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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F Oracle RAC

■

1. 为配置 SF Oracle RAC 做准备

■

2.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配置 SF Oracle RAC

■

3. 执行 SF Oracle RAC 自动配置

1

1
为配置 SF Oracle RAC 做
准备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本文档

■

I/O 防护要求

■

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关于本文档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执行以下任务的说明：
■

配置 SF Oracle RAC

■

安装和配置 Oracle RAC

■

从群集添加或删除节点

■

卸载 SF Oracle RAC

I/O 防护要求
根据您计划要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还是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确保满足协调点的要
求：
■

协调器磁盘
请参见第 16 页的“I/O 防护的协调器磁盘要求”。

■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6 页的“CP 服务器要求”。

为配置 SF Oracle RAC 做准备
I/O 防护要求

注意：无论您是使用协调器磁盘还是 CP 服务器提供 I/O 防护，请确保共享存储支
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I/O 防护的协调器磁盘要求
请确保 I/O 防护协调器磁盘满足以下要求：
■

对于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必须至少拥有三个协调器磁盘，或者必须拥有奇数个
数的协调器磁盘。

■

协调器磁盘必须为 DMP 设备。

■

每个协调器磁盘必须使用物理上独立的磁盘或 LUN。
Veritas 建议您尽可能将最小的 LUN 用作协调器磁盘。

■

如有可能，各个协调器磁盘应当位于不同的磁盘阵列上。

■

协调器磁盘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

协调器设备可以通过 iSCSI 协议进行挂接，但必须为 DMP 设备，且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

Veritas 建议为协调器磁盘使用基于硬件的镜像。

■

协调器磁盘不能用于存储数据，也不能包含在存储用户数据的磁盘组中。

■

协调器磁盘不能是阵列供应商所使用的特殊设备。例如，不能将 EMC 网关守卫
设备用作协调器磁盘。

■

协调器磁盘的大小必须至少为 128 MB。

CP 服务器要求
SF Oracle RAC 7.3 群集（应用群集）支持在下列 VCS 和 SFHA 版本上承载的协
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
■

VCS 6.1 或更高版本的单节点群集

■

SFHA 6.1 或更高版本的群集

CP 服务器的升级注意事项
■

如果当前发行版本低于 6.1，请在 CP 服务器上将 VCS 或 SFHA 升级到版本
7.3。

■

如果发行版本为 6.1 或更高版本，则不需要将 CP 服务器升级到版本 7.3。

■

6.1 或更高版本的 CP 服务器支持与 6.1 或更高版本的应用群集进行基于 HTTPS
的通信。

■

6.1 到 7.0 版本的 CP 服务器支持与 6.1 之前版本的应用群集进行基于 IPM 的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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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应用群集的发行版本为 6.1 或更高版本，则需要为基于 HTTPS 的通信配置
VIP。

请确保满足 VCS/SFHA 群集托管 CP 服务器的基本硬件要求。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注意：对于 I/O 防护，SF Oracle RAC 至少需要三个协调点。
在安装和配置 CP 服务器之前，请确保满足本节介绍的下列附加 CP 服务器要求：
■

硬件要求

■

操作系统要求

■

网络要求（和建议）

■

安全要求

表 1-1 列出了承载 CP 服务器的其他要求。
表 1-1

CP 服务器硬件要求

必需的硬件

说明

磁盘空间

要在 VCS 群集或 SFHA 群集中承载 CP 服务器，每台主机
均需要以下文件系统空间：
■

/opt 目录中需要 550 MB（另外，语言包还需要 15 MB）

■

/usr 中需要 300 MB

■

/var 中需要 20 MB

■

/etc 中需要 10 MB（用于 CP 服务器数据库）

存储

当 CP 服务器承载于 SFHA 群集上时，此 SFHA 群集节点之
间必须具有共享存储。

RAM

每个 CP 服务器至少需要 512 MB。

网络

网络硬件能够在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群集（应用群
集）之间提供 TCP/IP 连接。

表 1-2 显示了 CP 服务器支持的操作系统和版本。应用群集可以使用运行下列任意
受支持操作系统的 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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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支持 CP 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和版本

CP 服务器

操作系统和版本

承载于 VCS 单节点群集或
SFHA 群集上的 CP 服务器

CP 服务器支持下列任一操作系统：
■

AIX 7.2

■

Linux：
■ RHEL 6

■

■

RHEL 7

■

SLES 11

■

SLES 12

Oracle Solaris 11

查看其他详细信息，例如支持的操作系统的级别和体系结构。
请参见适用于该平台的《Veritas InfoScale 7.3 版本说明》。

以下是 CP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要求和建议：
■

Veritas 建议从应用群集到 CP 服务器的网络访问应具备高可用性和冗余功能。
网络连接需要安全的 LAN 或 VPN。

■

CP 服务器使用 TCP/IP 协议连接到应用群集，并通过这些网络路径与其进行通
信。如果通过 HTTPS 协议进行通信，则 CP 服务器使用 TCP 端口 443 侦听来
自应用群集的消息。TCP 端口 443 是默认端口，您可以在配置 CP 服务器时对
其进行更改。
Veritas 建议您配置多个用来访问 CP 服务器的网络路径。 如果一个网络路径出
故障，CP 服务器无需重新启动，继续在其他可用虚拟 IP 地址中的所有地址侦
听即可。

■

在通过 HTTPS 协议与应用群集通信时，CP 服务器仅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IPv4)。

■

将 CP 服务器置于特定网络配置中时，必须考虑从不同应用群集节点到 CP 服务
器的跃点数。作为最佳做法，Veritas 建议从不同应用群集节点到 CP 服务器的
跃点数和网络延迟时间应相等。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一旦出现产生 I/O 防护情形
的事件，不会因 CPS 和各种节点之间的跃点数和网络延迟差异而使在争夺中产
生偏差。

有关 SF Oracle RAC 群集（应用群集）与 CP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请参见下面的支
持表：
有关在应用群集与 CP 服务器之间建立安全通信的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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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通过安装程序配置 SF Oracle RAC 后，必须在群集中配置 I/O 防护以确保数据完整
性。采用发行版本 7.3 （基于 HTTPS 的通信）的应用群集仅支持采用发行版本 6.1
及更高版本的 CP 服务器。
可以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或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如果您的企业设置具有多
个将 VCS 用于群集功能的群集，Veritas 建议您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中的协调点可以仅包括 CP 服务器，也可以包括 CP 服务器和协
调器磁盘的组合。
注意：无论您是使用协调器磁盘还是 CP 服务器，SF Oracle RAC 至少需要三个协
调点。
图 1-1 说明了为 SF Oracle RAC 群集配置 I/O 防护的概括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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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配置 I/O 防护的工作流程
安装 SF Oracle RAC 并
配置 SF Oracle RAC 组件

配置
基于磁盘的防护
（scsi3 模式）

三个磁盘

准备任务
vxdiskadm 或 vxdisksetup
实用程序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vxfenadm 和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检查磁盘是否符合 I/O 防护标准

是否为用于 I/O
防护的协调点？

3 个 CP
服务器或至少一个
CP 服务器与 2 个协调点

配置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自定义模式）

准备任务
标识现有 CP 服务器

在 CP 服务器与 SF Oracle RAC 群集间建立
TCP/IP 连接
（或）
设置 CP 服务器

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安装和配置 VCS 或 SFHA
在 CP 服务器与 SF Oracle RAC 群集间建立
TCP/IP 连接

配置任务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运行 installer -fencing，
选择选项 2，然后按照提示操作
或

如果 CP 服务器为群集服务器，
则为 CP 服务器设置共享存储
运行 -configcps，然后按照提示操作（或）
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
对于将用作协调点的磁盘

编辑所创建的响应文件并将其用
于 installer -responsefile 命令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并检查磁盘是否符合 I/O 防护标准

配置任务

或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手动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运行 installer -fencing，
选择选项 1，然后按照提示操作
或

编辑所创建的响应文件中的值并将这些值用于
installer -responsefile 命令
或

手动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完成准备任务后，可以使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来配置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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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44 页的“使用 安装程序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53 页的“使用安装程序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使用响应文件

请参见第 75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请参见第 80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请参见第 75 页的“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手动编辑配置文件

您还可以从一个 I/O 防护配置迁移到另一个配置。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使用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典型 SF Oracle RAC 群集配置
图 1-2 显示了具有两个节点和共享存储的典型 VCS 配置。 该配置使用三个协调器
磁盘进行 I/O 防护。
使用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典型 SF Oracle RAC 群集配置

图 1-2
sys1

sys2
专用网络

协调器磁盘1

协调器磁盘2

协调器磁盘3

数据磁盘
磁盘阵列

共享存储
VxVM 托管并符合 SCSI3 PR 标准

公共网络

配置有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典型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图 1-3 显示了使用 SF Oracle RAC 群集（具有两个节点）、单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
协调器磁盘的配置。SF Oracle RAC 群集内的节点使用 LLT 链接相互连接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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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服务器、SF Oracle RAC 群集和协调器磁盘

图 1-3

CP 服务器

TCP/IP
协调器磁盘

协调器磁盘

光纤通道

客户端集群

LLT 链路
节点 1

节点 2

应用程序存储

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
以下为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
■

多个应用群集使用三个 CP 服务器作为其协调点
请参见第 23 页的图 1-4。

■

多个应用群集使用单个 CP 服务器和一对或多对协调器磁盘（两个）作为其协调
点
请参见第 23 页的图 1-5。

虽然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使用三个协调点，但可以对 I/O 防护使用三个以上的协
调点。确保使用的协调点总数为奇数。在多个应用群集共享一组通用的 CP 服务器
协调点的配置中，应用群集和 CP 服务器使用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 来唯一标识
应用群集。
图 1-4 显示使用三个连接到多个应用群集的 CP 服务器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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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个应用群集连接的三个 CP 服务器

图 1-4

单节点 VCS 集群上托管的 CP 服务器
（也可托管在 SFHA 集群上）

TCP/IP

公共网络

TCP/IP

应用集群
（运行 VCS、SFHA、SFCFS 或 SF Oracle
RAC 的集群，可为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图 1-5 显示使用单个 CP 服务器的配置，该 CP 服务器与多个应用群集连接，其中
每个应用群集也使用两个协调器磁盘。
图 1-5

每个应用群集具有两个协调器磁盘的单个 CP 服务器
单节点 VCS 集群上托管的 CP 服务器
（也可托管在 SFHA 集群上）

TCP/IP

公共网络

TCP/IP

光纤通道
协调器磁盘

协调器磁盘
应用集群

（运行 VCS、SFHA、SFCFS 或 SF Oracle RAC 的集群，
可为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光纤通道
公共网络
TCP/IP

请参见第 484 页的“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配置图”。

23

为配置 SF Oracle RAC 做准备
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为 SF Oracle RAC 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做准备
如果计划使用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则必须在单节点 VCS 群集或 SFHA 群集上
配置协调点 (CP) 服务器。Veritas 建议将 CP 服务器承载到 SFHA 群集上，使 CP
服务器具有高可用性。
有关配置 CP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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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配置 SF Oracle RAC 组件

■

使用 安装程序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

使用安装程序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

配置 SFDB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配置 SF Oracle RAC 组件
如果要将群集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行，请确保您已执行必要的配置前任务。
如果安装后退出了安装程序，请启动 安装程序 程序。
默认情况下，选择系统之间的通信作为 SSH。如果将 SSH 用于系统之间的通信，
则执行 SSH 命令时不会提示输入密码或进行确认。
在配置结束时，VCS、CVM 和 CFS 组件会配置成提供可识别群集环境。
注意：如果要重新配置 SF Oracle RAC，则启动安装程序之前，必须使用 hastop
命令或 hagrp -offline 命令停止受 VCS 控制的所有资源。对于未在 VCS 下配置
的资源，请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停止资源。
如果在配置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
南》中的“性能与故障排除”一章，以了解有关如何解决问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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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F Oracle RAC 组件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

2

启动配置程序。
# ./安装程序 -configure \
sys1 sys2

选择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显示版权信息，并指定创建日志的目录。

3

选择“Configure SF Oracle RAC sub-components (配置 SF Oracle RAC
子组件)”选项。
1) Configure SF Oracle RAC sub-components
2) Prepare to Install Oracle
3) 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and Database
4) Post Oracle Installation Tasks
5)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Choose option: [1-5,q] (1)

4

如果已在活动配置过程中退出安装程序，则安装程序会发现安装程序进程并提
供继续进行配置或启动新配置的选项。请进行合适的选择。
The installer has discovered an existing installer process.
The process exited while performing configure of
SF Oracle RAC on sys1.
Do you want to resume this process? [y,n,q,?] (y) n

5

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设置 SF Oracle RAC 群集。
请参见第 27 页的“配置 SF Oracle RAC 群集”。

6

添加 VCS 用户。
请参见第 38 页的“添加 VCS 用户”。

7

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

8

配置 SNMP 陷阱通知。
请参见第 41 页的“配置 SNMP 陷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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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配置全局群集（如果在安装期间选择了启用 GCO）。
请参见第 42 页的“配置全局群集”。

10 停止 SF Oracle RAC 资源。
请参见第 43 页的“停止和启动 SF Oracle RAC 进程”。

配置 SF Oracle RAC 群集
必须配置 Cluster Server 才能设置 SF Oracle RAC 群集。
可以配置基本群集或高级群集。基本群集配置需要 LLT 的群集名称、群集 ID 和专
用心跳链接。安装程序提供的其余配置选项是可选的，并且可在您打算配置高级群
集时使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配置群集名称
当安装程序提示时，输入群集信息。
配置群集

1

查看安装程序显示的配置说明。

2

输入唯一群集名称。
Enter the unique cluster name: [q,?] clus1

配置专用心跳链接
现在配置 LLT 使用的专用心跳链接。
VCS 提供了使用 LLT over Ethernet 或 LLT over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的选项。
Veritas 建议您配置使用 LLT over Ethernet 的心跳链接以实现高性能，除非硬件要
求强迫您使用 LLT over UDP。如果要配置 LLT over UDP，请确保您满足各项先决
条件。
您不能使用属于聚合链接的链接配置 LLT 心跳。例如，可以聚合 link1、link2 以创
建一个聚合链接 aggr1。您可以使用 aggr1 作为心跳链接，但不能使用 link1 或 link2
作为心跳链接。
以下过程可帮助您配置 LLT 心跳链接。
配置专用心跳链接

1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根据要配置 LLT over Ethernet 还是 LLT over UDP 选择以
下选项之一。
■

选项 1：使用 LLT over Ethernet 配置心跳链接（回答安装程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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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程序提示时，输入心跳链接详细信息以配置 LLT over Ethernet。
跳到步骤 2。
■

选项 2：使用 LLT over UDP 配置心跳链接（回答安装程序问题）
确保要用作心跳链接的每个 NIC 都已配置 IP 地址。在安装程序提示时，输
入心跳链接详细信息以配置 LLT over UDP。如果尚未配置 NIC 的 IP 地址，
则安装程序将为您提供一个选项，以检测给定 NIC 的 IP 地址。
跳到步骤 3。

■

选项 3：自动检测 LLT over Ethernet 的配置
允许安装程序自动检测心跳链接详细信息以配置 LLT over Ethernet。安装
程序会尝试检测所有系统之间的所有已连接链接。
跳到步骤 5。
注意：当该配置为单个节点配置时，选项 3 不可用。

2

如果选择选项 1，则输入专用心跳链接的网络接口卡详细信息。
安装程序发现并列出网络接口卡。
不要输入用于公共网络的网络接口卡（通常为 en0）。
Enter the NIC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en1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a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b,?] (y)
Enter the NIC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en2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a thir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b,?](n)

28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配置 SF Oracle RAC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配置 SF Oracle RAC 组件

3

如果选择选项 2，则输入专用心跳链接的 NIC 详细信息。此步骤使用诸如
private_NIC1 或 private_NIC2 之类的示例以引用 NIC 的可用名称。

Enter the NIC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private_NIC1
Some configured IP addresses have been found on
the NIC private_NIC1 in sys1,
Do you want to choose one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 (y)
Please select one IP address:
1) 192.168.0.1/24
2) 192.168.1.233/24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Please select one IP address: [1-2,b,q,?] (1)
Enter the UDP port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50000)
Enter the NIC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private_NIC2
Some configured IP addresses have been found on the
NIC private_NIC2 in sys1,
Do you want to choose one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 (y)
Please select one IP address:
1) 192.168.1.1/24
2) 192.168.2.233/24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Please select one IP address: [1-2,b,q,?] (1) 1
Enter the UDP port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50001)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a thir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b,?] (n)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an additional low-priority heartbeat
link? [y,n,q,b,?] (n) y
Enter the NIC for the low-priority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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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_NIC0
Some configured IP addresses have been found on
the NIC private_NIC0 in sys1,
Do you want to choose one for the low-priority
heartbeat link? [y,n,q,?] (y)
Please select one IP address:
1) 10.200.59.233/22
2) 192.168.3.1/22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Please select one IP address: [1-2,b,q,?] (1) 2
Enter the UDP port for the low-priority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50010)

4

选择是否使用相同的 NIC 详细信息在其他系统上配置专用心跳链接。
Are you using the same NICs for private heartbeat links on all
systems? [y,n,q,b,?] (y)

如果要使用为 sys1 输入的 NIC 详细信息，应确保相同的 NIC 在每个系统上可
用。然后，在提示下输入 y。
对于 LLT over UDP，如果要在其他系统上使用相同的 NIC，则仍必须在其他
系统的每个 NIC 上输入唯一的 IP 地址。
如果 NIC 设备名称在某些系统上是不同的，则输入 n。依据程序提示为每个系
统提供 NIC 详细信息。

5

如果选择选项 3，则安装程序将在每个系统和网络链接上检测 NIC，并设置链
接优先级。
如果安装程序无法检测到心跳链接，或者无法找到任何高优先级链接，则选择
选项 1 或选项 2 以手动配置心跳链接。
对于选项 1，请参见步骤 2；对于选项 2，请参见步骤 3；对于选项 3，请参见
步骤 5。

6

输入唯一群集 ID：
Enter a unique cluster ID number between 0-65535: [b,q,?] (60842)

如果群集 ID 60842 正由另一群集使用，则无法配置该群集。安装程序执行检
查来确定群集 ID 是否重复。此检查不超过一分钟即可完成。
Would you like to check if the cluster ID is in use by another
cluster? [y,n,q] (y)

7

验证并确认安装程序汇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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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配置了一个基本群集。剩余的配置设置是可选的。
注意：您只需接受默认值 n 即可完成后续屏幕上的操作。

配置群集的虚拟 IP
您可以配置用于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或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连接或者要在 RemoteGroup 资源中指定的群集的虚拟 IP。
有关 Cluster Manager 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有关 RemoteGroup 代理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配置群集的虚拟 IP

1

查看配置群集的虚拟 IP 所需的信息。

2

当系统提示您是否要配置虚拟 IP 时，请输入 y。

3

确认是否要使用在第一个系统上找到的公共 NIC。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找到的 NIC 是要使用的 NIC，请按 Enter。

■

如果要使用其他 NIC，请键入要使用的 NIC 的名称并按 Enter。

Active NIC devices discovered on sys1: en0
Enter the NIC for Virtual IP of the Cluster to use on sys1:
[b,q,?](en0)

4

确认是否要在所有节点上使用同一公共 NIC。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所有节点使用同一公共 NIC，请输入 y。

■

如果要让各个节点使用不同的 NIC，请输入 n 并为每个节点输入一个 NIC。

Is en0 to be the public NIC used by all systems
[y,n,q,b,?] (y)

5

输入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
Enter the Virtual IP address for the Cluster:
[b,q,?] 192.16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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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认默认的网络掩码或输入其他网络掩码：
Enter the netmask for IP 192.168.1.16: [b,q,?] (255.255.240.0)

7

输入以空格分隔的网络主机 IP 地址，以检查连接。
Enter the NetworkHosts IP addresses, separated by
spaces: [b,q,?] 192.168.1.17

8

验证并确认群集虚拟 IP 信息。
Cluster Virtual IP verification:
NIC: en0
IP: 192.168.1.16
Netmask: 255.255.240.0
NetworkHosts: 192.168.1.17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如果要设置安全群集的信任关系，请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3 页的“为 SF Oracle RAC 群集建立信任关系”。
请参见第 34 页的“逐节点配置安全群集”。

在安全模式下配置 SF Oracle RAC
将 SF Oracle RAC 配置为安全模式可确保系统之间的所有通信得以加密，并根据安
全凭据对用户进行验证。在安全模式下运行群集时，不使用 SF Oracle RAC 的用户
名和密码。
将 SF Oracle RAC 配置为安全模式

1

要在安全模式下安装和配置 SF Oracle RAC，请运行以下命令：
# ./installer -security

2

安装程序会在安装程序停止产品进程之前显示以下问题：
■

■

您是否想将读取访问权限授予每个人？[y,n,q,?]
■

要将读取访问权限授予所有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请键入 y。

■

要授予特定于用户组的权限，请键入 n。

您是否想要提供希望向其授予读取访问权限的用户组？[y,n,q,?]
■

要指定用户组并授予他们读取访问权限，请键入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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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要仅向 root 用户授予读取访问权限，请键入 n。安装程序将授予 root 用
户读取访问权限。

输入您想要授予读取访问权限的用户组名称，并使用空格分隔。如果您想
为特定节点上的用户组授予读取访问权限，请输入类似 "usrgrp1@node1"
的内容；如果您想为任何群集节点上的用户组授予读取访问权限，请输入
类似 "usrgrp1" 的内容。如果部分用户组尚未创建，则可根据需要，在配置
后创建用户组。 -b

要验证群集在配置后处于安全模式，请运行命令：
# haclus -value SecureClus

如果群集处于安全模式，则命令返回 1，否则返回 0。

为 SF Oracle RAC 群集建立信任关系
如果您需要为验证 VCS 用户使用外部身份验证代理，您必须设置 VCS 和这个代理
之间的信任关系。例如，如果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您的外部身
份验证代理，那么这种信任关系可确保 VCS 接受该 VOM 发出的凭据。
请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在 SF Oracle RAC 群集与代理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建立信任关系

1

确保您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中的其中一个节点。

2

输入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securitytrust

安装程序会指定日志文件的位置。随后它会列出群集信息，例如群集名称、群
集 ID、节点名称和服务组。

3

当安装程序提示您提供代理信息时，请指定其 IP 地址、端口号以及要与代理建
立信任关系的数据目录。
Input the broker name of IP address: 15.193.97.204
Input the broker port: (14545)

请指定代理运行的端口号，或者按 Enter 接受默认端口。
Input the data directory to setup trust with: (/var/VRTSvcs/
vcsauth/data/HAD)

请指定有效的数据目录，或者按 Enter 接受默认目录。

4

安装程序将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您指定了有效目录，安装程序将提示您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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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sure that you want to setup trust for the VCS cluster
with the broker 15.193.97.204 and port 14545? [y,n,q] y

安装程序将为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建立与代理之间的信任关系，并显示一条
确认消息。
Setup trust with broker 15.193.97.204 on cluster node1
........Done
Setup trust with broker 15.193.97.204 on cluster node2
........Done

安装程序会指定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置，然后退出。
■

如果您输入的代理 IP 地址、端口号或目录名称详细信息不正确，安装程序
将显示一个错误。它会指定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置，然后
退出。

逐节点配置安全群集
对于不支持无密码 ssh 或无密码 rsh 的环境，不能使用 -security 选项来为群集启
用安全模式。但是，可以使用 -securityonenode 选项逐节点配置安全群集。此
外，启用 fips 模式下的安全性，将 -fips 选项与 -securityonenode 结合使用。
表 2-1 列出了配置安全群集时必须执行的任务。
表 2-1

逐节点配置安全群集

任务

参考资料

在一个节点上配置安全性

请参见第 34 页的“配置第一个节点”。

在其余节点上配置安全性

请参见第 35 页的“配置其余节点”。

完成手动配置步骤

请参见第 36 页的“完成安全群集配置”。

配置第一个节点
在群集中的一个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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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节点上配置安全性

1

确保您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输入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securityonenode

安装程序列出有关群集、节点和服务组的信息。 如果未配置 VCS 或者 VCS 未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运行，安装程序将提示您选择是否要继续配置安全性。然
后，它提示您输入要配置的节点。
VCS is not running on all systems in this cluster. All VCS systems
must be in RUNNING state.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q] (n) y
1) Perform security configuration on first node and export
security configuration files.
2) Perform security configuration on remaining nodes with
security configuration files.
Select the option you would like to perform [1-2,q.?] 1

警告：当您配置完第一个节点时，有关群集用户的全部 VCS 配置将被删除。
您可以使用 /opt/VRTSvcs/bin/hauser 命令手动创建群集用户。

3

安装程序在节点上完成安全配置。它指定安全配置文件的位置，并提示您将这
些文件复制到群集中的其他节点。安装程序还指定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
文件的位置。

4

将安全配置文件从安装程序指定的位置复制到群集中其他节点上的临时目录。

配置其余节点
在群集中的每个其余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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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其余节点上配置安全性

1

确保您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输入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安装程序 -securityonenode

安装程序列出有关群集、节点和服务组的信息。 如果未配置 VCS 或者 VCS 未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运行，安装程序将提示您选择是否要继续配置安全性。然
后，它提示您输入要配置的节点。输入 2。
VCS is not running on all systems in this cluster. All VCS systems
must be in RUNNING state.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q] (n) y
1) Perform security configuration on first node and export
security configuration files.
2) Perform security configuration on remaining nodes with
security configuration files.
Select the option you would like to perform [1-2,q.?]

2

Enter the security conf file directory: [b]

安装程序在节点上完成安全配置。它指定了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
位置。

完成安全群集配置
执行下列手动步骤完成配置。
完成安全群集配置

1

在第一个节点上，冻结除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之外的全部服务组。
# /opt/VRTSvcs/bin/haconf -makerw
# /opt/VRTSvcs/bin/hagrp -list Frozen=0
# /opt/VRTSvcs/bin/hagrp -freeze groupname -persistent
# /opt/VRTSvcs/bin/haconf -dump -makero

2

在第一个节点上，停止 VCS 引擎。
# /opt/VRTSvcs/bin/hastop -al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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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CmdServer。
# /opt/VRTSvcs/bin/CmdServer -stop
# systemctl stop CmdServer

4

要对所有用户授予访问权限，请在群集定义中添加或修改 SecureClus=1 和
DefaultGuestAccess=1。
例如：
对所有人授予读取权限：

Cluster clus1 (
SecureClus=1
DefaultGuestAccess=1
)

或
仅对 root 用户授予读取权限：
Cluster clus1 (
SecureClus=1
)

或
要对特定用户组授予读取权限，请在群集定义中添加或修改 SecureClus=1 和
GuestGroups= {}。
例如：

cluster clus1 (
SecureClus=1
GuestGroups={staff, g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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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配置 GCO，请修改第一个节点上的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并将 -secure 添加到 WAC 应用程序定义。
例如：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ecure"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RestartLimit = 3
)

6

在所有节点上，创建 /etc/VRTSvcs/conf/config/.secure 文件。
# touch /etc/VRTSvcs/conf/config/.secure

7

在第一个节点上，启动 VCS。然后，在其余节点上启动 VCS。
# /opt/VRTSvcs/bin/hastart

8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CmdServer。
# /opt/VRTSvcs/bin/CmdServer
# systemctl start CmdServer

9

在第一个节点上，解冻服务组。
# /opt/VRTSvcs/bin/haconf -makerw
# /opt/VRTSvcs/bin/hagrp -list Frozen=1
# /opt/VRTSvcs/bin/hagrp -unfreeze groupname -persistent
# /opt/VRTSvcs/bin/haconf -dump -makero

添加 VCS 用户
如果您启用了安全 VCS 群集，则现在不需要添加 VCS 用户。否则，在以英语区域
设置运行的系统上，此时可以添加 VCS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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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VCS 用户

1

查看添加 VCS 用户所需的信息。

2

如有必要，重置 Admin 用户的密码。
Do you wish to accept the default cluster credentials of
'admin/password'? [y,n,q] (y) n
Enter the user name: [b,q,?] (admin)
Enter the password:
Enter again:

3

要添加用户，请在出现提示时输入 y。
Do you want to add another user to the cluster? [y,n,q] (y)

4

输入用户名、密码以及权限级别。
Enter the user name: [b,q,?] smith
Enter New Password:*******
Enter Again:*******
Enter the privilege for user smith (A=Administrator, O=Operator,
G=Guest): [b,q,?] a

5

如果已经添加完用户，则在出现提示时输入 n。
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user? [y,n,q] (n)

6

查看新添加用户的摘要信息并确认该信息。

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
可以选择将 VCS 配置为向 SMTP 电子邮件服务发送事件通知。需要提供 SMTP 服
务器名称以及要通知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请注意，安装后也可以配置通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

1

查看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所需的信息。

2

指定是否要配置 SMTP 通知。
如果不希望配置 SMTP 通知，则可跳到下一配置选项。
请参见第 41 页的“配置 SNMP 陷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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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配置 SMTP 通知所需的信息。
提供以下信息：
■

输入 SMTP 服务器的主机名。
Enter the domain-based hostname of the SMTP server
(example: smtp.yourcompany.com): [b,q,?] smtp.example.com

■

输入每个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Enter the full email address of the SMTP recipient
(example: user@yourcompany.com): [b,q,?] ozzie@example.com

■

输入要发送给每个收件人的消息的最低安全级别。
Enter the minimum severity of events for which mail should be
sent to ozzie@example.com [I=Information, W=Warning,
E=Error, S=SevereError]: [b,q,?] w

4

如有必要，添加更多 SMTP 收件人。
■

如果要添加其他 SMTP 收件人，请在出现提示时输入 y，并提供所需的信
息。
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SMTP recipient? [y,n,q,b] (n) y
Enter the full email address of the SMTP recipient
(example: user@yourcompany.com): [b,q,?] harriet@example.com
Enter the minimum severity of events for which mail should be
sent to harriet@example.com [I=Information, W=Warning,
E=Error, S=SevereError]: [b,q,?] E

■

如果不希望添加，请回答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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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SMTP recipient? [y,n,q,b] (n)

5

验证并确认 SMTP 通知信息。
SMTP Address: smtp.example.com
Recipient: ozzie@example.com receives email for Warning or
higher events
Recipient: harriet@example.com receives email for Error or
higher events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配置 SNMP 陷阱通知
可以选择将 VCS 配置为向 SNMP 管理控制台发送事件通知。需要提供要通知的
SNMP 管理控制台名称以及消息严重性级别。
请注意，安装后也可以配置通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配置 SNMP 陷阱通知

1

查看配置 VCS 的 SNMP 通知功能所需的信息。

2

指定是否要配置 SNMP 通知。
如果跳过此选项且已安装了有效的 HA/DR 许可证，则安装程序会向您提供一
个选项，以便可以将此群集配置为全局群集。如果没有安装 HA/DR 许可证，
安装程序将基于提供的配置详细信息继续配置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42 页的“配置全局群集”。

3

提供配置 SNMP 陷阱通知所需的信息。
提供以下信息：
■

输入 SNMP 陷阱后台驻留程序端口。
Enter the SNMP trap daemon port: [b,q,?] (162)

■

输入 SNMP 控制台系统名称。
Enter the SNMP console system name: [b,q,?] sys5

■

输入要发送给每个控制台的消息的最低安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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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he minimum severity of events for which SNMP traps
should be sent to sys5 [I=Information, W=Warning, E=Error,
S=SevereError]: [b,q,?] E

4

如有必要，添加更多 SNMP 控制台。
■

如果要添加其他 SNMP 控制台，请在出现提示时输入 y，并提供所需的信
息。
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SNMP console? [y,n,q,b] (n) y
Enter the SNMP console system name: [b,q,?] sys4
Enter the minimum severity of events for which SNMP traps
should be sent to sys4 [I=Information, W=Warning,
E=Error, S=SevereError]: [b,q,?] S

■

如果不希望添加，请回答 n。
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SNMP console? [y,n,q,b] (n)

5

验证并确认 SNMP 通知信息。
SNMP Port: 162
Console: sys5 receives SNMP traps for Error or
higher events
Console: sys4 receives SNMP traps for SevereError or
higher events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配置全局群集
如果已安装了有效的 HA/DR 许可证，则安装程序会向您提供一个选项，以便可以
将此群集配置为全局群集。如果未安装，则安装程序将继续 CVM 和 CFS 的其他几
组问题。
通过配置全局群集，可以链接不同位置的群集并实现广域故障转移和灾难恢复。安
装程序将基本全局群集信息添加到 VCS 配置文件。必须执行额外的配置任务来设
置全局群集。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了解设置 SF Oracle RAC 全局群集的说明。
有关设置 SF Oracle RAC 全局群集的说明，请参见相应的《Veritas InfoScale 安装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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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安装了设置校园群集的 HA/DR 许可证，则跳过此安装程序选项。
配置全局群集选项

1

查看配置全局群集选项所需的信息。

2

指定是否要配置全局群集选项。
如果您跳过此选项，安装程序将基于提供的配置详细信息继续配置 VCS。

3

提供作为全局群集配置此群集的信息。
安装程序提示输入 NIC、虚拟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的值。

4

验证并确认全局群集的配置。
Global Cluster Option configuration verification:
NIC: en0
IP: 192.168.1.16
Netmask: 255.255.240.0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有关安装和配置群集后配置灾难恢复环境的完整信息：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创建 SF Oracle RAC 配置文件
该程序会合并在之前的配置任务中收集的所有信息并创建配置文件。
如果选择配置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则安装程序还会配置 Veritas 产品验证服务，
这会以根和身份验证模式创建身份验证代理。
查看配置程序启动 VCS 时的输出，创建 VCS 配置文件，并将这些文件复制到每个
节点。

停止和启动 SF Oracle RAC 进程
安装程序将停止并启动 SF Oracle RAC 进程，然后配置 SF Oracle RAC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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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将安装程序尚未发现的聚合接口用于专用心跳，请不要选择启动 SF Oracle
RAC。
停止 SF Oracle RAC 进程

1

输入 y 以停止 SF Oracle RAC 进程。
Do you want to stop SF Oracle RAC processes now? [y,n,q,?] (y)

2

查看安装程序在停止并启动 SF Oracle RAC 进程时显示的输出。
请注意，SF Oracle RAC 配置程序是以禁用模式启动 I/O 防护功能的。SF
Oracle RAC 要求您配置并启用 I/O 防护功能。

使用 安装程序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可以使用 安装程序的 -fencing 选项配置 I/O 防护。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执行以下过程以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1

扫描新 hdisk 设备。
# /usr/sbin/cfgmgr

2

列出操作系统识别的新外部磁盘或 LUN。在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lsdev -Cc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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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用于标识磁盘驱动器（或 LUN）的 VxVM 名称。
在以下示例中，VxVM 将 AIX 设备名称为 /dev/rhdisk75 的磁盘标识为
EMC0_17：
# vxdmpadm getdmpnode nodename=hdisk75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EMC0_17 ENABLED EMC
1
1
0
EMC0
Notice that in the example command, the AIX device name for
the block device was used.

可以选择运行 vxdisk list vxvm_device_name 命令以查看有关磁盘的其他信
息（例如，AIX 设备名称）。例如：
# vxdisk list EMC0_17

4

要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使用交互式 vxdiskadm 实用程序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使用 vxdisksetup 命令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 vxdisksetup -i device_name

以下示例指定了 CDS 格式：
# vxdisksetup -i EMC0_17

针对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每个磁盘重复该命令。

标识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请确保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请参见第 44 页的“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参考以下过程，以标识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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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协调器磁盘

1

列出每个节点上的磁盘。
例如，执行以下命令列出磁盘：
# vxdisk -o alldgs list

2

选取三个符合 SCSI-3 PR 标准的共享磁盘作为协调器磁盘。
请参见第 46 页的“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确保在准备配置 SF Oracle RAC 时设置的共享存储满足 I/O 防护需求。可以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来测试共享磁盘。两个节点必须使用 ssh（默认）或 rsh 通
信。要确认磁盘（或 LUN）是否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这两个节点必须同时访
问同一磁盘。由于共享磁盘在各个节点上的名称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通过检
查序列号来验证磁盘的身份。使用 vxfenadm 命令并指定 -i 选项。此命令选项可验
证 LUN 的所有路径上是否返回同一个 LUN 的序列号。
务必要测试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可以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 DMP 格式或原始格式的磁盘。
■

如果测试 DMP 格式的磁盘，请使用 VxVM 命令 vxdisk list 获取 DMP 路径
名称。

■

如果为主动/被动磁盘阵列测试原始格式的磁盘，必须对 vxfentsthdw 命令使用
主动启用路径。运行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enclosure-based_name 命令可列出主动启用路径。
在主动/被动阵列中，DMP 将使用独占标志打开次级（被动）路径。因此，如果
测试磁盘的次级（被动）原始路径，则 vxfentsthdw 命令可能会由于 DMP 的独
占标志而失败。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有许多适用于测试大量磁盘的附加选项。查看用于测试磁盘
组的选项 (-g) 以及测试某一文件中所列磁盘的选项 (-f)。还可以使用 -r 选项，在
不损坏数据的情况下测试磁盘。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检查该磁盘支持 SCSI-3 涉及以下任务：
■

验证阵列支持库 (ASL)
请参见第 47 页的“验证阵列支持库 (ASL)”。

■

验证节点是否可访问同一磁盘
请参见第 47 页的“验证节点是否可访问同一磁盘”。

■

测试共享磁盘的 SCSI-3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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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8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磁盘”。

验证阵列支持库 (ASL)
请确保为所添加的阵列安装了阵列支持库 (ASL)。
验证阵列支持库 (ASL)

1

如果没有为所添加的阵列安装阵列支持库 (ASL)，请获取该库并将其安装在每
个节点上，然后再继续执行操作。
您可以从磁盘阵列供应商或 Veritas 技术支持部门获取用于所添加的受支持存
储设备的 ASL。

2

验证是否已在每个节点上为磁盘阵列安装了 ASL。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并检查输出内容，以验证是否安装了 ASL。
以下是一个输出示例：
# vxddladm listsupport all

LIBNAME
VID
PID
===========================================================
libvx3par.so
3PARdata
VV
libvxCLARiiON.so
DGC
All
libvxFJTSYe6k.so
FUJITSU
E6000
libvxFJTSYe8k.so
FUJITSU
All
libvxcompellent.so COMPELNT
Compellent Vol
libvxcopan.so
COPANSYS
8814, 8818
libvxddns2a.so
DDN
S2A 9550, S2A 9900,
S2A 9700

3

扫描所有磁盘驱动器及其属性，更新 VxVM 设备列表，并重新配置新设备的
DMP。请键入：
# vxdisk scandisks

有关如何添加和配置磁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文档。

验证节点是否可访问同一磁盘
在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打算用作共享数据存储或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之前，必须验证系统能否识别同一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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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节点是否可访问同一磁盘

1

验证数据的共享存储与安装了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的两个节点之间的
连接。

2

确保两个节点在测试期间连接到同一磁盘。使用 vxfenadm 命令验证磁盘序列
号。
# vxfenadm -i diskpath

对于 A/P 阵列，仅在次级路径上运行 vxfentsthdw 命令。
请参考 vxfenadm (1M) 手册页。
例如，某个 EMC 磁盘可以从节点 A 通过 /dev/rhdisk75 路径进行访问；也可以
从节点 B 通过 /dev/rhdisk76 路径进行访问。
在节点 A 上，输入：
# vxfenadm -i /dev/rhdisk75
Vendor id : EMC
Product id : SYMMETRIX
Revision : 5567
Serial Number : 42031000a

当您使用 /dev/rhdisk76 路径在节点 B 上输入等效命令时，会出现相同的序列
号信息。
而对于另一个制造商 Hitachi Data Systems 制造的磁盘，输出会有所不同，可
能类似以下内容：
Vendor id
Product id
Revision
Serial Number

:
:
:
:

HITACHI
OPEN-3
0117
0401EB6F0002

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磁盘
在以下步骤中此过程使用 /dev/rhdisk75 磁盘。
如果实用程序没有显示表明磁盘就绪的消息，则验证失败。验证失败可能是由于磁
盘阵列配置不当而造成的。此失败也可归结于磁盘损坏。
如果验证失败是因磁盘损坏而致，请删除并替换该磁盘。如果 vxfentsthdw 实用程
序表明磁盘可用于 I/O 防护，则会显示如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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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k /dev/rhdisk75 is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有关如何更换协调器磁盘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磁盘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请参见第 387 页的“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

2

在某一节点上，启动实用程序。

3

脚本会发出警告，提示测试将重写磁盘上的数据。查看完相关概述以及警告
后，确认继续执行进程并输入节点名称。
警告：除非使用 -r 选项，否则测试将重写并破坏磁盘上的数据。
******** WARNING!!!!!!!! ********
THIS UTILITY WILL DESTROY THE DATA ON THE DISK!!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 [y/n] (default: n) y
Enter the first node of the cluster: sys1
Enter the second node of the cluster: sys2

4

查看实用程序在执行检查并报告其活动时的输出。

5

如果磁盘在每个节点上都可用于 I/O 防护，则实用程序会为每个节点报告成功
消息。例如，实用程序会为节点 sys1 显示以下消息。
The disk is now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ALL tests on the disk /dev/rhdisk75 have PASSED
The disk is now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6

针对要验证的每个磁盘运行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注意：只有 dmp 磁盘设备才能用作协调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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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安装程序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注意：安装程序将停止然后启动 SF Oracle RAC 以完成 I/O 防护配置。请确保取消
冻结群集中所有已冻结的 VCS 服务组，以便安装程序可以成功停止 SF Oracle
RAC。
使用 安装程序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1

启动 安装程序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安装程序 -fencing

安装程序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群集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时可访问该位置。

2

输入群集中其中一个系统的主机名。

3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可以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 Oracle RAC 7.3。

4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2 以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1.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client based fencing
2. Configure disk based fencing
3. Configure fencing in disabled mode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3,q.?] 2

5

6

查看配置程序检查 VxVM 是否已启动并运行时显示的输出。
■

如果检查失败，请在重复此过程之前先配置并启用 VxVM。

■

如果检查通过，则程序会提示您输入协调器磁盘组信息。

选择使用现有磁盘组还是创建新的磁盘组来配置为协调器磁盘组。
程序将列出可的磁盘组名称，并提供用于创建新磁盘组的选项。执行下列操作
之一：
■

要使用现有磁盘组，请在出现提示时输入该磁盘组所对应的编号。
程序将验证您选择的磁盘组是否具有奇数个数的磁盘以及是否至少具有三
个磁盘。

■

要创建新磁盘组，请执行以下步骤：
■

输入“Create a new disk group (创建新磁盘组)”选项所对应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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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将列出群集中 CDS 磁盘格式的可用磁盘，并要求您选择奇数个数
的磁盘（至少将三个磁盘用作协调器磁盘）。
Veritas 建议使用三个磁盘作为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协调点。

7

■

如果可用的 VxVM CDS 磁盘数小于所需的磁盘数，安装程序会询问您
是否要将更多的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选择要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的磁盘，然后使用这些磁盘创建新的磁盘组。

■

输入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所对应的编号。

■

输入磁盘组名称。

验证所选的协调器磁盘是否满足 I/O 防护要求。
必须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验证磁盘是否兼容 SCSI-3 PR，然后返回此配
置程序。
请参见第 46 页的“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8

在确认要求之后，程序将使用所提供的信息创建协调器磁盘组。

9

验证并确认安装程序所汇总的 I/O 防护配置信息。

10 查看配置程序执行以下操作时的输出：
■

停止每个节点上的 VCS 和 I/O 防护。

■

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并启动 I/O 防护进程。

■

如有必要，更新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

将 /etc/vxfenmode 文件复制到以日期和时间作为后缀的文件
/etc/vxfenmode-date-time 中。在将来的防护配置失败时，此备份文件会非
常有用。

■

更新 I/O 防护配置文件 /etc/vxfenmode。

■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VCS，以确保 SF Oracle RAC 已完全配置为使用 I/O 防
护功能。

11 查看配置程序显示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置时的输出。
12 配置协调点代理。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on
the client cluster? [y,n,q] (y)

13 输入协调点代理服务组的名称。
Enter a non-existing name for the service group for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b] (vxfen) vx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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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置二级监视频率。
Do you want to set LevelTwoMonitorFreq? [y,n,q] (y)

15 确定二级监视频率的值。
Enter the value of the LevelTwoMonitorFreq attribute: [b,q,?] (5)

安装程序添加协调点代理，并更新主配置文件。

16 启用协调点的自动刷新。
Do you want to enable auto refresh of coordination points
if registration keys are missing
on any of them? [y,n,q,b,?]

