101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logowner
//
{
//
RVGLogowner rvg_logowner
//
{
//
IP logowner_ip
//
{
//
NIC nic
//
}
//
}
//
}
group sybasece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Parallel = 1
ClusterList = { clus1 = 0, clu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OnlineRetryLimit = 3
TriggerResStateChange = 1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
MountPoint = "/quorum"
BlockDevice = "/dev/vx/dsk/quorum_101/quorumv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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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Mount sybdata_101_sybvol_mnt (
MountPoint = "/sy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sybdata_101/sybvol"
)
CVMVolDg quorum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quorum_101
CVMVolume = { quorumvol }
CVMActivation = sw
)
Process vxfend (
PathName = "/sbin/vxfend"
Arguments = "-m sybase -k /tmp/vcmp_socket"
)
RVGSharedPri syb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sy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Sybase ase (
Server @system1 = ase1
Server @system2 = ase2
Owner = sybase
Home = "/sybase"
Version = 15
SA = sa
Quorum_dev = "/quorum/q.dat"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sybdata_101_sybvol_mnt requires syb_vvr_shpri
ase requires vxfend
ase requires sybdata_101_sybvol_mnt
ase requires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requires quorum_101_voldg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sybase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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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Sybase ase
{
CFSMount sybdata_101_sybvol_mnt
{
RVGSharedPri syb_vvr_shpri
}
Process vxfend
CFSMou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
CVMVolDg quorum_101_voldg
}
}
}

辅助 CVM VVR 站点的示例 main.cf
此示例 main.cf 适用于采用 CVM VVR 配置的辅助站点。 它是用于在两个群集间复
制数据的两个示例 main.cfs 中的第二个。
下面是此 SF Sybase CE 配置示例 main.cf 的配置详细信息：
■

文件名：sybasece_cvmvvr_secondary_main.cf

■

文件位置：/etc/VRTSagents/ha/conf/Sybase

This is main.cf for CVM VVR configuration on Secondary sit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SybaseTypes.cf"

cluster clus2 (
UserNames = { admin = HopHojOlpKppNxpJom }
ClusterAddress = "10.190.99.199"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UseFence=SCSI3
)
remotecluster clus1 (
ClusterAddress = "10.180.88.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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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lus1 }
Arguments @clus1 = { "10.180.88.188" }
)
system system3 (
)
system system4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system3 = 0, system4 = 1 }
AutoStartList = { system3, system4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
RestartLimit = 3
)
IP gcoip (
Device = public_NIC
Address = "10.190.99.199"
NetMask = "255.255.255.0"
)
NIC csgnic (
Device = public_NIC
)
gcoip requires csgnic
wac requires gcoip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ClusterService
{
Application w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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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IP gcoip
{
NIC csgnic
}
}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system3 = 0, system4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3, system4 }
)
CVMVolDg syb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sybdata_101
CVMActivation = sw
)
RVGShared sybdata_rvg (
RVG = syb_rvg
DiskGroup = sybdata_101
)
requires group binmnt online local firm
sybdata_rvg requires sybdata_voldg

group binmnt (
SystemList = { system3 = 0, system4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3, system4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
MountPoint = "/sybase"
BlockDevice = "/dev/vx/dsk/sybbindg_101/sybbin_vol"
)
CVMVolDg sybbindg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sybbindg_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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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Volume = { sybbin_vol }
CVMActivation = sw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sybbindg_101_sybbinvol_mnt requires sybbindg_101_voldg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system3 = 0, system4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3, system4 }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clus2
CVMNodeId = { system3 = 0, system4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cvm
//
{
//
CFSfsckd vxfsckd
//
{
//
CVMCluster cvm_clus
//
{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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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logowner (
SystemList = { system3 = 0, system4 = 1 }
AutoStartList = { system3, system4 }
)
IP logowner_ip (
Device = public_NIC
Address = "10.11.9.102"
NetMask = "255.255.255.0"
)
NIC nic (
Device = public_NIC
)
RVGLogowner rvg_logowner (
RVG = syb_rvg
DiskGroup = sybdata_101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
//
//
//
//
//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logowner
{
RVGLogowner rvg_logowner
{
IP logowner_ip
{
NIC nic
}
}
}

group sybasece (
SystemList = { system3 = 0, system4 = 1 }
Paralle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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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List = { clus2 = 0, clus1 = 1 }
AutoStartList = { system3, system4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
MountPoint = "/quorum"
BlockDevice = "/dev/vx/dsk/quorum_101/quorumvol"
)
CVMVolDg quorum_101_voldg (
CVMDiskGroup = quorum_101
CVMVolume = { quorum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FSMount sybdata_101_sybvol_mnt (
MountPoint = "/sy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sybdata_101/sybvol"
)
Process vxfend (
PathName = "/sbin/vxfend"
Arguments = "-m sybase -k /tmp/vcmp_socket"
)
RVGSharedPri syb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sy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Sybase ase (
Server @system3 = ase1
Server @system4 = ase2
Owner = sybase
Home = "/sybase"
Version = 15
SA = sa
Quorum_dev = "/quorum/q.dat"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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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bdata_101_sybvol_mnt requires syb_vvr_shpri
ase requires vxfend
ase requires sybdata_101_sybvol_mnt
ase requires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quorum_101_quorumvol_mnt requires quorum_101_vol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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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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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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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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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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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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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关系图解 131
全局群集配置 19

R
RAID-5 卷和 VVR 68
RDS
创建
使用命令行 67
RLINK
配置 75

S
set
vradmin 关键字 75
SRL
关联至主节点 RVG
使用命令行 68
SRL 溢出保护
解释 78
模式 78

209

索引

srlprot
srlprot=dcm
override. 请参见 autod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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