(n)

使用 安装程序 为基于磁盘的防护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或注册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
■

当 CoordPoint 代理向 VCS 通知任何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丢失时。

■

当群集联机而且群集上没有发生应用程序停机时在协调点上执行的计划的注册
刷新。

发生注册丢失的原因可能是阵列意外重新启动、键损坏或某些其他原因。如果协调
点丢失群集节点的注册，则群集在出现网络分裂时可能会发生混乱。
警告：如果节点在协调点刷新完成之前脱离成员集，则刷新键可能会导致群集发生
混乱。
使用 安装程序 为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

1

启动 安装程序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安装程序 -fencing

安装程序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群集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以便在配置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访问这些日志文件。

2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能够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 Oracle RAC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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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对应的数字可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注
册或键。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6,q]

4

确保防护模块使用的磁盘组构成部分所包含的磁盘与当前用作协调磁盘的磁盘
相同。

5

验证协调点。
For example,
Disk Group: fendg
Fencing disk policy: dmp
Fencing disks:
emc_clariion0_62
emc_clariion0_65
emc_clariion0_66

此信息是否正确？ [y,n,q] (y)。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协调点上的键现已刷新。

6

是否要将关于此安装的信息发送给我们以帮助将来改进安装？ [y,n,q,?] (y)。

7

是否要查看摘要文件？[y,n,q] (n)。

使用安装程序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可以使用 安装程序为 SF Oracle RAC 群集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通过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可以在配置中设置如下协调点：
■

CP 服务器与符合 SCSI-3 标准的协调器磁盘的组合

■

仅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9 页的“ 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请参见第 22 页的“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
本节介绍了以下示例过程：
CP 服务器与协调器磁盘的组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 SF Oracle RAC 群集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合
防护（一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协调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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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SF Oracle RAC 群集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一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协调器磁
盘）

1

2

根据设置的基于服务器的配置模式，确保符合以下条件：
■

已经配置并且可以从 SF Oracle RAC 群集访问 CP 服务器。SF Oracle RAC
群集也称为应用群集或客户端群集。

■

确认协调磁盘符合 SCSI3-PR 标准。
请参见第 46 页的“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启动 安装程序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安装程序 -fencing

安装程序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群集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时可访问该位置。

3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可以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 Oracle RAC 7.3。

4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1 以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3,b,q] 1

5

确保存储支持 SCSI3-PR，并在出现以下提示时回答 y。
Does your storage environment support SCSI3 PR? [y,n,q] (y)

6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提供有关协调点的以下详细信息：
■

输入包括服务器和磁盘的协调点总数。此数值应该至少为 3。
Enter the total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including both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s and disks: [b] (3)

■

输入协调点中的协调器磁盘总数。
Enter the total number of disks among these:
[b] (0) 2

7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提供以下 CP 服务器详细信息：
■

输入每个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总数或完全限定主机名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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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any IP addresses would you like to use to communicate
to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 [b,q,?] (1) 1
■

输入每个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机名。安装程序假定这些
值与从所有应用群集节点处看到的值相同。
Enter the Virtual IP address or fully qualified host name #1
for the HTTPS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
[b] 10.209.80.197

安装程序提示输入此要为每个 CP 服务器配置的虚拟 IP 地址的数目的信息。
■

输入 CP 服务器将侦听的端口。
Enter the port that th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would be listening on or accept the default port
suggested: [b] (443)

8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提供以下与协调器磁盘相关的详细信息：
■

从安装程序显示的可用磁盘列表中选择协调器磁盘。确保选择的磁盘在所
有 SF Oracle RAC（应用群集）节点中都可用。
安装程序要求选择磁盘的次数取决于在步骤 6 中提供的信息。例如，如果
选择配置两个协调器磁盘，安装程序会依次要求选择第一个和第二个磁盘：
Select disk number 1 for co-ordination point
1) rhdisk75
2) rhdisk76
3) rhdisk77
Please enter a valid disk which is available from all the
cluster nodes for co-ordination point [1-3,q] 1

■

如果在步骤 1 中未检查磁盘是否符合 SCSI-3 PR 标准，请在此时检查磁
盘。
安装程序将显示一条消息，建议在另一个窗口中验证磁盘，然后再返回到
此配置过程。
按 Enter 继续操作，并在安装程序提示时确认磁盘选择。

■

输入协调器磁盘的磁盘组名称，或者接受默认名称。
Enter the disk group name for coordinating disk(s):
[b] (vxfencoord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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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证并确认防护配置的协调点信息。
例如：
Total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being used: 3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VIP or FQHN]:Port):
1. 10.209.80.197 ([10.209.80.197]:443)
SCSI-3 disks:
1. rhdisk75
2. rhdisk76
Disk Group name for the disks in customized fencing: vxfencoorddg
Disk policy used for customized fencing: dmp

安装程序将初始化磁盘和磁盘组，并逐出 SF Oracle RAC（应用群集）节点上
的磁盘组。

10 验证并确认 I/O 防护配置信息。
CPS Admin utility location: /opt/VRTScps/bin/cpsadm
Cluster ID: 2122
Cluster Name: clus1
UUID for the above cluster: {ae5e589a-1dd1-11b2-dd44-00144f792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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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安装程序在每个 CP 服务器上更新应用群集信息以确保这些服务器之间的连
接性时，查看其输出。然后，安装程序将每个应用群集节点中的相应详细信息
填入 /etc/vxfenmode 文件。
Updating client cluster information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Adding the client cluster to th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Registering client node sys1 with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Done
Adding CPClient user for communicating to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Adding cluster clus1 to the CPClient user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Registering client node sys2 with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Adding CPClient user for communicating to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Adding cluster clus1 to the CPClient user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Done
Updating /etc/vxfenmode file on sys1 .................................. Done
Updating /etc/vxfenmode file on sys2 ......... ........................ Done

请参见第 360 页的“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12 当安装程序在每个应用群集节点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VCS 和防护进程，并完成
I/O 防护配置时，查看其输出。

13 在 SF Oracle RAC（应用群集）上配置 CP 代理。协调点代理监视协调点上的
注册。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on
the client cluster? [y,n,q] (y)
Enter a non-existing name for the service group for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b] (vx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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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此外，协调点代理也可监视对协调器磁盘组构成部分的更改，例如：从协调器
磁盘组中意外删除的磁盘。这种详细的监视频率可以使用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加以调整。例如，如果您将此属性设置为 5，则代理会每隔五个监视周期
监视协调器磁盘组的构成部分。
请注意，为了使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适用，磁盘必须成为协调器磁盘组
的一部分。
Enter the value of the LevelTwoMonitorFreq attribute: (5)

15 启用协调点的自动刷新。
Do you want to enable auto refresh of coordination points
if registration keys are missing
on any of them? [y,n,q,b,?]

(n)

16 记下安装程序所显示的配置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置，以便以后
使用。

17 使用下面的命令验证防护配置：
# vxfenadm -d

18 验证协调点列表。
# vxfenconfig -l

使用 安装程序 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或注册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
■

当 CoordPoint 代理向 VCS 通知任何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丢失时。

■

当群集联机而且群集上没有发生应用程序停机时在协调点上执行的计划的注册
刷新。

发生注册丢失的原因可能是阵列意外重新启动、键损坏或某些其他原因。如果协调
点丢失群集节点的注册，则群集在出现网络分裂时可能会发生混乱。
警告：如果节点在协调点刷新完成之前脱离成员集，则刷新键可能会导致群集发生
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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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安装程序 为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

1

启动 安装程序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安装程序 -fencing

安装程序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群集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以便在配置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访问这些日志文件。

2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能够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 Oracle RAC 7.3。

3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与建议选项对应的数字可刷新现有协
调点上的注册或键。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7,q] 6

4

确保 /etc/vxfentab 文件所包含的协调点服务器与防护模块当前所使用的协调
点服务器相同。
另请确保 /etc/vxfendg 文件中提及的磁盘组所包含的磁盘与防护模块当前用
作协调磁盘的磁盘相同。

5

验证协调点。
For example,
Total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being used: 3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VIP or FQHN]:Port):
1. 10.198.94.146 ([10.198.94.146]:443)
2. 10.198.94.144 ([10.198.94.144]:443)
SCSI-3 disks:
1. emc_clariion0_61
Disk Group name for the disks in customized fencing: vxfencoorddg
Disk policy used for customized fencing: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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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信息是否正确？ [y,n,q] (y)

Updating client cluster information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IPaddres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协调点上的键现已刷新。

7

是否要将关于此安装的信息发送给我们以帮助将来改进安装？ [y,n,q,?] (y)。

8

是否要查看摘要文件？[y,n,q] (n)。

使用 安装程序 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本节介绍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的原因、优点、考虑因素和过
程。

关于确定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您可以确定协调点在网络分裂期间参与争用的顺序。网络分裂时，I/O 防护会尝试
联系协调点，以根据 vxfentab 文件中设置的顺序进行成员仲裁。
如果 I/O 防护无法连接到序列中的第一个协调点，它会连接第二个协调点，依此类
推。为避免群集发生混乱，未发生故障的子群集必须赢得大多数协调点。因此，顺
序必须从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大的协调点开始，到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小的协调点结
束。
对于混合使用协调点服务器和协调磁盘的防护配置，您可以将协调点服务器指定在
协调磁盘的前面，也可以将协调磁盘指定在协调点服务器的前面。
注意：基于磁盘的防护不支持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确定协调点顺序时的注意事项
■

选择协调点时，请根据它们在争用期间赢得群集成员资格，进而取得对网络分
裂的控制权的机会。实际上，您有能力挽救网络分裂。

■

顺序中排在第一位的必须是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大的协调点。接着必须在顺序中
列出争用时获胜机会相对较小的下一个协调点。最后以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小的
协调点结束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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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安装程序 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1

启动 安装程序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安装程序 -fencing

安装程序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群集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以便在配置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访问这些日志文件。

2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可以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 Oracle RAC 7.3。

3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与建议选项对应的数字可设置现有协
调点的顺序。
例如：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7,q] 7

Installer will ask the new order of existing coordination points.
Then it will call vxfenswap utility to commit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change.

警告：如果某个节点在协调点更改完成前脱离成员集，则群集可能会发生混
乱。

4

检查协调点的当前顺序。
Current coordination points order:
(Coordination disks/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Example,
1)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5,/dev/vx/rdmp/emc_clariion0_66,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2
2) [10.198.94.144]:443
3) [10.198.94.146]:443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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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数字输入协调点的新顺序并以空格隔开，例如：[1-3,b,q] 3 1 2。
New coordination points order:
(Coordination disks/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Example,
1) [10.198.94.146]:443
2)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5,/dev/vx/rdmp/emc_clariion0_66,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2
3) [10.198.94.144]:443

6

此信息是否正确？ [y,n,q] (y)。

Preparing vxfenmode.test file on all systems...
Running vxfenswap...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7

是否要将关于此安装的信息发送给我们以帮助将来改进安装？ [y,n,q,?] (y)。

8

是否要查看摘要文件？[y,n,q]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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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证 /etc/vxfenmode 文件中指定的 vxfen_honor_cp_order 的值是否设置为
1。

For example,
vxfen_mode=customized
vxfen_mechanism=cps
port=443
scsi3_disk_policy=dmp
cps1=[10.198.94.146]
vxfendg=vxfencoorddg
cps2=[10.198.94.144]
vxfen_honor_cp_order=1

10 在 vxfenconfig

-l 命令的输出中验证协调点顺序是否已更新。

For example,
I/O Fencing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single_cp=0
[10.198.94.146]:443 {e7823b24-1dd1-11b2-8814-2299557f1dc0}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5 60060160A38B1600386FD87CA8FDDD11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6 60060160A38B1600396FD87CA8FDDD11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2 60060160A38B16005AA00372A8FDDD11
[10.198.94.144]:443 {01f18460-1dd2-11b2-b818-659cbc6eb360}

配置 SFDB
默认情况下，SFDB 工具处于禁用状态，即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未经配置。您可以
使用 /opt/VRTS/bin/sfae_config status 命令检查 SFDB 工具启用还是禁用。
启用 SFDB 工具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2

运行以下命令，配置并启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执行此步骤后，系统启动项
会增加条目，确保后台驻留程序将在系统重新启动时启动。
#/opt/VRTS/bin/sfae_confi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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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SFDB 工具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2

运行以下命令：
#/opt/VRTS/bin/sfae_config disable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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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 SF Oracle RAC 自动
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SF Oracle RAC

■

用于配置 SF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

■

用于配置 SF Oracle RAC 的示例响应文件

■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

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

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CP 服务器

■

用于配置 CP 服务器的响应文件变量

■

在 SFHA 群集上配置 CP 服务器的示例响应文件

■

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

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响应文件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SF Oracle RAC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对一个群集执行 SF Oracle RAC 配置后生成的响应文
件来对其他群集配置 SF Oracle RAC。

执行 SF Oracle RAC 自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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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SF Oracle RAC

1

确保已将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或 Enterprise 文件集 安装到要配置 SF
Oracle RAC 的系统上。

2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配置 SF Oracle RAC 的其中一个群集系统。

3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要配置可选功能，必须为与可选功能相关的所有响应文件变量定义相应的值。
请参见第 66 页的“用于配置 SF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

4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配置。例如：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5

配置 I/O 防护。
有关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的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使用响应文件配
置 I/O 防护”一章。

6

完成 SF Oracle RAC 安装后任务。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执行安装后和配置任务”一章。

用于配置 SF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3-1 列出了为配置 SF Oracle RAC 而可以定义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3-1

特定于配置 SF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opt}{configure}

标量

如果已经安装了 文件集，则执行配
置。
（必需）
将值设置为 1 以配置 SF Oracle
RAC。

CFG{config_sfrac_subcomponents} 标量

将变量设置为 1 以配置 SF Oracle
RAC 组件。
（必需）

注意：必须将 CFG{opt}{configure}
变量设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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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accepteula}

标量

指定是否同意介质上的 EULA.pdf。
（必需）

CFG{activecomponent}

列表

定义要配置的组件。
对于 SF Oracle RAC，值为
SFRAC73。
（必需）

CFG{keys}{keyless}

列表

CFG{keys}{license}

CFG{keys}{keyless} 用于提供
要在系统上注册的无密钥的密钥列
表。
CFG{keys}{license} 用于提供
要在系统上注册的用户定义的密钥
列表。
（可选）

CFG{systems}

列表

要在其上配置产品的系统列表。
（必需）

CFG{prod}

标量

定义用于执行操作的产品。
对于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值为 ENTERPRISE73。
（必需）

CFG{opt}{keyfile}

标量

定义用于和所有远程系统通信的 ssh
密钥文件的位置。
（可选）

CFG{opt}{rsh}

标量

定义必须使用 rsh 而不是 ssh 来作
为系统间通信的方法。
（可选）

CFG{opt}{logpath}

标量

指定要将日志文件复制到哪个位置。
默认位置为 /opt/VRTS/install/logs。

注意：安装程序还会将响应文件和
摘要文件复制到指定的 logpath 位
置。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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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uploadlogs}

标量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示将安装日志上传到 Veritas
网站。
值 0 表示不将安装日志上传到
Veritas 网站。
（可选）

请注意，有些可选变量会要求连带定义其他的可选变量。 例如，对于所有与群集服
务组相关的变量（csgnic、csgvip 和 csgnetmask），如果定义了其中的任何变量，
则必须全部进行定义。对于 SMTP 通知（smtpserver、smtprecp 和 smtprsev）、
SNMP 陷阱通知（snmpport、snmpcons 和 snmpcsev）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nic、gcovip 和 gconetmask），情况也是如此。
表 3-2 列出了指定配置基本 SF Oracle RAC 群集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3-2

特定于配置基本 SF Oracle RAC 群集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donotreconfigurevcs}

标量

定义是否需要重新配置 VCS。
（可选）

CFG{donotreconfigurefencing}

标量

定义是否需要重新配置防护。
（可选）

CFG{vcs_clusterid}

标量

唯一标识群集的 0 到 65535 之间的
整数。
（必需）

CFG{vcs_clustername}

标量

定义群集的名称。
（必需）

CFG{vcs_allowcomms}

标量

指示在设置单节点群集时是否启动
LLT 和 GAB。该值可以为 0（不启
动）或 1（启动）。
（必需）

表 3-3 列出了指定配置 LLT over Ethernet 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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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专门用于配置专用的 LLT over Ethernet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lltlink#}

标量

定义在每个系统上用于专用心跳链
接的 NIC。每个系统至少需要配置
两个 LLT 链接（lltlink1 和
lltlink2）。最多可以配置四个 LLT
链接。

{"system"}

必须将系统名称括在双引号内。
（必需）
CFG{vcs_lltlinklowpri#}

标量

{"system"}

定义低优先级的心跳链接。通常，
lltlinklowpri 用于在公共网络链接上
提供额外的通信层。
如果对专用 NIC 使用不同的介质速
度，则可将具有较低速度的 NIC 配
置为低优先级链接以提高 LLT 性
能。例如，lltlinklowpri1、
lltlinklowpri2 等等。
必须将系统名称括在双引号内。
（可选）

表 3-4 列出了指定配置 LLT over UDP 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3-4

专门用于配置 LLT over UDP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lltoverudp}=1

标量

指示是否使用 LLT over UDP 配置心
跳链接。
（必需）

CFG{vcs_udplink<n>_address}
{<sys1>}

标量

在 node1 上存储心跳链接使用的 IP
地址（IPv4 或 IPv6）。
可以有四个心跳链接，该响应文件
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心跳链接
数在 1 到 4 之间取值。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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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

标量

在 node1 上存储低优先级心跳链接
使用的 IP 地址（IPv4 或 IPv6）。

{vcs_udplinklowpri<n>_address}

可以有四个低优先级心跳链接，该
响应文件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
低优先级心跳链接数在 1 到 4 之间
取值。

{<sys1>}

（必需）
CFG{vcs_udplink<n>_port}

标量

{<sys1>}

在 node1 上存储心跳链接使用的
UDP 端口（16 位整数值）。
可以有四个心跳链接，该响应文件
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心跳链接
数在 1 到 4 之间取值。
（必需）

CFG{vcs_udplinklowpri<n>_port} 标量
{<sys1>}

在 node1 上存储低优先级心跳链接
使用的 UDP 端口（16 位整数值）。
可以有四个低优先级心跳链接，该
响应文件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
低优先级心跳链接数在 1 到 4 之间
取值。
（必需）

CFG{vcs_udplink<n>_netmask}

标量

{<sys1>}

在 node1 上存储心跳链接使用的网
络掩码（IPv6 的前缀）。
可以有四个心跳链接，该响应文件
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心跳链接
数在 1 到 4 之间取值。
（必需）

CFG{vcs_udplinklowpri<n>_netmask} 标量
{<sys1>}

在 node1 上存储低优先级心跳链接
使用的网络掩码（IPv6 的前缀）。
可以有四个低优先级心跳链接，该
响应文件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
低优先级心跳链接数在 1 到 4 之间
取值。
（必需）

表 3-5 列出了指定配置 SF Oracle RAC 群集的虚拟 IP 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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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特定于配置 SF Oracle RAC 群集的虚拟 IP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csgnic}

标量

定义在系统上使用的 NIC 设备。 如
果在所有系统上使用同一 NIC，则
可以输入 all 作为系统值。

{system}

（可选）
标量

CFG{vcs_csgvip}

定义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
（可选）

CFG{vcs_csgnetmask}

标量

定义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
码。
（可选）

表 3-6 列出了响应文件变量，这些变量指定了将 SF Oracle RAC 群集配置为以安全
模式运行所需的信息。
表 3-6

特定于在安全模式下配置 SF Oracle RAC 群集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eat_security}

标量

指定群集是否处于启用安全的模式
下。

CFG{opt}{securityonenode}

标量

指定是否正在使用 securityonenode
选项。

CFG{securityonenode_menu}

标量

指定用于一次配置一个安全群集的
菜单选项。

CFG{secusrgrps}

列表

■

1 - 配置第一个节点

■

2 - 配置另一个节点

定义获得群集读访问权限的用户组。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rootsecusrgrps}

标量

仅为 root 用户以及获得 VCS 对象显
式权限的用户或用户组定义群集读
访问权限。
（可选）

CFG{security_conf_dir}

标量

指定用于放置配置文件的目录。

CFG{opt}{security}

标量

指定是否正在使用 security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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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defaultaccess}

标量

定义用户是否选择为每个人授予读
取访问权限。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vcs_eat_security_fips}

标量

指定启用的安全性符合 FIPS 要求。

表 3-7 列出了响应文件变量，这些变量指定了配置 VCS 用户所需的信息。
表 3-7

特定于配置 VCS 用户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userenpw}

列表

VCS 用户的编码密码列表
列表中的值可以是 Administrators
Operators Guests。

注意：vcs_userenpw 列表中的值
的顺序必须与 vcs_username 列表
中的值的顺序匹配。
（可选）
CFG{vcs_username}

列表

VCS 用户名列表
（可选）

列表

CFG{vcs_userpriv}

VCS 用户权限列表

注意：vcs_userpriv 列表中值的顺
序必须与 vcs_username 列表中值
的顺序匹配。
（可选）

表 3-8 列出了响应文件变量，这些变量指定了使用 SMTP 配置 VCS 通知所需的信
息。
表 3-8

特定于使用 SMTP 配置 VCS 通知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smtpserver}

标量

定义要用于 Web 通知的 SMTP 服务
器的基于域的主机名（例如：
smtp.example.com）。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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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smtprecp}

列表

SMTP 收件人的完整电子邮件地址
（例如： user@example.com）的
列表。
（可选）

CFG{vcs_smtprsev}

列表

定义列出的 SMTP 收件人要接收的
消息的最低严重性级别（参考、警
告、错误、严重错误）。请注意，
严重性级别的顺序必须与 SMTP 收
件人地址的顺序匹配。
（可选）

表 3-9 列出了响应文件变量，这些变量指定了使用 SNMP 配置 VCS 通知所需的信
息。
表 3-9

特定于使用 SNMP 配置 VCS 通知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snmpport}

标量

定义 SNMP 陷阱后台驻留程序端口
（默认为 162）。
（可选）

CFG{vcs_snmpcons}

列表

SNMP 控制台系统名称的列表
（可选）

CFG{vcs_snmpcsev}

列表

定义列出的 SNMP 控制台要接收的
消息的最低严重性级别（参考、警
告、错误、严重错误）。请注意，
严重性级别的顺序必须与 SNMP 控
制台系统名称的顺序匹配。
（可选）

表 3-10 列出了指定配置 SF Oracle RAC 全局群集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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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特定于配置 SF Oracle RAC 全局群集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gconic}

标量

定义 Global Cluster Option 使用的
虚拟 IP 的 NIC。如果在所有系统上
使用同一 NIC，则可以输入 all 作为
系统值。

{system}

（可选）
CFG{vcs_gcovip}

标量

定义了 Global Cluster Option 使用
的虚拟 IP 地址。
（可选）

CFG{vcs_gconetmask}

标量

定义了 Global Cluster Option 使用
的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码。
（可选）

用于配置 SF Oracle RAC 的示例响应文件
以下示例响应文件在两个节点（sys1 和 sys2）上配置 SF Oracle RAC。
our %CFG;
$CFG{accepteula}=1;
$CFG{opt}{install}=1;
$CFG{prod}="ENTERPRISE73";
$CFG{activecomponent}="SFRAC73";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opt}{configure}=1;
$CFG{config_sfrac_subcomponents} = 1;
$CFG{vcs_allowcomms}=1;
$CFG{vcs_clusterid}=101;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CFG{vcs_lltlink1}{sys1}="en1";
$CFG{vcs_lltlink1}{sys2}="en1";
$CFG{vcs_lltlink2}{sys1}="en2";
$CFG{vcs_lltlink2}{sys2}="en2";
$CFG{vcs_username}=[ qw(admin) ];
$CFG{vcs_userpriv}=[ qw(Administrators) ];
$CFG{vcs_userenpw}=[ qw(gpqIpkPmqLqqOyqKpn) ];
$CFG{uploadlog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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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执行 I/O 防护配置后生成的响应文件来为 SF Oracle
RAC 配置 I/O 防护。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1

确保已配置 SF Oracle RAC。

2

根据您是要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还是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确保您已完成准
备任务。
请参见第 19 页的“ 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3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配置 I/O 防护的其中一个群集系统。
请参见第 77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请参见第 82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响应文件”。

4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请参见第 75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请参见第 80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5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配置。例如：
# /opt/VRTS/install/安装程序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3-11 列出了指定为 SF Oracle RAC 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所需信息的响应文
件变量。
表 3-11

专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opt}{fencing}

标量

执行 I/O 防护配置。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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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fencing_option}

标量

CFG {fencing_dgname}

标量

指定 I/O 防护配置模式。
■

1 - 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 I/O 防护

■

2 - 基于协调器磁盘的 I/O 防护

■

3 - 基于禁用模式的 I/O 防护

■

4 - 联机防护迁移

■

5 - 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注册

■

6 - 更改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为 I/O 防护指定磁盘组。
（可选）

注意：必须定义 fencing_dgname 变
量，才能使用现有的磁盘组。如果要创
建新磁盘组，则必须同时使用
fencing_dgname 变量和
fencing_newdg_disks 变量。
CFG{fencing_newdg_disks}

列表

指定用于为 I/O 防护创建新磁盘组的磁
盘。
（可选）

注意：必须定义 fencing_dgname 变
量，才能使用现有的磁盘组。如果要创
建新磁盘组，则必须同时使用
fencing_dgname 变量和
fencing_newdg_disks 变量。
CFG{fencing_cpagent_monitor_freq} 标量

指定协调点代理监视对协调器磁盘组构
成部分所做的任何更改的频率。

注意：协调点代理也可监视对协调器磁
盘组构成部分的更改，例如：从协调器
磁盘组中意外删除的磁盘。这种详细的
监视频率可以使用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加以调整。例如，如果您将此属性
设置为 5，则代理会每隔五个监视周期
监视协调器磁盘组的构成部分。如果未
设置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则代
理不会监视对协调器磁盘组所做的任何
更改。0 意味着不监视协调器磁盘组的
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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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 {fencing_config_cpagent}

标量

根据是否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
理，输入 1 或 0。
如果不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
理，请输入 0。
如果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理，
请输入 1。

CFG {fencing_cpagentgrp}

标量

将协调点代理资源作为其自身的一部分
的服务组名称。

注意：如果 fencing_config_cpagent
字段的给定值为 0，则说明该字段已过
时。
CFG{fencing_auto_refresh_reg}

标量

如果注册密钥在任意 CP 服务器上丢失，
则启用协调点变量的自动刷新。

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查看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及其定义。
请参见第 75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 Configuration Values:
#
our %CFG;
$CFG{fencing_config_cpagent}=1;
$CFG{fencing_auto_refresh_reg}=1;
$CFG{fencing_cpagent_monitor_freq}=5;
$CFG{fencing_cpagentgrp}="vxfen";
$CFG{fencing_dgname}="fencingdg1";
$CFG{fencing_newdg_disks}=[ qw(emc_clariion0_155
emc_clariion0_162 emc_clariion0_163) ];
$CFG{fencing_option}=2;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ENTERPRISE73";
$CFG{activecomponent}=[qw(SFRA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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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systems}=[ qw(sys1sys2)];
$CFG{vcs_clusterid}=32283;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1;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CP 服务器
可以使用生成的响应文件配置 CP 服务器。
在单节点 VCS 群集上：
◆

运行带有 responsefile 选项的 installer 命令可在单节点 VCS 群集上配置 CP
服务器。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responsefile '/tmp/sample1.res'

在 SFHA 群集上：
◆

运行带有 responsefile 选项的 installer 命令可在 SFHA 群集上配置 CP 服务
器。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responsefile '/tmp/sample1.res'

用于配置 CP 服务器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3-12 描述用于配置 CP 服务器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3-12

描述用于配置 CP 服务器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opt}{configcps}

标量

此变量执行 CP 服务器配置任务

CFG{cps_singlenode_config}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将在单节点 VCS 群集中
配置 CP 服务器

CFG{cps_sfha_config}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将在 SFHA 群集中配置
CP 服务器

CFG{cps_unconfig}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将取消配置 CP 服务器

CFG{cpsname}

标量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的名称

CFG{cps_db_dir}

标量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绝对路径

CFG{cps_reuse_cred}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重用 CP 服务器的现有凭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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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cps_https_vips}

列表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配置用于开展基
于 HTTPS 的通信）的虚拟 IP 地址

CFG{cps_https_ports}

列表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配置用于开展基
于 HTTPS 的通信）的虚拟 IP 地址的端口
号

CFG{cps_nic_list}{cpsvip<n>}

列表

此变量描述虚拟 IP 地址的系统 NIC

CFG{cps_netmasks}

列表

此变量描述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码

CFG{cps_prefix_length}

列表

此变量描述虚拟 IP 地址的前缀长度

CFG{cps_network_hosts}{cpsnic<n>} 列表

此变量描述 NIC 资源的网络主机

CFG{cps_vip2nicres_map}{<vip>} 标量

此变量描述与虚拟 IP 地址相关联的 NIC
资源

CFG{cps_diskgroup}

标量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磁盘组

CFG{cps_volume}

标量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卷

CFG{cps_newdg_disks}

列表

此变量描述用于为 CP 服务器数据库创建
新磁盘组的磁盘

CFG{cps_newvol_volsize}

标量

此变量描述为 CP 服务器数据库创建新卷
的卷大小

CFG{cps_delete_database}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在取消配置期间删除 CP
服务器的数据库

CFG{cps_delete_config_log}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在取消配置期间删除 CP
服务器的配置文件和日志文件

CFG{cps_reconfig}

标量

此变量定义是否将重新配置 CP 服务器

在 SFHA 群集上配置 CP 服务器的示例响应文件
查看响应文件变量及其定义。
请参见第 78 页的表 3-12。

#
# Configuration Values:
#
our %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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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cps_db_dir}="/cpsdb";
$CFG{cps_diskgroup}="cps_dg1";
$CFG{cps_https_ports}=[ qw(50006 50007) ];
$CFG{cps_https_vips}=[ qw(10.198.90.6 10.198.90.7) ];
$CFG{cps_netmasks}=[ qw(255.255.248.0 255.255.248.0 255.255.248.0)
];
$CFG{cps_network_hosts}{cpsnic1}=[ qw(10.198.88.18) ];
$CFG{cps_network_hosts}{cpsnic2}=[ qw(10.198.88.18) ];
$CFG{cps_newdg_disks}=[ qw(emc_clariion0_249) ];
$CFG{cps_newvol_volsize}=10;
$CFG{cps_nic_list}{cpsvip1}=[ qw(en0 en0) ];
$CFG{cps_sfha_config}=1;
$CFG{cps_vip2nicres_map}{"10.198.90.6"}=1;
$CFG{cps_volume}="volcps";
$CFG{cpsname}="cps1";
$CFG{opt}{configcps}=1;
$CFG{opt}{configure}=1;
$CFG{opt}{noipc}=1;
$CFG{prod}="ENTERPRISE73";
$CFG{activecomponent}=[qw(SFHA73)];
$CFG{systems}=[ qw(cps1 cps2) ];
$CFG{vcs_clusterid}=49604;
$CFG{vcs_clustername}="sfha2233";
1;

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您可以使用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防护响应文件来配置基于服务器的自定义 I/O 防护。
表 3-13 列出了响应文件中与基于服务器的自定义 I/O 防护相关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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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基于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的防护响应文件定义

响应文件字段

定义

CFG {fencing_config_cpagent}

根据是否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
理，输入 1 或 0。
如果不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
理，请输入 0。
如果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
理，请输入 1。

CFG {fencing_cpagentgrp}

将协调点代理资源作为其自身的一部分
的服务组名称。

注意：如果
fencing_config_cpagent 字段的给
定值为 0，则说明该字段已过时。
CFG {fencing_cps}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
名。

CFG {fencing_reusedg}

此响应文件字段指示是否对自定义防护
（CP 服务器和协调器磁盘）中的防护
配置重用现有的磁盘组名称。
请输入 1 或 0。
输入 1 表示重用，而输入 0 表示不重
用。
在对混合模式防护配置重用现有磁盘组
名称时，需要手动添加一行文本（如
$CFG{fencing_reusedg}=0 或
$CFG{fencing_reusedg}=1），然后继
续执行静默安装。

CFG {fencing_dgname}

要在自定义防护中使用的磁盘组（至少
正在使用其中一个磁盘）的名称。

CFG {fencing_disks}

用作协调点（如果有）的磁盘。

CFG {fencing_ncp}

使用的协调点总数，包括 CP 服务器和
磁盘。

CFG {fencing_ndisks}

使用的磁盘数量。

CFG {fencing_cps_vips}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
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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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文件字段

定义

CFG {fencing_cps_ports}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
机名侦听的端口。

CFG{fencing_option}

指定 I/O 防护配置模式。

CFG{fencing_auto_refresh_reg}

■

1 - 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 I/O 防护

■

2 - 基于协调器磁盘的 I/O 防护

■

3 - 基于禁用模式的 I/O 防护

■

4 - 联机防护迁移

■

5 - 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注册

■

6 - 更改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如果注册密钥在任意 CP 服务器上丢
失，则启用此变量。

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响应文件
下面是用于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响应文件：
$CFG{fencing_config_cpagent}=0;
$CFG{fencing_cps}=[ qw(10.200.117.145) ];
$CFG{fencing_cps_vips}{"10.200.117.145"}=[ qw(10.200.117.145) ];
$CFG{fencing_dgname}="vxfencoorddg";
$CFG{fencing_disks}=[ qw(emc_clariion0_37 emc_clariion0_13
emc_clariion0_12) ];
$CFG{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dmp";
$CFG{fencing_ncp}=3;
$CFG{fencing_ndisks}=2;
$CFG{fencing_cps_ports}{"10.200.117.145"}=443;
$CFG{fencing_reusedg}=1;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ENTERPRISE73";
$cfg{activecomponent}=[qw(SFRAC73)];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vcs_clusterid}=1256;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CFG{fencing_op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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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安装后任务和配置任务

■

4. 验证安装

■

5. 执行其他安装后任务和配置任务

2

4
验证安装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在节点上执行 postcheck

■

使用 VCS 配置文件验证 SF Oracle RAC 安装

■

验证 LLT、GAB 和群集的运行状态

在节点上执行 postcheck
安装程序的 postcheck 命令可帮助您确定安装相关问题并提供故障排除信息。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使用 postcheck 选项”。
在节点上运行 postcheck 命令

1

运行安装程序并指定 -postcheck 选项。
# ./installer -postcheck system_name

2

检查安装相关信息的输出。

使用 VCS 配置文件验证 SF Oracle RAC 安装
在位于 /etc/VRTSvcs/conf/config/ 的每个节点上创建配置文件 main.cf。SF Oracle
RAC 安装后、Oracle 安装前查看 main.cf 配置文件。
验证 main.cf 文件中的以下信息：
■

main.cf 中的群集定义包括您在配置过程中所提供的群集信息。该群集信息包含
群集名称、群集地址以及群集用户和管理员的名称。

■

UseFence = SCSI3 属性存在于该文件中。

■

如果群集是在安全模式下配置的，请设置 SecureClus = 1 群集属性。

验证安装
验证 LLT、GAB 和群集的运行状态

有关配置文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57 页的“关于 VCS 配置文件 ”。

验证 LLT、GAB 和群集的运行状态
使用 VCS 命令验证 LLT、GAB 和群集的运行。
验证 LLT、GAB 和群集的运行状态

1

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到群集中的任一节点。

2

确保设置了运行 VCS 命令所需的 PATH 环境变量。

3

验证 LLT 运行状态。
请参见第 85 页的“验证 LLT”。

4

验证 GAB 运行状态。
请参见第 87 页的“验证 GAB”。

5

验证群集运行状态。
请参见第 89 页的“验证群集”。

验证 LLT
使用 lltstat 命令可验证用于 LLT 的链接是否为活动的。如果已配置了正确的
LLT，则此命令显示群集中的所有节点。该命令还会返回键入命令的节点上 LLT 链
接的相关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lltstat(1M) 手册页。
验证 LLT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节点 sys1 上。

2

在节点 sys1 上运行 lltstat 命令，以查看 LLT 状态。
lltstat -n

sys1 中的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LLT node information:
Node
State
*0 sys1
OPEN
1 sys2
OPEN

Links
2
2

每个节点均有两个链接，且每个节点均处于 OPEN 状态。星号 (*) 表示您键入
命令时所在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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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LLT 没有运行，则该命令不会返回任何 LLT 链接信息： 如果只连接了一
个网络，则该命令将返回以下 LLT 统计数据：
LLT node information:
Node
* 0 sys1
1 sys2
2 sys5

State
OPEN
OPEN
OPEN

Links
2
2
1

3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节点 sys2 上。

4

在节点 sys2 上运行 lltstat 命令，以查看 LLT 状态。
lltstat -n

sys2 中的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LLT node information:
Node
State
0 sys1
OPEN
*1 sys2
OPEN

5

Links
2
2

若查看 LLT 的其他信息，请在每个节点上运行 lltstat -nvv 命令。
例如，在双节点群集的节点 sys1 中运行以下命令：
lltstat -nvv active

sys1 中的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Node
*0 sys1

1 sys2

State
OPEN

Link

Status

Address

en1 UP
en2 UP

08:00:20:93:0E:34
08:00:20:93:0E:38

en1 UP
en2 DOWN

08:00:20:8F:D1:F2

OPEN

该命令将报告群集中两个活动节点（sys1 和 sys2）的状态。
对于每个正确配置的节点，必须显示如下信息：
■

“开放”状态

■

每个链接的状态为“联机”

■

每个链接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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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示例输出已显示节点 sys2 的不同详细信息。专用网络连接可能已中
断，或者 /etc/llttab 文件中的信息可能不正确。

6

要获取为 LLT 打开的端口的有关信息，请在任一节点上键入 lltstat -p。
例如，在双节点群集的节点 sys1 中键入 lltstat -p：
lltstat -p

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LLT port information:
Port Usage
Cookie
0
gab
0x0
opens: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 60 61 62 63

7

connects:
gab
opens:

0 1
0x7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 60 61 62 63

31

connects:
gab
opens:

0 1
0x1F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 60 61 62 63

connects:

0 1

验证 GAB
使用 gabconfig -a 命令验证 GAB 的运行状态。此命令返回 GAB 端口成员集信
息。输出中显示了与您安装并配置的模块具有成员集关系的节点。您可以将 GAB
端口成员集作为确定 SF Oracle RAC 堆栈的特定组件是否与其对等组件进行通信的
方法。
表 4-1 列出了软件为各种功能配置的不同端口。
表 4-1

GAB 端口说明

端口

功能

a

GAB

b

I/O 防护

d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f

群集文件系统 (CFS)

87

验证安装
验证 LLT、GAB 和群集的运行状态

端口

功能

h

Cluster Server（VCS：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m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通过 Group Lock Manager (GLM)，CVM 使用端口 m 实现 SmartIO
VxVM 缓存一致性。

o

VCSMM 驱动程序

u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将命令由从属节点传送到主节点）
gabconfig 输出中的端口 u 可见，且 CVM 协议版本 >= 100。运行
vxdctl protocolversion 命令检查协议版本。

v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w

vxconfigd（用于 CVM 的模块）

y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I/O 传送

有关 GAB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验证 GAB
◆

要验证 GAB 的运行状态，请在每个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
# /sbin/gabconfig -a

例如，该命令将返回下列输出：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58f501 membership 01
Port b gen
58f502 membership 01
Port d gen
58f50e membership 01
Port f gen
58f511 membership 01
Port h gen
58f505 membership 01
Port m gen
58f507 membership 01
Port o gen
58f513 membership 01
Port u gen
58f50d membership 01
Port v gen
58f509 membership 01
Port w gen
58f50b membership 01
Port y gen
58f508 membershi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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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群集
使用 hastatus 命令验证群集的状态。此命令返回系统状态和组状态。
请参考 hastatus(1M) 手册页。
有关系统状态及状态转换的说明，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验证群集

1

若要验证群集状态，请键入以下命令：
# hastatus -summary

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 SYSTEM STATE
-- System
A
A

2

State

sys1
sys2

Frozen

RUNNING
RUNNING

0
0

-- GROUP STATE
-- Group

System

Probed

AutoDisabled

State

B

cvm

sys1

Y

N

ONLINE

B

cvm

sys2

Y

N

ONLINE

查看命令输出了解以下信息：
■

系统状态
如果系统状态的值为 RUNNING，将成功启动群集。

■

cvm 组状态
在示例输出中，组状态列出 cvm 组，该组在节点 sys1 和 sys2 上都是
ONLINE 状态。

验证群集节点
使用 hasys -display 命令验证群集系统的信息。输出中对应于每个节点的信息应
类似。
请参考 hasys(1M) 手册页。
有关 VCS 系统属性的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验证群集节点
◆

在其中一个节点上，键入 hasys -display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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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ys -display

以下过程中的示例适用于 SPARC，显示了在节点 sys1 上运行该命令时的输
出。该列表会继续为群集中的 sys2（未显示）和所有其他节点显示类似信息。
#System Attribute

Value

sys1

AgentsStopped

0

sys1

AvailableCapacity

CPU 7.84
Mem 2600.00
Swap 4095.00

sys1

CPUThresholdLevel

Critical 90 Warning 80 Note 70
Info 60

sys1

CPUUsage

0

sys1

CPUUsageMonitoring

Enabled 0 ActionThreshold 0
ActionTimeLimit 0 Action NONE
NotifyThreshold 0 NotifyTimeLimit
0

sys1

Capacity

CPU 8.00 Mem 3448.00 Swap 4095.00

sys1

ConfigBlockCount

361

sys1

ConfigCheckSum

64370

sys1

ConfigDiskState

CURRENT

sys1

ConfigFile

/etc/VRTSvcs/conf/config

sys1

ConfigInfoCnt

0

sys1

ConfigModDate

Wed 23 Mar 2016 12:36:17 PM IST

sys1

ConnectorState

Down

sys1

CurrentLimits

sys1

DiskHbStatus

sys1

DynamicLoad

sys1

EngineRestarted

0

sys1

EngineVersion

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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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1

FencingWeight

0

sys1

Frozen

0

sys1

GUIIPAddr

sys1

HostUtilization

CPU 2 Mem 24 Swap 0

sys1

LLTNodeId

0

sys1

LicenseType

PERMANENT_SITE

sys1

Limits

sys1

LinkHbStatus

en1 UP en2 UP

sys1

LoadTimeCounter

0

sys1

LoadTimeThreshold

600

sys1

LoadWarningLevel

80

sys1

MemThresholdLevel

Critical 90 Warning 80
Note 70 Info 60

sys1

MeterRecord

AvailableGC 2 ForecastGC 0

sys1

NoAutoDisable

0

sys1

NodeId

0

sys1

OnGrpCnt

1

sys1

PhysicalServer

sys1

ShutdownTimeout

600

sys1

SourceFile

./main.cf

sys1

SwapThresholdLevel

Critical 90 Warning 80 Note 70
Info 60

sys1

SysInfo

Aix:sys1,6,1,00C129B44C00

sys1

站点

sys1

SysName

sys1

HostAvailableForecast

sys1

ReservedCapacity

s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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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1

ServerAvailableCapacity

sys1

ServerAvailableForecast

sys1

ServerCapacity

sys1

ServerReserved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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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执行其他安装后任务和配
置任务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设置 SF Oracle RAC 的环境变量

■

关于对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启用 LDAP 身份验证

■

关于为 SFDB 工具配置身份验证

■

配置 Volume Replicator

■

运行 SORT 数据收集器以便收集配置信息

设置 SF Oracle RAC 的环境变量
在 .profile 文件（或其他适合您系统的 Shell 设置文件）中设置 MANPATH 变量，
以启用手册页的查看。
根据所使用的 shell，键入下列各项之一：
对于 sh、ksh 或 bash

# MANPATH=/usr/share/man:/opt/VRTS/man
# export MANPATH

对于 csh

# setenv MANPATH /usr/share/man:\
/opt/VRTS/man

在每个系统上的 .profile 文件（或您系统中相应的其他 Shell 设置文件）中设置 PATH
环境变量以包含安装和其他命令。
根据所使用的 shell，键入下列各项之一：

执行其他安装后任务和配置任务
关于对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启用 LDAP 身份验证

对于 sh、ksh 或 bash

# PATH=/usr/sbin:/sbin:/usr/bin:\
/opt/VRTS/bin:\
$PATH; export PATH

关于对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启用 LDAP 身份验证
Veritas 产品验证服务 (AT) 通过身份验证代理插件来支持轻量型目录访问协议 (LDAP)
用户身份验证。AT 支持所有的通用 LDAP 发行版，例如 OpenLDAP 和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对于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如果 VCS 用户属于 LDAP 域，必须启用 LDAP 身份
验证插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关于为 SFDB 工具配置身份验证
要为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配置身份验证，请执行下列任
务：
将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配置为要求进行身份 请参见第 94 页的“为 SFDB 工具身份验证配
置 vxdbd”。
验证
向群集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证的节
点

请参见第 293 页的“向群集添加对 SFDB 工具
使用身份验证的节点”。

为 SFDB 工具身份验证配置 vxdbd
要配置 vxdbd，请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下列步骤

1

运行 sfae_auth_op 命令以设置身份验证服务。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o setup
Setting up AT
Starting SFAE AT broker
Creating SFAE private domain
Backing up AT configuration
Creating principal for vxdbd

2

停止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disable
vxdbd has been disabled and the daemon has been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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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在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配置文件中将 AUTHENTICATION
键设置为 yes 来启用身份验证。
如果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不存在，请使用 cp
/opt/VRTSdbed/bin/admin.properties.example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4

启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enable
vxdbd has been enabled and the daemon has been started.
It will start automatically on reboot.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现在配置为需要身份验证。

配置 Volume Replicator
只有在安装期间未配置 VVR 时才能执行此步骤。
默认情况下，安装程序会安装所需的 VVR 配置文件，而与是否选择启用 VVR 无
关。要在 SF Oracle RAC 中手动配置 VVR，只需使用 vxstart_vvr 命令启动 VVR。
此命令可以启动 VVR 后台驻留程序并配置端口。您可以随时更改默认设置。
有关更改默认设置的说明，请参见《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配置 VVR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中的每个节点。

2

启动 VVR：
# vxstart_vvr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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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VM VVR V-5-2-5942 Starting Communication daemon: [OK]

运行 SORT 数据收集器以便收集配置信息
SORT 数据收集器现在取代了 VRTSexplorer 实用程序。运行数据收集器和
VxExplorer 选项以便收集系统相关信息。
访问 SORT 网站并下载适用于您的操作系统的 UNIX 数据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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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rt.veritas.com/land
有关更多信息：
https://sort.veritas.com/public/help/wwhelp/wwhimpl/js/html/wwhel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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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划升级 SF Oracle RAC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升级

■

支持的升级路径

■

创建备份

■

在配置有 Oracle 资源的系统上将 SF Oracle RAC 升级到 7.3 的注意事项

■

使用安装捆绑软件包同时安装或升级完整版本（基础、维护和滚动修补程序）
以及各个修补程序

关于升级
此版本支持从 6.1 及更高版本升级。如果您目前安装的产品是 6.1 之前的版本，则
必须首先升级到 6.1 版，然后按照本文档中提及的步骤升级产品。
安装程序支持以下类型的升级：
■

完全升级

■

使用响应文件自动升级

■

分阶段升级

■

滚动升级

表 6-1 介绍了升级后的产品映射。
表 6-1

升级后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映射

产品（6.2.x 及更早版
本）

产品（7.0 及更高版本）

组件（7.0 及更高版本）

SF Oracle RAC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SF Oracle RAC

计划升级 SF Oracle RAC
支持的升级路径

注意：从 7.0 开始，现有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将升级到相同产品的更高版本。
例如，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7.1 将升级到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7.2。
升级过程中，安装程序将执行下列任务：
1.

在开始升级之前先停止产品

2.

升级已安装的软件包并安装其他软件包
如果当前安装使用永久许可证密钥，则将提示您将许可证更新到 7.3。如果您
选择不更新，您可以继续使用旧版许可证，但是产品功能会局限于相应的组
件。例如，如果您选择不更新现有 SF Oracle RAC 安装的永久许可证，则升级
后安装程序将启用 SF Oracle RAC 组件。您将无法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中的其他组件的功能。如果您安装的产品使用无密钥许可证，
则安装程序会为新产品注册新密钥，新产品将具有全部产品功能。

3.

还原现有配置。
例如，如果您的设置包含 SF Oracle RAC 安装，则安装程序会升级该配置，并
将其还原为 SF Oracle RAC。如果您的设置包含多个组件，则安装程序将升级
并还原这些组件的配置。

4.

启动已配置的组件。

支持的升级路径
升级后，SF Oracle RAC 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必须使用同一版本的 SF Oracle RAC
软件，即 7.3。
请在升级前查看以下信息：
■

如果此版本中不支持您运行的 Oracle RAC 版本，请首先将 Oracle RAC 升级到
支持的版本，然后再升级 SF Oracle RAC。有关说明，请参见正在使用的版本
的产品文档。

表 6-2 列出了支持的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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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支持的升级路径

源产品版本

从 OS 版本

到 OS 版本

目标产品版本

目标组件

6.1、6.1.1

AIX 6.1 TLx

AIX 7.1 TL3、
TL4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7.3

SF Oracle RAC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7.3

SF Oracle RAC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7.3

SF Oracle RAC

6.2、6.2.1

AIX 7.2 TL0

7.0、7.0.1
7.1

AIX 7.1 TLx

7.2

AIX 7.1 TL3、
TL4
AIX 7.2 TL0

AIX 7.2 TL0

AIX 7.2 TL0

创建备份
在升级之前保存相关系统信息。
创建备份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记录在 /etc/filesystems 文件中定义的 VxFS 文件系统和 VxVM 卷的装入
点。需要在新升级的系统上的 /etc/filesystems 文件中重新创建这些条目。

3

在升级前，请确保备份了所有要保留的数据。

4

安装程序会验证 VxVM 专用区域内配置文件的最近备份是否已保存在
/etc/vx/cbr/bk 中。
如果未保存，则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警告：备份 /etc/vx/cbr/bk 目录。

5

将 filesystems 文件复制到 filesystems.orig：
# cp /etc/filesystems /etc/filesystems.orig

6

运行 vxlicrep、vxdisk list 和 vxprint -ht 命令，并记录输出。升级后要
使用这些信息重新配置系统。

7

如果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7.3 软件，请遵循《Cluster Server 配
置和升级指南》中提供的准则，以了解有关在安装过程中保留 VCS 配置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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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备份外部配额和 quotas.grp 文件。
如果要从 6.0.3 升级，还必须备份 quotas.grp.64 和 quotas.64 文件。

9

验证配额是否在所有装入的文件系统上均已关闭。

在配置有 Oracle 资源的系统上将 SF Oracle RAC 升
级到 7.3 的注意事项
如果计划升级在配置有 Oracle 资源的系统上运行的 SF Oracle RAC，请在开始升
级之前将 MonitorOption 属性设置为 0（零）。
有关启用 Oracle 运行状况检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安装和配置指南》。

使用安装捆绑软件包同时安装或升级完整版本（基
础、维护和滚动修补程序）以及各个修补程序
从版本 6.1 开始，您可以轻松地使用“安装捆绑软件包”直接一步将系统安装或升
级到基础、维护或修补程序级别或者多个修补程序和软件包组合。通过“安装捆绑
软件包”，安装程序能够进行合并，客户执行一次操作即可直接安装或升级到维护
或修补程序级别。可以合并各种脚本、文件集和修补程序组件，并且可以多个版本
一起安装，如同它们是一个组合版本一样。用户无需执行两项或更多项安装操作，
即可将系统安装或升级到维护级别或修补程序级别。
版本分为以下类别：
表 6-3

版本级别

级别

内容

外形

适用于

版本类型

下载位置

BASE

功能

文件集

所有产品

主要、次要、 FileConnect
Service Pack
(SP)、平台版
本 (PR)

维护类型

修补程序、新 文件集
增功能

所有产品

维护版本
Veritas
(MR)、滚动修 Services and
补程序 (RP)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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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内容

外形

适用于

版本类型

下载位置

修补程序

修补程序

文件集

单一产品

P 修补程序、 SORT、支持
专用修补程
站点
序、公共修补
程序

使用“安装捆绑”进行安装或升级时：
■

将搜索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并将其作为单个版本分配到维护级别。每个系统
也可以应用一个或多个修补程序。

■

基础版本可从 FileConnect 进行访问，但需要提供客户序列号。维护和修补程序
版本可以从 SORT 自动下载。

■

从 6.0.1 版本或更高版本开始，可以使用自动安装程序安装修补程序。

■

现在可以检测到修补程序，以防止发生升级冲突。修补程序版本不以组合版本
形式提供。只能在需要时从 Veritas 技术支持那里获取。

可以使用 -base_path 和 -patch_path 选项从多个版本导入安装代码。您可以从不
同的介质路径查找 文件集 和修补程序，并合并多个版本的 文件集 和修补程序定
义。通过这些选项，可以使用新任务和阶段功能来正确执行每个版本组件所需的操
作。可以使用这些选项在定义的阶段中安装 文件集 和修补程序，这有助于执行单
个启动或停止进程，以及针对单个操作中的所有级别执行预操作和后操作。
有四种可能的集成方法。所有命令必须从最高基础或维护级别安装脚本执行。
在以下示例中：
■

7.3 是基本版本

■

7.3.1 是维护版本

■

7.3.1.100 是 7.3.1 的修补程序版本

■

7.3.0.100 是 7.3 的修补程序版本

1.

基础 + 维护：
当安装 7.3.1 或从低版本升级到 7.3.1 时，可以使用此集成方法。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mr -base_path <path_to_base>

2.

基础 + 修补程序：
当安装 7.3.0.100 或从低版本升级到 7.3.1 时，可以使用此集成方法。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patch_path <path_to_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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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护 + 修补程序：
当从版本 7.3 升级到 7.3.1.100 时，可以使用此集成方法。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mr -patch_path <path_to_patch>

4.

基础 + 维护 + 修补程序：
当安装 7.3.1.100 或从低版本升级到 7.3.1 时，可以使用此集成方法。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mr -base_path <path_to_base>
-patch_path <path_to_patch>

注意：从 6.1 或更高版本开始，使用 -patch_path <path_to_patch> -patch2_path
<path_to_patch> ... -patch5_path <path_to_patch> 最多可以添加五个修补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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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RAC 执行完全升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完全升级

■

准备完全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

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关于完全升级
完全升级需要同时升级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在此过程中所有组件都将升级。在升级
过程中，群集一直处于不可用状态。
注意：升级到版本 7.3 后，不能将升级后的版本回滚到以前的版本。
您可以使用基于 Veritas 脚本的安装程序 installer 执行升级。
也可以使用响应文件执行完全升级。您可以创建响应文件，方法是：使用响应文件
模板或自定义由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生成的响应文件。

准备完全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如果要执行群集的完全升级，请执行本节中所述的准备步骤。在升级之前，请确保
系统满足此版本的硬件和软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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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升级 SF Oracle RAC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中的一个节点。

2

备份每个节点上的下列配置文件：main.cf, types.cf, CVMTypes.cf,
CFSTypes.cf, OracleTypes.cf, OracleASMTypes.cf, PrivNIC.cf,
MultiPrivNIC.cf, CRSResource.cf, /etc/llttab, /etc/llthosts,
/etc/gabtab, /etc/vxfentab, /etc/vxfendg, /etc/vxfenmode

例如：
# cp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save

3

安装程序会验证 VxVM 专用区域内配置文件的最近备份是否已保存在
/etc/vx/cbr/bk 中。
如果未保存，则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警告：备份 /etc/vx/cbr/bk 目录。

4

如果计划继续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则必须在
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之前，准备迁移 SFDB 存储库数据库。

5

在群集中的任一节点上停止使用 VxFS 或 VxVM 磁盘组的所有应用程序（无论
是本地还是 CFS 应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受 VCS 控制：
# hagrp -offline grp_name -any

如果应用程序不受 VCS 控制：
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停止应用程序。

6

在群集中的任一节点上停止所有 Oracle RAC 资源。
■

如果数据库实例受 VCS 管理，请使相应的 VCS 服务组脱机。以超级用户
身份，输入：
# hagrp -offline group_name -any

■

如果数据库实例不受 VCS 管理，则在一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 Oracle RAC 11g：
$ srvctl stop database -d db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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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vctl stop database -db db_name

7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受 VCS 管理，请将 AutoStart 值设置为 0，以防止 VCS
启动时自动启动数据库服务组：
# haconf -makerw
# hagrp -modify oracle_group AutoStart 0
# haconf -dump -makero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不受 VCS 管理，请将数据库的管理策略更改为“manual
(手动)”：
对于 Oracle RAC 11g：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 db-name -y manual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b db-name -policy manual

8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VCS：
# hastop -all

9

卸载每个节点上不受 VCS 控制的 VxFS 文件系统。
# mount |grep vxfs
# fuser -c /mount_point
# umount /mount_point

确保使用所装入共享文件系统或共享卷的进程当前都未运行。
# fuser -cu /mount_point

10 如果计划升级操作系统，请停止所有端口。
# ./安装程序 -stop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stop sys1 sys2

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可以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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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1

如果要升级操作系统，请执行下列步骤：
■

在每个节点上，重命名 /etc/llttab 文件以防止节点启动时 LLT 自动启
动：
# mv /etc/llttab /etc/llttab.save

■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升级操作系统。
有关说明，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

在系统重新启动后，将 /etc/llttab 文件还原为其原始名称：
# mv /etc/llttab.save /etc/llttab

2

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请参见第 108 页的“使用 Veritas 安装程序升级 SF Oracle RAC”。
也可以执行静默升级：
请参见第 111 页的“使用响应文件升级 SF Oracle RAC”。

3

手动装入未由 VCS 管理的 VxFS 和 CFS 文件系统。

4

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重新链接。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将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库重新链接”。

5

使 Oracle 数据库服务组联机。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受 VCS 管理：
# hagrp -online Oracle_group -any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不受 VCS 管理：
对于 Oracle RAC 11g：
# srvctl start database -d db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start database -db db_name

6

启动不受 VCS 管理的所有应用程序。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启动这些应用程
序。

7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受 VCS 管理，请将 AutoStart 值重置为 1，以便 VCS
启动时，能够让数据库服务组自动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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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onf -makerw
# hagrp -modify oradb_grpname AutoStart 1
# haconf -dump -makero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不受 VCS 管理，请将数据库的管理策略更改为
“automatic (自动)”：
对于 Oracle RAC 11g：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 db_name -y AUTOMATIC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b db_name -policy AUTOMATIC

8

完成其他升级后步骤。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执行升级后任务”一章。

9

■

请参见第 139 页的“设置或更改产品许可证级别”。

■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升级磁盘布局版本”。

■

请参见第 142 页的“升级磁盘组版本”。

升级 Oracle RAC（如果需要）。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升级 Oracle RAC”一章。

10 如果要将使用 VCS 或 SFHA 的 CP 服务器系统升级到 7.3，请确保已升级 CP
服务器系统上的 VCS 或 SFHA。然后，将所有应用群集都升级到版本 7.3。
有关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 的说明，请参见“VCS 安装指
南”或“SFHA 安装指南”。

使用 Veritas 安装程序升级 SF Oracle RAC
使用 安装程序 Veritas 安装程序升级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执行以下任务，以便升级到 SF Oracle RAC：
■

在升级之前验证系统的兼容性。

■

在升级之前停止 SF Oracle RAC 进程。

■

卸载 SF Oracle RAC。

■

在节点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7.3 文件集。

■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SF Sybase CE 7.3。

■

显示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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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安装程序 程序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1

启动安装程序：
# ./安装程序 sys1 sys2

2

从菜单中选择“Upgrade a product (升级产品)”>“Full upgrade (完全升
级)”。
安装程序将验证系统的兼容性。
注意：如果 had 在升级前停止，则安装程序会显示以下警告：
VCS is not running before upgrade. Please make sure all the configurations
are valid before upgrade. (升级之前，VCS 未在运行。在升级之前请确保所有
配置都是有效的。)
如果配置文件有效，您可以忽略此消息。
查看显示的消息并确保在继续升级之前满足了各方面要求。

3

按 Enter 继续升级。
输入 y 同意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4

输入 y 以停止 SF Oracle RAC 进程。
Do you want to stop SF Oracle RAC processes now? [y,n,q,?] (y)

安装程序停止进程并卸载 SF Oracle RAC。卸载后，安装程序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7.1 并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SF Oracle RAC 7.3。

5

执行其余的任务以完成升级：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升级 SFDB
升级到 7.3 期间，默认启用 SFDB 工具，这意味着已配置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如
果 SFDB 工具已禁用，您可以启用它们。
启用 SFDB 工具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2

运行以下命令，配置并启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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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将任何包含身份验证设置的 SFDB 安装升级到 7.3，则命令将失败并显
示一条错误。要解决此问题，请再次设置 SFDB 身份验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或《Veritas
InfoScale™：DB2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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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响应文件对 SF Oracle
RAC 执行自动完全升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响应文件升级 SF Oracle RAC

■

用于升级 SF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

■

升级 SF Oracle RAC 的示例响应文件

使用响应文件升级 SF Oracle RAC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可以使用响应文件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使用响应文件升级 SF Oracle RAC

1

如果需要，请升级操作系统。
有关说明，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2

使用可用选项之一创建响应文件。
注意：确保已将响应文件中的主机名替换为要升级的系统名称。
有关可用于创建响应文件的各种选项的信息：
有关响应文件变量定义：
请参见第 112 页的“用于升级 SF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
响应文件示例：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升级 SF Oracle RAC 的示例响应文件”。

3

导航到安装介质上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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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动安装：
# ./安装程序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 /tmp/response_file 为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5

完成升级后步骤。
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执行升级后任务”一章。

用于升级 SF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8-1 列出了为配置 SF Oracle RAC 而可以定义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8-1

用于升级 SF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说明

CFG{accepteula}

指定是否同意介质上的 EULA.pdf 文件。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systems}

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上的系统列表。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keys}{keyless}
CFG{keys}{license}

CFG{keys}{keyless} 用于提供要在系统上注册的
无密钥的密钥列表。
CFG{keys}{license} 用于提供要在系统上注册的
用户定义的密钥列表。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opt}{keyfile}

定义用于和所有远程系统通信的 ssh 密钥文件的位
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tmppath}

定义工作目录的创建位置，该工作目录用于存储安装
过程中所需的临时文件和 文件集。默认位置为
/var/tmp。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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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CFG{opt}{logpath}

指定要将日志文件复制到哪个位置。默认位置为
/opt/VRTS/install/logs。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disable_dmp_native_support} 如果它设置为 1，则在升级后将为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禁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在升级期
间保留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会延长 文件集 升级时间，具体取
决于系统上配置的 LUN、本机 LVM 卷组以及 ZFS
池的数量。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patch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修补程序级
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装多个
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patch2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二个修补
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
装多个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patch3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三个修补
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
装多个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patch4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四个修补
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
装多个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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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CFG{opt}{patch5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五个修补
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
装多个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rootsecusrgrps}

定义了用户是否选择将对群集的读取访问权限仅授予
root 用户或被授予 VCS 对象显式权限的其他用户或
用户组。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secusrgrps}

定义了已授予对群集读取访问权限的用户组名称。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升级 SF Oracle RAC 的示例响应文件
以下示例响应文件在两个节点（sys1 和 sys2）上将 SF Oracle RAC 升级到 7.3 版
本。
our %CFG;
$CFG{accepteula}=1;
$CFG{keys}{keyless}=[ qw(ENTERPRISE) ];
$CFG{prod}="ENTERPRISE73";
$CFG{crs_home}="/u01/app/grid/product/11.2.0/gridhome";
$CFG{db_home}="/u02/app/oracle/product/11.2.0/dbhome_1";
$CFG{opt}{gco}=1;
$CFG{opt}{noipc}=1;
$CFG{opt}{upgrade}=1;
$CFG{opt}{vr}=1;
$CFG{opt}{vvr}=1;
$CFG{oracle_group}="oinstall";
$CFG{oracle_user}="oracle";
$CFG{relink_oracle_database}=1;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vcs_allowcomms}=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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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升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分阶段升级

■

从版本 6.1 及更高版本执行 SF Oracle RAC 的阶段升级

关于分阶段升级
分阶段升级方法涉及一次升级群集中的一半节点。
有关支持的升级路径：
请参见第 99 页的“支持的升级路径”。
注意：仅当本地文件系统中存在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时，才可以执行分阶段升
级。

小心：每次升级部分群集时，存在产品组件之间不再匹配的潜在依赖关系问题。仔
细按照分阶段升级过程操作，以避免这些问题。

注意：此过程将导致一定的停机时间。在继续执行任何步骤之前，请认真阅读这些
过程并仔细计划停机时间。这些示例过程假定已在本地文件系统上为群集中的每个
节点安装了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
设置第一个子群集的节点与第二个子群集的节点之间的远程无密码通信。有关说
明，请参阅此文档中的“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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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过程中的示例假定了一个四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节点 sys1 和 sys2 构
成群集的前半部分，而节点 sys3 和 sys4 构成群集的后半部分。

从版本 6.1 及更高版本执行 SF Oracle RAC 的阶段升
级
表 9-1 说明了分阶段升级过程。每列描述了要对相应子群集执行的步骤，以及对另
一个子群集执行操作时该子群集的状态。
表 9-1

分阶段升级摘要

群集的前半部分

群集的后半部分

升级前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集群的前半部分

sys1

集群的后半部分

sys2

sys3

步骤 1：执行下列升级前步骤：
■

切换故障转移应用程序。

■

停止所有并行应用程序。

sys4

群集的后半部分已启动且正在运行。

sys3

请参见第 117 页的“步骤 1：对群集的前半部分
执行升级前任务”。

sys4

步骤 2：升级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120 页的“步骤 2：升级群集的前半部
分”。
群集的前半部分未运行。

步骤 3：执行下列升级前步骤：
■

sys1

sys2

■

停止所有并行应用程序和故障转移应用程
序。
停止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122 页的“步骤 3：对群集的后半部分
执行升级前任务”。
现在，停机时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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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的前半部分

群集的后半部分

步骤 4：执行下列升级后步骤：

群集的后半部分未运行。

■

启动 SF Oracle RAC。

■

启动所有应用程序。

sys3

请参见第 124 页的“步骤 4：对群集的前半部分
执行升级后任务”。

sys4

停机时间在此时结束。
群集的前半部分已启动且正在运行。

步骤 5：升级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125 页的“步骤 5：升级群集的后半部
分”。

sys1

sys2

步骤 6：执行下列升级后步骤：
■

启动 SF Oracle RAC。

■

启动所有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126 页的“步骤 6：对群集的后半部分
执行升级后任务”。
分阶段升级至此完成，群集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都在运行。

sys1

sys2

sys3

步骤 1：对群集的前半部分执行升级前任务
对群集的前半部分执行以下升级前步骤。

sy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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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集的前半部分执行升级前任务

1

备份以下配置文件：main.cf, types.cf, CVMTypes.cf, CFSTypes.cf,
OracleTypes.cf, OracleASMTypes.cf, , PrivNIC.cf, MultiPrivNIC.cf,
/etc/llttab, /etc/llthosts, /etc/gabtab, /etc/vxfentab,
/etc/vxfendg, /etc/vxfenmode

例如：
# cp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save
# cp /etc/VRTSvcs/conf/config/types.cf \
/etc/VRTSvcs/conf/config/types.cf.save
# cp /etc/VRTSvcs/conf/config/OracleTypes.cf \
/etc/VRTSvcs/conf/config/OracleTypes.cf.save
# cp /etc/VRTSvcs/conf/config/PrivNIC.cf \
/etc/VRTSvcs/conf/config/PrivNIC.cf.save
# cp /etc/VRTSvcs/conf/config/MultiPrivNIC.cf \
/etc/VRTSvcs/conf/config/MultiPrivNIC.cf.save

安装程序会验证 VxVM 专用区域内配置文件的最近备份是否已保存在
/etc/vx/cbr/bk 中。
否则，将显示以下警告消息：Warning: Backup /etc/vx/cbr/bk directory.

2

停止所有未在 VCS 下配置但却依赖于由 VCS 控制的 Oracle RAC 或资源的应
用程序。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停止应用程序。

3

如果打算继续使用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5.0x 或更低版本
创建的存储检查点或存储分层策略，请在将 SFDB 存储库数据库迁移到 7.3 之
前，完成以下准备步骤。

4

停止在 VCS 下配置的应用程序。停止 Oracle 数据库：
■

如果 Oracle RAC 实例由 VCS 管理：
# hagrp -offline oracle_group -sys sys1
# hagrp -offline oracle_group -sys sys2

■

如果 Oracle RAC 实例未由 VCS 管理，请以 Oracle 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的
前半部分中的某个节点并关闭实例：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stop instance -db db_name \
-node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2 及 11g R2 的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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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vctl stop instance -d db_name \
-n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1 和早期版本：
$ srvctl stop instance -d db_name \
-i instance_name

5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受 VCS 管理，请将 AutoStart 值设置为 0，以防止 VCS
启动时自动启动数据库服务组：
# haconf -makerw
# hagrp -modify oracle_group AutoStart 0
# haconf -dump -makero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不受 VCS 管理，请将该数据库的管理策略更改为
“manual (手动)”：
对于 Oracle RAC 11g：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 db_name -y manual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b db_name -policy manual

6

卸载不受 VCS 管理的 CFS 文件系统。
■

确保使用所装入共享文件系统的进程当前都未运行。验证没有进程在使用
CFS 装入点：
# mount | grep vxfs | grep cluster
# fuser -cu /mount_point

■

卸载 CFS 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7

在群集前半部分的每个节点上停止并行服务组，并切换故障转移服务组：
# hastop -local -evacuate

8

卸载不受 VCS 管理的 VxFS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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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使用所装入共享文件系统的进程当前都未运行。验证没有进程在使用
VxFS 装入点：
# mount | grep vxfs
# fuser -cu /mount_point

■

卸载 VxFS 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9

验证是否所有 VxVM 卷（除 VxVM 引导卷以外）都已关闭。停止不受 VCS 管
理的任何打开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opall
# vxprint -Aht -e v_open

10 验证是否只有端口 a、b、d 和 o 处于打开状态：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79c302 membership 0123
Port b gen
79c307 membership 0123
Port d gen
79c306 membership 0123
Port o gen
79c304 membership 0123

11 如果计划升级操作系统，请停止所有端口。
对于 7.0 及更低版本：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rac<version> -stop sys1 sys2

其中，<version> 为特定发行版本。
对于 7.0 及更高版本：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stop sys1 sys2

步骤 2：升级群集的前半部分
执行以下步骤以升级群集的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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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群集的前半部分节点

1

如果计划升级操作系统，请重命名 /etc/llttab 文件，以防止当节点启动时自
动启动 LLT：
# mv /etc/llttab /etc/llttab.save

2

如果需要，请升级操作系统。
有关说明，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3

如果升级了操作系统，请根据需要重新启动节点：
# shutdown -r

4

在完成操作系统升级后，请将 LLT 的配置更改为其原始配置。
# mv /etc/llttab.save /etc/llttab

5

确保您无需请求密码即可从启动安装程序的节点中将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运
行到第二个子群集中的节点上。

6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 SF Oracle RAC。导航到安装介质上的产品目录。当调
用安装程序时，请选择“Full Upgrade (完全升级)”选项。虽然您选择的是
“Full Upgrade (完全升级)”选项，安装程序也会自动检测分阶段升级。
# cd product image folder
# cd /dvd_mount/sfrac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
# ./installer -upgrade sys1 sys2

此时，您将看到以下安装程序提示：
1)
2)

Relink Oracle Database Binary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建议您选择退出配置。
注意：完成群集的前半部分的升级后，当您运行 gabconfig -a 命令时，输出
中将不会显示任何 GA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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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更改 /etc/default/llt 文件，将 LLT_START 属性设置为 0，以防止重新启
动后 LLT 自动启动：
LLT_START=0

8

重新启动节点：
# shutdown -r

节点重新启动时，系统日志文件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这是因为 LLT 已禁
用。可忽略这些消息。

步骤 3：对群集的后半部分执行升级前任务
对群集的后半部分执行以下升级前步骤。
对群集的后半部分执行升级前任务

1

停止所有未在 VCS 下配置但却依赖于由 VCS 控制的 Oracle RAC 或资源的应
用程序。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停止应用程序。
注意：现在，停机时间开始。

2

如果打算继续使用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5.0x 或更低版本
创建的存储检查点或存储分层策略，请在将 SFDB 存储库数据库迁移到 7.3 之
前，完成以下准备步骤。

3

停止所有在 VCS 下配置的应用程序。停止 Oracle 数据库：
■

如果 Oracle RAC 实例由 VCS 管理：
# hagrp -offline oracle_group -sys sys3
# hagrp -offline oracle_group -sys sys4

■

如果 Oracle RAC 实例未由 VCS 管理，请以 Oracle 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的
后半部分中的某个节点并关闭实例：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stop instance -db db_name \
-node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2 及 11g R2 的更高版本：
$ srvctl stop instance -d db_name \
-n nod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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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Oracle RAC 11.2.0.1 和早期版本：
$ srvctl stop instance -d db_name \
-i instance_name

4

卸载不受 VCS 管理的 CFS 文件系统。
■

确保使用所装入共享文件系统的进程当前都未运行。验证没有进程在使用
VxFS 或 CFS 装入点：
# mount | grep vxfs | grep cluster
# fuser -cu /mount_point

■

卸载非系统 VxFS 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5

在群集后半部分的每个节点上停止 VCS：
# hastop -local

6

卸载不受 VCS 管理的 VxFS 文件系统。
■

确保使用所装入共享文件系统的进程当前都未运行。验证没有进程在使用
VxFS 或 CFS 装入点：
# mount | grep vxfs
# fuser -cu /mount_point

■

卸载非系统 VxFS 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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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证是否所有 VxVM 卷（除 VxVM 引导卷以外）都已关闭。停止不受 VCS 管
理的任何打开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opall
# vxprint -Aht -e v_open

8

停止全部端口。
对于 6.0 版本：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rac -stop sys1 sys2

对于 6.0.1x 版和更高版本：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rac<version> -stop sys1 sys2

其中，<version> 为特定发行版本。
对于 7.0 及更高版本：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stop sys1 sys2

步骤 4：对群集的前半部分执行升级后任务
对群集的前半部分执行以下升级后步骤。
对群集的前半部分执行升级后任务

1

通过将 LLT_START 属性设置为 1，将 /etc/default/llt 更改为在节点上启
动 LLT：
LLT_START=1

2

在群集的前半部分的任一节点上，强制 GAB 形成群集。
对于 RHEL 7、SLES 12 和支持的 RHEL 发行版：
对于早期版本的 RHEL、SLES 和支持的 RHEL 发行版：
# gabconfig -x

3

在群集的前半部分，启动 SF Oracle RAC：
# cd /opt/VRTS/install
# ./installer -start sys1 sys2

4

在群集的前半部分上，手动装入未由 VCS 管理的 VxFS 或 CFS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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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重新链接。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将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库重新链接”。

6

使 Oracle 数据库服务组联机。
如果 Oracle 数据库受 VCS 管理：
# hagrp -online oracle_group -sys node_name

如果 Oracle 数据库不受 VCS 管理：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start instance -db db_name \
-node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2 及 11g R2 的更高版本：
$ srvctl start instance -d db_name \
-n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1 和早期版本：
$ srvctl start instance -d db_name \
-i instance_name

注意：停机时间在此时结束。

7

在群集的前半部分上，启动未由 VCS 管理的所有应用程序。使用本机应用程
序命令启动这些应用程序。

步骤 5：升级群集的后半部分
执行以下步骤可以升级群集的后半部分。
升级群集的后半部分节点

1

如果计划升级操作系统，请重命名 /etc/llttab 文件，以防止当节点启动时自
动启动 LLT：
# mv /etc/llttab /etc/llttab.save

2

如果需要，请升级操作系统。
有关说明，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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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shutdown -r

如果升级了操作系统，请重新启动节点：

4

在完成操作系统升级后，请将 LLT 的配置更改为其原始配置。
# mv /etc/llttab.save /etc/llttab

5

确保您无需请求密码即可从启动安装程序的节点中将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运
行到第二个子群集中的节点上。

6

在群集的后半部分上，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 SF Oracle RAC。导航到安装介
质上的产品目录。
# cd /dvd_mount/

当调用安装程序时，请选择“Full Upgrade (完全升级)”选项。虽然您选择的
是“Full Upgrade (完全升级)”选项，安装程序也会自动检测分阶段升级。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
# ./installer -upgrade sys3 sys4

7

重新启动节点（如果安装程序提示如此）：
# shutdown -r

步骤 6：对群集的后半部分执行升级后任务
对群集的后半部分执行以下升级后步骤。
对群集的后半部分执行升级后任务

1

在群集的后半部分上，启动 SF Oracle RAC：
# cd /opt/VRTS/install
# ./installer -start sys3 sys4

2

手动装入未由 VCS 管理的 VxFS 和 CFS 文件系统。

3

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重新链接。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将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库重新链接”。

4

升级 VxVM 磁盘组版本。

5

升级磁盘布局版本。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升级磁盘布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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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 Oracle 数据库服务组联机。
如果 Oracle 数据库受 VCS 管理：
# hagrp -online oracle_group -sys sys3
# hagrp -online oracle_group -sys sys4

如果 Oracle 数据库不受 VCS 管理：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start instance -db db_name \
-node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2 及 11g R2 的更高版本：
$ srvctl start instance -d db_name \
-n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1 和早期版本：
$ srvctl start instance -d db_name \
-i instance_name

7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受 VCS 管理，请将 AutoStart 值重置为 1，以便在 VCS
启动时使数据库服务组自动联机：
# haconf -makerw
# hagrp -modify oracle_group AutoStart 1
# haconf -dump -makero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不受 VCS 管理，请将数据库的管理策略更改为
“automatic (自动)”：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b db_name -policy AUTOMATIC

对于 Oracle RAC 11g：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 db_name -y AUTOMATIC

8

启动不受 VCS 管理的所有应用程序。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启动这些应用程
序。

9

如果需要，请设置或更改产品许可证级别。
请参见第 139 页的“设置或更改产品许可证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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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迁移 SFDB 储存库数据库。
11 升级 Oracle RAC（如果需要）。
注意：支持从 Oracle 11g R2 及更高版本开始的所有 Oracle RAC 版本。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升级 Oracle RAC”一章。

12 如果要将使用基于 CP 服务器的防护的应用群集升级到 7.3，请确保在 CP 服
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然后，将所有应用群集都升级到版本 7.3。
有关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 的说明，请参见“VCS 安装指
南”或“SFHA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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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升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滚动升级

■

准备滚动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执行滚动升级

关于滚动升级
滚动升级可将高可用性群集的停机时间最大程度地减少到它执行服务组故障转移的
时间。滚动升级包括两个主要阶段，分别为安装程序升级内核文件集（第 1 阶段）
和 VCS 代理相关 文件集（第 2 阶段）。
注意：您需要在完全配置的群集中执行滚动升级。
如果您计划升级操作系统，请先在所有节点上完成操作系统升级，再升级产品。
下面是滚动升级流程概述：
1.

安装程序在群集中执行预先检查。

2.

在第一阶段中，当安装程序将服务组移动到用于升级的空闲节点时，将发生应用
程序停机。发生的这段唯一停机时间是服务组故障转移所需的正常时间。停机仅
限于故障转移的应用程序，而非整个群集。

3.

安装程序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执行第二升级阶段。第二升级阶段包括 Cluster
Server (VCS) 引擎 HAD 的停机时间，但是不包括应用程序停机时间。

图 10-1 说明了在双节点群集中为三个服务组执行滚动升级的安装程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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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执行滚动升级的安装程序的示例

SG1

SG2

SG3

SG3

节点 A

节点 B

在滚动升级之前运行集群
SG1

SG2

SG3

SG3

节点 A

节点 B

阶段 1 在节点 B 上开始；
SG2 故障转移；
SG3 在节点 B 上停止

SG1 SG2

SG3
节点 A

SG1 SG2
节点已
升级

节点 B

服务组正在节点 A
上运行；节点 B 已升级

SG1 SG2

SG3

SG3

节点 A

节点 B

阶段 1 在节点 B 上完成

SG1 SG2

SG1 SG2

节点已
升级
SG3

SG3

节点 A

节点 B

阶段 1 在节点 A 上开始；
SG1 和 SG2 故障转移；
SG3 在节点 A 上停止

节点 A

SG3

节点 A

节点 B

SG3

SG3

节点 B

节点 A

节点 B

服务组正在节点 B
上运行；节点 A 已升级

SG1 SG2

SG3

SG3

阶段 1 在节点 A
上完成

关键字：
SG1：故障转移服务组
SG2：故障转移服务组
SG3：并行服务组
阶段 1：升级内核软件包
阶段 2：升级 VCS 和 VCS
代理软件包

阶段 2，所有剩余软件包已同时在
所有节点上升级；HAD 停止和启动

滚动升级具有下列限制：
■

滚动升级与分阶段升级不兼容。不要将滚动升级与分阶段升级混淆。

■

您可以从 6.0 及更高版本执行滚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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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动升级过程仅支持升级操作系统的次要版本。

■

滚动升级过程需要在升级前后分别启动产品。如果当前版本不支持您当前的操
作系统版本，并且安装的旧版本不支持当前版本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则不支
持滚动升级。

准备滚动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如果要执行群集的滚动升级，请执行本节中所述的准备步骤。在升级之前，请确保
系统满足此版本的硬件和软件要求。
注意：如果您计划升级操作系统，请确保先升级全部节点，再开始对 SF Oracle
RAC 进行滚动升级。
准备升级 SF Oracle RAC
对第一个子群集执行以下步骤。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该子群集中的一个节点。

2

备份系统上的下列配置文件：main.cf, types.cf, CVMTypes.cf,
CFSTypes.cf, OracleTypes.cf, OracleASMTypes.cf, PrivNIC.cf,
MultiPrivNIC.cf, CRSResource.cf, /etc/llttab, /etc/llthosts,
/etc/gabtab, /etc/vxfentab, /etc/vxfendg, /etc/vxfenmode

例如：
# cp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save

3

安装程序会验证 VxVM 专用区域内配置文件的最近备份是否已保存在
/etc/vx/cbr/bk 中。
如果未保存，则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警告：备份 /etc/vx/cbr/bk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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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每个节点上停止使用 VxFS 或 VxVM 磁盘组的应用程序（无论是本地应用程
序还是 CFS 应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受 VCS 控制：
# hagrp -offline grp_name -sys node_name

如果应用程序不受 VCS 控制：
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停止应用程序。

5

将所有故障转移服务组切换到其他子群集中的节点：
# hagrp -switch grp_name -to sys_name

6

在每个节点上停止 Oracle RAC 资源。
■

如果数据库实例受 VCS 管理，请使相应的 VCS 服务组脱机。以超级用户
身份，输入：
# hagrp -offline grp_name -sys node_name

■

如果数据库实例不受 VCS 管理，则在一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stop instance -db db_name \
-node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2 及 11g R2 的更高版本：
$ srvctl stop instance -d db_name \
-n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1 和早期版本：
$ srvctl stop instance -d db_name \
-i instance_name

7

■

如果 Oracle 数据库受 VCS 管理，请将 AutoStart 值设置为 0 以防止在 VCS
启动时自动启动数据库服务组。执行此步骤失败会导致数据库在升级后尝
试联机；由于系统上存在旧库，该尝试失败。
# haconf -makerw
# hagrp -modify oracle_group AutoStart 0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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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Oracle 数据库不受 VCS 管理，请将该数据库的管理策略更改为
“manual (手动)”：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b db_name -policy manual

对于 Oracle RAC 11g：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 db_name -y manual

8

卸载不受 VCS 控制的所有 CFS 文件系统。
# mount |grep vxfs | grep cluster
# fuser -c /mount_point
# umount /mount_point

确保使用所装入共享文件系统或共享卷的进程当前都未运行。
# fuser -cu /mount_point

9

在当前子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使所有并行的 VCS 服务组脱机：
# hagrp -offline grp_name -sys sys_name

10 如果计划继续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则必须在
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之前，准备迁移 SFDB 存储库数据库。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执行滚动升级
在开始滚动升级前，请确保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均在运行 Cluster Server (VCS)。
执行滚动升级

1

第 1 滚动升级阶段将从第一个子群集开始。在第一个子群集上完成准备步骤。

2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并装入 SF Oracle RAC 7.3 安装介质。

3

从根目录，启动安装程序。
# ./installer

4

从菜单中，选择“Upgrade a Product (升级产品)”，从子菜单中，选择
“Rolling Upgrade (滚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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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程序将建议升级的系统名称。按 Enter 升级建议的系统，或者输入需要执
行滚动升级的群集中的任一系统名称，然后按 Enter。

6

安装程序检查系统通信、版本兼容性、版本信息，并且列出群集名称、ID 和群
集节点。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

7

安装程序清查正在运行的服务组，并确定滚动升级第 1 阶段中要升级的节点。
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如果您选择指定节点，请键入 n 并输入节点的名称。

8

安装程序在群集中的节点上执行进一步的预先检查，并可能显示警告。您可以
键入 y 继续或退出安装程序，并发布预先检查的警告。

9

阅读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如果同意其条款，请键入 y。

10 安装程序检测到联机服务组后，将提示用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手动切换服务组

■

使用 CPI 自动切换服务组

停机时间是服务组故障转移通常花费的时间。
注意： 建议手动切换服务组。如果任何依赖资源不受 VCS 控制，则自动切换
服务组不能解决依赖性问题。

11 安装程序提示您停止适用进程。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
安装程序将所有服务组迁移到此次未升级的节点。安装程序在要升级的节点上
停止并行服务组。

12 安装程序停止相关进程，卸载旧内核 文件集，并安装新的 文件集。安装程序
将询问您是否要将许可证更新至当前版本。选择“Yes (是)”或“No (否)”。
Veritas 建议您更新许可证，以充分利用当前版本中的新功能。

13 如果该群集已配置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防护，则在升级期间，安装程序将让用
户提供新的 HTTPS 协调点服务器。
安装程序将执行升级配置，并启动相关进程。如果升级前引导磁盘已封装，则
安装程序将提示用户在执行升级配置后重新启动节点。
注意：由于 AutoStart 属性设置为 0 以防止服务组自动启动，Oracle 服务组
将处于脱机状态。稍后将在进程中启动该服务组。

14 重新启动正在升级的子群集上的节点。
如果某些进程无法启动，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节点，并手动检查群集的状态。
如果安装程序重新启动节点，请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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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手动装入未由 VCS 管理的 VxFS 和 CFS 文件系统。
16 通过从程序菜单中选择“Relink Oracle Database Binary (重新链接 Oracle
Database 二进制文件)”选项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重新链接在一起。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将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库重新链接”。

17 使 Oracle 数据库服务组联机。
■

如果 VCS 管理 Oracle 数据库：
# hagrp -online oracle_group -sys node_name

■

如果 VCS 不管理 Oracle 数据库：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start instance -db db_name \
-node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2 及 11g R2 的更高版本：
$ srvctl start instance -d db_name \
-n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1 和早期版本：
$ srvctl start instance -d db_name \
-i instance_name

18 启动不受 VCS 管理的所有应用程序。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启动这些应用程
序。

19 在尚未升级的节点上完成准备步骤。
20 安装程序在其余节点上开始第 1 升级阶段。键入 y 继续滚动升级。如果在已升
级（已重新启动）节点上调用了安装程序，则必须再次调用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重复步骤 7 到 18。
对于具有大量节点的群集，此进程可能重复若干次。服务组关闭然后启动，以
接受升级。
这就完成了第 1 升级阶段。

21

■

如果 VCS 管理 Oracle 数据库，请将 AutoStart 值重置为 1，以便 VCS 在
启动时能够使数据库服务组联机：
# haconf -makerw
# hagrp -modify oracle_group AutoStart 1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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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VCS 不管理 Oracle 数据库，请将数据库的管理策略更改为自动：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b db_name -policy AUTOMATIC

对于 Oracle RAC 11g：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 db_name -y AUTOMATIC

22 迁移 SFDB 储存库数据库。
23 第 2 升级阶段将从此处开始。该阶段包括 VCS 引擎 (HAD) 的停机时间，不包
括应用程序停机时间。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

24 安装程序确定要升级的其余 文件集。按 Enter 继续。
25 安装程序会在安装程序停止产品进程之前显示以下问题。如果升级之前在安全
模式下配置群集并且版本低于 6.2，则会显示这些问题。
■

■

■

您是否想将读取访问权限授予每个人？[y,n,q,?]
■

要将读取访问权限授予所有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请键入 y。

■

要授予特定于用户组的权限，请键入 n。

您是否想要提供希望向其授予读取访问权限的用户组？[y,n,q,?]
■

要指定用户组并授予他们读取访问权限，请键入 y

■

要仅向 root 用户授予读取访问权限，请键入 n。安装程序将授予 root 用
户读取访问权限。

输入您想要授予读取访问权限的用户组名称，并使用空格分隔。如果您想
为特定节点上的用户组授予读取访问权限，请输入类似 "usrgrp1@node1"
的内容；如果您想为任何群集节点上的用户组授予读取访问权限，请输入
类似 "usrgrp1" 的内容。如果部分用户组尚未创建，则可根据需要，在配置
后创建用户组。 -b

26 安装程序停止 Cluster Server (VCS) 进程，但该应用程序将继续运行。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
安装程序执行 prestop，卸载旧 文件集，并且安装新 文件集。它执行安装后任
务和升级的配置。

27 如果您具有 Internet 网络连接，安装程序将检查更新。
如果发现更新，您现在可以应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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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此时将显示一条提示消息，询问用户是否要读取摘要文件。如果要读取安装摘
要文件，可以选择 y。

29 将 Oracle RAC 升级到支持的版本。
注意：支持从 Oracle 11g R2 及更高版本开始的所有 Oracle RAC 版本。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升级 Oracle RAC”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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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执行升级后任务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将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库重新链接

■

设置或更改产品许可证级别

■

在 FSS 环境中重置 DAS 磁盘名称以包含主机名

■

升级磁盘布局版本

■

CVM 主节点需要担任 VCS 管理的 VVR 资源的日志所有者角色

■

打开配额

■

升级磁盘组版本

将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库重新链接
升级 SF Oracle RAC 后，必须将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库重新链接。
使用安装程序重新链接 Oracle RAC 11g 及更高版本

1

运行安装程序：
# cd /opt/VRTS/install
# ./安装程序 -configure sys1 sys2

2

选择组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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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Post Oracle Installation Tasks (Oracle 安装后任务)”选项。
1)
2)
3)

Configure SF Oracle RAC sub-components
Prepare to Install Oracle
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and Database

4)
5)

Post Oracle Installation Tasks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Choose option: [1-5,q] (1) 4

4

选择“Relink Oracle Database Binary (重新链接 Oracle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
选项。
1)
2)
3)
b)

Configure CSSD agent
Relink Oracle Database Binary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3,b,q] (1) 2

5

提供以下信息：
Enter Oracle UNIX user name: [b] (oracle)
Enter Oracle UNIX group name: [b] (oinstall)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Home directory: [b]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Database Home directory: [b]

安装程序检测到 Oracle 版本。

6

输入 y 继续进行重新链接。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q] (y)

设置或更改产品许可证级别
如果从 Veritas 软件的以前版本升级到此版本，产品安装程序不会更改已安装的许
可证密钥。现有的许可证密钥可能无法激活此版本中的新功能。
升级后，执行以下步骤之一：
■

获取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并运行 vxlicinst 命令将其添加到您的系统。

■

使用 vxkeyless 命令将许可证密钥更新为无密钥许可证模型。

有关更多信息和说明，请参见“授权 SF Oracle RAC”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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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SS 环境中重置 DAS 磁盘名称以包含主机名
如果您使用的版本低于 7.1，则对于 FSS 环境中 DAS 磁盘的 VxVM 磁盘名称，必
须重新生成以使用主机名作为前缀。主机前缀可以帮助唯一确定该磁盘的来源。例
如，主机 sys1 上的磁盘 disk1 现在显示为 sys1_disk1。
若要重新生成磁盘名称，请运行下列命令：
# vxddladm -c assign names

必须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执行此命令。

升级磁盘布局版本
在此版本中，只能创建和装入使用磁盘布局版本 9、10、11 和 12 的文件系统。可
以出于升级到较高磁盘布局版本的目的而本地装入磁盘布局版本 6、7 和 8。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 64 位配额，您必须升级到磁盘布局版本 10 或更高版本。
磁盘布局版本 6、7 和 8 已弃用，您无法群集装入包含其中任一版本的现有文件系
统。要从其中任一已弃用的版本升级群集文件系统，您必须本地装入该文件系统，
然后使用 vxupgrade 实用程序或 vxfsconvert 实用程序将其升级。
vxupgrade 实用程序用于在该文件系统联机的情况下升级磁盘布局。但是，
vxfsconvert 实用程序用于在该文件系统脱机的情况下升级磁盘布局。

如果使用 vxupgrade 实用程序，您必须增量升级磁盘布局版本。但是，也可以使用
vxfsconvert 实用程序直接升级到所需的版本。
例如，使用 vxupgrade 实用程序从磁盘布局版本 6 升级到磁盘布局版本 10：
# vxupgrade -n 7 /mnt
# vxupgrade -n 8 /mnt
# vxupgrade -n 9 /mnt
# vxupgrade -n 10 /mnt

请参见 vxupgrade(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fsconvert(1M) 手册页。
注意：Veritas 建议在开始升级产品版本之前，必须先将现有文件系统升级到支持的
最高磁盘布局版本。升级磁盘布局版本后，将无法降级到早期版本。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磁盘布局版本：

140

执行升级后任务
CVM 主节点需要担任 VCS 管理的 VVR 资源的日志所有者角色

# fstyp -v /dev/vx/dsk/dg1/vol1 | grep -i version

有关磁盘布局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
指南》。

CVM 主节点需要担任 VCS 管理的 VVR 资源的日志
所有者角色
如果在 SFCFSHA 环境或 SF Oracle RAC 环境中使用 VCS 来管理 RVGLogowner
资源，Veritas 建议您执行以下过程。这些过程将确保 CVM 主节点始终担任日志所
有者角色。不执行这些过程可导致由于 CVM 从属节点担任日志所有者角色出现的
意外问题。
对于包含 RVGLogowner 资源的服务组，请将其 TriggersEnabled 属性的值更改
为 PREONLINE 以启用它。
在具有 RVGLogowner 资源的服务组上，从命令行启用 TriggersEnabled 属性
◆

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hagrp -modify RVGLogowner_resource_sg TriggersEnabled PREONLINE

其中 RVGLogowner_resource_sg 是包含 RVGLogowner 资源的服务组。
要启用 preonline_vvr 触发器，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 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不存在，请将 sample_triggers 目录中的 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复制到 triggers 目录：
# cp /opt/VRTSvcs/bin/sample_triggers/VRTSvcs/preonline_vvr
/opt/VRTSvcs/bin/triggers/preonline

更改文件权限使它成为可执行文件。
■

如果 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已存在，请创建一个诸如 /preonline 的目录，并将
现有 preonline 触发器以 T0preonline 的形式移到该目录。将 preonline_vvr 触
发器以 T1preonline 的形式复制到同一目录。

■

如果您使用了多个触发器，请以 TNpreonline 的形式复制 preonline_vvr 触发
器，其中 TN 是下一个更大的 TNumber。

打开配额
在所有节点都升级到 7.3 后，将打开组和用户配额（如果之前关闭了该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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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组和用户配额
◆

打开配额：
# vxquotaon -av

升级磁盘组版本
从以前的版本升级到 7.3 后，必须手动升级磁盘组版本。
要升级磁盘组版本，必须首先使用 vxdctl upgrade 命令升级群集协议版本。
# vxdctl list
Volboot file
version: 3/1
seqno:
0.1
cluster protocol version: 140
hostid: sys1
hostguid: {fca678ac-e0ef-11e2-b22c-5e26fd3b6f13}
#
# vxdctl upgrade
#
# vxdctl list
Volboot file
version: 3/1
seqno:
0.2
cluster protocol version: 160
hostid: sys1
hostguid: {fca678ac-e0ef-11e2-b22c-5e26fd3b6f13}

验证群集协议版本是否显示为 140 以及磁盘组版本是否已升级至 200。
# vxdctl list |grep version
version:
#

140

# vxdg upgrade dg_name
#
# vxdg list dg_name |grep version
version: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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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RAC 的安装和升级

■

12. 安装 Oracle RAC 之前

■

13. 安装 Oracle RAC

■

14. 执行 Oracle RAC 自动安装

■

15. 执行 Oracle RAC 安装后任务

■

16. 升级 Oracle RAC

12
安装 Oracle RAC 之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Oracle RAC的重要安装前信息

■

关于准备安装 Oracle RAC

■

准备通过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或手动安装 Oracle RAC

Oracle RAC的重要安装前信息
在安装Oracle RAC之前，请确保满足下列要求：
■

在 Oracle 文档中查看有关 Oracle 版本的附加要求。

■

使 Oracle 工作表随手可用，以便提供适合安装设置的值。
请参见第 341 页的“Oracle RAC工作表”。
注意：手动过程使用的变量由 italicized 文本表示。请确保将这些变量替换为实
际值。

关于准备安装 Oracle RAC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执行安装前任务：
SF Oracle RAC 安装程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提供了菜单驱动的命令行界面，可引导
序
您逐步完成安装前任务。

注意：有些安装前步骤不受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支持，必须
手动执行这些步骤（如手动过程中所述）。
手动

需要手动执行安装前任务（如手动过程中所述）。

安装 Oracle RAC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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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文件

可以使用 SF Oracle RAC 响应文件为 Oracle RAC 安装预配置系
统。将 SF Oracle RAC 响应文件与 Oracle RAC 响应文件结合使
用，可简化对 Oracle RAC 安装进行自动化和标准化的过程。

注意：可以使用响应文件仅对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所支持的
预配置任务进行自动化。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Oracle RAC”
一章。

本章中的示例假定使用一个包含节点 sys1 和 sys2 的双节点群集。
在安装 Oracle RAC 之前，请查看 Oracle 安装手册和相应的 Oracle 支持网站。有
些安装前任务（不管在文档中的何处指出）必须按照 Oracle 安装手册中的说明来完
成。本文档未提供有关这些任务的说明。
注意：本章中的说明根据需要使用了变量和示例值。请将这些变量和示例值替换为
符合您安装要求的值。
在开始准备任务之前，您可能希望用正确的安装值更新示例工作表并使该工作表在
安装期间随手可用。

准备通过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或手动安装 Oracle
RAC
本节提供了有关手动安装过程以及基于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的过程的说明。
安装 Oracle RAC 前的准备工作

1

确定公共虚拟 IP 地址以供 Oracle 使用。
请参见第 146 页的“识别公共虚拟 IP 地址以供 Oracle 使用”。

2

设置内核参数。
请参见第 147 页的“设置内核参数”。

3

验证是否安装了 Oracle 所需的 文件集 和修补程序。
请参见第 147 页的“验证是否安装了 Oracle 所需的 文件集 和修补程序”。

4

验证是否存在 nobody 用户。
请参见第 147 页的“验证用户 nobody 是否存在”。

5

启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启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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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请参见第 148 页的“为 Oracle RAC 创建用户和组”。

7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位置。
请参见第 151 页的“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 ”。

8

为 Oracle RAC 配置专用网络。
请参见第 167 页的“为 Oracle RAC 11.2.0.1 配置专用 IP 地址”。
请参见第 179 页的“为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配置专用 IP 地址”。

9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验证多播是否在所有专用网络接口上均
正常运行。
请参见第 182 页的“验证多播是否在所有专用网络接口上运行”。

10 手动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手动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

11 在所有节点上设置 Oracle 等效用户。
请参见第 189 页的“设置用户等效性”。

12 验证 Veritas 成员集库是否已链接到 Oracle 库。
请参见第 189 页的“验证 Veritas 成员集库是否已链接到 Oracle 库”。

识别公共虚拟 IP 地址以供 Oracle 使用
群集中每个节点需要使用单独的公共虚拟 IP 地址。Oracle 要求每个节点上的 Oracle
侦听器进程都拥有一个公共虚拟 IP 地址。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公共虚拟 IP 地址连
接到 Oracle 数据库。这些虚拟 IP 地址由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管
理。
应在域名服务 (DNS) 中注册 IP 地址和相应的主机名。或者，可以将某个与虚拟 IP
和虚拟公共名称对应的条目放置到 /etc/hosts 文件中，如以下示例所示：
10.182.79.239 sys1-vip
10.182.79.240 sys2-vip

群集的每个节点上的 /etc/hosts 文件都应有这些条目。
Oracle 建议虚拟 IP 地址的公共节点名称应采用以下格式 hostname-vip。例如，
sys1-vip。
注意：节点的公共节点名称（换句话说，虚拟 IP 地址的别名）不得与主机的当前完
全限定域名 (FQDN)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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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此外，需要在企业 DNS 中注册一个单客户
端访问名称 (SCAN)，SCAN 将使用轮询算法解析为三个 IP 地址（建议），或至少
解析为一个 IP 地址。IP 地址必须位于群集中公共网络所在的同一子网上。SCAN
将为客户端提供单个名称，用于访问群集中运行的 Oracle 数据库。
注意：用于 SCAN IP 解析的虚拟 IP 地址必须位于同一子网上。Oracle RAC 不支
持不同子网上的虚拟 IP 地址配置。

设置内核参数
设置内核参数值以满足 Oracle RAC 部署要求。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OUI) 将
在安装时验证这些设置，以确保它们满足最低要求。如果未正确配置内核参数，
Oracle RAC 安装将会失败。也可以调整这些设置以优化系统性能。
有关说明和准则，请参见 Oracle Metalink 文档： 169706.1
然后重新启动节点以使新值生效。

验证是否安装了 Oracle 所需的 文件集 和修补程序
Oracle 可能会要求在安装 Oracle RAC 之前安装某些文件集和修补程序。
有关文件集和修补程序的列表以及相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文档。

验证用户 nobody 是否存在
验证群集中的每个系统上是否存在用户 nobody：
# id nobody
uid=4294967294(nobody) gid=4294967294(nobody)

如果用户不存在，请创建用户：
# mkgroup id=4294967294 nobody
# useradd -u 4294967294 nobody

注意：确保用户 ID 和组 ID 在群集的节点间相同。

启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完成 Oracle RAC 准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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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任意节点并启动安装程序：
# cd /opt/VRTS/install
# ./安装程序 -configure sys1 sys2

2

查看安装程序说明并按 Enter 继续。在配置程序菜单中，选择“Prepare to
Install Oracle (准备安装 Oracle)”。

3

选择希望执行的安装前任务。
■

输入 1 以选择“Create Oracle Users and Groups (创建 Oracle 用户和
组)”选项：
请参见第 148 页的“为 Oracle RAC 创建用户和组”。

■

输入 2 选择“Create Storage for OCR and voting disk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选项：
请参见第 151 页的“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 ”。

■

输入 3 选择“Oracle Network Configuration (Oracle 网络配置)”选项：
请参见第 167 页的“为 Oracle RAC 11.2.0.1 配置专用 IP 地址”。

为 Oracle RAC 创建用户和组
为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创建下列组和用户：
■

Oracle 清单组

■

dba 组

■

Oracle grid 用户

■

Oracle 用户

创建 Oracle 所需的其他用户和组。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之前，请参见 Oracle 文
档。
必须将 Oracle 清单指派为主要组，而将 dba 指派为辅助组。Oracle 需要辅助组来
标识具有数据库管理 (SYSDBA) 权限的操作系统帐户以及标识具有有限组数据库管
理 (SYSOPER) 权限的那些帐户。在所有系统上创建这些组，并将 Oracle 用户指
派给这些组。
使用下列方式之一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9 页的“使用 SF Oracle RAC 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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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

请参见第 150 页的“手动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使用 SF Oracle RAC 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创建 Oracle 用户和
组
此过程提供了有关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的说明。
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1

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菜单中，输入 1 以选择“Create Oracle User and
Group (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选项。

2

为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提供以下信息：用户名、组名、用户 ID、组 ID 和
Oracle 用户主目录的完整路径。
用户 ID 和组 ID 不能已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使用。安装程序会建议未使用过
的值，您可以根据需要使用或更改这些值。配置程序会在所有节点上指派相同
的值。
注意：如果您正在配置 GCO，则主群集和辅助群集上所有节点的用户 ID 和组
ID 必须相同。在辅助站点上配置用户 ID 和组 ID 值时，请确保它们与在主站点
上使用的值相同。
Enter Oracle UNIX user name: [b] grid
Enter Oracle user's ID (numerical): [b] (1168)
Enter Oracle UNIX group name: [b] (oinstall)
Enter Oracle group's ID (numerical): [b] (1000)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user's Home directory: [b] /home/grid

3

输入辅助组的信息。
Do you want to create a secondary group
for Oracle user? [y,n,q,b,?] (n) y
Enter Oracle UNIX group name: [b] (dba, oper etc.)
Enter Oracle group's ID (numerical): [b] (1996)
Creating secondary group dba for
Oracle user oracle on sys1 ..... Done
Creating secondary group dba for
Oracle user oracle on sys2 ..... Done
Do you want to create another secondary group
for Oracle user? [y,n,q,b,?]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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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各节点上的 Oracle 用户创建密码。
要创建密码，请以 Oracle 用户身份登录并在出现提示时输入密码。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请在每个节点上为 grid 用户创建密码。
要创建密码，请以 grid 用户身份登录并在出现提示时输入密码。

5

将不使用密码的 SSH 设置为 Oracle/grid 用户，以安装 Oracle RAC 二进制文
件。
有关说明，请参阅此文档中的“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附
录。

手动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根据具体的 Oracle RAC 版本创建必要的 Oracle 组和用户。务必在每个系统上为用
户指派相同的组 ID、用户 ID 和主目录。
注意：创建用户和组时，请确保指定的用户和组 ID 未被使用。
在每个系统上创建操作系统 Oracle 用户和组

1

在各系统上创建主组和辅助组。
主组：
# mkgroup id=grp_idgrp_name

辅助组：
# mkgroup id=grp_id_secgrp_name_sec

2

在每个系统上创建 Oracle 用户和用户主目录：
# useradd -g grp_name -u user_id \
-G grp_name_sec -m -d user_homeuser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重复这些步骤以创建 grid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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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节点上的 Oracle 用户创建密码。

3

# passwd oracle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请在每个节点上为 grid 用户创建密码。
# passwd grid

将不使用密码的 SSH 设置为 Oracle/grid 用户，以安装 Oracle RAC 二进制文
件。

4

有关说明，请参阅此文档中的“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附
录。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
根据具体的 Oracle RAC 版本，为 Oracle 群集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适
当的存储。
注意：SF Oracle RAC 支持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的正常和外部冗余。如果计划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使用正常冗余，请确保您遵循了相同的手动过程。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
本

OCR 和 Voting 磁盘可以驻留在 ASM 中，也可以驻留在群
集文件系统的目录中。

注意：可以使用 CVM 原始卷来创建 ASM 磁盘组。
使用下列方式之一创建存储：
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
装程序

请参见第 151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
序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

手动

请参见第 156 页的“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手动创建存储”。

稍后您需要在安装过程中为数据库文件存储创建 CVM 卷或 CFS 装入点：
请参见第 234 页的“创建 Oracle RAC 数据库”。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
Oracle RAC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提供以下冗余级别：
■

Normal (正常)

■

High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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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rnal (外部)

不同的冗余级别要求不同的存储配置。
SF Oracle RAC 支持所有使用以下存储配置的冗余级别：
Normal (正常)

需要多个 OCR 和 Voting 磁盘位置。

High (高)

需要多个 OCR 和 Voting 磁盘位置。

External (外部)

需要卷镜像。CVM 卷由 SF Oracle RAC 执行镜像。

通过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可以在群集文件系统上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
储。文件系统可能位于共享存储或直连式存储 (DAS) 或在网络中共享的内部磁盘驱
动器中。创建存储后，安装程序会将存储配置添加到 VCS 以获得高可用性。
该安装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 CVM 卷（双向镜像或非镜像）

■

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卷并设置所有权

■

启动卷

■

创建装入点并将其装入到所有节点

■

设置 CFS 装入点的所有权

■

向 cvm 组中的 VCS 配置添加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以便在节点启动
时使这些资源自动联机。

■

使 CFSMount 和 CVMVoIDg 资源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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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

1

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菜单中，输入 2 选择“Create Storage for OCR
and Voting disk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选项。
将显示下面的菜单：
1)
2)
3)
4)
b)

Create Oracle Users and Groups
Create Storage for OCR and Voting disk
Oracle Network Configuration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4,b,q] (1) 2

2

输入 y 创建存储。
Do you want the installer to assist you in creating disk groups,
volumes and file systems for Oracle? [y,n,q] (n) y

如果要手动创建存储，请输入 n。安装程序会显示有关手动创建存储的说明。
可以跳过其余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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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磁盘组选择适当的选项。
1) Create a disk group (Shared Storage)
2) Use an existing disk group (Shared Storage)
3) Create a disk group (FSS)
4) Use an existing disk group (FSS)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4,b,q]

如果要镜像 CVM 卷，请在以下提示符下单击“Yes (是)”：
Do you want to enable mirroring? [y,n,q] (y) y
创建磁盘组

该安装程序显示不属于任何磁盘组的现有共享磁盘的列表。
指定用于创建磁盘组的磁盘（输入磁盘名称旁边显示的序列
(Shared Storage (共享存
号）。如果已选择镜像 CVM 卷，请至少选择两个磁盘。
储))
输入磁盘组的名称。
Enter the disk group name:

[b] (ocrvotedg)

使用现有磁盘组

如果选择使用现有磁盘组，则安装程序会显示现有非 FSS
磁盘组的列表。选择一个磁盘组。如果已选择镜像 CVM 卷，
(Shared Storage (共享存
请选择至少包含两个磁盘（用于镜像）的现有磁盘组。
储))
创建磁盘组
(FSS)

该安装程序显示不属于任何磁盘组的现有本地磁盘的列表。
指定用于创建磁盘组的磁盘（输入磁盘名称旁边显示的序列
号）。默认情况下，镜像处于启用状态。选择不同节点的至
少两张磁盘。如果只选择一张磁盘或选择的所有磁盘均来自
同一个节点，则安装程序将提示再次选择磁盘
The following disks are not part of any disk
group
1) emc_clariion0_103 auto:cdsdisk online
sys1
2) emc_clariion0_79 auto:cdsdisk online exported sys2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如果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磁盘，此安装程序会显示以下消
息：
No eligible disk found
输入磁盘组的名称。
Enter the disk group name:

[b] (ocrvote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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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有磁盘组

如果选择使用现有磁盘组，则安装程序会显示可用 FSS 磁
盘组的列表。包含的磁盘仅来自于同一个节点的磁盘组并未
列出。

(FSS)

要查看磁盘组中包含的磁盘列表，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disk -g disk_group list

4

查看并确认所显示的配置信息：
CVM Master node: sys1
Selected disks (including mirroring):
1. Disk_2
2. Disk_3
Disk group name: ocrvotedg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安装程序初始化磁盘组。

5

指定是否要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单独的文件系统：
Do you want to create separate filesystems for ocr and vote?
[y,n,q] (y)

6

输入要存储 OCR 和 voting 磁盘信息的卷的名称和大小。
■

如果已选择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共享文件系统，请输入以下信息：
Enter the volume name for OCR and Voting disk:
[b] (ocrvotevol)
Enter the volume size for OCR and Voting disk in MB
(Refer to Oracle documentation to set it properly): [b] (920)

■

如果已选择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单独文件系统，请输入以下信息：
Enter the
Enter the
(Refer to
Enter the
Enter the

7

volume
volume
Oracle
volume
volume

name for OCR: [b] (ocrvol)
size for OCR in MB
documentation to set it properly): [b] (600)
name for Vote: [b] (votevol)
size for Vote: [b] (320)

输入 Oracle UNIX 用户名。
Enter Oracle UNIX user nam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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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输入 Oracle UNIX 组名称。
Enter Oracle UNIX group name: [b] (oinstall)

9

按回车键继续。

10 查看并确认配置信息。安装程序在群集中所有节点上创建并启动卷。
11 输入 OCR 和 voting 磁盘信息的 CFS 装入点。
■

如果已选择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共享文件系统，请输入以下信息：
Enter the mount point location for CFS
(common for all the nodes) [b] (/ocrvote)

■

如果已选择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单独文件系统，请输入以下信息：
Enter the mount
(common for all
Enter the mount
(common for all

point location for OCR storage
the nodes): [b] (/ocr)
point location for Vote storage
the nodes): [b] (/vote)

安装程序创建 CFS 装入点并设置所有权。按回车键继续。

12 验证对应的 CVMVolDg 和 CFSMount 资源是否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均处于
联机状态：
注意：CVMVolDg 资源变为联机状态会花费几分钟的时间。
# hares -state ocrvotemnt_resname
# hares -state ocrvotevol_resname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手动创建存储
可以在 Veritas 群集文件系统上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无论您创建的是卷
还是文件系统目录，都可以将其添加到 VCS 配置中以获得高可用性。
以下过程假定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外部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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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FS 上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

1

创建共享 VxVM 磁盘组：
# vxdg -s init ocrvote_dgnamedisk_name2disk_name3

2

在 CVM 主节点上，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镜像卷（例如，ocrvotevol）：
# vxassist -g ocrvote_dgname make ocrvote_volname 640M nmirrors=2

3

在 CVM 主节点上，创建包含卷 (ocrvotevol) 的文件系统。
# mkfs -V vxfs /dev/vx/rdsk/ocrvote_dgname/ocrvote_volname

4

在每个系统上创建目录（例如，/ocrvote），将在该目录中装入包含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文件系统。
# mkdir /ocrvote_mnt

5

在每个系统上装入包含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文件系统：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ocrvote_dgname/\
ocrvote_volnameocrvote_mnt

6

在任何系统中，更改包含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文件系统上的权限。
例如：
# chown -R grid:oinstall ocrvote_mnt

7

将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以实现高可用性。
请参见第 157 页的“将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

将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
您需要将 CVMVolDg 和 CFSMount 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中。
注意：对于 cvm 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请将属性 Critical 设置为 0。这可以确保关
键的 CVM 和 CFS 资源始终处于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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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FS 上创建的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

1

将 VCS 配置文件中的权限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在 VCS 下配置 CVM 卷：
# hares -add ocrvotevol_resname CVMVolDg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ocrvotevol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ocrvotevol_resname CVMDiskGroup ocrvote_dgname
# hares -modify ocrvotevol_resname CVMVolume -add ocrvote_volname
# hares -modify ocrvotevol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3

在 VCS 下设置文件系统：
# hares -add ocrvotemnt_resname CFSMount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ocrvotemnt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ocrvotemnt_resname MountPoint ocrvote_mnt
# hares -modify ocrvotemnt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vote_dgname/ocrvote_volname

4

链接父资源和子资源：
# hares -link ocrvotevol_resname cvm_clus
# hares -link ocrvotemnt_resnameocrvotevol_resname
# hares -link ocrvotemnt_resname vxfsckd

5

启用资源：
# hares -modify ocrvotevol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ocrvotemnt_resname Enabled 1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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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证 main.cf 文件中 CVMVolDg 和 CFSMount 资源的配置。
例如：
CFSMount ocrvote_mnt_ocrvotedg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crvot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
CVMVolDg ocrvote_voldg_ocrvote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crvotedg
CVMVolume = { ocrvotevol }
CVMActivation = sw
)
ocrvote_mnt_ocrvotedg requires ocrvote_voldg_ocrvotedg
ocrvote_mnt_ocrvotedg requires vxfsckd
ocrvote_voldg_ocrvotedg requires cvm_clus

7

在群集中的所有系统上，使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联机：
# hares -online ocrvotevol_resname -sys node_name
# hares -online ocrvotemnt_resname -sys node_name

验证这些资源是否在群集中的所有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
# hares -state ocrvotevol_resname
# hares -state ocrvotemnt_resname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配置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如果您在安装 Oracle RAC 期间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选择“Normal Redundancy
(正常冗余)”，请务必配置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以实现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高可
用性。
图 12-1 表明了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注意：请参见 Oracle 文档以确定 Oracle Clusterware/Grid 所需的最少 OCR (x) 和
Voting 磁盘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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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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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R 和 Voting 磁盘的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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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此过程中的步骤，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配置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配置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1

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磁盘组：
# vxdg -s init ocrdg_1_name disk_name1
# vxdg -s init ocrdg_2_name disk_name2
# vxdg -s init ocrdg_3_name disk_name3
# vxdg -s init votedg_1_name disk_name4
# vxdg -s init votedg_2_name disk_name5
# vxdg -s init votedg_3_name disk_name6

2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卷：
注意：大小会根据您使用的 Oracle RAC 版本而发生变化。
# vxassist -g ocrdg_1_name make ocrvol_1_name 640M
# vxassist -g ocrdg_2_name make ocrvol_2_name 640M
# vxassist -g ocrdg_3_name make ocrvol_3_name 640M
# vxassist -g votedg_1_name make votevol_1_name 640M
# vxassist -g votedg_2_name make votevol_2_name 640M
# vxassist -g votedg_3_name make votevol_3_name 6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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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CVM 主节点上，创建包含这些卷的文件系统：
# mkfs -V vxfs /dev/vx/rdsk/ocrdg_1_name/ocrvol_1_name
# mkfs -V vxfs /dev/vx/rdsk/ocrdg_2_name/ocrvol_2_name
# mkfs -V vxfs /dev/vx/rdsk/ocrdg_3_name/ocrvol_3_name
# mkfs -V vxfs /dev/vx/rdsk/votedg_1_name/votevol_1_name
# mkfs -V vxfs /dev/vx/rdsk/votedg_2_name/votevol_2_name
# mkfs -V vxfs /dev/vx/rdsk/votedg_3_name/votevol_3_name

4

在每个系统上创建一个目录，将在该目录中装入包含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文
件系统：
# mkdir /ocr_mnt_1
# mkdir /ocr_mnt_2
# mkdir /ocr_mnt_3
# mkdir /vote_mnt_1
# mkdir /vote_mnt_2
# mkdir /vote_mnt_3

5

在每个系统上装入包含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文件系统：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ocrdg_1_name/\
ocrvol_1_name /ocr_mnt_1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ocrdg_2_name/\
ocrvol_2_name /ocr_mnt_2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ocrdg_3_name/\
ocrvol_3_name /ocr_mnt_3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votedg_1_name/\
votevol_1_name /vote_mnt_1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votedg_2_name/\
votevol_2_name /vote_mnt_2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votedg_3_name/\
votevol_3_name /vote_mnt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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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任何系统中，更改包含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文件系统上的权限：
# chown -R grid:oinstall /ocr_mnt_1
# chown -R grid:oinstall /ocr_mnt_2
# chown -R grid:oinstall /ocr_mnt_3
# chown -R grid:oinstall /vote_mnt_1
# chown -R grid:oinstall /vote_mnt_2
# chown -R grid:oinstall /vote_mnt_3

7

将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以实现高可用性。
请参见第 163 页的“将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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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

1

将 VCS 配置文件中的权限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163

安装 Oracle RAC 之前
准备通过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或手动安装 Oracle RAC

2

在 VCS 下配置 CVM 卷：
# hares -add ocrvol_1_resname CVMVolDg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ocrvol_1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ocrvol_1_resname CVMDiskGroup ocrdg_1_name
# hares -modify ocrvol_1_resname CVMVolume -add ocrvol_1_name
# hares -modify ocrvol_1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 hares -add ocrvol_2_resname CVMVolDg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ocrvol_2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ocrvol_2_resname CVMDiskGroup ocrdg_2_name
# hares -modify ocrvol_2_resname CVMVolume -add ocrvol_2_name
# hares -modify ocrvol_2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 hares -add ocrvol_3_resname CVMVolDg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ocrvol_3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ocrvol_3_resname CVMDiskGroup ocrdg_3_name
# hares -modify ocrvol_3_resname CVMVolume -add ocrvol_3_name
# hares -modify ocrvol_3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 hares -add votevol_1_resname CVMVolDg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votevol_1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votevol_1_resname CVMDiskGroup votedg_1_name
# hares -modify votevol_1_resname CVMVolume -add votevol_1_name
# hares -modify votevol_1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 hares -add votevol_2_resname CVMVolDg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votevol_2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votevol_2_resname CVMDiskGroup votedg_2_name
# hares -modify votevol_2_resname CVMVolume -add votevol_2_name
# hares -modify votevol_2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 hares -add votevol_3_resname CVMVolDg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votevol_3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votevol_3_resname CVMDiskGroup votedg_3_name
# hares -modify votevol_3_resname CVMVolume -add votevol_3_name
# hares -modify votevol_3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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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VCS 下设置文件系统：
# hares -add ocrmnt_1_resname CFSMount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ocrmnt_1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ocrmnt_1_resname MountPoint /ocr_mnt_1
# hares -modify ocrmnt_1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dg_1_name/ocrvol_1_name
# hares -add ocrmnt_2_resname CFSMount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ocrmnt_2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ocrmnt_2_resname MountPoint /ocr_mnt_2
# hares -modify ocrmnt_2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dg_2_name/ocrvol_2_name
# hares -add ocrmnt_3_resname CFSMount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ocrmnt_3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ocrmnt_3_resname MountPoint /ocr_mnt_3
# hares -modify ocrmnt_3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dg_3_name/ocrvol_3_name
# hares -add votemnt_1_resname CFSMount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votemnt_1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votemnt_1_resname MountPoint /vote_mnt_1
# hares -modify votemnt_1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votedg_1_name/votevol_1_name
# hares -add votemnt_2_resname CFSMount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votemnt_2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votemnt_2_resname MountPoint /vote_mnt_2
# hares -modify votemnt_2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votedg_2_name/votevol_2_name
# hares -add votemnt_3_resname CFSMount cvm_grpname
# hares -modify votemnt_3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votemnt_3_resname MountPoint /vote_mnt_3
# hares -modify votemnt_3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votedg_3_name/votevol_3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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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链接父资源和子资源：
# hares -link ocrvol_1_resname cvm_clus
# hares -link ocrmnt_1_resname ocrvol_1_resname
# hares -link ocrmnt_1_resname vxfsckd
# hares -link ocrvol_2_resname cvm_clus
# hares -link ocrmnt_2_resname ocrvol_2_resname
# hares -link ocrmnt_2_resname vxfsckd
# hares -link ocrvol_3_resname cvm_clus
# hares -link ocrmnt_3_resname ocrvol_3_resname
# hares -link ocrmnt_3_resname vxfsckd
# hares -link votevol_1_resname cvm_clus
# hares -link votemnt_1_resname votevol_1_resname
# hares -link votemnt_1_resname vxfsckd
# hares -link votevol_2_resname cvm_clus
# hares -link votemnt_2_resname votevol_2_resname
# hares -link votemnt_2_resname vxfsckd
# hares -link votevol_3_resname cvm_clus
# hares -link votemnt_3_resname votevol_3_resname
# hares -link votemnt_3_resname vxfs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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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启用资源：
# hares -modify ocrvol_1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ocrvol_2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ocrvol_3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votevol_1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votevol_2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votevol_3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ocrmnt_1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ocrmnt_2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ocrmnt_3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votemnt_1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votemnt_2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votemnt_3_resname Enabled 1

为 Oracle RAC 11.2.0.1 配置专用 IP 地址
Oracle RAC 需要专用 IP 地址，以便在群集节点之间提供通信。根据您的专用网络
配置，您可能需要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您可以使用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代理
为高可用性配置专用 IP 地址。
注意：用于管理群集互联的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不再支持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代理。对于 11.2.0.2 及更高版本，Veritas 建议使用备选解决方案（如
捆绑的 NIC 接口或 Oracle HAIP）。请参见第 179 页的“为 Oracle RAC 11.2.0.2 及
更高版本配置专用 IP 地址”。
此版本不支持 IPv6 地址。
表 12-1 列出了配置 Oracle RAC 的专用网络的可用选项。使用以下选项之一以配置
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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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配置 Oracle RAC 11.2.0.1 的专用网络的选项

选项

说明

PrivNIC 配置

如果计划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心跳和
Oracle RAC 数据库缓存熔合使用通用 IP 地址，并使用 PrivNIC
代理配置 IP 地址以实现高可用性，那么，请执行此配置。
有关说明：
请参见第 168 页的“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资源”。

MultiPrivNIC 配置

如果计划进行以下配置，则执行此配置：
■

■

■

在每个节点上使用一个 IP 地址以用于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心跳
并且，在每个节点上使用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以用于 Oracle
数据库缓存熔合
并且，使用 MultiPrivNIC 代理为高可用性配置 IP 地址

有关说明：
请参见第 172 页的“配置专用 IP 地址信息和 MultiPrivNIC 资
源”。

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资源
需要配置以下信息：
■

每个节点上的 IP 地址

■

在链接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用于故障转移 IP 地址的 PrivNIC 代理。
需要对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互联进行保护以防止 NIC 和链接
出现故障。安装程序将发现在其上配置了 LLT 的现有专用 NIC。对于最大故障
转移选项，所有可用 LLT 链接都用于 PrivNIC 配置。
注意：不支持将 PrivNIC 代理与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一起使用。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TECH145261

使用下列方式之一配置 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信息：
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168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
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手动

请参见第 171 页的“手动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资源”。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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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 /etc/hosts 文件并将 IP 地址信息添加到该文件（只有指定安装程序更新该
文件时，才执行此操作）。

■

在 CVM 组中添加 PrivNIC 资源。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以使用安装程序来配置 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
配置 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信息

1

在 SF Oracle RAC 菜单中，输入 3 选择“Oracle Network Configuration
(Oracle 网络配置)”选项。
1)
2)
3)
4)
b)

Create Oracle Users and Groups
Create Storage for OCR and Voting disk
Oracle Network Configuration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4,b,q] (1) 3

2

输入 2 选择“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配置专用 IP 地址 (PrivNIC 配置) - 针对 11.2.0.2
之前的 Oracle RAC)”选项。
1)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For HAIP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11.2.0.2 and later
2)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3)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Multi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4)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3,b,q] (1) 2

安装程序发现可用的 LLT 链接和 PrivNIC 资源。
如果存在 PrivNIC 资源，则可以使用安装程序来选择删除和重新配置这些资源。
注意：安装程序仅从配置文件中删除相应的 PrivNIC 资源。必须手动从相应网
络接口分离 IP 地址并从 /etc/hosts 文件中删除 IP 地址。

3

输入 PrivNIC 资源的名称。
Enter the PrivNIC resource name: [b] (ora_pr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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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 y 以修改 PrivNIC 接口的优先级。
注意：设置的优先级决定了故障转移期间 PrivNIC 代理选择的接口。
Do you want to update the priority of the PrivNIC
interfaces? [y,n,q] (n) y

5

按降序设置接口优先级。PrivNIC 代理会将最高优先级分配给列表中指定的第
一个接口。
Enter the interface name in the decreasing priority order,
separated by a space: [b] (en2 en3) en3 en2

6

■

输入 y 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
Do you want the installer to add IP addresses in
/etc/hosts file? [y,n,q] (y)

■

7

如果选择手动将 IP 地址添加到文件，则输入 n。转到步骤 8。

只有在上一步骤中允许安装程序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才执行此步
骤。
为必须添加到该文件的 IP 地址提供专用 IP 地址和专用节点名称。
注意：所有 IP 地址必须位于同一子网中，否则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将无法在节点间进行正常通信。
如果在群集中的某节点上的 /etc/hosts 文件中已存在专用 IP 地址条目，则安装
程序不会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使用指定的 IP 地址更新该文件。
Enter the private IP for sys1: [b] 192.168.12.1
Enter Hostname alia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 [b] sys1-priv
Enter the private IP for sys2: [b] 192.168.12.2
Enter Hostname alia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 [b] sys2-priv

转到步骤 9。

8

仅当选择手动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时才执行此步骤。
输入专用 IP 地址信息。
Enter the private IP for sys1: [b] 192.168.12.1
Enter the private IP for sys2: [b] 192.16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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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输入专用网络的网络掩码信息：
Enter the Netmask for private network: [b] (255.255.255.0)

此时，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将会显示配置信息。

10 输入 y 查看和确认配置信息。安装程序将 PrivNIC 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中，
并更新 /etc/hosts 文件（如果选择了基于安装程序的更新）。

11 如果选择手动将 IP 地址信息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则按照以下过程中的说明
继续更新文件。

12 验证该程序在 main.cf 文件中执行的 PrivNIC 配置更新。
请参见第 178 页的“验证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的 VCS 配置”。

手动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资源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以手动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资源。在配置了 OCR
和 voting 磁盘资源的 VCS 组中配置 PrivNIC 资源。
该示例过程可在 cvm 组中创建 PrivNIC 资源。PrivNIC 代理会探测特定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
手动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资源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中的一个节点。

2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3

创建 PrivNIC 资源并将该资源添加到打算在其中配置 cssd 资源的同一组：
# hares -add privnic_resname PrivNIC cvm_gr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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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 PrivNIC 资源：
# hares -modify privnic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local privnic_resname Device
# hares -local privnic_resname Address
# hares -modify privnic_resname \
Device -add nic1_node1 0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privnic_resname \
Device -add nic2_node1 1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privnic_resname \
Address privnic_ip_node1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privnic_resname \
Device -add nic1_node2 0 -sys node_name2
# hares -modify privnic_resname \
Device -add nic2_node2 1 -sys node_name2
# hares -modify privnic_resname \
Address privnic_ip_node2 -sys node_name2
# hares -modify privnic_resname \
NetMask netmask_ip
# hares -modify privnic_resname Enabled 1

5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只读模式：
# haconf -dump -makero

配置专用 IP 地址信息和 MultiPrivNIC 资源
需要配置以下信息：
■

每个节点上用于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心跳的某个 IP 地址

■

每个节点上用于 Oracle 数据库的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

■

在链接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用于故障转移 IP 地址的 MultiPrivNIC 代理。
需要对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互联进行保护以防止 NIC 和链接
出现故障。如果存在多个链接，则 MultiPrivNIC 代理会保护链接以防出现故障。
安装程序将发现在其上配置了 LLT 的现有专用 NIC。对于最大故障转移选项，
所有可用 LLT 链接都用于 MultiPrivNIC 配置。
注意：不支持将 MultiPrivNIC 代理与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一起使
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TECH14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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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列方式之一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信息：
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173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
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信息”。
手动

请参见第 176 页的“手动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 ”。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
址信息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
该安装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备份 /etc/hosts 文件并将 IP 地址信息添加到该文件（只有指定安装程序更新该
文件时，才执行此操作）。

■

在 CVM 组中添加 MultiPrivNIC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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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信息

1

在 SF Oracle RAC 菜单中，输入 3 选择“Oracle Network Configuration
(Oracle 网络配置)”选项。
1)
2)
3)
4)
b)

Create Oracle Users and Groups
Create Storage for OCR and Voting disk
Oracle Network Configuration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4,b,q] (1) 3

2

输入 3 选择“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Multi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配置专用 IP 地址 (MultiPrivNIC 配置) 针对 11.2.0.2 之前的 Oracle RAC)”选项。
1)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For HAIP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11.2.0.2 and later
2)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3)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Multi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4)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3,b,q] (1) 3

安装程序发现可用的 LLT 链接和 MultiPrivNIC 资源。如果存在 MultiPrivNIC 资
源，可以选择使用安装程序删除并重新配置这些资源。
注意：安装程序只会从配置文件中删除相应的 MultiPrivNIC 资源。必须手动从
相应网络接口分离 IP 地址并从 /etc/hosts 文件中删除 IP 地址。

3

输入 MultiPrivNIC 资源的名称。
Enter the MultiPrivNIC resource name: [b] (multi_priv) multi_priv

4

■

输入 y 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
Do you want the installer to add IP addresses in
/etc/hosts file? [y,n,q] (y)

■

如果选择手动将 IP 地址添加到文件，则输入 n。转到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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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只有在上一步骤中允许安装程序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才执行此步
骤。
为必须添加到文件的 IP 地址提供专用 IP 地址和专用节点名称。如果在系统提
示时不希望输入信息，则输入 x。
注意：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的特定 NIC 所使用的 IP 地址必须在同一子网中。
此子网必须与其他 NIC 上的 IP 地址的子网不同。否则，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UDP IPC 将无法正常进行节点间的通信。
如果群集中某节点上的 /etc/hosts 文件中已存在专用 IP 地址条目，则安装程序
不会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使用指定的 IP 地址更新该文件。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1 for en1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12.1
Enter Hostname aliase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eparated by space: [b,q,?] sys1-priv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1 for en2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2.1
Enter Hostname aliase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eparated by space: [b,q,?]

sys1-priv1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2 for en1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12.2
Enter Hostname aliase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eparated by space: [b,q,?] sys2-priv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2 for en2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2.2
Enter Hostname aliase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eparated by space: [b,q,?] sys2-priv1

转到步骤 7。

6

仅当选择手动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时才执行此步骤。
输入专用 IP 地址信息。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1 for en1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12.1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1 for en2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2.1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2 for en1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12.2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2 for en2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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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输入专用网络的网络掩码信息：
Enter the Netmask for private network: [b] (255.255.255.0)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显示已配置的参数。

8

输入 y 查看和确认配置信息。安装程序添加 MultiPrivNIC 资源并更新 /etc/hosts
文件（如果选择了基于安装程序的更新）。

9

如果选择手动将 IP 地址信息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则按照以下过程中的说明
继续更新文件。

10 在 main.cf 文件中验证程序执行的 MultiPrivNIC 配置更新。
请参见第 178 页的“验证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的 VCS 配置”。

手动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可以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UDP IPC
手动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在配置有 OCR 和 voting 磁盘资源的 VCS
组中配置 MultiPrivNIC 资源。
确保每个节点的链接数量都相同。例如，在以下配置中，如果 en1 和 en2 链接出现
故障，则 MultiPrivNIC 代理会将 IP 地址故障转移到 sys1 上的 en3 链接；在 nebula
上，由于没有第三个链接，因此导致该代理将此链接故障转移到已关闭的 en1。这
样会导致节点间的通信中断，并导致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重新启
动群集。
MultiPrivNIC multi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sys1 = {en1 = 0, en2 = 1,
en3 = 2}
Device@sys2 = {en1 = 0, en2 = 1}
Address@sys1 = {"192.168.12.1" = 0,
"192.168.2.1" = 1}
Address@sys2 = {"192.168.12.2" = 0,
"192.168.2.2" = 1}
NetMask = "255.255.255.0"
)

注意：需要避免节点具有不同链接数量的配置。
以下示例过程可在 cvm 组中创建 MultiPrivNIC 资源。MultiPrivNIC 代理会探测相应
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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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MultiPrivNIC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中的一个节点。

2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3

创建 MultiPrivNIC 资源并将该资源添加到打算在其中配置 cssd 资源的同一组：
# hares -add multipriv_resname MultiPrivNIC cvm_grpname

4

修改 MultiPrivNIC 资源：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local multipriv_resname Device
# hares -local multipriv_resname Address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
Device -add nic1_node1 0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
Device -add nic2_node1 1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
Address -add multipriv_ip1_node1 0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
Address -add multipriv_ip2_node1 1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
Device -add nic1_node2 0 -sys node_name2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
Device -add nic2_node2 1 -sys node_name2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
Address -add multipriv_ip1_node2 0 -sys node_name2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
Address -add multipriv_ip2_node2 1 -sys node_name2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
NetMask netmask_ip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Enabled 1

5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只读模式：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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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的 VCS 配置
在完成配置 PrivNIC/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的步骤后，请验证 VCS main.cf 配
置文件中的配置。
验证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的 VCS 配置

1

查看位于目录 /etc/VRTSvcs/conf/config 中的 main.cf：
# more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2

对于使用 PrivNIC 代理的配置：
■

验证 PrivNIC 资源是否显示在此文件中。
例如：
PrivNIC ora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 @sys1 = {en1= 0, en2= 1}
Device @sys2 = {en1= 0, en2= 1}
Address @sys1 = "192.168.12.1"
Address @sys2 = "192.168.12.2"
NetMask = "255.255.255.0"
)

■

验证 PrivNIC 资源是否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均处于联机状态：
# hares -state priv_resname
Resource Attribute System Value
ora_priv State
sys1
ONLINE
ora_priv State
sys2
ONLINE

3

对于使用 MultiPrivNIC 代理的配置：
■

验证 MultiPrivNIC 资源是否显示在此文件中。
例如：
MultiPrivNIC multi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 @sys1
Device @sys2
Address @sys1
=1}
Address @sys2
=1}

= {en1= 0, en2 = 1}
= {en1= 0, en2 = 1}
= {"192.168.12.1" =0, "192.168.2.1"
= {"192.168.12.2" =0, "192.1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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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Mask = "255.255.255.0"
)
■

验证 MultiPrivNIC 资源是否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均处于联机状态：
# hares -state multipriv_resname
Resource
multi_priv
multi_priv

4

Attribute
State
State

System
sys1
sys2

Value
ONLINE
ONLINE

确保在运行以下命令时显示指定的专用 IP 地址和设备：
# ifconfig -a

5

在每个系统上，使用 ping 命令验证专用 IP 地址是否可正常运行。

为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配置专用 IP 地址
Oracle RAC 需要专用 IP 地址，以便在群集节点之间提供通信。根据您的专用网络
配置，您可能需要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对于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
Veritas 建议使用链接聚合、NIC 捆绑或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提供冗
余专属的专用通信。
从版本 6.1 开始，结合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Veritas 支持 SF Oracle
RAC 基于安装程序的 HAIP 配置。
注意：此版本不支持 IPv6 地址。
表 12-2 列出了配置 Oracle RAC 的专用网络的可用选项。使用以下选项之一以配置
专用网络。
表 12-2

配置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的专用网络的选项

选项

说明

链接聚合或 NIC 捆绑

请参见第 179 页的“使用链接聚合或 NIC 捆绑”。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使用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

使用链接聚合或 NIC 捆绑
要配置链接聚合或 NIC 捆绑，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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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确保在聚合链接或 NIC 捆绑下配置的链接未配置为单独的 LLT 链接。
通过捆绑接口配置 LLT 时，请执行以下步骤之一以防止 GAB 报告危险成员集：
■

除了捆绑的 NIC 之外，在 LLT 下再配置另外一个网络接口。

■

在 /etc/llttab 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set-dbg-minlinks <n>

其中 <n> 是在聚合链接下配置的链接数。
重新启动 LLT。
# /etc/init.d/llt.rc start

使用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
从 Oracle RAC 11.2.0.2 开始，Oracle 引入了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 功能，以
支持 IP 地址故障转移。HAIP 的目的是在所有活动互联接口中执行负载平衡并将现
有不响应接口的故障转移到可用接口。HAIP 能够激活最多四个专用互联连接。在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过程中或者在安装之后，可用使用 oifcfg 实用程序
配置专用网络适配器。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当前在专用网络接口创建别名 IP（也称为虚拟专用 IP），
创建时使用 HAIP 169.254 *。*HAIP 的子网。然而，如果子网范围已经被使用，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不会再尝试使用它。因此，要使用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程序启用 HAIP，请在启动 Grid 安装前使用静态专用 IP 地址配
置所有专用接口。在安装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的过程中，作为“专用”接口
选择这些接口。建议作为群集互联使用所有 LLT 链接。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配置 HAIP：
SF Oracle RAC 基于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配置
脚本的安装程序
HAIP 的静态 IP 地址”。
手动

请参见第 182 页的“手动配置 HAIP 的静态 IP 地址”。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配置 HAIP 的静态 IP 地址
高可用性 IP 地址由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管理。SF Oracle RAC 支持为 HAIP
配置多个网络接口。每个网络接口都需要一个静态 IP 地址。所有节点必须使用公用
网络接口在群集中进行专用互联。
请在配置 HAIP 前查看以下信息：
■

不要使用公共网络接口配置 Oracle HAIP。

■

所有 LLT 链接均用于配置 HA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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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集中每个节点上的专用互联必须使用同一网络接口。

■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前，必须将专用 IP 地址添加到所有节点上的 /etc/hosts。
如果选择使用安装程序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则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配置 HAIP 的静态 IP 地址

1

在 SF Oracle RAC 菜单中，输入 3 选择“Oracle Network Configuration
(Oracle 网络配置)”选项。
1)
2)
3)
4)
b)

Create Oracle Users and Groups
Create Storage for OCR and Voting disk
Oracle Network Configuration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4,b,q] (1) 3

2

输入 1 选择“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For HAIP Configuration) For Oracle RAC 11.2.0.2 and later (为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配置
专用 IP 地址 (HAIP 配置))”选项。
1)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For HAIP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11.2.0.2 and later
2)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3)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Multi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4)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3,b,q (1) 1

安装程序发现可用的 LLT 链接。

3

输入 y 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
Do you want the Installer to add IP addresses in /etc/hosts
file? [y,n,q] (y)

如果选择手动将 IP 地址添加到文件，则输入 n，并提供以下信息：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the
the
the
the

IP
IP
IP
IP

转到步骤 5。

for
for
for
for

en1
en2
en1
en2

on
on
on
on

sys1:
sys1:
sys2:
sys2:

[b]
[b]
[b]
[b]

192.168.12.1
192.168.13.1
192.168.12.2
192.16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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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只有在上一步骤中允许安装程序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才执行此步
骤。为必须添加到该文件的 IP 地址提供专用 IP 地址和专用节点名称。
注意：所有 IP 地址必须位于同一子网中，否则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将无法在节点间进行正常通信。如果在群集中的某节点上的
/etc/hosts 文件中已存在专用 IP 地址条目，则安装程序不会在群集中的任何
节点上使用指定的 IP 地址更新该文件。只添加任何节点上的文件中尚不存在的
IP 地址。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5

the IP for en1
Hostname alias
the private IP
Hostname alias
the IP for en1
Hostname alias
the private IP
Hostname alias

on sys1: [b] 192.168.12.1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 [b] sys1-haip1
for en2 on sys1: [b] 192.168.13.1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 [b] sys1-haip2
on sys2: [b] 192.168.12.2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 [b] sys2-haip1
for en2 on sys2: [b] 192.168.13.2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 [b] sys2-haip2

输入专用网络的网络掩码信息：
Enter the Netmask for private network: [b] (255.255.255.0)

此时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将会显示配置信息。

6

输入 y 查看和确认配置信息。安装程序会更新 /etc/hosts 文件（如果选择了
基于安装程序的更新）。

7

如果选择手动将 IP 地址信息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则按照以下过程中的说
明继续更新文件。

手动配置 HAIP 的静态 IP 地址
您可以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命令手动配置静态 IP 地址。有关说明，请参见操作系统文
档。
例如，要配置静态 IP 地址，请执行以下操作：
运行以下命令：
# smit mktcpip

验证多播是否在所有专用网络接口上运行
如果您打算安装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请执行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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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互联网络上的多播网络通信必须在所有节点上启用并运行，否则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或升级可能会失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Metalink 文档：1212703.1

手动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
目录
可以在本地文件系统、本地 Veritas 文件系统或 Veritas 群集文件系统上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在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时，安装程序会提示输入主目录，
它会在每个节点本地创建这些目录（如果不存在）。
注意：Veritas 建议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本地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对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二进制文件，Oracle 要求它们
只安装在本地文件系统中。有关大小要求，请参考 Oracle 文档。
表 12-3 列出了需要创建的 Oracle RAC 目录：
表 12-3
目录

目录列表
说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存储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二进制文件的主目录的路径。
主目录 (GRID_HOME)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OUI) 将在该目录（又称
GRID_HOME）中安装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适用于 Oracle RAC
ASM。
11g R2 及更高版本）
该目录必须归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的安装所有者（oracle
或 grid）所有，其权限设置为 755。
所有节点上的 grid 主目录路径必须相同。
选择路径时，请遵照 Oracle 最佳可伸缩体系结构 (OFA) 准则。
Oracle base 目录
(ORACLE_BASE)

包含所有 Oracle 安装的 base 目录。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请为 grid 用户和 Oracle 用户创建单独的 Oracle
base 目录。
建议多个数据库的安装保留最佳可伸缩体系结构 (OFA) 配置。
所有节点上的 Oracle base 目录路径必须相同。对 Oracle base
目录的权限必须至少设置为 755。

Oracle 主目录
(ORACLE_HOME)

Oracle 数据库软件安装到的目录。所有节点上的 Oracle 主目录
路径必须相同。对 Oracle 主目录的权限必须至少设置为 755。

可使用下列选项之一创建这些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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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184 页的“在本地文件系统中创建目录”。

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186 页的“在群集文件系统上为 Oracle 数据库创建文件
系统和目录”。

在本地文件系统中创建目录

1

在每个节点上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2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创建本地文件系统并装入它：
■

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命令
有关说明，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

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命令

在每个节点上，以 root 用户身份创建 VxVM # vxdg init vxvm_dg \
本地磁盘组。
dg_name
为 Oracle Clusterware/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二进制文件和 Oracle 二进制
文件创建单独的卷。

# vxassist -g vxvm_dg make clus_volname size

创建包含这些卷的文件系统。

# mkfs -V vxfs /dev/vx/rdsk/vxvm_dg/clus_volname

# vxassist -g vxvm_dg make ora_volname size

# mkfs -V vxfs /dev/vx/rdsk/vxvm_dg/ora_volname
装入文件系统。

# mount -V vxfs /dev/vx/dsk/vxvm_dg/clus_volname \
clus_home
# mount -V vxfs /dev/vx/dsk/vxvm_dg/ora_volname \
oracle_home

3

为 Oracle RAC 创建目录。
# mkdir -p grid_base
# mkdir -p clus_home
# mkdir -p oracle_base
# mkdir -p oracle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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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目录设置适当的所有权和权限。
# chown -R grid:oinstall grid_base
# chmod -R 775 grid_base
# chown -R grid:oinstall clus_home
# chmod -R 775 clus_home
# chown -R oracle:oinstall oracle_base
# chmod -R 775 oracle_base
# chown -R oracle:oinstall oracle_home
# chmod -R 775 oracle_home

5

向 VCS 配置添加资源。
请参见第 185 页的“将 VxFS 上创建的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

6

在群集的每个节点上重复所有这些步骤。

将 VxFS 上创建的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

1

更改对 VCS 配置文件的权限：
# haconf -makerw

2

在 VCS 下配置 VxVM 卷：
# hares -add dg_resname DiskGroup cvm
# hares -modify dg_resname DiskGroup vxvm_dg -sys node_name
# hares -modify dg_resname Enab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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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VCS 下设置文件系统：
# hares -add clusbin_mnt_resname Mount cvm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MountPoint \
"clus_home"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vxvm_dg/clus_volname" -sys node_name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FSType vxfs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FsckOpt "-n"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add orabin_mnt_resname Mount cvm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MountPoint \
"oracle_home"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vxvm_dg/ora_volname" -sys node_name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FSType vxfs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FsckOpt "-n"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Enabled 1

4

链接父资源和子资源：
# hares -link clusbin_mnt_resnamevxvm_dg
# hares -link orabin_mnt_resnamevxvm_dg

5

在群集的每个节点上重复所有这些步骤。

在群集文件系统上为 Oracle 数据库创建文件系统和目录
在群集中的 CVM 主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1

以 root 用户身份创建 VxVM 共享磁盘组：
# vxdg -s init cvm_dgdg_name

2

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卷：
# vxassist -g cvm_dg make ora_volname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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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 Oracle base 目录和 Oracle 主目录。
# mkdir -p oracle_base
# mkdir -p oracle_home

4

创建包含卷的文件系统：
# mkfs -V vxfs /dev/vx/rdsk/cvm_dg/ora_volname

5

装入文件系统。在每个节点上执行此步骤。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cvm_dg/ora_volname \
oracle_home

6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更改所有权和权限。
# chown -R oracle:oinstall oracle_base
# chmod -R 775 oracle_base
# chown -R oracle:oinstall oracle_home
# chmod -R 775 oracle_home

7

将 CVMVolDg 和 CFSMount 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中。
请参见第 187 页的“使用 CLI 将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添加到 VCS 配
置中”。

使用 CLI 将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中

1

更改对 VCS 配置文件的权限：
# haconf -makerw

2

在 VCS 下配置 CVM 卷：
# hares -add dg_resname CVMVolDg cvm
# hares -modify dg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dg_resname CVMDiskGroup cvm_dg
# hares -modify dg_resname CVMVolume -add ora_volname
# hares -modify dg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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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VCS 下设置文件系统：
# hares -add orabin_mnt_resname CFSMount cvm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MountPoint \
"oracle_home"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cvm_dg/ora_volname"

4

链接父资源和子资源：
# hares -link dg_resname cvm_clus
# hares -link orabin_mnt_resnamedg_resname
# hares -link orabin_mnt_resname vxfsckd

5

启用资源：
# hares -modify dg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Enabled 1
# haconf -dump -makero

6

在 main.cf 文件中验证资源配置。

7

验证在群集中所有系统上这些资源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 hares -state dg_resname
# hares -state orabin_mnt_resname

注意：此时，会报告 crsorabin_voldg 资源脱机，且基础卷处于联机状态。因
此，需要在每个节点上手动使该资源联机。
手动使资源联机：
# hares -online dg_resname -sys nod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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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用户等效性
必须在所有节点上建立 grid 用户（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和 Oracle 用
户等效性，使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能够安全地复制文件并在群集中的节点上
运行程序，而无需密码提示。
为 Oracle 用户和 grid 用户设置群集节点间的无密码 SSH 通信。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验证 Veritas 成员集库是否已链接到 Oracle 库
Veritas 成员集库 (VCSMM) 必须与 Oracle 库链接，这样才能实现群集成员集信息
的协调交换，以及对数据完整性的保护。Oracle 使用该链接 skgxn 库 (libskgxn) 对
VCSMM 进行 ioctl 调用，而 VCSMM 又获取群集和实例的成员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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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Veritas 成员集库是否已链接到 Oracle 库

1

验证 /opt/ORCLcluster/lib/libskgxn2.so 库是否已链接到
/opt/VRTSvcs/rac/lib64/libvcsmm.so 库：
# ls -l /opt/ORCLcluster/lib
libskgxn2.so -> /opt/VRTSvcs/rac/lib64/libvcsmm.so

如果链接不存在，请按以下方式创建与 Oracle 库的符号链接：
$ ln -s /opt/VRTSvcs/rac/lib64/libvcsmm.so \
/opt/ORCLcluster/lib/libskgxn2.so

2

创建所需的子目录并设置相应的权限：
创建 /usr/sbin/cluster/utilities/ 目录：
# mkdir -p /usr/sbin/cluster/utilities/

在 cldomain 文件中设置群集 ID：
# lltstat -C > /usr/sbin/cluster/utilities/cldomain

更改对文件的权限：
# chmod 744 /usr/sbin/cluster/utilities/cldomain

3

验证 /opt/ORCLcluster/lib/libskgxnr.so 库是否已链接到
/opt/VRTSvcs/rac/lib64/libvcsmm_r.so 库：
# ls -l /opt/ORCLcluster/lib
libskgxnr.so -> /opt/VRTSvcs/rac/lib64/libvcsmm_r.so

如果链接不存在，请按以下方式创建与 Oracle 库的符号链接：
$ ln -s /opt/VRTSvcs/rac/lib64/libvcsmm_r.so \
/opt/ORCLcluster/lib/libskgxn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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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安装 Oracle RAC

■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

■

在 GPnP 配置文件中配置 LLT 链接

■

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软件

■

验证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数据库安装

关于安装 Oracle RAC
您可以在共享存储或每个节点的本地安装 Oracle RAC。
可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安装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安装程 该安装程序将启动安装过程，并提示您输入 Oracle Universal
序
Installer 所需的信息。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将使用这些预填
充的安装值启动，并安装 Oracle RAC。
需要调用基于 Veritas 脚本的安装程序以启动安装。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将安装 Oracle RAC。必须在安装时手动
输入安装值。
需要调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以安装 Oracle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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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文件

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支持使用自己的响应文件来
静默安装 Oracle RAC。需要修改 SF Oracle RAC 响应文件，以包
括 Oracle RAC 软件二进制文件和 Oracle RAC 响应文件的路径信
息。
有关更多信息和说明：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Oracle RAC”
一章。

注意：本章中的说明根据需要使用了变量和示例值。 请将这些变量和示例值替换为
符合您安装要求的值。
在开始安装之前：
■

在执行安装任务时，请将 Oracle 工作表放在手边。
请参见第 352 页的“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所需的信息”。
请参见第 355 页的“安装 Oracle 数据库所需的信息”。

■

请查看 Oracle 安装手册和相应的 Oracle 支持网站以获取安装过程中所需的其他
信息。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
本节提供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的说明。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提示输入调用并启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所需的信息。提供给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的响应已预先填入到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向导中。逐步安装时，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中查看或更改这些安装
值。
注意：开始安装之前，请验证群集中的节点是否使用同类网络设备与网络链接建立
连接。例如，如果将 en0 用作群集中某个节点上的公共链接，则群集中的所有其他
节点必须也将 en0 用作公共链接。同样，如果将 en1 用作群集中某个节点上的专用
链接，则群集中的所有其他节点必须也将 en1 用作专用链接。
根据所安装的 Oracle RAC 版本，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将安
装在 CRS_HOME 或 GRID_HOME 位置的每个节点上。
注意：如果要在 VxFS 或 CFS 上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请
确保在继续安装之前创建了相应的存储。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手动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
库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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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来安装该软件：
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93 页的“使用 SF Oracle RAC 基于脚本的
安装程序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使用响应文件：
请参见本文档中的“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SF Oracle
RAC 和Oracle RAC”一章。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请参见第 195 页的“使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
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使用 SF Oracle RAC 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调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

验证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

使用 SF Oracle RAC 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1

确保已完成要求的安装前步骤。

2

返回到以下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菜单，并选择“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and Database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数据库)”选项。
1)
2)
3)
4)
5)

Configure SF Oracle RAC sub-components
Prepare to Install Oracle
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and Database
Post Oracle Installation Tasks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Choose option: [1-5,q]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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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选项。
1)

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2)
3)
b)

Install Oracle Database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3,b,q] (1) 1

4

验证是否通过使用类似网络设备的网络链接来连接群集中的节点。查看屏幕上
的相关信息，并按 Enter 进行确认。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q] (y)

5

设置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所需的 DISPLAY 环境变量：
Ente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b] 10.20.12.150:0.0

其中 10.20.12.150 是您要在其中导出安装程序显示内容的 X 服务器的 IP 地
址。

6

根据 Oracle RAC 版本输入 Oracle UNIX 用户名。之前在安装前过程中已设置
Oracle UNIX 用户名。
Enter Oracle UNIX user name:

7

输入 Oracle UNIX 组名称。之前在安装前过程中已设置 Oracle UNIX 组名称。
Enter Oracle UNIX group name:

8

[b]

[b] (oinstall)

输入 Oracle base 目录的完整路径。
注意：ORACLE_BASE 目录必须为本地目录。

9

输入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的完整路径。
如果指定的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不存在，安装程序将
在每个节点上创建本地目录并为 Oracle 用户设置相应的权限。

10 输入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映像的完整路径。按回车键继
续。
安装程序将检测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的版本。

11 输入 y 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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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查看并确认配置信息。安装程序调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13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提示时输入所需信息。
请参见第 352 页的“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所需的信息”。

14 查看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显示的配置摘要。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开
始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注意：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如果要将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配置保存在某个响应文件中以供将来安装参考，请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的“Summary (摘要)”页面上单击“Save Response File
(保存响应文件)”选项。

15 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结束时，请按照列出的顺序以
root 用户身份从群集的每个节点运行下列配置脚本。
注意：对于 Oracle 12c 安装，如果您已选择“Automatically run configuration
scripts (自动运行配置脚本)”选项，则可以跳过此步骤。
■

orainstRoot.sh（位于 oraInventory 目录）

请确保该脚本存在于每个节点上，然后再继续操作。
■

root.sh（位于 CRS_HOME 或 GRID_HOME 目录，具体取决于您的 Oracle

RAC 版本）

16 返回到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窗口并单击“OK (确定)”继续操作。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通知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
成功。

17 返回到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并按回车键继续进行操作。安装程序将验证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是否正确安装。
至此，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就完成了。

使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本节提供使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的说明。该软件安装在每个节点的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
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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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1

确保 Oracle grid 用户可使用以下功能：
CAP_NUMA_ATTACH、CAP_BYPASS_RAC_VMM 和 CAP_PROPAGATE
要检查现有功能，请以 root 身份输入以下命令（在此示例中，Oracle grid 用
户为 grid）：
# lsuser -a capabilities grid

要添加功能，请输入一个与以下内容类似的命令：
# /usr/bin/chuser \
capabilities=CAP_NUMA_ATTACH,CAP_BYPASS_RAC_VMM,CAP_PROPAGATE
grid

2

ncargs 属性控制最大命令行长度（包括 AIX 节点上的环境变量）。验证 ncargs
属性的当前值。
# lsattr -l sys0 -a ncargs -E

如果该值小于 128，则在调用 Oracle 安装程序之前将该属性更改为更大的值。
# chdev -l sys0 -a ncargs=128

3

以 Oracle grid 用户身份登录。在第一个节点上，设置 DISPLAY 变量。
■

对于 Bourne Shell (bash)，键入：
$ DISPLAY=10.20.12.150:0.0;export DISPLAY

其中 10.20.12.150 是您要在其中导出安装程序显示内容的 X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对于 C Shell（csh 或 tcsh），请键入：
$ setenv DISPLAY 10.20.12.150:0.0

其中 10.20.12.150 是您要在其中导出安装程序显示内容的 X 服务器的 IP
地址。

4

在第一个节点上启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如果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要求，请输入下面的一个或多个参数：
-ignorePrereq -ignoreSysPrereqs -ignoreInternalDriverError
$ ./runInst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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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提示时输入所需信息。
请参见第 352 页的“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所需的信息”。

6

查看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显示的配置摘要。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开
始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注意：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如果要将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配置保存在某个响应文件中以供将来安装参考，请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的“Summary (摘要)”页面上单击“Save Response File
(保存响应文件)”选项。

7

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结束时，请按照列出的顺序以
root 用户身份从群集的每个节点运行下列配置脚本：
■

orainstRoot.sh（位于 oraInventory 目录）
请确保该脚本存在于每个节点上，然后再继续操作。

■

root.sh（位于 CRS_HOME 或 GRID_HOME 目录，具体取决于您的 Oracle
RAC 版本）

注意：对于 Oracle 12c 安装，如果您已选择“Automatically run configuration
scripts (自动运行配置脚本)”选项，则可以跳过此步骤。

8

返回到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窗口并单击“OK (确定)”继续操作。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通知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成功。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后台驻留程序将在节点上启动。

在 GPnP 配置文件中配置 LLT 链接
仅对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安装执行此步骤。
更新 GPnP 配置文件，以包含安装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期间未添加到该配置
文件的剩余 LLT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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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PnP 配置文件中配置 LLT 链接

1

查看当前配置的接口：
# $GRID_HOME/bin/oifcfg getif
en0 10.2.156.0
en1 192.168.12.0

global
global

public
cluster_interconnect

将显示当前在 GPnP 配置文件中存储的接口，以及这些接口的子网和角色
（public 或 cluster_interconnect）。

2

将剩余的 LLT 链接添加到 GPnP 配置文件：
# $GRID_HOME/bin/oifcfg setif -global \
en2/192.168.12.0:cluster_interconnect

如果您针对群集互联而使用了不同子网上的多个 IP 地址（以实现负载平衡），
请将剩余的接口子网添加到 GPnP 配置文件。
# $GRID_HOME/bin/oifcfg setif -global \
en2/192.168.2.0:cluster_interconnect
# $GRID_HOME/bin/oifcfg setif -global \
en1/192.168.2.0:cluster_interconnect

3

验证使用的接口子网是否正确：
# $GRID_HOME/bin/oifcfg getif
en0
en1
en2
en1
en2

10.2.156.0
192.168.12.0
192.168.12.0
192.168.2.0
192.168.2.0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global

public
cluster_interconnect
cluster_interconnect
cluster_interconnect
cluster_interconnect

确保所有 LLT 链接均已配置，并且已列在 GPnP 配置文件中。

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软件
开始安装 Oracle 数据库之前，请确保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已启
动并正在运行。Veritas 建议您在每个节点上本地安装 Oracle 数据库。
注意：对于 Oracle RAC 11g：请检查 Oracle RAC 11g 安装介质中的 rootpre 目录
和 rootpre.sh 脚本是否可用。如果不可用，请按照 Oracle Metalink 文档的说明进
行下载： 468472.1.

198

安装 Oracle RAC
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软件

注意：如果要在 VxFS 或 CFS 上安装 Oracle 数据库，请确保在继续安装之前创建
了相应的存储。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手动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
库主目录”。
可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来安装该软件：
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程序
请参见第 199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
程序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
使用响应文件：
请参见本文档中的“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SF Oracle RAC
和Oracle RAC”一章。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请参见第 201 页的“使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验证所有节点上的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状态

■

通过启用异步 I/O (AIO) 在所有节点上运行 rootpre.sh 脚本，以确保符合 POSIX
标准。

■

调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 Oracle 数据库

■

验证 Oracle RAC 数据库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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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

1

返回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并键入 4 以选择“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and Database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Database)”选项。
1)
2)
3)
4)
5)

Configure SF Oracle RAC sub-components
Prepare to Install Oracle
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and Database
Post Oracle Installation Tasks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Choose option: [1-5,q] (1) 3

2

选择选项“Install Oracle Database (安装 Oracle 数据库)”。
1)
2)
3)
b)

Install
Install
Exit SF
Back to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Oracle Database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3,b,q] (1) 2

3

设置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所需的 DISPLAY 环境变量。
Enter th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b] 10.20.12.150:0.0

其中 10.20.12.150 是您要在其中导出安装程序显示内容的 X 服务器的 IP 地
址。

4

输入 Oracle UNIX 用户名。之前在安装前过程中已设置 Oracle UNIX 用户名。
Enter Oracle UNIX user name:

5

输入 Oracle UNIX 组名称。之前在安装前过程中已设置 Oracle UNIX 组名称。
Enter Oracle UNIX group name:

6

[b] (oracle)

[b] (oinstall)

输入 Oracle base 目录的完整路径。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Base directory: [b]

7

输入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的完整路径。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Home director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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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输入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的完整路径。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Database Home directory: [b]

如果指定的 Oracle RAC 数据库主目录不存在，安装程序将在每个节点上创建
本地目录并为 Oracle 用户设置相应的权限。

9

输入数据库安装映像的完整路径。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Database install image: [b]

安装程序将根据二进制文件确定 Oracle 软件的版本。

10 输入 y 继续安装。
11 查看并确认配置信息。
安装程序将验证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是否正在运行，并调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12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提示时输入所需信息。
请参见第 355 页的“安装 Oracle 数据库所需的信息”。

13 查看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显示的配置摘要。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开
始 Oracle 数据库安装。

14 在群集节点上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root.sh 脚本：
返回到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窗口并单击“OK (确定)”继续操作。

15 返回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并按回车键继续操作。安装程序验证 Oracle 数
据库安装。
注意：在安装成功完成后，安装程序会提示您重新链接数据库二进制文件。
Veritas 建议仅在添加所有必需的修补程序完成后，再重新链接 SF Oracle RAC
库。有关可能需要的修补程序更新，请参见 Oracle 文档。

使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
下列过程描述如何使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Veritas
建议在每个节点上本地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
使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

1

以 Oracle 用户身份登录。在第一个节点上，设置 DISPLAY 变量。
■

对于 Bourne Shell (bash)，键入：
$ DISPLAY=10.20.12.150:0.0;export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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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C Shell（csh 或 tcsh），请键入：
$ setenv DISPLAY 10.20.12.150:0.0

其中 10.20.12.150 是您要在其中导出安装程序显示内容的 X 服务器的 IP 地
址。

2

启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 ./runInstaller -ignoreSysPrereqs

3

打开另一个控制台并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rootpre.sh 脚本。脚本的位置由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指示。

4

返回到启动安装的控制台并确认是否已执行该脚本。
Has 'rootpre.sh' been run by root? [y/n] (n) y

5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提示时输入所需信息。
请参见第 355 页的“安装 Oracle 数据库所需的信息”。

6

查看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显示的配置摘要。
注意：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如果要将 Oracle RAC 数据库安
装配置保存在某个响应文件中以供将来安装参考，请在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的“Summary (摘要)”页面中单击“Save Response File (保存响应文件)”
选项。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开始 Oracle 数据库安装。

7

按照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的提示运行 root.sh 脚本。
# cd $ORACLE_HOME
# ./root.sh

验证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数据库
安装
■

以下过程通过验证 Oracle 进程是否在所有节点上运行，验证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RAC 数据库安装。
要验证该安装，请从群集中的任何节点运行以下命令。在命令输出中验证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是否在这些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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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D_HOME/bin/crsctl stat res -t

----------------------------------------------------------NAME
TARGET STATE
SERVER
STATE_DETAILS
----------------------------------------------------------Local Resources
----------------------------------------------------------ora.LISTENER.lsnr
ONLINE ONLINE
sys1
ONLINE ONLINE
sys2
ora.asm
OFFLINE OFFLINE
sys1
OFFLINE OFFLINE
sys2
.
.
.
------------------------------------------------------------Cluster Resources
------------------------------------------------------------ora.LISTENER_SCAN1.lsnr
1
ONLINE ONLINE
sys2
ora.LISTENER_SCAN2.lsnr
1
ONLINE ONLINE
sys1
ora.LISTENER_SCAN3.lsnr
1
ONLINE ONLINE
sys1
.
.
.
■

要验证 Oracle RAC 数据库安装，请检查 oraInventory 日志。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中的节点编号差异
在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中，您会注意到 lsnodes 命令（用于从 SF Oracle
RAC 获取成员集信息）和 olsnodes 命令（用于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获取
成员集信息）的输出是不相同的。Oracle RAC 从 1 开始计数，而 SF Oracle RAC
从 0 开始计数。
例如，在一个双节点群集中：
lsnodes 命令将生成以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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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nodes -n
Node1
Node2

0
1

olsnodes 命令将生成以下输出：
# olsnodes -n
Node1
Node2

1
2

在以前的 Oracle RAC 版本中，除非群集中存在配置问题，否则这两个命令生成的
输出是相同的。只要您看到节点编号差异，就能在群集中发现更多的问题。
但是，Oracle RAC 11g R2 的节点编号差异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的设计变
更是相符的。这并不表示群集中出现了任何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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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Oracle RAC

■

安装之前

■

安装 Oracle RAC

■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定义

■

用于安装 Oracle RAC 的示例响应文件

关于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Oracle RAC
通过运行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和 -responsefile 选项，您可以以静默方式预
配置系统。此功能与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数据库安装的 Oracle 响应文件
协同操作，可以在群集中实现 Oracle RAC 部署的标准化和自动化。

安装之前
确保在启动 Oracle RAC 的静默安装前，完成以下过程中的任务。
为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Oracle RAC 准备系统

1

确保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有关要求的信息，请参见本文档中的“系统要求”一章。

2

在节点上手动完成下列准备任务或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完成下列准备
任务：
■

确定公共虚拟 IP 地址以供 Oracle 使用

■

规划 Oracle RAC 的存储和专用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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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内核参数

■

验证是否存在用户 nobody

■

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

设置 Oracle 用户等效性

■

编辑 Oracle 用户配置文件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安装 Oracle RAC 之前”一章。

3

使用 Oracle RAC 提供的响应文件模板，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安装创建响应文件。
有关使用响应文件模板的说明，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注意：请提供保存这些响应文件的目录的完整路径。必须在 SF Oracle RAC 响
应文件变量 $CFG{crs_responsefile}; 中设置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必须在 SF Oracle RAC 响应文件变量
$CFG{db_responsefile}; 中设置 Oracle 数据库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

4

创建 SF Oracle RAC 响应文件。
有关可用于创建响应文件的各种选项的信息：
确保提供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响应文件的
完整路径信息。
有关创建响应文件的指南：
有关必需变量和可选变量的列表的信息：
请参见第 208 页的“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定义”。
响应文件示例：
请参见第 223 页的“用于安装 Oracle RAC 的示例响应文件”。

5

确保 Oracle 用户对响应文件具有适当的读写权限。

6

确保在群集的节点上设置了 Oracle 用户之间的无密码通信。

安装 Oracle RAC
要执行 Oracle RAC 静默安装，请运行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该安装程序支持使用响应文件完成下列任务：
■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

■

为 Oracle RAC 配置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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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相应的 Oracle 响应文件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

利用 Oracle 数据库响应文件来安装 Oracle 数据库

■

重新链接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库

■

配置 CSSD 代理

该示例过程假定已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建立 Oracle 用户等效性。
在节点上执行 Oracle 安装前任务和安装任务

1

导航到包含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的目录：
# cd /opt/VRTS/install

2

启动安装：
# ./安装程序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 /tmp/response_file 是 SF Oracle RAC 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3

在群集节点上，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root.sh 脚本。
注意：请不要同时在群集节点上运行多个脚本。

4

完成以下 Oracle 安装后任务：
■

添加 Oracle RAC 所需的所有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

■

创建 Oracle RAC 数据库。

■

如果将数据库缓存熔合通信配置为使用 Oracle UDP IPC 专用 IP 地址，并
且如果将这些地址配置为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资源以提高可用性，请
向 Oracle init.ora 文件添加 Oracle UDP IPC 专用 IP 地址。

■

如果希望 Oracle RAC 数据库受 VCS 管理，则使用 Oracle 代理将 Oracle
RAC 数据库配置为手动启动。

■

为 Oracle RAC 配置 VCS 服务组。

■

验证群集。

■

删除临时通信权限。

有关说明：
请参见“执行 Oracle RAC 安装后任务”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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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定义
针对下列 Oracle 任务以表格形式将 Oracle RAC 的变量定义分组：
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请参见第 208 页的表 14-1。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

请参见第 209 页的表 14-2。

为 HAIP 配置专用 IP 地址

请参见第 213 页的表 14-3。

（适用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
在 VCS 下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MultiPrivNIC
资源

请参见第 216 页的表 14-5。

（适用于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请参见第 219 页的表 14-6。

安装 Oracle 数据库

请参见第 220 页的表 14-7。

配置 CSSD 资源

请参见第 221 页的表 14-8。

重新链接 Oracle RAC 库

请参见第 222 页的表 14-9。

注意：某些变量定义可能会在多个部分中出现，例如 $CFG{oracle_user}。如果将
所有任务作为一项安装活动来执行，则不需要重复这些变量。但是，如果分别执行
这些任务，请确保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所有必需的变量（如每个任务的表格中所示）。
表 14-1 列出了用于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的变量。
表 14-1

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的变量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create_oracle_user_group}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值 0 表明不会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CFG{grid_user}

标量

必需
定义 grid 用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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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oracle_user}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名称。

标量

$CFG{oracle_uid}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用户 ID。

$CFG{oracle_group}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主要组。

标量

$CFG{oracle_gid}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组 ID。

$CFG{oracle_user_hom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主目录的完整路径。

$CFG{oracle_secondary_group}

列表

可选
定义 Oracle 用户的辅助组的列表。

$CFG{oracle_secondary_gid}

列表

可选
定义 Oracle 用户的辅助组 ID 的列表。此变
量的元素顺序必须与
$CFG{oracle_secondary_group} 变量
中的元素顺序相同。

表 14-2 列出了用于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的变量。
表 14-2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位置的变量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create_ocr_vote_storage}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
值 0 表明不会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

209

执行 Oracle RAC 自动安装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变量定义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enable_mirroring}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为 1 表示已镜像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存
储。请提供两个磁盘以作为
$CFG{ocrvotedisks} 变量的输入。
值为 0 表示未镜像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存
储。

$CFG{ocrvotedgoption}

标量

必需
定义下列值之一：
■

■

■

■

0：表示将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创
建一个新的非 FSS 磁盘组。
1：表示将使用某个现有的非 FSS 磁盘组
来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存储。
2：表示将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创
建一个新的 FSS 磁盘组。
3：表示将使用某个现有的 FSS 磁盘组来
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存储。

注意：如果选择使用某个现有磁盘组，请使
用 $CFG{ocrvotedgname} 变量来指定一
个至少包含两个磁盘（用于镜像）的现有磁
盘组名称。

注意：如果选择创建磁盘组，则必须设置以
下变量：$CFG{ocrvotedisks}、
$CFG{ocrvotedgname}
$CFG{ocrvotescheme}

标量

必需
定义用于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存储机制。
值 1 表示群集文件系统。
值 0 表示 CVM 原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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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enable_sep_filesys}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为 1 表示 OCR 和 Voting 磁盘位于单独的
文件系统中。提供下列变量的值：
$CFG{ocrvolname}、
$CFG{ocrvolsize}、
$CFG{votevolname}、
$CFG{votevolsize}、
$CFG{ocrmount}、$CFG{votemount}
值为 0 表示 OCR 和 Voting 磁盘位于同一文
件系统中。使用变量
$CFG{ocrvotevolname} 提供一个卷名
称，使用变量 $CFG{ocrvotemount} 提供
一个装入点，使用变量
$CFG{ocrvotevolsize} 提供大小。

$CFG{ocrvotedisks}

列表

必需
定义用于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共享磁盘的
列表。

注意：如果选择创建 FSS 磁盘组，则该属
性包括节点信息，例如
$CFG{ocrvotedisks}=[qw(node_1:disk_1
node_2:disk_2...)]，其中 node_x 表
示磁盘以物理方式连接到的节点。
$CFG{ocrvotedgname}

标量

必需
定义用于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磁盘组的名
称。

$CFG{ocrvotevolname}

标量

必需
定义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卷名。仅当存储
机制设为 1（群集文件系统）时才使用此变
量。

$CFG{ocrvotevolsize}

标量

必需
定义 OCR 和 voting 磁盘卷的大小。仅当存
储机制设为 1（群集文件系统）时才使用此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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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ocrvotemount}

标量

如果已选择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放置在同
一文件系统中，则是必需的。
定义 CFS 装入点的完整路径。仅当存储机制
设为 1（群集文件系统）时才使用此变量。

$CFG{ocrmount}

标量

如果已选择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放置在不
同的文件系统中，则是必需的。
定义 OCR 的 CFS 装入点的完整路径。仅当
存储机制设为 1（群集文件系统）时才使用
此变量。

$CFG{votemount}

标量

如果已选择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放置在不
同的文件系统中，则是必需的。
定义 Voting 磁盘的 CFS 装入点的完整路径。
仅当存储机制设为 1（群集文件系统）时才
使用此变量。

$CFG{ocrvolname}

标量

必需
定义 OCR 的卷名。仅当存储机制设为 0
（CVM 原始卷）时才使用此变量。

$CFG{ocrvolsize}

标量

必需
定义 OCR 卷的大小。仅当存储机制设为 0
（CVM 原始卷）时才使用此变量。

$CFG{votevolname}

标量

必需
定义 voting 磁盘的卷名。仅当存储机制设为
0（CVM 原始卷）时才使用此变量。

$CFG{votevolsize}

标量

必需
定义 voting 磁盘卷的大小。仅当存储机制设
为 0（CVM 原始卷）时才使用此变量。

$CFG{oracle_user}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名称。

$CFG{oracle_group}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主要组。

表 14-3 列出了用于为 HAIP 配置专用 IP 地址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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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为 HAIP 配置专用 IP 地址的变量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host}{haip}

标量

必需
定义要为节点上的 HAIP 配置的 IP 地址。
对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重复此变量。例如，
如果群集中有两个节点，则必须为每个节点
提供此变量。
例如：
$CFG{sys1}{haip} = "192.168.12.1"
$CFG{sys2}{haip} = "192.168.12.2"

$CFG{host}{hostname_for_ip}

标量

必需
定义要为节点上的 HAIP 配置的 IP 地址的专
用节点名称。
对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重复此变量。例如，
如果群集中有两个节点，则必须为每个节点
提供此变量。
例如：
$CFG{sys1}{hostname_for_haip} =
"sys1-haip";
$CFG{sys2}{hostname_for_haip} =
"sys2-haip";

$CFG{nic_netmask}

标量

必需
定义专用网络的网络掩码。

$CFG{nic_add_ip_to_files}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
值 0 表明文件中可能已经存在 IP 地址。

表 14-4 列出了用于在 VCS 下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资源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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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4

用于在 VCS 下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资源的变量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config_privnic}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信息。
值 0 表明不会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信息。

$CFG{privnic_resname}

标量

必需
定义 main.cf 文件中的 PrivNIC 资源名称。

$CFG{privnic_interface_priority}

字符串 必需
定义优先级，用于确定在发生故障转移时要
使用的 NIC。按降序设置优先级。
例如，以下优先级设置表明，在发生故障转
移时 en2 将优先：
$CFG{privnic_interface_priority}="en2
en3";

$CFG{host1}{privnicip}

标量

必需
定义要为节点上的 PrivNIC 资源配置的 IP 地
址。
对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重复此变量。例如，
如果群集中有两个节点，则必须为每个节点
提供此变量。
例如：
$CFG{sys1}{privnicip}
="192.168.12.1"
$CFG{sys2}{privnicip}
="192.16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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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nic_reuseip}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使用 /etc/hosts 文件中的现有 IP
地址。
值 0 表明不会重用这些 IP 地址。

$CFG{host}{hostname_for_ip}

标量

必需
定义 PrivNIC 资源的 IP 地址的专用节点名称
(hostname_for_ip) 以及要为其配置资源的节
点 (system)。
对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重复此变量。例如，
如果群集中有两个节点，则必须为每个节点
提供此变量。
例如：
$CFG{sys1}{hostname_for_ip}
="sys1-priv"
$CFG{sys2}{hostname_for_ip}
="sys2-priv"

$CFG{nic_netmask}

标量

必需
定义专用网络的网络掩码。

$CFG{nic_add_ip_to_files}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

注意：确保这些文件中尚不存在 NIC 资源的
IP 地址，或者设置 $CFG{nic_reuseip} 和
$CFG{nic_reusealias} 变量，否则无法执行
网络配置步骤。
值 0 表明文件中可能已经存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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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nic_reconfigure_existing_resource} 标量

可选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会删除并重新配置 main.cf 文件
中现有的 PrivNIC 资源。
值 0 表明将会重用 main.cf 文件中现有的
PrivNIC 资源。

$CFG{nic_reusealias}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安装程序不会检查 /etc/hosts 文
件以确定专用 IP 地址的主机名别名是否存
在。安装程序假定文件中存在主机名别名信
息。确保文件中存在别名信息。
值 0 表明安装程序会检查 /etc/hosts 文件
中是否存在主机名别名信息。确保该文件中
存在别名信息，否则安装会失败。

表 14-5 列出了用于在 VCS 下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MultiPrivNIC 资源的变量。
表 14-5

用于在 VCS 下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MultiPrivNIC 资源的变量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config_multiprivnic}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信息。
值 0 表明不会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MultiPrivNIC 和专用 IP 地址信息。

$CFG{multiprivnic_resname}

标量

必需
定义 main.cf 文件中的 MultiPrivNIC 资源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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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nic_add_ip_to_files}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

注意：确保这些文件中尚不存在 NIC 资源的
IP 地址，或者设置 $CFG{nic_reuseip} 和
$CFG{nic_reusealias} 变量，否则无法执行
网络配置步骤。
值 0 表明文件中可能已经存在 IP 地址。
$CFG{host1}{NIC1}{multiprivnicip}

列表

必需
定义 MultiPrivNIC 资源的 IP 地址的列表。

注意：必须为群集中的每个节点和每个接口
配置专用 IP 地址。
例如，如果群集中有两个节点 sys1 和 sys2：
$CFG{sys1}{en1}
{multiprivnicip}="192.168.12.1";
$CFG{sys1}{en2}
{multiprivnicip}=="192.168.2.1";
$CFG{sys2}{en1}
{multiprivnicip}="192.168.12.2";
$CFG{sys2}{en2}
{multiprivnicip}="192.1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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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host1}{NIC1}{hostname_for_ip} 列表

必需
定义在 MultiPrivNIC 资源中为节点 (system)
上的接口 (inf) 配置的 IP 地址 的专用节点名
称 (hostname_for_ip) 列表。

注意：必须为群集中的每个节点和每个接口
配置专用 IP 地址。
例如，如果群集中有两个节点 sys1 和 sys2：
$CFG{sys1}{en1}
{hostname_for_ip}="sys1-priv";
$CFG{sys1}{en2}
{hostname_for_ip}="sys1-priv1";
$CFG{sys2}{en1}
{hostname_for_ip}="sys2-priv";
$CFG{sys2}{en2}
{hostname_for_ip}="sys2-priv1";

$CFG{nic_netmask}

标量

必需
定义专用网络的网络掩码。

$CFG{nic_reconfigure_existing_resource} 标量

可选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会删除并重新配置 main.cf 文件
中现有的 MultiPrivNIC 资源。
值 0 表明将会重用 main.cf 文件中现有的
MultiPrivNIC 资源。

$CFG{nic_reuseip}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使用 /etc/hosts 文件中的现有 IP
地址。
值 1 表明将使用 /etc/hosts 或
/etc/inet/ipnodes 文件中的现有 IP 地址。
值 0 表明不会重用这些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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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nic_reusealias}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安装程序不会检查 /etc/hosts 文
件以确定专用 IP 地址的主机名别名是否存
在。安装程序假定文件中存在主机名别名信
息。确保文件中存在别名信息。
值 0 表明安装程序会检查 /etc/hosts 文件
中是否存在主机名别名信息。确保该文件中
存在别名信息，否则安装会失败。

表 14-6 列出了用于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的变量。
表 14-6

用于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的变量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install_oracle_clusterware}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配置 Oracle Clusterware。
值 0 表明不会配置 Oracle Clusterware。

$CFG{oracle_user}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名称。

$CFG{oracle_group}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主要组。

$CFG{oracle_bas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RAC 安装的基目录。

$CFG{crs_hom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Clusterware 主目录。
此变量的值必须与 Oracle Clusterware 响应
文件中 ORACLE_HOME 变量的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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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crs_installpath}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Clusterware 安装二进制文件的
完整路径。

$CFG{oracle_version}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的版本（例如，
11.2.0.3.0）。如果在安装过程中检测到存在
不同的 Oracle RAC 版本，则会覆盖此定义。

$CFG{crs_responsefil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Clusterware 响应文件的完整路
径。

表 14-7 列出了用于安装 Oracle 数据库的变量。
表 14-7

用于安装 Oracle 数据库的变量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install_oracle_database}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将配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值 0 表明不会配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CFG{oracle_user}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名称。

$CFG{oracle_group}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主要组。

$CFG{oracle_bas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RAC 安装的基目录。

$CFG{crs_hom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Clusterware 主目录。
此变量的值必须与 Oracle Clusterware 响应
文件中 ORACLE_HOME 变量的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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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db_hom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RAC 数据库主目录。
此变量的值必须与 Oracle RAC 数据库响应
文件中 ORACLE_HOME 变量的值相同。

$CFG{db_installpath}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RAC 数据库安装二进制文件的
完整路径。

$CFG{oracle_version}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的版本（例如，
11.2.0.3.0）。如果在安装过程中检测到存在
不同的 Oracle RAC 版本，则会覆盖此定义。

$CFG{db_responsefil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数据库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

表 14-8 列出了用于配置 CSSD 资源的变量。
表 14-8

用于配置 CSSD 资源的变量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config_cssd_agent}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安装 Oracle RAC 后将配置 CSSD
代理。
值 0 表明安装 Oracle RAC 后不会配置 CSSD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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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reconfigure_cssd_resource}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将删除
main.cf 文件中现有的 CSSD 资源并重新对
其进行配置。
值 0 表明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不删除并
且重新配置该资源。安装程序退出该任务并
显示该资源已存在的消息。

表 14-9 列出了用于重新链接 Oracle RAC 库的变量。
表 14-9

用于重新链接 Oracle RAC 库的变量

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relink_oracle_database}

标量

必需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明安装 Oracle RAC 后会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数据库重新链接。
值 0 表明安装 Oracle RAC 后不会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数据库重新链
接。

$CFG{oracle_user}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名称。

$CFG{oracle_group}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用户的主要组。

$CFG{crs_hom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Clusterware 主目录。
此变量的值必须与 Oracle Clusterware 响应
文件中 ORACLE_HOME 变量的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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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
或标
量

说明

$CFG{db_home}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RAC 数据库主目录。
此变量的值必须与 Oracle RAC 数据库响应
文件中 ORACLE_HOME 变量的值相同。

$CFG{oracle_version}

标量

必需
定义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的版本（例如，
11.2.0.3.0）。如果在安装过程中检测到存在
不同的 Oracle RAC 版本，则会覆盖此定义。

用于安装 Oracle RAC 的示例响应文件
以下示例响应文件将安装 Oracle RAC 11g R2，并在群集中的两个节点（sys1 和
sys2）上执行下列 Oracle RAC 安装前任务和安装任务：
■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创建磁盘组

■

在原始卷上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

■

在两个节点上配置 PrivNIC 代理以实现高可用性

■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

安装 Oracle 数据库

■

重新链接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库

■

配置 CSSD 代理

#
# Configuration Values:
#
our %CFG;
$CFG{prod}="ENTERPRISE73";
$CFG{activecomponent}=[ qw(SFRAC73) ];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opt}{configure}=1;
$CFG{config_privnic}=1;
$CFG{privnic_resname}="ora_priv";
$CFG{privnic_interface_priority}="en2 en3";

223

执行 Oracle RAC 自动安装
用于安装 Oracle RAC 的示例响应文件

$CFG{sys1}{privnicip}=" 192.168.12.1";
$CFG{sys1}{hostname_for_ip}="sys1-priv";
$CFG{sys2}{privnicip}=" 192.168.12.2";
$CFG{sys2}{hostname_for_ip}="sys2-priv";
$CFG{nic_netmask}="255.255.255.0";
$CFG{nic_add_ip_to_files}=1;
$CFG{nic_reuseip}=1;
$CFG{nic_reusealias}=1;
$CFG{create_ocr_vote_storage}=1;
$CFG{ocrvotedgoption}=0;
$CFG{oracle_group}="dba";
$CFG{grid_user}="grid";
$CFG{oracle_user}="oracle";
$CFG{ocrvolname}="ocrvotevol";
$CFG{ocrvolsize}=640;
$CFG{enable_mirroring} = 1;
$CFG{ocrvotedgname}="ocrvotedg";
$CFG{ocrvotedisks}=[qw(Disk_1 Disk_2)];
$CFG{ocrvotescheme}=0;
$CFG{votevolname}="votevol";
$CFG{votevolsize}=500;
$CFG{install_oracle_clusterware}=1;
$CFG{install_oracle_database}=1;
$CFG{oracle_base} = "/u01/app/oracle";
$CFG{crs_home}="/u01/app/oracle/product/11.2.0/crshome";
$CFG{db_home}="/u01/app/oracle/product/11.2.0/dbhome_1";
$CFG{crs_installpath}="/cdrom/oracle/clusterware";
$CFG{db_installpath}="/cdrom/oracle/database";
$CFG{crs_responsefile}="/oracle/crs.rsp";
$CFG{db_responsefile} = "/oracle/db.rsp";
$CFG{config_cssd_agent}=1;
$CFG{relink_oracle_database}=1;
$CFG{uploadlogs}=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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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添加 Oracle RAC 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

■

配置 CSSD 资源

■

防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自动启动

■

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重新链接

■

创建 Oracle RAC 数据库

■

为 Oracle RAC 配置 VCS 服务组

■

防止数据库自动启动

■

删除现有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资源

■

删除通信权限

添加 Oracle RAC 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
要安装所需的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请查看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随附的说明。
在安装任何 Oracle RAC 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软件之前：
■

请查看关于受支持的 Oracle RAC 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的最新信息：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DOC4039

■

必须已安装 Oracle RAC 软件的基本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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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SSD 资源
必须配置 CSSD 资源，以确保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启动之前
满足 CSSD 与用于管理 OCR、Voting 磁盘和专用 IP 地址的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的
相关要求。
注意：在安装 SF Oracle RAC 过程中会强制要求使用 CSSD 代理。使用 CSSD 代
理可确保充分处理相互依赖关系，从而防止过早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导致群集故障。
在配置 CSSD 资源之前，请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1.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已启动并正在运行。

2.

OCR 和 Voting 磁盘已在 CVM 原始卷或 CFS 上配置，并受 VCS 管理。

注意：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在 cvm 组中配置 OCR、Voting 磁盘和
PrivNIC/MultiPrivNIC 资源。如果您手动配置其中一个资源，请确保将这些资源放
置在 cvm 组中。如果这些资源不在同一个组中，请手动配置 CSSD 资源。
请参见第 228 页的“手动配置 CSSD 资源”。
图 15-1 说明了当您针对 Oracle RAC 11.2.0.2 和更高版本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配
置外部冗余时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所执行的配置。在图中，CSSD 资源在 CVM
组下配置。
图 15-1

针对外部冗余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所执行的 CSSD 配置
（Oracle RAC 11.2.0.2 和更高版本）
cssd

CVM 组

CSSD
ocrvote_mnt_
ocrvotedg
CFSMount
ocrvote_voldg_
ocrvotedg
CVMVoIDG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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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下列方式之一配置 CSSD 资源：
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 请参见第 227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
程序
程序配置 CSSD 资源”。
手动

请参见第 228 页的“手动配置 CSSD 资源”。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配置 CSSD 资源
如果在 CVM 原始卷或 CFS 上配置了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请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配置 CSSD 资源。
注意：如果在 ASM 磁盘组上配置了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请手动配置 CSSD
资源。
安装程序执行以下配置任务：
■

将 CSSD 资源添加至 cvm 组中的 VCS 配置。
注意：如果 CSSD 资源已存在，则安装程序通过删除现有的资源启用资源的重
新配置。

■

设置 CSSD 资源对管理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 CFSMount 或 CVMVolDg 资源
的依赖关系。

■

禁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自动启动。

■

启用 CSSD 资源并保存新配置。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配置 CSSD 资源

1

启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如果它尚未运行）。选择“Post Oracle
Installation Tasks (Oracle 安装后任务)”选项。
1)
2)
3)
4)
5)

Configure SF Oracle RAC sub-components
Prepare to Install Oracle
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and Database
Post Oracle Installation Tasks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Choose option: [1-5,q] (1) 4

2

选择选项“Configure CSSD agent (配置 CSSD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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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 CSSD 资源的名称。
Please enter the name of CSSD resource: [b] (cssd)

4

输入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的完整路径。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Home directory: [b]

代理将使用此信息查找群集工具进程二进制文件。如果没有提供信息，代理将
从 Oracle 配置文件读取信息。
安装程序将验证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是否在所有节点上运
行。它也将检查在相同服务组中配置的 PrivNIC/MultiPrivNIC（针对支持的版
本）、OCR 和 Voting 磁盘资源。

5

按回车键继续进行配置。安装程序将从 VCS 配置文件中读取 CSSD 代理的资
源与组映射，并显示相关信息。

6

输入 y 继续进行配置。查看安装程序配置 CSSD 代理时的消息，并设置适当的
依赖关系。

7

按回车键返回到安装程序菜单。
在配置结束时，安装程序将禁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的自动
启动。

手动配置 CSSD 资源
将 cssd 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并设置 CSSD 与管理 OCR 和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的 Voting 磁盘的资源的依赖关系。
配置 CSSD 资源

1

将 VCS 配置文件中的权限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将 CSSD 资源添加到 cvm 组：
# hares -add cssd_resname CSSD cvm_gr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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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 CSSD 资源属性：
# hares -modify cssd_resname \
CRSHOME "/u01/app/11.2.0/grid"
# hares -modify cssd_resname Critical 0
# hares -override cssd_resname OnlineWaitLimit
# hares -modify cssd_resname OnlineWaitLimit 5
# hares -override cssd_resname OfflineWaitLimit
# hares -modify cssd_resname OfflineWaitLimit 3

4

启用 CSSD 资源：
# hares -modify cssd_resname Enabled 1

5

设置 CSSD 资源与管理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 CFSMount 或 CVMVolDg 资源
的依赖关系。
如果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配置了外部冗余，请执行以下设置：
■

如果是在 CVM 原始卷中配置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请执行以下设置：
# hares -link cssd ocrvotevol_resname

■

如果是在 CFS 中配置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请执行以下设置：
# hares -link cssd ocrvotemnt_resname

如果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配置了正常冗余，并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配置了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请执行以下设置：
■

# hares -link cssd_resname ocrmnt_1_resname,\
ocrmnt_2_resname,ocrmnt_3_resname -min x
# hares -link cssd_resname votemnt_1_resname,\
votemnt_2_resname,votemnt_3_resname -min y

注意：
请参见 Oracle 文档以确定 Oracle Clusterware/Grid 所需的最少 OCR (x) 和
Voting 磁盘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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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均位
于 CFS 中，请手动为二进制文件设置 CSSD 资源与 CFSMount 资源之间的依
赖关系：
# hares -link cssd clusbin_mnt_resname
# hares -link cssd orabin_mnt_resname

7

将 VCS 配置文件中的权限更改为只读模式：
# haconf -dump -makero

防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自动启动
仅在手动配置 CSSD 资源后才能执行此步骤。如果已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CSSD 资
源，则在 CSSD 配置结束时，此安装程序会禁止自动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必须使用 CSSD 代理，以确保充分处理服务组的相互间依赖关系，从而防止过早启
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因此，请禁止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防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自动启动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中的每个节点。

2

禁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自动启动。
# $GRID_HOME/bin/crsctl disable crs

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重新链接
如果添加了 Oracle 修补程序或对其进行了升级，则必须将 SF Oracle RAC 库
（VCSMM 和 ODM）与 Oracle 重新链接。重新链接库可实现群集成员集信息的协
调交换以及对数据的保护。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重新链接库：
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231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重新链接”。

手动

请参见第 232 页的“手动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进行
重新链接”。

230

执行 Oracle RAC 安装后任务
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重新链接

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重新链接
要使用基于脚本的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重新链接库，请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
骤。
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重新链接

1

返回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菜单，并选择“Post Oracle Installation (Oracle
安装后)”选项。
1)
2)
3)
4)
5)

Configure SF Oracle RAC sub-components
Prepare to Install Oracle
Install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and Database
Post Oracle Installation Tasks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Choose option: [1-5,q] (1) 4

2

选择“Relink Oracle Database Binary (重新链接 Oracle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
选项。
1)
2)
3)
b)

Configure CSSD agent
Relink Oracle Database Binary
Exit SF Oracle RAC Configuration
Back to previous menu

Choose option: [1-3,b,q]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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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 Oracle 环境信息 - 用户名、组名称、CRS_HOME（或 GRID_HOME）、
ORACLE_HOME。基于该信息，安装程序将检测已安装的 Oracle 版本。
注意：只有在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之
后退出安装程序时，才需要提供 Oracle 环境信息。
Enter Oracle UNIX user name: [b] oracle
Enter Oracle UNIX group name: [b] (oinstall)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Home directory: [b]
Enter absolute path of Oracle Database Home directory: [b]
.
.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q] (y)

4

查看并确认 Oracle 数据库信息。
安装程序开始重新链接库。

手动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进行重新链接
此重新链接过程需要执行下列任务：
■

链接 ODM 库

下表列出了用于链接 Oracle 库和 SF Oracle RAC 的 Oracle RAC 及 Veritas 库位
置。当您按本节所述重新链接库时，可以使用这些表作为参考。
表 15-1 列出了适用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的 Oracle RAC 和 Veritas 库
位置。
表 15-1
库

适用于 VCSMM 和 ODM（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的
Oracle RAC 和 Veritas 库位置
Oracle RAC 库

VCSMM $GRID_HOME/lib/libskgxn2.so

Veritas 库
/opt/ORCLcluster/lib/
libskgxn2.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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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Oracle RAC 库

Veritas 库

ODM

对于 Oracle RAC 11g：

/opt/VRTSodm/lib/
libodm64.so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对于 Oracle RAC 12.1.0.1：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对于 Oracle RAC 12.1.0.2：
$ORACLE_HOME/rdbms/lib/odm/libodm12.so

链接 ODM 库
如果 Oracle 库位于本地存储中，请对每个节点执行下列过程中的步骤。如果 Oracle
库安装在共享存储中，请仅在一个节点上复制库。使用 mount 命令可检查是否已装
入包括 Oracle 库的文件系统。
链接 Veritas ODM 库

1

以 Oracle 用户身份登录。

2

转到 $ORACLE_HOME/lib 目录：
$ cd $ORACLE_HOME/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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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备份 Oracle 的 ODM 库：
对于 Oracle RAC 11g：
$ mv libodm11.so libodm11.so.oracle-`date +%m_%d_%Y-%H_%M_%S`

对于 Oracle RAC 12c：
$ mv libodm12.so libodm12.so.oracle-`date +%m_%d_%Y-%H_%M_%S`

4

将 Veritas ODM 库与 Oracle 的 libodm 库进行链接：
对于 Oracle RAC 11g：
$ ln -s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libodm11.so

对于 Oracle 12.1.0.1：
$ ln -s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libodm12.so

对于 Oracle 12.1.0.2：
要将 Veritas Extension for ODM 与 Oracle 数据库 12.1.0.2 进行链接，请参见
以下技术说明：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TECH225500

创建 Oracle RAC 数据库
在 CVM 原始卷或 CFS 上创建 Oracle RAC 数据库。使用您自己的工具或脚本，或
查看有关使用 Oracle DBCA (Database Creation Assistant) 工具创建数据库的指
南。
有关创建 Oracle RAC 数据库的说明：
请参见第 411 页的“关于创建测试数据库”。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注意：如果打算配置全局群集，则仅在主站点上设置 Oracle RAC 数据库。辅助站
点上将复制此数据库。

为 Oracle RAC 配置 VCS 服务组
在为 Oracle 数据库配置 VCS 服务组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

支持的数据库管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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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35 页的“支持的数据库管理类型”。
■

示例服务组配置
请参见第 235 页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为 Oracle RAC 配置 VCS 服务组：
传统的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240 页的“为传统的 Oracle 数据库手动配置 VCS 服务组”。
数据库
容器 Oracle RAC 数 请参见第 244 页的“为容器 Oracle 数据库手动配置 VCS 服务组”。
据库

支持的数据库管理类型
表 15-2 列出 Oracle RAC 中受 SF Oracle RAC 支持的数据库管理选项。
表 15-2

支持的数据库管理类型

管理类型

说明

策略管理的数据库

在策略管理的数据库中，管理员指定运行数据库实例的服务器池。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确定运行数据库实例的服务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管理员管理的数据库

在管理员管理的数据库环境里，管理员指定运行数据库实例的服务
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示例服务组配置
您可以将 Oracle 数据库设置为由下列群集工具之一管理：
■

Cluster Server
注意：Veritas 建议在 VCS 下配置 Oracle 数据库。
在 VCS 下配置数据库时：
在组中的任意数据库中，您可以选择以使所有数据库脱离故障的方式配置服务
组。
VCS 管理应用程序和数据库的启动和停止序列。
请参见第 236 页的“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请参见第 238 页的“不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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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本节介绍使用针对多个数据库的 VCS Oracle 代理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图 15-2 说明了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服务组配置。
图 15-2

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服务组配置
Oracle 组（并行）
ora_db2

ora_db1
Oracle

Oracle

oradata_mnt2

oradata_mnt1
CFSMou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1
CVMVoIDG

CVMVoIDG

oradata_voldg2

CVM 组（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ou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图 15-2 说明了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容器和可插拔数据库的服务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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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容器和可插拔数据库的服务组配置

图 15-3

Oracle

pdb_ora_db11

pdb_ora_db12

pdb_ora_db21

pdb_ora_db22

Oracle

Oracle

Oracle

Oracle

Oracle

cdb_ora_db2

cdb_ora_db1

Oracle
oradata_mnt2

oradata_mnt1
CFSMou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1
CVMVoIDG

CVMVoIDG

oradata_voldg2

CVM
cssd

CSSD
ocrvote_mou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图 15-4 说明了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备用服务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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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

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服务组配置（备用配置）

db1_grp（并行）

db2_grp（并行）

ora_db1

ora_db2

Oracle

Oracle

crs_grp（并行）
oradata_mnt
CFSMount

cssd
CSSD

oradata_mnt2
CFSMount

ocrvote_mnt
CFSMount
CVMVoIDG
oradata_voldg

ocrvote_voldg

CVMVoIDG
oradata_voldg2

CVMVoIDG

data1_grp（并行）

data2_grp（并行）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
d
CVM 组（并行）

不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图 15-5 说明了在单数据库配置未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情况下的示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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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服务组配置（单数据库）

图 15-5

CVM 组
cssd
CSSD

ocrvote_mou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oradata_mount
vxfsckd

CFSMount

CFSfsckd
cvm_clus

oradata_voldg
CVMVoIDG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图 15-6 说明了在多数据库配置未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情况下的示例服务组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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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

不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服务组配置（多数据库）
cssd

crs_grp
（并行）

CSSD
ocrvote_m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CVM 组（并行）
oradata_mnt
Critical=0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ritical=0
CVMVoIDG

CFSMount

racdata_mnt
Critical=0

CVMVoIDG

racdata_voldg
Critical=0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在不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服务组配置中，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将会控制数据库。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组和 CVM 组之间存在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系统启动时，CVM 组将启动数据库的卷和装入点。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组将启动 OCR 和 voting 磁盘，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配置专用 IP 地址，并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启动数据库，应用程序将会
联机。
注意：在不使用 VCS Oracle 代理的服务组配置中，当系统启动时，所有卷和装入
点必须联机，使相关的服务组能够联机。

为传统的 Oracle 数据库手动配置 VCS 服务组
本节介绍为传统的 Oracle 数据库手动配置 VCS 服务组的步骤。
请参见第 236 页的图 15-2。
以下过程假定您已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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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统的 Oracle 数据库手动配置 Oracle 服务组

1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将服务组添加到 VCS 配置：
# hagrp -add oradb_grpname

3

修改服务组的属性：
# hagrp -modify oradb_grpname Parallel 1
# hagrp -modify oradb_grpname SystemList node_name1 0 node_name2 1
# hagrp -modify oradb_grpname AutoStartList node_name1 node_name2

4

为服务组添加 CVMVolDg 资源：
# hares -add oradbdg_resname CVMVolDg oradb_grpname

5

修改服务组的 CVMVolDg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oradbdg_resname CVMDiskGroup oradb_dgname
# hares -modify oradbdg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 hares -modify oradbdg_resname CVMVolume oradb_volname

6

为服务组添加 CFSMount 资源：
# hares -add oradbmnt_resname CFSMount oradb_grpname

7

修改服务组的 CFSMount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oradbmnt_resname MountPoint "oradb_mnt"
# hares -modify oradbmnt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b_dgname/oradb_volname"

8

将 Oracle RAC 数据库实例添加到服务组：
# hares -add db_resname Oracle oradb_gr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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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修改服务组的 Oracle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Owner oracle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Home "db_home"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StartUpOpt SRVCTLSTART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ShutDownOpt SRVCTLSTOP

10 对于管理员管理的数据库，请执行下列步骤：
■

对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进行本地化：
# hares -local db_resname Sid

■

在每个系统上设置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node1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node2 -sys node_name2

11 对于策略管理的数据库，请执行下列步骤：
■

修改服务组的 Oracle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DBName db_name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ManagedBy POLICY

■

在所有系统上将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设置为 Sid 前缀：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prefix

注意：在数据库创建期间，Sid 前缀显示在确认页上。也可以通过运行以下
命令来确定该前缀：
# grid_home/bin/crsctl status resource ora.db_name.db -f | grep
GEN_USR_ORA_INST_NAME@ | tail -1 | sed 's/.*=//' | sed
's/_[0-9]$//'

■

将资源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并确保已禁用运行状况检查监
视：
# hares -override 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1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MonitorOption 0

12 对于可插拔数据库，请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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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服务组的 Oracle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DBName db_name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PDBName pdb_name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ManagedBy POLICY

■

在所有系统上将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设置为 Sid 前缀：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prefix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Sid orapdb_sid_prefix

注意：在数据库创建期间，Sid 前缀显示在确认页上。也可以通过运行以下
命令来确定该前缀：
# grid_home/bin/crsctl status resource ora.pdb_name.db -f |
grep GEN_USR_ORA_INST_NAME@ | tail -1 | sed 's/.*=//' | sed
's/_[0-9]$//'

■

将资源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并确保已禁用运行状况检查监
视：
# hares -override 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1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MonitorOption 0
# hares -override p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1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MonitorOption 0

13 在 Oracle 服务组的 CFSMount 资源与 CVMVolDg 资源之间设置依赖关系：
# hares -link oradbmnt_resnameoradbdg_resname

14 在 Oracle 服务组的 Oracle 资源与 CFSMount 资源之间设置依赖关系：
# hares -link db_resnameoradbmnt_resname

15 在 oradb1_grp 服务组与 cvm 服务组之间创建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 hagrp -link oradb_grpnamecvm_grpname online local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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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启用 Oracle 服务组：
# hagrp -enableresources oradb_grpname

17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只读模式：
# haconf -dump -makero

18 使 Oracle 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联机：
# hagrp -online oradb_grpname -any

注意：对于策略管理的数据库： 当 VCS 启动或管理员尝试使 Oracle 资源联机时，
如果服务器不属于与数据库关联的服务器池，则该资源将保持脱机状态。如果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决定将服务器从服务器池移走，则数据库将会被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置于脱机状态并且 Oracle 资源也会进入脱机状态。
有关使用 CLI 配置服务组的更多信息和说明：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为容器 Oracle 数据库手动配置 VCS 服务组
本节介绍为容器 Oracle 数据库手动配置 VCS 服务组的步骤。
请参见第 236 页的图 15-2。
以下过程假定您已创建数据库。
为容器 Oracle 数据库手动配置 Oracle 服务组

1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将服务组添加到 VCS 配置：
# hagrp -add oradb_grpname

3

修改服务组的属性：
# hagrp -modify oradb_grpname Parallel 1
# hagrp -modify oradb_grpname SystemList node_name1 0 node_name2 1
# hagrp -modify oradb_grpname AutoStartList node_name1 node_nam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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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服务组添加 CVMVolDg 资源：
# hares -add oradbdg_resname CVMVolDg oradb_grpname

5

修改服务组的 CVMVolDg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oradbdg_resname CVMDiskGroup oradb_dgname
# hares -modify oradbdg_resname CVMActivation sw
# hares -modify oradbdg_resname CVMVolume oradb_volname

6

为服务组添加 CFSMount 资源：
# hares -add oradbmnt_resname CFSMount oradb_grpname

7

修改服务组的 CFSMount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oradbmnt_resname MountPoint "oradb_mnt"
# hares -modify oradbmnt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b_dgname/oradb_volname"

8

向服务组添加容器和可插拔 Oracle RAC 资源：
# hares -add cdb_resname Oracle oradb_grpname
# hares -add pdb_resname Oracle oradb_grpname

9

修改服务组的容器和可插拔 Oracle 资源的属性：
对于容器 Oracle 资源：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Owner oracle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Home "db_home"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StartUpOpt SRVCTLSTART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ShutDownOpt SRVCTLSTOP

对于可插拔 Oracle 资源：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Owner oracle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Home "db_home"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StartUpOpt STARTUP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ShutDownOpt IMMEDIATE

10 对于管理员管理的容器数据库，请执行下列步骤：
■

对容器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进行本地化：

245

执行 Oracle RAC 安装后任务
为 Oracle RAC 配置 VCS 服务组

# hares -local cdb_resname Sid
■

在每个系统上设置容器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node1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node2 -sys node_name2

对于管理员管理的容器数据库中的可插拔数据库，请执行下列步骤：
■

对可插拔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进行本地化：
# hares -local pdb_resname Sid

■

在每个系统上设置可插拔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node1 -sys node_name1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node2 -sys node_name2

■

设置可插拔 Oracle 数据库的 PDBName 属性：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PDBName pdbname

11 对于策略管理的容器数据库，请执行下列步骤：
■

修改服务组的容器 Oracle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DBName db_name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ManagedBy POLICY

■

在所有系统上将容器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设置为 Sid 前缀：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prefix

注意：在数据库创建期间，Sid 前缀显示在确认页上。 也可以通过运行以下
命令来确定该前缀：
# grid_home/bin/crsctl status resource ora.db_name.db -f | grep
GEN_USR_ORA_INST_NAME@ | tail -1 | sed 's/.*=//' | sed
's/_[0-9]$//'

■

将资源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并确保已禁用运行状况检查监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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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s -override c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1
# hares -modify cdb_resname MonitorOption 0

对于策略管理的容器数据库中的可插拔数据库，请执行下列步骤：
■

修改服务组的可插拔 Oracle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DBName db_name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ManagedBy POLICY

■

在所有系统上将可插拔 Oracle 资源的 Sid 属性设置为 Sid 前缀：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Sid oradb_sid_prefix

注意：在数据库创建期间，Sid 前缀显示在确认页上。 也可以通过运行以下
命令来确定该前缀：
# grid_home/bin/crsctl status resource ora.db_name.db -f | grep
GEN_USR_ORA_INST_NAME@ | tail -1 | sed 's/.*=//' | sed
's/_[0-9]$//'

■

将资源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并确保已禁用运行状况检查监
视：
# hares -override p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IntentionalOffline 1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MonitorOption 0

■

设置可插拔 Oracle 数据库的 PDBName 属性：
# hares -modify pdb_resname PDBName pdbname

12 设置可插拔数据库资源与对应容器数据库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
# hares -link pdb_resnamecdb_resname

对容器数据库中的每个可插拔数据库资源重复此步骤。

13 对每个容器数据库重复步骤 8 至 12。
14 在 Oracle 服务组的 CFSMount 资源与 CVMVolDg 资源之间设置依赖关系：
# hares -link oradbmnt_resnameoradbdg_re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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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 Oracle 服务组的 Oracle 资源与 CFSMount 资源之间设置依赖关系：
# hares -link db_resnameoradbmnt_resname

16 在 oradb1_grp 服务组与 cvm 服务组之间创建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 hagrp -link oradb_grpnamecvm_grpname online local firm

17 启用 Oracle 服务组：
# hagrp -enableresources oradb_grpname

18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只读模式：
# haconf -dump -makero

19 使 Oracle 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联机：
# hagrp -online oradb_grpname -any

注意：对于策略管理的数据库： 当 VCS 启动或管理员尝试使 Oracle 资源联机时，
如果服务器不属于与数据库关联的服务器池，则该资源将保持脱机状态。如果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决定将服务器从服务器池移走，则数据库将会被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置于脱机状态并且 Oracle 资源也会进入脱机状态。
有关使用 CLI 配置服务组的更多信息和说明：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管理出现故障后的数据库重新启动
当数据库实例出现故障时，据观察，Oracle Clusterware 和 VCS（通过 Oracle 代
理）都会对该资源故障进行响应。当 Oracle Clusterware 检测到实例故障时，它会
根据 Oracle Clusterware 的数据库资源配置文件中为 RESTART_ATTEMPTS 属性设置
的值，尝试重新启动该实例。同时，VCS 也会检测到该实例故障，将相应资源设置
为故障并根据 VCS 配置采取适当的操作。
要避免这两个群集工具各自对故障进行响应，您需要按以下各部分中的说明修改适
当的资源参数。
管理出现故障后的数据库重新启动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群集的其中一个节点上。

2

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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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按如下所示修改 RESTART_ATTEMPTS 属性，禁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重新启动实例：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
# crsctl modify resource db_resname -attr "RESTART_ATTEMPTS=0"

■

防止 VCS 将资源设置为故障，直到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用尽其重新启动尝试次数。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db_resname ToleranceLimit = tl_value
# haconf -dump -makero

其中 tl_value 是一个大于或等于 RESTART_ATTEMPTS 属性值的值。

VCS 日志文件的位置
您可能要查看位于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的日志文件中的错误或状态
消息。写入大量数据时，可能写入多个日志文件，如 engine_B.log、engine_C.log
等等。engine_A.log 中包括最新的数据。

防止数据库自动启动
如果希望 Oracle RAC 数据库受 VCS 管理，则使用 Oracle 代理将 Oracle RAC 数
据库配置为手动启动。如果为 Oracle 配置 VCS 服务组，需要防止 Oracle 数据库
自动启动。如果可以装入数据库，则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代理可能会尝试同时启动数据库实例。为防止 Oracle 数据库自动启动，必
须使用 Oracle SRVCTL 命令将数据库的管理策略从自动更改为手动。该命令会更改
Oracle 数据库和实例资源的 AUTO_STAR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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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数据库自动启动

1

注册数据库（如果尚未注册）。
$ srvctl add database -d db_name -o db_home \
-p location_parameterfile -y manual

2

注册数据库后，将数据库的管理策略更改为手动。
注意：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策略管理数据库，请保留默认管理策略
automatic。
对于 Oracle RAC 12c：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b db_name -policy manual

对于 Oracle RAC 11g 和早期版本：
$ srvctl modify database -d db_name -y manual

删除现有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资源
如果升级到 Oracle RAC 11.2.0.2 或更高版本，则需要删除可能已配置的现有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资源。
删除现有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资源

1

冻结 cvm 服务组并删除 PrivNIC/MultiPrivNIC。如果 Oracle 数据库处于 VCS
控制之下，请冻结数据库服务组。
# haconf -makerw
# hagrp -freeze cvm
# hagrp -freeze oracle_group
# hares -delete PrivNIC_MultiPrivNIC_res
# haconf -dump -makero

2

取消冻结 cvm 服务组。如果 Oracle 数据库处于 VCS 控制之下，请取消冻结数
据库服务组。
# haconf -makerw
# hagrp -unfreeze cvm
# hagrp -unfreeze oracle_group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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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通信权限
请确保已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并已验证磁盘支持 I/O 防护。如果使用
rsh，请删除为节点设置的临时 rsh 访问权限并还原与公共网络的连接。
如果节点使用 ssh 进行安全通信，但您临时删除了与公共网络的连接，请还原这些
连接。

25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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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支持的升级路径

■

准备从 Oracle RAC 10g 或 Oracle RAC 11g 升级

■

升级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

■

迁移 Oracle RAC 数据库

支持的升级路径
表 16-1 列出了 Oracle RAC 的升级路径。
表 16-1

针对 Oracle RAC 的受支持升级路径

从当前版本

升级到

Oracle RAC 11g R2

Oracle RAC 12c

注意：升级到 Oracle RAC 的其他版本时，请确保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的完整路径与 Oracle RAC 现有版本
所在的路径不同。
升级过程假定开始配置包括下列组件，而这些组件正在群集节点上运行：
■

SF Oracle RAC 7.3

■

操作系统的受支持版本

升级 Oracle RAC
准备从 Oracle RAC 10g 或 Oracle RAC 11g 升级

准备从 Oracle RAC 10g 或 Oracle RAC 11g 升级
安装 Oracle RAC 前请执行下列任务。
准备从 Oracle RAC 10g 或 Oracle RAC 11g 升级

1

创建现有数据库的热备份或冷备份。

2

备份现有 Oracle 主目录和中心清单。

3

验证群集配置是否适合升级 Oracle RAC。

4

如果 Oracle RAC 数据库受 VCS 控制，则冻结 Oracle 服务组，以防止升级期
间 Oracle RAC 停止和启动数据库时 VCS 报告资源出现故障：
# haconf -makerw
# hagrp -freeze oradb_grpname -persistent

5

冻结 cvm 服务组，以防止升级期间停止和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 时 VCS 报
告资源出现故障：
# hagrp -freeze cvm_grpname -persistent
# haconf -dump -makero

升级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
升级 Oracle RAC 之前，请阅读 Oracle 安装手册并访问相应的 Oracle 支持网站。
注意：如果升级到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请确保使用与现有安装所用的
相同用户凭据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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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

1

升级 Oracle Clusterware。
注意：如果升级到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请在一个称为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 (GRID_HOME) 的新目录中升级 Oracle Clusterware。
从 Oracle RAC 11g R2 开始，ASM 必须驻留在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主
目录中。如果计划将 ASM 升级到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请确保升
级后它在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中运行。
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2

确保 Oracle Clusterware 正在运行。

3

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
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4

完成以下安装后任务：
■

添加 Oracle RAC 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
请参见第 225 页的“添加 Oracle RAC 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

■

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重新链接。
注意：如果您有多个 ORACLE_HOME 目录，请确保重新链接所有
ORACLE_HOME 目录中的 Oracle 库。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RAC 重新链接”。

迁移 Oracle RAC 数据库
有关迁移现有 Oracle RAC 数据库的说明，请参见 Oracle Metalink 文档。
迁移数据库后，完成升级后任务：
请参见第 254 页的“执行升级后任务”。

执行升级后任务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完成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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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升级后任务

1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如果将数据库缓存熔合通信配置为使用 Oracle UDP IPC 专用 IP 地址，并且如
果将这些地址配置为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资源以提高可用性，请向 Oracle
init.ora 文件添加 Oracle UDP IPC 专用 IP 地址。

3

修改 Oracle RAC 配置以防止 Oracle Clusterware 自动启动。
请参见第 230 页的“防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自动启动”。

4

如果希望 Oracle RAC 数据库由使用 Oracle 代理的 VCS 管理，请修改 Oracle
RAC 数据库配置，以防止数据库自动启动。
请参见第 249 页的“防止数据库自动启动”。

5

取消冻结先前冻结的 VCS 服务组。
以 root 用户身份，输入：
# hagrp -unfreeze oradb_grpname -persistent
# hagrp -unfreeze cvm_grpname -persistent
# haconf -dump -makero

6

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迁移到 CFS 或 ASM。
要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迁移到 CFS，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CFS 上创建所需的存储。
有关说明：

■

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迁移到 CFS。
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文档。

有关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迁移到 ASM 的说明，请参见 Orac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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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

■

18. 从 SF Oracle RAC 群集删除节点

5

17
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
加节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向群集添加节点

■

向群集添加节点之前

■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程序向群集添加节点

■

向群集手动添加节点

■

使用 SF Oracle RAC 响应文件向群集添加节点

■

在新节点为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配置专用 IP 地址

■

将新节点添加到 Oracle RAC

■

向群集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证的节点

■

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

将节点添加到群集的配置文件示例

关于向群集添加节点
在安装 SF Oracle RAC 并创建群集后，可以在该群集中添加和删除节点。可以创建
最多包含 16 个节点的群集。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添加节点：
■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

■

手动

下表提供了向现有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所需的任务的摘要。

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
向群集添加节点之前

将节点添加到群集的任务

表 17-1
步骤

说明

在将节点添加至群集之前，请先完 请参见第 258 页的“向群集添加节点之前”。
成先决条件和准备任务。
将新节点添加到群集。

请参见第 260 页的“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程序向群
集添加节点”。
请参见第 270 页的“向群集手动添加节点”。

在将新节点添加到群集之后，完成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在新节点上配置 Cluster Volume
新节点的配置。
Manager (CVM) 和 Cluster File System (CFS)”。
为安装 Oracle 准备新节点。

请参见第 264 页的“使用安装程序准备用于安装 Oracle
RAC 的新节点”。

将节点添加到 Oracle。

请参见第 292 页的“将新节点添加到 Oracle RAC”。

如果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请参见第 293 页的“向群集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
Databases (SFDB) 工具，则必须 证的节点”。
更新储存库数据库。
请参见第 294 页的“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示例过程说明了如何将一个节点添加到包含两个节点的现有群集。

向群集添加节点之前
准备向现有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之前，请执行所需的准备工作。
■

验证是否满足硬件和软件要求。

■

设置硬件。

■

准备新节点。

验证是否满足硬件和软件要求

1

查看 SF Oracle RAC 的硬件和软件要求。

2

验证新系统与现有群集是否具有完全相同的操作系统版本和修补程序级别

3

验证现有群集是否安装了 Enterprise 并且 SF Oracle RAC 是否在该群集上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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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从以前的版本升级群集，则必须检查群集协议版本以确保它与要添加的节
点版本相同。如果协议不匹配，该节点将无法加入现有群集。
使用以下方法检查群集协议版本：
# vxdctl protocolversion
Cluster running at protocol 160

5

如果主节点上的群集协议版本低于 160，请使用以下命令升级：
# vxdctl upgrade [version]

在现有群集上配置新系统之前，必须以物理方式将该系统添加到如图 17-1 所示的
群集中。
向使用两个交换机的双节点群集添加节点

图 17-1
公共网络

共享存储
现有节点 1

现有节点 2

集线器/
交换机
专用网络

新节点

设置硬件

1

连接 SF Oracle RAC 专用以太网控制器。
如有必要，请执行以下任务：
■

向群集添加节点时，请使用独立交换机或集线器实现专用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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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经使用了独立的集线器，则将新节点上的两个以太网控制器连接到
独立的集线器。

图 17-1 演示了如何将新节点添加到使用了两个独立集线器的现有双节点群集。

2

请确保满足下列要求：
■

该节点必须与现有节点连接到同一个共享存储设备。

■

该节点必须具有到群集的两台独立交换机的专用网络连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

新节点上用于专用互联的网络接口名称必须与群集中现有节点的网络接口
名称相同。

在将节点添加到现有的 SF Oracle RAC 群集之前，请对新节点完成下列准备步骤。
准备新节点

1

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文件夹。 验证新节点是否满足安装要求。验证新节点是
否满足安装要求。
# ./installer -precheck

2

仅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文件集，而不在新系统上进行配置。确保
现有节点上可用的所有 VRTS 文件集也在新节点上可用。
# ./installer

出现提示时，请勿配置 SF Oracle RAC。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InfoScale Enterprise after
installation?
[y,n,q] (n) n

3

如果安装程序要求重新启动，请重新启动该节点。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程序向群集添加节点
可以将 -addnode 选项与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程序一起使用来向群集添加节点。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验证节点和现有群集是否满足通信要求。

■

验证新节点上安装但未配置的产品和 文件集。

■

发现新节点上的网络接口并检查接口设置。

■

在新节点上创建以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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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llttab
/etc/VRTSvcs/conf/sysname
■

将以下文件从现有节点更新并复制到新节点：
/etc/llthosts
/etc/gabtab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将以下文件从现有群集复制到新节点：
/etc/vxfenmode
/etc/vxfendg
/etc/vcsmmtab
/etc/vx/.uuids/clusuuid
/etc/default/llt
/etc/default/gab
/etc/default/vxfen
/etc/default/vcsmm
/etc/default/amf

■

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或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具体取决于现有群集上使用的防护
模式。

■

将新节点添加到 VCS 配置中的 CVM 和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
注意：对于在 VCS 下配置的其他服务组，请手动更新新节点的配置。

■

启动 SF Oracle RAC 进程并在新节点上配置 CVM 和 CFS。

在该进程结束时，新节点将加入 SF Oracle RAC 群集。
注意：如果已对现有群集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确保 CP 服务器不包含新节点
的条目。如果 CP 服务器已包含新节点的条目，请在向群集中添加节点之前删除这
些条目，否则该过程可能会失败并显示错误。
请参见第 304 页的“从 CP 服务器上删除节点配置”。

小心：如果计划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程序在新节点上完成 Oracle 安装前任
务，请不要在向群集中添加节点后退出安装程序。 如果退出安装程序，您必须手动
执行 Oracle 安装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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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装程序向现有群集添加节点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现有群集中的一个节点。

2

如果将 cssd 类型的资源配置为关键资源，则将在新节点上使 cvm 组脱机。修
改配置，将 cssd 类型的资源设置为非关键资源。
在现有群集中的某个节点上，将 cssd 类型的资源配置为非关键资源：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cssd Critical 0
# haconf -dump -makero

3

使用 -addnode 选项运行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程序。
# cd /opt/VRTS/install
# ./installer -addnode

安装程序将显示版权信息和存储临时安装日志的位置。

4

输入现有 SF Oracle RAC 群集中某一节点的名称。
安装程序使用节点信息确定现有群集。
Enter the name of any one node of the InfoScale ENTERPRISE cluster
where you would like to add one or more new nodes: sys1

5

查看并确认该群集信息。

6

输入要作为新节点添加到群集中的系统的名称。
Enter the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to add to the cluster: sys5

确认安装程序是否提示您是否要向群集添加节点。
安装程序会检查节点上安装的产品和 文件集，并发现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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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输入要配置为第一个专用心跳链接的网络接口的名称。
注意：新节点上用于专用互联的网络接口名称必须与群集中现有节点的网络接
口名称相同。新节点的 LLT 配置必须与现有群集的 LLT 配置相同。
Enter the NIC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5: [b,q,?] en1
Enter the NIC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5: [b,q,?] en2

注意：必须至少配置两个专用心跳链接，才能实现群集的高可用性。

8

根据现有群集中配置的 LLT 链接的数量，为新节点配置其他专用心跳链接。
安装程序将验证网络接口设置并显示相关信息。

9

查看并确认该信息。

10 如果已在现有群集中配置 SMTP、SNMP 或全局群集选项，则系统会提示您提
供新节点的 NIC 信息。
Enter the NIC for VCS to use on sys5: en3

11 如果现有群集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则安装程序将在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
器的防护。
安装程序随后将启动所有必需的 进程并将新节点加入群集。
注意：如果要使用安装程序执行 Oracle 安装前任务，请不要退出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指示包含所执行操作详细信息的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
置。
如果已在群集上启用安全性，则安装程序会显示以下消息：
Since the cluster is in secure mode, check the main.cf whether
you need to modify the usergroup that you would like to grant
read access. If needed,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to modify:
# haconf -makerw
# hauser -addpriv <user group> GuestGroup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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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完成在新节点中安装 Oracle RAC 的准备步骤。
请参见第 264 页的“使用安装程序准备用于安装 Oracle RAC 的新节点”。

13 将该节点添加到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292 页的“将新节点添加到 Oracle RAC”。

14 使用 lltstat

-n 和 gabconfig -a 命令确认新节点已加入 SF Oracle RAC 群

集。

使用安装程序准备用于安装 Oracle RAC 的新节点
该安装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在新节点上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

配置专用 IP 地址或者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资源（如果在现有群集中对其进
行了配置）。

■

如果在 cvm 服务组下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配置了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
源，则向群集添加节点后安装程序会使这些资源联机。
如果在任何其他服务组中配置了这些资源，请确保修改服务组以包括新节点并
使该服务组联机。
注意：如果未在 VCS 下配置 OCR 和 voting 磁盘，请在完成以下过程中的步骤
后手动装入 OCR 和 voting 磁盘。

■

在新节点上启动 CVM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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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装程序在新节点上准备安装 Oracle RAC

1

在新节点上配置 SF Oracle RAC 后，安装程序会显示用于配置 Oracle RAC 的
以下选项：
1) Create Oracle User and Group
2)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HAIP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11.2.0.2 and later
3)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4) 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MultiPrivNIC Configuration)
- For Oracle RAC prior to 11.2.0.2
5) Finish

注意：根据您在现有群集中将专用 IP 地址配置为 PrivNIC 还是 MultiPrivNIC
资源，将相应地显示选项 3 和选项 4。
输入 1 选择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菜单中的“Create Oracle User and
Group (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选项。
请参见第 267 页的“在新节点上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2

为 HAIP 配置专用 IP 地址（如果已在现有群集中配置）。
输入 2 选择“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HAIP Configuration) (配置
专用 IP 地址 (HAIP 配置))”选项。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在新节点为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配置专用 IP 地
址”。

3

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资源（仅当现有群集上的 IP 地址配置为
PrivNIC 资源时）。
在以下情况下，必须手动更新 PrivNIC 资源配置：
■

如果在 cvm 以外的组下配置现有群集上的 PrivNIC 资源。

■

如果没有为每个节点配置现有群集上 PrivNIC 资源配置中的 Device 属性，
如下所示：
Device@sys1= { en1 = 0, en2 = 1}
Device@sys2= { en1 = 0, en2 = 1}

输入 3 选择“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PrivNIC configuration) (配
置专用 IP 地址 (PrivNIC 配置))”选项。
请参见第 267 页的“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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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UDP IPC 配置 MultiPrivNIC 资源（仅当现有
群集上的 IP 地址配置为 MultiPrivNIC 资源时）。
在以下情况下，必须手动更新 MultiPrivNIC 资源配置：
■

如果在 cvm 以外的组下配置现有群集上的 MultiPrivNIC 资源。

■

如果没有为每个节点配置现有群集上 MultiPrivNIC 资源配置中的 Device 属
性，如下所示：
Device@sys1 = {en1=0, en2=1, en3=2}
Device@sys2 = {en1=0, en2=1, en3=2}

输入 4 选择“Configure private IP addresses (MultiPrivNIC configuration)
(配置专用 IP 地址 (MultiPrivNIC 配置))”选项。
请参见第 269 页的“为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UDP IPC 配置 MultiPrivNIC
资源”。

5

选择“Finish (完成)”在新节点上启动 cvm 组。
注意：cssd 类型资源显示为 FAULTED，直到将此新节点添加到 Oracle
Clusterware 为止。

6

验证所有 GAB 端口是否已启动：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1b0802 membership 0123
Port b gen
1b0820 membership 0123
Port d gen
1b0809 membership 0123
Port f gen
1b082f membership 0123
Port h gen
1b0831 membership 0123
Port m gen
1b0827 membership 0123
Port o gen
1b080b membership 0123
Port u gen
1b082d membership 0123
Port v gen
1b0829 membership 0123
Port w gen
1b082b membership 0123
Port y gen
1b0828 membership 0123

7

使用“准备安装 Oracle RAC”一章中的说明完成下列其他准备任务：
■

标识公共虚拟 IP 地址以供 Oracle RAC 使用。

■

设置内核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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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验证是否存在用户 nobody。

■

为远程 shell 和远程复制环境设置 Oracle 等效用户。

■

编辑 Oracle 用户配置文件。

■

如果未在 VCS 下配置 OCR 和 voting 磁盘资源，请手动装入 OCR 和 voting
磁盘。

手动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RAC 数据库主目录。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在新节点上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 ”。

在新节点上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要在新节点上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请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
注意：在节点上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连接之前，请手动设置 Oracle 用户的
密码。
在新节点上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1

在现有群集上输入用于 Oracle RAC 操作的 Oracle 用户名。
注意：如果新节点上已存在该 Oracle 用户和组，请确保 Oracle 用户和组的
UID 和 GID 与当前群集上的 UID 和 GID 相同。
Enter Oracle UNIX user name:

[b] oracle

安装程序将根据 Oracle 用户名获取现有组和标识符信息。

2

查看并确认该信息。
安装程序将用户和组添加到新节点。

3

按回车键继续执行其他配置任务。

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资源
仅当将专用 IP 地址配置为现有群集中的 PrivNIC 资源时才执行此步骤。
注意：确保新节点上专用互连的网络接口名称与现有群集中的网络接口名称相同。
对于最大故障转移选项，所有可用 LLT 链接都用于 PrivNIC 配置。
查看安装程序显示的配置前信息并确保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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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资源

1

输入 PrivNIC 资源的名称。安装程序显示现有 PrivNIC 资源的名称。指定现有
资源的名称。
Enter the PrivNIC resource name: [b] (ora_priv)

2

如果希望安装程序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请输入 y。
Do you want the Installer to add IP addresses in
/etc/hosts file? [y,n,q] (y)

还可在配置后手动将 IP 地址添加到该文件中。
安装程序显示群集上现有的 PrivNIC 资源配置。
Resource name: ora_priv
System: sys1
Private Interfaces: en1 en2
Private IP address: 192.168.12.1
Alias for above IP: sys1-priv
System: sys2
Private Interfaces: en1 en2
Private IP address: 192.168.12.2
Alias for above IP: sys2-priv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3

查看并确认该信息。

4

输入新节点的专用 IP 地址及其专用节点名称。
Enter the private IP for sys5: [b] 192.168.12.5
Enter Hostname alia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 [b] sys5-priv

安装程序显示新节点的资源配置。
Resource name: ora_priv
System: sys5
Private Interfaces: en1 en2
Private IP address: 192.168.12.5
Alias for above IP: sys5-priv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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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并确认该信息。
安装程序使用新节点的资源配置更新现有 PrivNIC 资源，并对新节点和现有节
点上的 /etc/hosts 文件进行更新（如果您选择通过安装程序更新该文件）。

6

按回车键继续执行其他配置任务。

为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UDP IPC 配置 MultiPrivNIC
资源
仅当将专用 IP 地址配置为现有群集中的 MultiPrivNIC 资源时才执行此步骤。
注意：确保为新节点上的专用互连配置了与现有群集上的接口相同的接口。对于最
大故障转移选项，所有可用 LLT 链接都用于 MultiPrivNIC 配置。
查看安装程序显示的配置前信息并确保符合要求。
为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UDP IPC 配置 MultiPrivNIC 资源

1

输入 MultiPrivNIC 资源的名称。安装程序显示现有 MultiPrivNIC 资源的名称。
指定现有资源的名称。
Enter the MultiPrivNIC resource name: [b] (multi_priv)

2

如果希望安装程序将 IP 地址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请输入 y。
Do you want the Installer to add IP addresses in
/etc/hosts file? [y,n,q] (y)

还可在配置后手动将 IP 地址添加到该文件中。
安装程序显示群集上现有的 MultiPrivNIC 资源配置。
Resource name: multi_priv
System: sys1
Private Interfaces: en1 en2
Private IPs on en1: 192.168.12.1
Aliases for above IPs: sys1-priv
Private IPs on en2: 192.168.2.1
Aliases for above IPs: sys1-priv1
System: sys2
Private Interfaces: en1 en2
Private IPs on en1: 192.168.12.2
Aliases for above IPs: sys2-priv
Private IPs on en2: 192.168.2.2
Aliases for above IPs: sys2-priv1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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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并确认该信息。

4

输入新节点上 en1 接口的专用 IP 地址和相应的专用节点名称。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5 for en1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12.5

Enter Hostname aliase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eparated by space: [b,q,?] sys5-priv

5

输入新节点上 en2 接口的专用 IP 地址和相应的专用节点名称。
Enter IP addresses for sys5 for en2
separated by space: [b,q,?]

192.168.2.6

Enter Hostname aliase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eparated by space: [b,q,?] sys5-priv1

安装程序显示新节点的资源配置。
Resource name: multi_priv
System: sys5
Private Interfaces: en1 en2
Private IPs on en1: 192.168.12.5
Aliases for above IPs: sys5-priv
Private IPs on en2: 192.168.2.6
Aliases for above IPs: sys5-priv1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6

查看并确认该信息。
安装程序使用新节点的资源配置更新现有 MultiPrivNIC 资源，并对新节点和现
有节点上的 /etc/hosts 文件进行更新（如果您选择通过安装程序更新该文
件）。

7

按回车键继续执行其他配置任务。

向群集手动添加节点
仅当您计划手动向群集添加节点时，才需要在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之
后执行此过程。
表 17-2

向群集手动添加节点的过程

步骤

说明

在新节点上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在新节点上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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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在新节点上配置群集进程。

请参见第 272 页的“在新节点上配置群集进程”。

配置新节点的防护以匹配现有群集 请参见第 277 页的“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上的防护配置。
如果现有群集已配置为使用基于服
务器的 I/O 防护，则在新节点上配
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启动 VCS。

请参见第 278 页的“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配置 CVM 和 CFS。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在新节点上配置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和 Cluster File System (CFS)”。

如果 ClusterService 组是在现有群 请参见第 281 页的“为新节点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集上配置的，请将节点添加到该
组。
完成在新节点中安装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282 页的“准备新节点以手动安装 Oracle RAC”。
的准备步骤。
将该节点添加到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292 页的“将新节点添加到 Oracle RAC”。

在新节点上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许可证密钥来控制访问权限。运行 vxinstall
实用程序时，对有关授权的提示回答 n。您已在运行 installer 程序时安装了相应
的许可证。
在新节点上启动 VxVM

1

要在新节点上启动 VxVM，请使用 vxinstall 实用程序：
# vxinstall

2

出现提示时，输入 n 为系统设置系统范围的磁盘组。
安装过程完成。

3

验证后台驻留程序是否已启动且正在运行。输入以下命令：
# vxdisk list

确保输出中显示了共享磁盘，且没有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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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节点上配置群集进程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以在新节点上配置群集进程。
在新节点上配置群集进程

1

在现有节点上编辑 /etc/llthosts 文件。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向该文件中
添加与新节点对应的行。该文件如下所示：
0 sys1
1 sys2
2 sys5

2

将 /etc/llthosts 文件从现有系统之一复制到新系统。群集中所有节点上的
/etc/llthosts 文件必须相同。

3

在新系统上创建 /etc/llttab 文件。例如：
set-node sys5
set-cluster 101
link en1 /dev/dlpi/en:1 - ether - link en2 /dev/dlpi/en:2 - ether - -

除了表示节点的第一行外，该文件与现有节点上的 /etc/llttab 文件类似。第二
行的群集 ID 必须与现有节点中的群集 ID 相同。

4

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在新节点上创建 /etc/gabtab 文件。此文件必须包
含类似如下示例的行：
/sbin/gabconfig -c -nN

其中，N 表示群集中系统（包含新节点）的数量。对于包含三个系统的群集，
N 等于 3。

5

编辑每个现有系统上的 /etc/gabtab 文件，更改其内容以与新系统上的相应文件
相匹配。

6

将某一现有群集节点上的以下文件复制到新节点中：
/etc/default/llt
/etc/default/gab
/etc/default/vcs
/etc/vcsmm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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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在新节点上创建 /etc/VRTSvcs/conf/sysname 文
件。此文件必须包含添加到群集的新节点的名称。
例如：
sys5

8

在新节点上创建唯一通用标识符文件 /etc/vx/.uuids/clusuuid：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rsh -clus -copy \
-from_sys sys1 -to_sys sys5

9

在新节点上启动 LLT、GAB、VCSMM、LMX 和 ODM 驱动程序：
# /etc/init.d/llt.rc start
# /etc/init.d/gab.rc start
# /etc/init.d/vcsmm.rc start
# /etc/init.d/lmx.rc start
# /etc/methods/gmskextadm load
# /etc/rc.d/rc2.d/S99odm start

10 在新节点上，验证 GAB 端口成员集包括 a、d 和 o：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df204 membership 012
Port d gen
df20a membership 012
Port o gen
df207 membership 012

设置以安全模式运行的节点
仅当将某个节点添加到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时，才须按此过程操作。如果要将某
个节点添加到以非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则继续配置 LLT 和 GAB。
表 17-3 将下列信息用于下列命令示例。

273

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
向群集手动添加节点

表 17-3

命令示例定义

名称

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FQHN) 功能

sys5

sys5.nodes.example.com

正添加到群集的新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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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点 sys5 上配置身份验证代理
在节点 sys5 上配置身份验证代理

1

提取嵌入式身份验证文件并将它们复制到临时目录：
# mkdir -p /var/VRTSvcs/vcsauth/bkup
# cd /tmp; gunzip -c /opt/VRTSvcs/bin/VxAT.tar.gz | tar xvf -

2

手动编辑设置文件：
# cat /etc/vx/.uuids/clusuuid 2>&1

输出是表示 UUID 的字符串。此 UUID（无 { 和 }）用作设置文件的
ClusterName。
{UUID}
# cat /tmp/eat_setup 2>&1

文件内容必须与以下示例类似：
AcceptorMode=IP_ONLY
BrokerExeName=vcsauthserver
ClusterName=UUID
DataDir=/var/VRTSvcs/vcsauth/data/VCSAUTHSERVER
DestDir=/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
FipsMode=0
IPPort=14149
RootBrokerName=vcsroot_uuid
SetToRBPlusABorNot=0
SetupPDRs=1
SourceDir=/tmp/VxAT/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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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嵌入式身份验证文件：
# cd /tmp/VxAT/version/bin/edition_number; \
./broker_setup.sh/tmp/eat_setup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regctl -s -f
/var/VRTSvcs/vcsauth/data/VCSAUTHSERVER/root/.VRTSat/profile \
/VRTSatlocal.conf -b 'Security\Authentication \
\Authentication Broker' -k UpdatedDebugLogFileName \
-v /var/VRTSvcs/log/vcsauthserver.log -t string

4

通过复制整个 bkup 目录，将代理凭据从群集中的一个节点复制到 sys5。
bkup 目录内容与以下示例类似：
# cd /var/VRTSvcs/vcsauth/bkup/
# ls
CMDSERVER

5

HAD

VCS_SERVICES

WAC

导入 VCS_SERVICES 域。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atutil import -z \
/var/VRTSvcs/vcsauth/data/VCSAUTHSERVER -f /var/VRTSvcs/vcsauth/bkup \
/VCS_SERVICES -p password

6

导入 HAD、CMDSERVER、和 WAC 的凭据。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atutil import -z \
/var/VRTSvcs/vcsauth/data/VCS_SERVICES -f /var/VRTSvcs/vcsauth/bkup \
/HAD -p password

7

在 sys5 上启动 vcsauthserver 进程。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csauthserve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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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执行下列任务：
# mkdir /var/VRTSvcs/vcsauth/data/CLIENT
# mkdir /var/VRTSvcs/vcsauth/data/TRUST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TRUST'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setuptrust -b \
localhost:14149 -s high

9

创建 /etc/VRTSvcs/conf/config/.secure 文件：
# touch /etc/VRTSvcs/conf/config/.secure

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执行以下步骤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1

要至少在一个节点中使用基于磁盘的防护，请将现有群集中的某一个节点上的
下列文件复制到新节点：
/etc/default/vxfen
/etc/vxfendg
/etc/vxfenmode

请参见第 278 页的“在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2

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 /etc/init.d/vxfen.rc start

3

在新节点上，验证 GAB 端口成员集包括 a、b、d 和 o：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Port
Port
Port

a
b
d
o

gen
gen
gen
gen

df204
df20d
df20a
df207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012
012
01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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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节点后
如果您手动向群集中添加了新节点，则启动 VCS 之前，必须在该新节点上创建文
件 cssd-pretend-offline 并使 cssd 资源成为非关键资源。如果此操作失败，cssd
资源会进入 UNKNOWN 状态（直到在新节点上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从而
使 cvm 组无法联机。
如果您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向群集中添加了新节点，则不需要执行此步骤。
注意：cssd 会一直保持 FAULTED/OFFLINE 状态，直到在新节点上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1

如果手动安装了新节点：
■

在现有群集中的一个节点上，将 cssd 资源配置为非关键资源：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cssd Critical 0
# haconf -dump -makero

■

在新节点上创建文件 cssd-pretend-offline：
# touch /var/VRTSvcs/lock/cssd-pretend-offline

2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VCS 将使 CVM 组联机。

3

验证 CVM 组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注意：CVM 组将报告 Partial 状态，直到在新节点上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 hagrp -state

在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本节介绍了在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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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每台 CP 服务器。

2

使用新节点信息更新每台 CP 服务器配置：
# cpsadm -s cps1.example.com \
-a add_node -c clus1 -h sys5 -n2
Node 2 (sys5) successfully added

3

验证新节点是否已添加到 CP 服务器配置：
# cpsadm -s cps1.example.com -a list_nodes

新节点必须列在输出中。

4

将证书从对等节点复制到新的节点。

将新节点添加到 vxfen 服务组
执行下列过程中的步骤，将新节点添加到 vxfen 服务组。
使用 CLI 将新节点添加到 vxfen 组

1

在现有 SF Oracle RAC 群集的其中一个节点上，将群集配置设置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将节点 sys5 添加到现有的 vxfen 组。
# hagrp -modify vxfen SystemList -add sys5 2

3

通过在 SF Oracle RAC 群集的任何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保存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在新节点上配置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和 Cluster File
System (CFS)
修改现有群集配置，以配置新节点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和群集文件
系统 (CFS)。

279

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
向群集手动添加节点

在新节点上配置 CVM 和 CFS

1

如果执行前面的过程时未在现有节点上备份 main.cf 文件，现在请为其创建备
份副本。例如：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cp main.cf main.cf.2node

2

在现有群集中的其中一个节点上，将群集配置设置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3

将新节点添加到 VCS 配置（如果尚未添加）：
# hasys -add sys5

4

要使现有群集能够识别新节点，请在其中一个现有节点上运行下列命令：
# hagrp -modify cvm SystemList -add sys5 2
# hagrp -modify cvm AutoStartList -add sys5
# hares -modify cvm_clus CVMNodeId -add sys5 2
# haconf -dump -makero
# /etc/vx/bin/vxclustadm -m vcs reinit
# /etc/vx/bin/vxclustadm nidmap

5

在现有群集的剩余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etc/vx/bin/vxclustadm -m vcs reinit
# /etc/vx/bin/vxclustadm ni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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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现有群集其中一个节点上的配置文件复制到新节点：
# rcp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sys5:/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rcp /etc/VRTSvcs/conf/config/CFSTypes.cf \
sys5:/etc/VRTSvcs/conf/config/CFSTypes.cf
# rcp /etc/VRTSvcs/conf/config/CVMTypes.cf \
sys5:/etc/VRTSvcs/conf/config/CVMTypes.cf

7

局部被挂接的和字符串被挂接的文件系统的/etc/vx/tunefstab文件集非默认
的tunables。
如果为了调整任何现有群集节点上的群集装入文件系统，您已对
/etc/vx/tunefstab 文件进行了配置，则可能希望新节点采用部分或全部相同
的可调参数。
要采用部分或全部可调参数，请检查此文件的内容，然后将此文件或者所需的
部分复制到新群集节点上的 /etc/vx/tunefstab 文件中。

为新节点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如果 ClusterService 组是在现有群集中配置的，请通过在现有群集中的其中一个节
点上执行下面过程中的步骤，将节点添加到该组。
为新节点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1

在某个现有节点（例如 sys1）上，将配置设为可写：
# haconf -makerw

2

将节点 sys5 添加到现有的 ClusterService 组。
# hagrp -modify ClusterService SystemList -add sys5 2
# hagrp -modify ClusterService AutoStartList -add sys5

3

为新节点修改现有组中的 IP 地址和 NIC 资源。
# hares -modify gcoip Device en0 -sys sys5
# hares -modify gconic Device en0 -sys sys5

4

通过在任何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保存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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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新节点以手动安装 Oracle RAC
在新节点上安装 Oracle RAC 之前，请手动完成下列准备任务。
在新节点上准备安装 Oracle RAC

1

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2

对于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为 Oracle HAIP 配置 IP 地址。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在新节点为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配置专用 IP 地
址”。

3

对于 Oracle RAC 11.2.0.1 及早期版本，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资源或 MultiPrivNIC 资源。
请参见第 282 页的“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资源”。
请参见第 283 页的“为 Oracle Clusterware 和 UDP IPC 配置 MultiPrivNIC 资
源”。

4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请参见第 284 页的“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5

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RAC 数据库的安装主目
录。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在新节点上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 ”。

6

使用“准备安装 Oracle RAC”一章中的说明完成下列其他准备任务：
■

标识公共虚拟 IP 地址以供 Oracle RAC 使用。

■

设置内核参数。

■

验证是否存在用户 nobody。

■

为远程 shell 和远程复制环境设置 Oracle 等效用户。

■

编辑 Oracle 用户配置文件。

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资源
本节提供了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PrivNIC 资源的说明。
确定要用于新节点的专用 IP 地址。确保 IP 地址与现有群集位于相同的子网内。
此过程对新节点使用以下 IP 地址：
在 sys5 上：

192.16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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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PrivNIC 资源

1

创建 main.cf 文件的备份副本。例如：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cp main.cf main.cf.2node

2

将专用 IP 添加到活动节点上的 ora_priv 资源：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priv_resname Device -add nic1_node1 0 \
-sys nodenew_name
# hares -modify priv_resname Device -add nic2_node1 1 \
-sys nodenew_name
# hares -modify priv_resname Address "privnic_ip_newnode" \
-sys nodenew_name
# haconf -dump -makero

为 Oracle Clusterware 和 UDP IPC 配置 MultiPrivNIC 资源
本节提供为 Oracle Clusterware 和 UDP IPC 配置专用 IP 地址和 MultiPrivNIC 资源
的说明。
确定希望用于新节点的专用 IP 地址。确保 IP 地址与现有群集位于同一子网中。
此过程对新节点使用以下 IP 地址：
新节点的 IP 地址

192.168.12.5
192.1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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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MultiPrivNIC 资源
◆

使用下列命令将专用 IP 添加到活动节点上的 multi_priv 资源：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Device -add en1 0 \
-sys nodenew_name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Device -add en2 1 \
-sys nodenew_name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Address -add \
multipriv_ip_newnode 0 -sys nodenew_name
# hares -modify multipriv_resname Address -add \
multipriv_udpip1_newnode 1 -sys nodenew_name
# haconf -dump -makero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启动 VCS 之前，应先在新节点上创建文件 cssd-pretend-offline，并将 cssd 资
源配置为非关键资源。如果此操作失败，cssd 资源会进入 UNKNOWN 状态（直到
在新节点上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从而使 cvm 组无法联机。
注意：cssd 会一直保持 FAULTED/OFFLINE 状态，直到在新节点上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1

在现有群集中的一个节点上，将 cssd 资源配置为非关键资源：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cssd Critical 0
# haconf -dump -makero

2

在新节点上创建文件 cssd-pretend-offline：
# touch /var/VRTSvcs/lock/cssd-pretend-offline

3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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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节点上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所在的存储必须与
现有节点上的存储相同。
根据现有群集中的存储，请使用下列选项之一创建目录：
本地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在本地文件系统中创建目录”。

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87 页的“在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数据库的群
集文件系统上创建文件系统和目录”。

在本地文件系统中创建目录

1

在节点上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2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创建本地文件系统并装入它：
■

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命令
有关说明，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

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命令

在每个节点上，以 root 用户身份创建 VxVM # vxdg init vxvm_dg \
本地磁盘组。
dg_name
为 Oracle Clusterware/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二进制文件和 Oracle 二进制
文件创建单独的卷。

# vxassist -g vxvm_dg make clus_volname size

创建包含这些卷的文件系统。

# mkfs -V vxfs /dev/vx/rdsk/vxvm_dg/clus_volname

# vxassist -g vxvm_dg make ora_volname size

# mkfs -V vxfs /dev/vx/rdsk/vxvm_dg/ora_volname
装入文件系统。

# mount -V vxfs /dev/vx/dsk/vxvm_dg/clus_volname \
clus_home
# mount -V vxfs /dev/vx/dsk/vxvm_dg/ora_volname \
oracle_home

3

为 Oracle RAC 创建目录。
# mkdir -p grid_base
# mkdir -p clus_home
# mkdir -p oracle_base
# mkdir -p oracle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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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目录设置适当的所有权和权限。
# chown -R grid:oinstall grid_base
# chmod -R 775 grid_base
# chown -R grid:oinstall clus_home
# chmod -R 775 clus_home
# chown -R oracle:oinstall oracle_base
# chmod -R 775 oracle_base
# chown -R oracle:oinstall oracle_home
# chmod -R 775 oracle_home

5

向 VCS 配置添加资源。
请参见第 286 页的“将 VxFS 上创建的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

6

在群集的每个新节点上重复所有这些步骤。

将 VxFS 上创建的存储资源添加到 VCS 配置

1

更改对 VCS 配置文件的权限：
# haconf -makerw

2

在 VCS 下配置 VxVM 卷：
# hares -add dg_resname DiskGroup cvm
# hares -modify dg_resname DiskGroup vxvm_dg -sys nodenew_name
# hares -modify dg_resname Enab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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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VCS 下设置文件系统：
# hares -add clusbin_mnt_resname Mount cvm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MountPoint \
"clus_home"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vxvm_dg/clus_volname" -sys nodenew_name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FSType vxfs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FsckOpt "-n"
# hares -modify clusbin_mnt_resname Enabled 1
# hares -add orabin_mnt_resname Mount cvm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MountPoint \
"oracle_home"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BlockDevice \
"/dev/vx/dsk/vxvm_dg/ora_volname" -sys nodenew_name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FSType vxfs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FsckOpt "-n"
# hares -modify orabin_mnt_resname Enabled 1

4

链接父资源和子资源：
# hares -link clusbin_mnt_resnamevxvm_dg
# hares -link orabin_mnt_resnamevxvm_dg

5

在群集的每个新节点上重复所有这些步骤。

在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数据库的群集文件系统上创建文件系统和目录
在群集中的 CVM 主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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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 Oracle base 目录、clusterware 主目录和 Oracle 主目录。
# mkdir -p oracle_base
# mkdir -p oracle_home
# mkdir -p clus_home
# mkdir -p grid_base

2

装入文件系统。在每个新节点上执行此步骤。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cvm_dg/clus_volname \
clus_home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cvm_dg/ora_volname \
oracle_home

使用 SF Oracle RAC 响应文件向群集添加节点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以使用 SF Oracle RAC 响应文件将新节点添加到 SF Oracle
RAC 群集。
使用响应文件向群集添加节点

1

如果将 cssd 资源配置为关键资源，则将在新节点上使 cvm 组脱机。修改配置，
将 cssd 资源设置为非关键资源。
在现有群集中的一个节点上，将 cssd 资源配置为非关键资源：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cssd Critical 0
# haconf -dump -makero

2

使用可用选项之一创建响应文件。
注意：确保相应地替换响应文件中的主机名。
有关可用于创建响应文件的各种选项的信息：
有关响应文件变量定义：
请参见第 289 页的“用于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的响应文件变量”。
响应文件示例：
请参见第 290 页的“用于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的响应文件示例”。

3

导航到安装介质上包含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的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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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动安装程序：
# ./安装程序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 /tmp/response_file 为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根据现有群集中的防护配置，安装程序将在新节点上配置防护。
安装程序随后将启动所有必需的 SF Oracle RAC 进程并将新节点加入群集。
安装程序指示包含所执行操作详细信息的日志文件和摘要文件的位置。

5

验证所有 GAB 端口是否已启动：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1b0802 membership 0123
Port b gen
1b0820 membership 0123
Port d gen
1b0809 membership 0123
Port f gen
1b082f membership 0123
Port h gen
1b0831 membership 0123
Port m gen
1b0827 membership 0123
Port o gen
1b080b membership 0123
Port u gen
1b082d membership 0123
Port v gen
1b0829 membership 0123
Port w gen
1b082b membership 0123
Port y gen
1b0828 membership 0123

6

7

使用“准备安装 Oracle RAC”一章中的说明完成下列其他准备任务：
■

标识公共虚拟 IP 地址以供 Oracle RAC 使用。

■

设置内核参数。

■

验证是否存在用户 nobody。

■

为远程 shell 和远程复制环境设置 Oracle 等效用户。

■

如果未在 VCS 下配置 OCR 和 voting 磁盘资源，请手动装入 OCR 和 voting
磁盘。

手动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RAC 数据库主目录。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在新节点上创建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 ”。

用于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7-4列出了为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可以定义的响应文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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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4

用于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说明

$CFG{addnode_create_oracle_user_group}

定义在添加节点后是否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racle_user}

定义在添加节点之后要创建的 oracle
用户名。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addnode_config_privnic}
对于 Oracle RAC 11.2.0.1 和早期版本

定义在向群集添加节点之后是否配置
专用 IP 地址的 PrivNIC 资源。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addnode_config_multiprivnic}

定义在向群集添加节点之后是否配置
专用 IP 地址的 MultiPrivNIC 资源。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addnode_config_haip}

定义在向群集添加节点之后是否配置
用于配置 Oracle RAC 专用网络的
HAIP。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addnode}

向现有群集添加节点。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newnodes}

指定要添加到群集的新节点。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用于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的响应文件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用于升级 SF Oracle RAC 的响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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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FG;
$CFG{clustersystems}=[ qw(sys1) ];
$CFG{newnodes}=[ qw(sys5) ];
$CFG{nic_add_ip_to_files}=1;
$CFG{opt}{addnode}=1;
$CFG{opt}{configure}=1;
$CFG{opt}{vr}=1;
$CFG{prod}="ENTERPRISE73";
$CFG{activecomponent}="SFRAC73";
$CFG{sys5}{en1}{haipip}="192.168.12.3";
$CFG{sys5}{en1}{hostname_for_haip}="sys5-haip1";
$CFG{sys5}{en2}{haipip}="192.168.13.3";
$CFG{sys5}{en2}{hostname_for_haip}="sys5-haip2";
$CFG{systems}=[ qw(sys1 sys5) ];
$CFG{vcs_allowcomms}=1;
$CFG{vcs_clusterid}=101;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CFG{vcs_lltlink1}{sys5}="en1";
$CFG{vcs_lltlink2}{sys5}="en2";
1;

在新节点为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配置专
用 IP 地址
注意：此版本不支持 IPv6 地址。
表 17-5 列出了在新节点上配置 Oracle RAC 的专用网络的可用选项。使用以下选项
之一以配置专用网络。
表 17-5

配置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的专用网络的选项

选项

说明

链接聚合或 NIC 捆绑

请参见第 292 页的“使用链接聚合或 NIC 捆绑”。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

请参见第 292 页的“使用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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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链接聚合或 NIC 捆绑
要为新节点配置链接聚合或 NIC 捆绑，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注意：请确保在聚合链接或 NIC 捆绑下配置的链接未配置为单独的 LLT 链接。
通过捆绑接口配置 LLT 时，请执行以下步骤之一以防止 GAB 报告危险成员集：
■

除了捆绑的 NIC 之外，在 LLT 下再配置另外一个网络接口。

■

在 /etc/llttab 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set-dbg-minlinks 2

重新启动 LLT。
# /etc/init.d/llt.rc start

使用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
如果您在现有群集中为 IP 地址故障转移配置了 Oracle HAIP，请确保使用新节点的
静态 IP 地址配置专用网络接口。
为新节点配置静态 IP 地址：
运行以下命令：
# smit mktcpip

将新节点添加到 Oracle RAC
使用 Oracle RAC 添加节点过程在节点上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RAC
数据库。
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RAC 数据库之后，执行下列安装后任务：
1.

删除新节点上的 /var/VRTSvcs/lock/cssd-pretend-offline 文件。
清除故障并探查新节点上的 cssd 资源以使 cssd 资源联机。
# hares -clear cssd
# hares -probe cssd -sys sys5

2.

如果 cssd 资源配置为非关键资源，请将其重新配置为关键资源。

292

向 SF Oracle RAC 群集添加节点
向群集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证的节点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cssd Critical 1
# haconf -dump -makero

3.

如果未在 cvm 组下配置 cssd，请将新节点信息添加到包含 cssd 资源的服务
组。

4.

为新节点添加新 Oracle RAC 数据库实例。
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5.

更新 Oracle RAC 数据库服务组，使其包括 VCS 配置文件中的新数据库实例。

6.

对于在 VCS 下配置的其他服务组，可手动更新新节点的服务组配置。

向群集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证的节点
要向群集中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证的节点，请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下列步
骤

1

通过使用 sfae_auth_op 命令的 -o export_broker_config 选项，从已授权
的群集中的一个节点导出身份验证数据。
使用 -f 选项提供用于存储导出数据的文件名。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
-o export_broker_config -f exported-data

2

通过使用任何可用的复制机制（例如 scp 或 rcp），将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新节
点。

3

通过使用 sfae_auth_op 命令的 -o import_broker_config 选项，在新节点
上导入身份验证数据。
使用 -f 选项提供步骤 2 中复制的文件名。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
-o import_broker_config -f exported-data
Setting up AT
Importing broker configuration
Starting SFAE AT broker

4

在新节点上停止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disable
vxdbd has been disabled and the daemon has been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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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在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配置文件中将 AUTHENTICATION
键设置为 yes 来启用身份验证。
如果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不存在，请使用 cp
/opt/VRTSdbed/bin/admin.properties.example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6

启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enable
vxdbd has been enabled and the daemon has been started.
It will start automatically on reboot.

新节点现在已通过身份验证，可以与群集交互来运行 SFDB 命令。

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如果要在配置中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Database Flashsnap 或 SmartTier for
Oracle，请更新 SFDB 储存库，以便在将新节点添加到群集之后启用对新节点的访
问。
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FDB 存储库

1

将 /var/vx/vxdba/rep_loc 文件从群集中的节点之一复制到新节点。

2

如果现有群集节点上存在 /var/vx/vxdba/auth/user-authorizations 文件，
请将其复制到新节点。
如果任何现有群集节点上都不存在 /var/vx/vxdba/auth/user-authorizations
文件，则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
这将完成向 SFDB 存储库添加新节点操作。

有关使用 SFDB 工具功能的信息：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将节点添加到群集的配置文件示例
可以将此示例文件用作参考信息，了解将节点添加到群集时发生的配置更改。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OracleASMTypes.cf"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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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Db2udbTypes.cf"
include "OracleTypes.cf"
include "SybaseTypes.cf"
cluster sys1_230 (
ClusterAddress = "10.198.89.19"
SecureClus = 1
DefaultGuestAccess = 1
UseFence = SCSI3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ecure"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
RestartLimit = 3
)
IP gco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98.89.19"
NetMask = "255.255.248.0"
)
NIC gconic (
Device = en0
NetworkHosts = { "10.198.8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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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oip requires gconic
wac requires gcoip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
//
Application wac
//
{
//
IP gcoip
//
{
//
NIC gconic
//
}
//
}
//
}

group cpi_share_dg_sys1_cpi_cvm_vol_29870_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CFSMount cfsmount1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cpi_auto/cpi_mnt_29870"
BlockDevice =
"/dev/vx/dsk/cpi_share_dg_sys1/cpi_cvm_vol_
29870"
MountOpt @sys1 = rw
MountOpt @sys2 = rw
NodeList = { sys1, sys2 }
)
CVMVolDg cvmvoldg1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cpi_share_dg_sys1
CVMVolume = { cpi_cvm_vol_29870 }
CVMActivation @sys1 = sw
CVMActivation @sys2 = 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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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cfsmount1 requires cvmvoldg1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cpi_share_dg_sys1_cpi_cvm_vol_29870_sg
//
{
//
CFSMount cfsmount1
//
{
//
CVMVolDg cvmvoldg1
//
}
//
}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CFSfsckd vxfsckd (
ActivationMode @sys1 = { cpi_share_dg_sys1 = sw }
ActivationMode @sys2 = { cpi_share_dg_sys1 = sw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sys1_230
CVMNodeId = { sys1 = 0, sys2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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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cvm
//
{
//
CFSfsckd vxfsckd
//
{
//
CVMCluster cvm_clus
//
{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
//
}
group vxfen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
CoordPoint coor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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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节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

从群集删除节点

■

在现有节点上修改 VCS 配置文件

■

修改现有节点上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配置，以删除对已删除节点
的引用

■

从 CP 服务器上删除节点配置

■

删除脱离节点的安全凭据

■

在删除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

用于从群集删除节点的示例配置文件

关于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您可以从 SF Oracle RAC 群集中删除一个或多个节点。下表提供了从现有 SF Oracle
RAC 群集删除节点所需的任务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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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1

从群集中删除节点的任务

步骤

说明

准备删除节点：

请参见第 300 页的“从群集删除节点”。

■

备份配置文件。

■

检查节点和服务组的状态。

■

使服务组脱机并删除数据库实例。

从群集中删除该节点。

请参见第 300 页的“从群集删除节点”。

修改剩余节点上的群集配置。

请参见第 301 页的“在现有节点上修改 VCS 配
置文件”。

■

编辑 /etc/llthosts 文件。

■

编辑 /etc/gabtab 文件。

■

修改 VCS 配置以删除节点。

■

修改 CVM 配置以删除节点。

请参见第 304 页的“修改现有节点上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配置，以删除对已
删除节点的引用”。

如果现有群集已配置为使用基于服务器的 I/O 请参见第 304 页的“从 CP 服务器上删除节点
防护，则从协调点 (CP) 服务器中删除该节点 配置”。
配置。
对于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请从脱离的节
点中删除安全凭据。

请参见第 305 页的“删除脱离节点的安全凭据
”。

在删除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请参见第 305 页的“在删除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Veritas 产品安装程序不支持删除节点。您必须手动删除节点。示例过程说明了如何
从一个三节点群集中删除一个节点。

从群集删除节点
执行以下步骤可从群集中删除节点。可以从群集中其余的任一节点执行该过程，也
可以从远程主机执行该过程。
准备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1

在要删除的节点上，使 Oracle RAC 服务组脱机（如果受 VCS 控制）。
# hagrp -offline oracle_group -sys sys5

2

停止那些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或群集文件系统 (CFS) 装入点且未
在 VCS 下配置的应用程序。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停止这些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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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节点中删除 Oracle RAC 数据库软件。
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4

从节点中删除 Oracle Clusterware。
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1

卸载不是在 VCS 下配置的 VxFS/CFS 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2

停止该节点上的 VCS：
# hastop -local

3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安装程序停止节点上的 SF Oracle RAC。
# cd /opt/VRTS/install
# ./installer -stop sys5

安装程序停止所有 SF Oracle RAC 进程。

4

修改现有节点上的 VCS 配置文件，以删除对已删除节点的引用。
请参见第 301 页的“在现有节点上修改 VCS 配置文件”。

5

修改现有节点上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配置，以删除对已删除节
点的引用。
请参见第 304 页的“修改现有节点上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配置，
以删除对已删除节点的引用”。

在现有节点上修改 VCS 配置文件
修改群集的其余节点上的配置文件，以删除对已删除节点的引用。
修改群集配置文件的任务：
■

编辑 /etc/llthosts 文件

■

编辑 /etc/gabtab 文件

■

修改 VCS 配置以删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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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etc/llthosts 文件
◆

在每个现有节点上，编辑 /etc/llthosts 文件以删除包含对已删除节点的引用
的行。
例如，如果 sys5 是从群集删除的节点，则将行 2 sys5 从该文件中删除：
0 sys1
1 sys2
2 sys5

更改为：
0 sys1
1 sys2

编辑 /etc/gabtab 文件
◆

修改 /etc/gabtab 文件中的以下命令，以反映删除节点后系统的数量：
/sbin/gabconfig -c -nN

其中 N 表示群集中剩余的节点数。
例如，剩余两个节点时，该文件如下所示：
/sbin/gabconfig -c -n2

修改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以删除对已删除节点的所有引用。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修改配置：
■

编辑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
此方法会产生应用程序停机时间。

■

使用命令行界面
此方法允许应用程序在所有剩余节点上保持联机状态。

以下过程将使用命令行界面，并修改示例 VCS 配置以删除对已删除节点的引用。
从群集中的现有节点之一运行该过程中的步骤。该过程允许您在应用程序在剩余节
点上保持联机的同时更改 VC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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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命令行界面 (CLI) 修改群集配置

1

备份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cp main.cf main.cf.3node.bak

2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3

通过按所需顺序指定剩余的节点，从该服务组的 AutoStartList 属性删除节点：
# hagrp -modify cvm AutoStartList sys1 sys2

4

从该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删除节点：
# hagrp -modify cvm SystemList -delete sys5

如果该系统是父组的 SystemList 的一部分，则必须先从父组中删除。

5

从该服务组的 CVMNodeId 属性删除节点：
# hares -modify cvm_clus CVMNodeId -delete sys5

6

如果您所拥有的其他服务组（如数据库服务组或 ClusterService 组）在配置中
包含已删除的节点，请对这些服务组执行步骤 4 和步骤 5。

7

从所有 CFS Mount 资源的 NodeList 属性中删除已删除节点：
# hares -modify CFSMount NodeList -delete sys5

8

从群集上存在的所有其他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已删除节点。例如，要删除
节点 sys5，请执行以下操作：
# hagrp -modify crsgrp SystemList -delete sys5

9

从群集系统列表中删除已删除节点：
# hasys -delete sys5

303

从 SF Oracle RAC 群集删除节点
修改现有节点上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配置，以删除对已删除节点的引用

10 将新配置保存到磁盘：
# haconf -dump -makero

11 验证该节点是否已从 VCS 配置中删除。
# grep -i sys5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如果该节点未删除，请使用 VCS 命令（如该过程中所述）将其删除。

修改现有节点上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配置，以删除对已删除节点的引用
修改现有节点上的 CVM 配置，以删除对已删除节点的引用
◆

在现有群集的剩余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etc/vx/bin/vxclustadm -m vcs reinit
# /etc/vx/bin/vxclustadm nidmap

从 CP 服务器上删除节点配置
从 SF Oracle RAC 群集删除节点后，请执行下列过程中的步骤，从 CP 服务器删除
该节点的配置。
注意：执行此过程中的步骤将会用到 cpsadm 命令。有关 cpsadm 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从 CP 服务器上删除节点配置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 CP 服务器。

2

查看 CP 服务器上的 VCS 用户列表。
如果已将 CP 服务器配置为使用基于 HTTPS 的通信，请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users

其中，cp_server 是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虚拟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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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CP 服务器上删除节点条目：
# cpsadm -s cp_server -a rm_node

4

-h sys5 -c clus1 -n 2

查看 CP 服务器上的节点列表，确保已删除该节点条目：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nodes

删除脱离节点的安全凭据
如果脱离节点是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的一部分，则必须从节点 sys5 中删除安全
凭据。请执行下列步骤。
删除安全凭据

1

停止 AT 进程。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csauthserver.sh \
stop

2

删除凭据。
# rm -rf /var/VRTSvcs/vcsauth/data/

在删除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从群集中删除节点后，不需要执行任何步骤来更新 SFDB 存储库。
有关删除产品后删除 SFDB 存储库的信息：

用于从群集删除节点的示例配置文件
您可以使用此示例文件作为参考信息，了解从群集删除节点时涉及的配置更改。
删除节点 sys5 之前的现有示例配置如下：
■

现有群集 clus1 包含三个节点：sys1、sys2 和 sys5，并托管一个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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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仅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了一个专用 IP 地址。专用 IP 地址由高可用性的
PrivNIC 代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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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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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以下示例文件以粗体显示了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sys5 时删除的配置信息。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OracleTypes.cf"
"PrivNIC.cf"

cluster clus1 (
UserNames = { admin = bopHo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UseFence = SCSI3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system sys5 (
)

注意：在下面的组 oradb1_grp 中，必须删除 sys5 节点。
group oradb1_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sys5 = 2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sys5 }
)

注意：在下面的 Oracle 资源中，必须删除 sys5 节点信息。
Oracle ora1 (
Critical = 0
Sid @sys1 = vrts1
Sid @sys2 = vr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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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 @sys5 = vrts3
Owner = oracle
Home = "/app/oracle/orahome"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CFSMount oradata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oradatavol"
)
CVMVolDg oradata_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radatadg
CVMVolume = { oradatavol }
CVMActivation = sw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ora1 requires oradata_mnt
oradata_mnt requires oradata_voldg

注意：在下面的 CVM 和 CVMCluster 资源中，必须删除 sys5 节点信息。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sys5 =2}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sys5 }
)
CSSD cssd (
Critical = 0
CRSHOME = "/u01/app/grid/product/11.2.0/gridhome"
OnlineWaitLimit = 5
OfflineWaitLimit = 3
)
CFSMount ocrvote_m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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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crvot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MountOpt= "mincache=direct"
)
CVMVolDg ocrvote_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crvotedg
CVMVolume = { ocrvote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clus1
CVMNodeId = { sys1 = 0, sys2 = 1, sys5 =2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注意：在下面的 PrivNIC 资源中，必须删除 sys5 节点信息。
PrivNIC ora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sys1 = { en1 = 0, en2 = 1}
Device@sys2 = { en1 = 0, en2 = 1}
Device@sys5 = { en1 = 0, en2 = 1}
Address@sys1 = "192.168.12.1"
Address@sys2 = "192.168.12.2"
Address@sys5 = "192.16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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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Mask = "255.255.2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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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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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配置灾难恢复环境

6

19
配置灾难恢复环境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SF Oracle RAC 的灾难恢复选项

■

校园群集的硬件要求

■

全局群集支持的复制技术

■

关于针对灾难恢复设置校园群集

■

关于设置 SF Oracle RAC 的全局群集环境

■

关于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以便配置并行全局群集

SF Oracle RAC 的灾难恢复选项
SF Oracle RAC 支持通过以下方式配置灾难恢复环境：
■

校园群集

■

带复制的全局群集选项 (GCO)

■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进行复制的全局群集

有关规划灾难恢复环境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12 页的“全局群集支持的复制技术”。
正如使用本安装指南中的过程安装和配置任何群集那样，您可以为灾难恢复环境安
装和配置群集。
有关实施灾难恢复环境的高级任务描述：
请参见第 313 页的“关于针对灾难恢复设置校园群集”。
请参见第 315 页的“关于设置 SF Oracle RAC 的全局群集环境”。
请参见第 315 页的“关于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以便配置并行全局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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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安装和配置群集后配置灾难恢复环境的完整信息：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校园群集的硬件要求
表 19-1 列出了校园群集的硬件要求。
校园群集的硬件要求

表 19-1
项

说明

存储

■

■
■

■

网络

I/O 防护

存储交换机（站点上的每个主机都与之连接）必须可以访问所有站点上的
存储阵列。
必须至少从两个站点镜像分配了存储的卷。
建议在站点之间将 DWDM 链接用作存储链接。
DWDM 在物理层上工作，它需要多路复用器和取消多路复用器设备。
存储器和网络都必须能在每个节点和每个存储阵列之间进行冗余循环访
问，以防止链接出现单点故障。

■

Oracle 要求所有节点都使用同一子网中的 IP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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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防护要求在第三个站点放置第三个协调器点。可以将 DWDM 扩展到第三
个站点，也可以将第三个站点上的 iSCSI LUN 用作第三个协调点。或者，可
在第三个远程站点将协调点服务器作为仲裁点进行部署。

全局群集支持的复制技术
SF Oracle RAC 在全局群集配置中支持以下基于硬件的复制技术和基于软件的复制
技术：
基于硬件的复制

基于软件的复制

■

EMC SRDF

■

Hitachi TrueCopy

■

IBM Metro Mirror

■

IBM SAN Volume Controller (SVC)

■

EMC MirrorView

■

Volume Replicator

■

Oracle Data 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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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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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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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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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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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安装 Oracle RAC Clusterware 和数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准备安装 Oracle RAC”。
据库二进制文件
为校园群集配置 VxVM 磁盘组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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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Oracle RAC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 请参见第 191 页的“关于安装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
配置 VCS 服务组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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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示例配置

图 19-1

4 节点 SFRAC
校园集群的物理视图
客户端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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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LUN

San 1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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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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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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置 SF Oracle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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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群集上安装和配置 SF Oracle RAC 时您将需要参考《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

在主站点上配置 SF Oracle RAC 群集

■

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SF Oracle RAC 群集

■

配置全局群集环境

■

测试 HA/DR 配置

测试成功后，可将该环境投入生产

关于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以便配置并
行全局群集
为安装有 SF Oracle RAC 和 Volume Repl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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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Oracle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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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Oracle RAC 要求和许可信息。

■

两个群集均已安装和配置 SF Oracle RAC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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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本指南在各群集中安装和配置 SF Oracle RAC。有关使用 VVR 在群集之间配
置全局群集环境和复制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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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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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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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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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复制用例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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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安装脚本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脚本选项

■

关于使用 postcheck 选项

安装脚本选项
表 A-1 显示了安装脚本的命令行选项。对于初次安装或升级，通常不需要这些选
项。除非特别指出，安装脚本选项适用于所有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脚本。
表 A-1

可用的命令行选项

命令行选项

功能

-addnode

向高可用性群集添加节点。

-allpkgs

显示指定产品所需的所有 文件集。文件集 将按正
确的安装顺序列出。其输出可用来创建用于命令行
安装或网络安装的脚本。

-comcleanup

-comcleanup 选项用于删除安装程序在系统上添
加的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配置。仅当自动配置
shell 的安装例程突然终止时，才需要该选项。

-comsetup

-comsetup 选项用于在不要求提供密码或密码短
语的情况下，在系统之间设置 ssh 或 rsh 通信。

-configcps

-configcps 选项用于在正运行的系统或群集上
配置 CP 服务器。

-configure

在安装后配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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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disable_dmp_native_support

在升级期间禁用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在升级期间保留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
会延长 文件集 升级时间，具体取决于系统上配置
的 LUN、本机 LVM 卷组以及 ZFS 池的数量。

-fencing

在运行的群集中配置 I/O 防护。

-fips

-fips 选项用于在正运行的 VCS 群集上启用或禁
用 FIPS 安全模式。它仅可与 -security 或
-securityonenode 选项一起使用。

–hostfile full_path_to_file

指定含有要在其上进行安装的主机名列表的文件位
置。

-install

用于在系统上安装产品。

-online_upgrade

用于执行联机升级。使用此选项，安装程序将升级
整个群集，且在升级过程中不会关闭客户的应用程
序。现在，此选项仅支持 VCS 和 ApplicationHA。

-patch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修补程序
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装
多个版本。

-patch2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二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patch3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三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patch4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四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patch5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五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keyfile ssh_key_file

为安全 shell (SSH) 安装指定密钥文件。此选项将
-I ssh_key_file 传递给每个 SSH 调用。

-license

在指定的系统上注册或更新产品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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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logpath log_path

指定 /opt/VRTS/install/logs 以外的目录作
为保存安装程序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
位置。

-noipc

禁止安装程序对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 (SORT) 执行出站网络调用，以便
自动获取修补程序和版本信息更新。

-nolic

允许在不输入许可证密钥的情况下安装产品 文件
集。如果指定了此选项，则不能配置、启动或使用
需要许可证的功能。

-pkgtable

以正确安装顺序按组显示产品的 文件集。

–postcheck

检查与各种 HA 和文件系统相关的进程、各种端口
的可用性以及与群集相关的服务组的可用性。

-precheck

执行安装前检查以确定系统是否满足所有安装要
求。Veritas 建议在安装产品之前执行预先检查。

-prod

指定操作的产品。

-component

指定操作的组件。

-redirect

显示进度详细信息，而不显示进度条。

-require

指定安装程序的修补程序文件。

–responsefile response_file

使用存储在指定文件中的系统信息和配置信息自动
执行安装和配置，而不提示输入信息。
response_file 必须是一个完整路径名。必须编辑该
响应文件，才能将其用于后续安装。变量字段定义
是在文件中定义的。

-rolling_upgrade

开始滚动升级。通过使用此选项，安装程序自动检
测群集系统上的滚动升级状态，而不需要显式指定
滚动升级阶段 1 或阶段 2。

-rollingupgrade_phase1

-rollingupgrade_phase1 选项用于执行滚动
升级阶段 I。在此阶段，产品内核 文件集 会升级到
最新版本。

-rollingupgrade_phase2

-rollingupgrade_phase2 选项用于执行滚动
升级阶段 II。在该阶段，VCS 和其他代理 文件集
将升级到最新版本。产品内核驱动程序将滚动升级
到最新的协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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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rsh

当您想要将 RSH 和 RCP（而不是默认的 SSH 和
SCP）用于系统之间的通信时，请指定此选项。
请参见第 387 页的“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

-security

-security 选项用于在安全操作模式和非安全操作模
式之间转换正运行的 VCS 群集。

-securityonenode

-securityonenode 选项用于逐节点配置安全群
集。

-securitytrust

-securitytrust 选项用于与另一代理建立信任
关系。

–serial

指定安装脚本连续在各系统上执行安装、卸载、启
动和停止操作。如果没有指定此选项，这些操作会
同时在所有系统上执行。

-settunables

如果要在安装并配置产品后设置可调参数，请指定
此选项。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产品的进程，以使可
调参数值生效。您必须与 -tunablesfile 选项
一起使用此选项。

-start

启动指定产品的后台驻留程序和进程。

-stop

停止指定产品的后台驻留程序和进程。

-timeout

-timeout 选项用于指定在超时前脚本应等待每个
命令完成的秒数。设置 -timeout 选项将覆盖默
认值 1200 秒。将 -timeout 选项设置为 0 可防止
脚本发生超时。-timeout 选项不可与 -serial
选项一同使用。

–tmppath tmp_path

指定 /var/tmp 以外的目录作为安装脚本的工作
目录。此目标位置是执行初始日志记录的位置，也
是远程系统上在安装前要将 文件集 复制到的位置。

-tunables

列出所有支持的可调参数并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
板。

-tunables_file tunables_file

当指定可调参数文件时，请指定此选项。可调参数
文件应包含可调参数。

-uninstall

此选项用于从系统卸载产品。

-upgrade

指定产品的现有版本已存在且您计划升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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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version

检查并报告已安装的产品及其版本。识别适用于产
品的已安装及缺少的 文件集 和修补程序。提供一
份摘要，其中列出了适用的已安装及缺少的 文件
集 和修补程序的计数。如果 Internet 连接可用，则
列出已安装产品的已安装修补程序和可用更新。

关于使用 postcheck 选项
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后检查确定安装相关问题以及帮助故障排除。
注意：此命令选项需要节点的停机时间。
当您使用 postcheck 选项时，它可以帮助您解决下列 VCS 相关问题：
■

心跳链接不存在。

■

心跳链接无法通信。

■

心跳链接是绑定或聚合 NIC 的一部分。

■

存在重复的群集 ID（如果检查时未运行 LLT）。

■

VRTSllt pkg 版本在节点上不一致。

■

llt-linkinstall 值不正确。

■

/etc/llthosts 和 /etc/llttab 配置不正确。

■

/etc/gabtab 文件不正确。

■

存在不正确的 GAB linkinstall 值。

■

VRTSgab pkg 版本在节点上不一致。

■

main.cf 文件或 types.cf 文件无效。

■

/etc/VRTSvcs/conf/sysname 文件与主机名不一致。

■

群集 UUID 不存在。

■

uuidconfig.pl 文件缺失。

■

VRTSvcs pkg 版本在节点上不一致。

■

/etc/vxfenmode 文件缺失或不正确。

■

/etc/vxfendg 文件无效。

■

vxfen link-install 值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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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TSvxfen pkg 版本不一致。

postcheck 选项可帮助解决下列 SFHA 或 SFCFSHA 问题：
■

由于未删除 /etc/vx/reconfig.d/state.d/install-db 文件，因此 Volume
Manager 无法启动。

■

由于未加载 volboot 文件，Volume Manager 无法启动。

■

由于许可证不存在，Volume Manager 无法启动。

■

由于 main.cf 文件中的 CVM 配置不正确，因此 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
启动。例如，节点上缺少 Autostartlist 值。

■

由于 /etc/llthosts 文件中的节点 ID 不一致，因此 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联机。

■

由于 Vxfen 未启动，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联机。

■

由于未配置 gab，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启动。

■

由于 CVM 协议不匹配，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联机。

■

Cluster Volume Manager 组名已由 cvm 更改为其他名称，这会导致 CVM 脱机。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后检查选项执行下列检查：
所有产品的常规检查：
■

已安装所有必需的 文件集。

■

所需 文件集 的版本正确。

■

所需的 文件集 不存在任何验证问题。

检查 Volume Manager (VM)：
■

列出未运行的后台驻留程序（vxattachd、vxconfigbackupd、vxesd、
vxrelocd…）。

■

列出未处于“online (联机)”或“online shared (联机共享)”状态的磁盘 (vxdisk
list)。

■

列出未处于“enabled (已启用)”状态的磁盘组 (vxdg list)。

■

列出未处于“enabled (已启用)”状态的卷 (vxprint -g <dgname>)。

■

列出处于“Unstartable (不可启动)”状态的卷 (vxinfo -g <dgname>)。

■

列出未在 /etc/filesystems 中配置的卷。

检查文件系统 (FS)：
■

列出未加载的 VxFS 内核模块 (vxfs/fdd/vxportal)。

■

检查存在于 /etc/filesystems 文件中的所有 VxFS 文件系统是否已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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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存在于 /etc/filesystems 中的所有 VxFS 文件系统是否为磁盘布局 9 或
更高版本。

■

所有已安装的 VxFS 文件系统是否为磁盘布局版本 9 或更高版本。

检查群集文件系统：
■

FS 和 ODM 是否正在运行最新的协议级别。

■

所有已装入的 CFS 文件系统是否由 VCS 管理。

■

cvm 服务组是否已联机。

请参见第 84 页的“在节点上执行 post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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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的可调参数文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安装程序或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

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调参数

■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

设置可调参数文件的参数

■

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关于使用安装程序或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可调参数文件来设置非默认产品和系统可调参数。 使用该文件可以设置
I/O 策略等可调参数或者切换本机多径处理。 可调参数文件将参数传递给安装程序
脚本以设置可调参数。 使用该文件可以设置下列操作的可调参数：
■

安装、配置或升级系统时。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请参见第 326 页的“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

在没有其他与安装程序相关的操作情况下应用可调参数时。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settunables [
sys1sys2 ...]

请参见第 327 页的“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调参数”。
■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应用可调参数文件时。

安装的可调参数文件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response_file_name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请参见第 327 页的“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有关响应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关于响应文件”一章。
您必须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您可以在安装过程中使用可调参数文件来设置非默认可调参数。您可以调用带有
tunablesfile 选项的安装脚本。可调参数文件将参数传递给该脚本以设置所选可
调参数。您必须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注意：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非默认可调参数

1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请参见第 328 页的“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2

确保要安装 SF Oracle RAC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3

完成所有安装前任务。

4

将可调参数文件复制到要安装、配置或升级产品的系统之一。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启动安装程序以进行安装、配置或升级。例如：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mp/tunables_file
-settunables [sys1 sys2 ...]

其中 /tmp/tunables_file 是可调参数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7

继续执行操作。显示提示后，接受可调参数。
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重新启动后才会激活。仔细查看输出，确定系统是否需要
重新启动才能设置可调参数值。

8

安装程序验证可调参数。如果出现错误，请退出安装程序，检查可调参数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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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
调参数
您可以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任何其他操作的情况下，使用安装程序来设置可
调参数。必须使用本指南中所述的参数。请注意，许多参数都特定于产品。您必须
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注意：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调参数

1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请参见第 328 页的“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2

确保要安装 SF Oracle RAC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3

完成所有安装前任务。

4

将可调参数文件复制到要调整的系统之一。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启动带有 -settunables 选项的安装程序。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settunables [
sys123 sys234 ...]

其中 /tmp/tunables_file 是可调参数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7

继续执行操作。显示提示后，接受可调参数。
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重新启动后才会激活。仔细查看输出，确定系统是否需要
重新启动才能设置可调参数值。

8

安装程序验证可调参数。如果出现错误，请退出安装程序，检查可调参数文
件。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和未集成的响应文件来设置可调参数。必须使用本指南中所述
的参数。请注意，许多参数都特定于产品。您必须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
数。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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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1

确保要安装 SF Oracle RAC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2

完成所有安装前任务。

3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请参见第 328 页的“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4

将可调参数文件复制到要调整的系统之一。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启动带有 -responsefile 和 -tunablesfile 选项的安装程序。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response_file_name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其中 response_file_nam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tunables_file_name 是
可调参数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7

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重新启动后才会激活。仔细查看输出，确定系统是否需要
重新启动才能设置可调参数值。

8

安装程序验证可调参数。如果出现错误，请退出安装程序，检查可调参数文
件。

有关响应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关于响应文件”一章。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可调参数文件是一个 Perl 模块，它由起始和结束语句组成，起始和结束语句之间定
义了可调参数。在行的开始使用 # 号可以注释掉该行。可调参数文件以“our
%TUN;”行开始，以返回 true 值“1;”的行结束。最后返回 true 的行只需要在文
件末尾出现一次。在每个可调参数自己的行中定义该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来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板，也可以手动为您创建的可调参数文
件设置格式。
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板
◆

启动带有 -tunables 选项的安装程序。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tunables

您会看到所有受支持的可调参数的列表，以及可调参数文件模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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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可调参数文件的格式
◆

设置可调参数的格式，如下所示：
$TUN{"tunable_name"}{"system_name"|"*"}=value_of_tunable;

对于 system_name，使用系统名称、其 IP 地址或通配符。value_of_tunable 取决
于您设置的可调参数的类型。使用分号结束行。
下面是一个可调参数文件示例。
#
# Tunable Parameter Values:
#
our %TUN;
$TUN{"tunable1"}{"*"}=1024;
$TUN{"tunable3"}{"sys123"}="SHA256";
1;

设置可调参数文件的参数
每个可调参数文件定义不同的可调参数。 每个参数的说明中列出了可以使用的值。
选择要添加到可调参数文件中的可调参数，然后配置每个参数。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每个参数值行都以 $TUN 开头。 可调参数的名称包含在花括号和双引号中。 系统
名称包含在花括号和双引号中。 最后，定义值并用分号来结束行，例如：
$TUN{"dmp_daemon_count"}{"node123"}=16;

在此示例中，您将 dmp_daemon_count 值从其默认值 10 更改为 16。可以使用通
配符 * 来表示所有系统。例如：
$TUN{"dmp_daemon_count"}{"*"}=16;

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为安装程序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时，只能使用以下列表中的参数。
在对可调参数进行任何更新之前，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以获取有关产品可调参数范围和建议的详细信息。
表 B-1 介绍了可在可调参数文件中指定的支持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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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支持的可调参数

可调参数

说明

autoreminor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启用重新设置次要
编号功能以防止磁盘组导入期间发生冲突。

autostartvolume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启用卷自动恢复。

dmp_cache_open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已缓存阵列支持
库 (ASL) 在设备上执行的第一次打开操作。

dmp_daemon_count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管理任务的内
核线程数。

dmp_delayq_interval

(Dynamic Multi-Pathing) 设备繁忙时 DMP 延
迟错误处理的时间间隔。

dmp_fast_recovery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是否应尝试从
HBA 接口直接获取 SCSI 错误信息。 必须在
启动 Dynamic Multi-Pathing 后设置此可调参
数。

dmp_health_time

(Dynamic Multi-Pathing) 路径必须处于正常状
态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dmp_log_level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控制台消息的
显示详细程度。

dmp_low_impact_probe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启用低影响路径
探查功能。

dmp_lun_retry_timeout

(Dynamic Multi-Pathing) 处理瞬态错误的重试
时间段。

dmp_monitor_fabric

(Dynamic Multi-Pathing)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vxesd) 是否使用全球网络存储工业协会
(SNIA) HBA API。 必须在启动 Dynamic
Multi-Pathing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dmp_monitor_ownership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监视 LUN 所有
权的动态变化。

dmp_native_support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是否为本机设
备执行多径处理。

dmp_path_age

(Dynamic Multi-Pathing) 在 DMP 将间歇性故
障路径标记为正常之前需要对该路径进行监视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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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dmp_pathswitch_blks_shift

(Dynamic Multi-Pathing) 在切换到下一个可用
路径之前，沿着 DMP 路径发送到阵列的连续
I/O 块的默认数目。

dmp_probe_idle_lun

(Dynamic Multi-Pathing) 路径还原内核线程是
否探查空闲 LUN。

dmp_probe_threshold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原后台驻留程序将
探查的路径数。

dmp_restore_cycles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原策略为
check_periodic 的情况下运行 check_all 策略
的周期数。

dmp_restore_interval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原后台驻留程序分
析路径状况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mp_restore_policy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路径还原线程
使用的策略。

dmp_restore_state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启动 DMP 路径
还原的内核线程。

dmp_retry_count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将路径标记为
出现故障之前，路径连续报告路径繁忙错误的
次数。

dmp_scsi_timeout

(Dynamic Multi-Pathing) 任何通过 DMP 发送
的 SCSI 命令的超时值。

dmp_sfg_threshold

(Dynamic Multi-Pathing) 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SFG) 功能的状态。

dmp_stat_interval

(Dynamic Multi-Pathing) 收集 DMP 统计数据
之间的时间间隔。

fssmartmovethreshol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SmartMove 的文件
系统使用率阈值（百分比）。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max_diskq

(Veritas File System) 指定单个文件生成的最
大磁盘队列。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max_diskq。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
解如何为指定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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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read_ahead

(Veritas File System) 值 0 禁用预读取功能，
值 1（默认值）保留传统连续预读取行为，值
2 为所有读取启用增强预读取。安装程序只能
设置系统默认值 read_ahead。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块设备
设置此可调参数。

read_nstream

(Veritas File System) 可一次具有的、未完成
的、大小为 read_pref_io 的并行读取请求数。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read_nstream。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read_pref_io

(Veritas File System) 首选的读取请求大小。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read_pref_io。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reclaim_on_delete_start_tim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一天中开始回收已
删除的卷的时间。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reclaim_on_delete_wait_perio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开始回收已删除的
卷之前要等待的天数。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same_key_for_alldg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对所有磁盘组使用
相同的防护键。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sharedminorstar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用于共享磁盘组次
要编号的范围起始编号。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storage_connectivity

(Veritas Volume Manager) CVM 存储连接类
型。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
设置此可调参数。

usefssmartmov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 SmartMove
功能（all、thinonly、none）。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vol_cmpres_enable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允许对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启用压缩。

vol_cmpres_thread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的最大压缩线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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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vol_default_iodelay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实用程序发
出的 I/O 请求之间的暂停时间（以 10 毫秒为
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
生效。

vol_fmr_log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Fast Mirror Resync
用来跟踪已更改块的最大位映射大小（以 KB
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
会生效。

vol_max_adminio_pool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管理 I/O 使
用的最大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 需要重新
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_nm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最大名称池大小
（以字节为单位）。

vol_max_rdback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存储记录回读池最
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vol_max_wrs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群集版本使用的最大内存量。

vol_maxio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逻辑 VxVM I/O 操
作的最大大小（以 KB 为单位）。需要重新启
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ioctl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传递给 VxVM ioctl
调用的最大数据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
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parallelio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configd 一次可
请求的 I/O 操作数目。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
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specialio

(Veritas Volume Manager) ioctl 调用发出的
VxVM I/O 操作的最大大小（以 KB 为单位）。
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in_lowmem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内存的低位标记
（以字节为单位）。

vol_nm_hb_timeou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超时值（以滴答声为单位）。

vol_rvio_max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请求的最大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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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vol_stats_enabl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启用 VxVM I/O 统
计数据收集。

vol_subdisk_nu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挂接到单一 VxVM
plex 的最大子磁盘数目。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drl_max_drtreg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最大 VxVM 脏区
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
效。

voldrl_max_seq_dirty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连续模式下的最大
脏区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
生效。

voldrl_min_region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脏区日志
(DRL) 区域的最小大小（以 KB 为单位）。需
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drl_volumemax_drtreg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log-plex DRL 中每
个卷脏区的最大大小。

voldrl_volumemax_drtregs_20

(Veritas Volume Manager) DCO 版本 20 中每
个卷脏区的最大大小。

voldrl_dirty_region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DCO 版本 30 中缓
存的区域数目。

voliomem_chunk_siz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内存分配请
求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
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mem_max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的最大
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
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errbuf_dfl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错误跟踪缓
冲区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
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iobuf_limi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所有 VxVM I/O 跟
踪缓冲区的最大总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
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iobuf_max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I/O 跟踪缓
冲区的最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
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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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voliot_max_open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用于 vxtrace 命
令的 VxVM 跟踪通道的最大数目。需要重新启
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pagemod_max_mem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即时快照使用的最
大分页模块内存（以 KB 为单位）。

volraid_rsrtransmax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RAID-5 并
行瞬态重构操作的最大数目。需要重新启动系
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xfs_ninode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inode 表中的条目
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
效。

write_nstream

(Veritas File System) 可一次具有的、未完成
的、大小为 write_pref_io 的并行写入请求数。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write_nstream。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write_pref_io

(Veritas File System) 首选的写入请求大小。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write_pref_io。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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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安装和配置值示例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安装和配置工作表

■

SF Oracle RAC 工作表

■

Oracle RAC工作表

■

使用 VVR 工作表的复制群集

■

使用 SRDF 工作表复制群集

■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所需的信息

■

安装 Oracle 数据库所需的信息

关于安装和配置工作表
在安装和配置 SF Oracle RAC 与 Oracle RAC 期间，安装程序将提示您提供信息。
安装和配置工作表提供了一些示例值，当您运行 Veritas 安装程序或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时，可参考这些示例值提供所需的信息。
Veritas 建议在开始安装和配置过程前使用工作表记录适合您系统的值。

SF Oracle RAC 工作表
本节提供安装和配置 SF Oracle RAC、其组件产品和功能的工作表。
表 C-1 包含在安装和配置 SF Oracle RAC 时可能使用的示例值。在下表中输入适
合您系统的 SF Oracle RAC 值：

安装和配置值示例
SF Oracle RAC 工作表

表 C-1

SF Oracle RAC 工作表

安装信息

示例值

群集中的节点数量

2

主群集的主机名

sys1 和 sys2

注意：请勿在主机名中使用下划线字
符。使用下划线字符的主机名不符合
RFC 标准，将会产生问题。
已添加或已删除节点的主机 sys5
名

注意：请勿在主机名中使用下划线字
符。使用下划线字符的主机名不符合
RFC 标准，将会产生问题。

主群集名

clus1

主群集 ID 号

101

专用网络链接

en1, en2

Cluster Manager NIC（主
NIC）

en0

Cluster Manager IP

10.10.12.1, 10.10.12.2

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码

255.255.240.0

VCS 用户名（配置群集以安 VCS 用户名不能超出 1024 个字符。
全模式运行时不需要）
例如：smith
VCS 用户密码

VCS 密码不能超出 512 个字符。

VCS 用户权限

用户具有三个级别的权限：A=管理
员、O=操作员或 G=来宾。
例如：A

SMTP 服务器基于域的地址 smtp.example.com
SMTP 通知接收人的电子邮 admin@example.com
件地址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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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信息

示例值

SMTP 电子邮件通知的事件 事件有四个严重程度级别：
最低严重程度
■ I=参考
■

W=警告

■

E=错误

■

S=严重错误

例如： I
严重性级别定义如下：
■

参考 - 表现正常行为的重要事件

■

警告 - 背离正常行为

■

错误 - 故障

■

严重错误 - 可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
的严重错误

控制台的 SNMP 陷阱后台驻 162
留程序端口号
SNMP 控制台系统名

system2

SNMP 陷阱通知的事件最低 事件有四个严重程度级别：
严重程度
■ I=参考
■

W=警告

■

E=错误

■

S=严重错误

例如： I
严重性级别定义如下：

Vxfen 磁盘

■

参考 - 表现正常行为的重要事件

■

警告 - 背离正常行为

■

错误 - 故障

■

严重错误 - 可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
的严重错误

rhdisk75 rhdisk76 rhdisk77

如果 SCSI-3 磁盘用作您配
置的协调点，则需要这些
值。
Vxfen 磁盘组

vxfencoordg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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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Server 组件信息
表 C-2 显示了配置 Cluster Server 组件所需的信息。
表 C-2

Cluster Server 组件信息

信息

示例

群集名称

名称必须以字母表 (a-z, A-Z)
中的字母开头，而且只能包含
字符 a 到 z、A 到 Z 和 1 到
0、连字符 (-) 以及下划线 (_)。

分配的值

例如：clus1
群集的唯一 ID 号

0-65535 之间的数字。在包含
群集的站点内，每个群集必须
具有唯一 ID。
例如：101

系统之间专用网络使用的 您可以选择不属于任何聚合接
NIC 的设备名称
口的网络接口卡，也可以选择
聚合接口。
与每个网络链接的每个 NIC 关
联的接口名称在所有节点上必
须相同。
例如：
■

en1

■

en2

请不要使用用于公共网络的网
络接口卡，该卡通常为 en0。

I/O 防护信息
表 C-3 显示了配置 I/O 防护所需的信息。
表 C-3

I/O 防护信息

信息

示例值

组成协调器磁盘组的三
个磁盘的名称。

以下是磁盘名称的示例：
■

rhdisk75

■

rhdisk76

■

rhdisk77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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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例值

协调器磁盘组中每个磁
盘的名称（如果使用
DMP）。

下面是示例：
■

/dev/vx/rdmp/rhdisk75

■

/dev/vx/rdmp/rhdisk76

■

/dev/vx/rdmp/rhdisk77

分配的值

SF Oracle RAC 添加用户信息
表 C-4 显示了添加 VCS 用户所需的信息。如果将 SF Oracle RAC 群集配置为以安
全模式运行，则需要添加 VCS 用户。
注意：添加 VCS 用户为可选。
表 C-4

SF Oracle RAC 添加用户信息

信息

示例

用户名

smith

用户密码

*****

用户权限

用户具有三个级别的权限：
■

A=管理员

■

O=操作员

■

G=来宾

例如：A
VCS 权限级别包括：
■

■

■

Administrator - 可执行所有
操作，包括有关群集、服务
组、系统、资源和用户的配
置选项。
Operator - 可在群集或服务
组上执行特定操作。
Guest - 可以查看指定的对
象。

全局群集信息
表 C-5 显示了配置全局群集所需的信息。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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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全局群集是需要许可证的可选功能。
表 C-5

全局群集信息

信息

示例

分配的值

公共 NIC 的名称

必须在提示时为 NIC 指定相应
的值。
例如： en0

NIC 的虚拟 IP 地址

必须在提示时为虚拟 IP 地址指
定相应的值。
例如： 10.10.12.1

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码

必须在提示时为网络掩码指定相
应的值。
例如： 255.255.255.0

Oracle RAC工作表
本节提供一个包含示例值的工作表，供安装和配置Oracle RAC时参考。
注意：带有括号的 Italicized 文本指示过程中使用的相应变量。在执行过程中的步骤
时，请确保将这些变量替换为此工作表中分配给它们的值。
表 C-6 显示在执行相应任务时可用作参考的示例工作表。
表 C-6

Oracle RAC 所需的信息

示例值工作表

转至

Oracle 用户和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表 C-7。

公共 IP 地址和主机名

请参见第 343 页的表 C-8。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请参见第 343 页的表 C-9。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

请参见第 346 页的表 C-10。

[对于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
Oracle RAC 主目录

请参见第 347 页的表 C-11。

OCR 和 Voting 磁盘

请参见第 348 页的表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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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值工作表

转至

CSSD 和 Oracle 数据库配置

请参见第 350 页的表 C-13。

表 C-7 显示在创建 Oracle 用户和组时可使用的示例值。
表 C-7

示例值表 - Oracle 用户和组

信息

示例值

Oracle 用户名

■

(user_name)
■

Oracle 用户 ID

对于 Oracle Clusterware
oracle
对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网格

1000

(user_id)
Oracle 组名称 - 主要 oinstall（对于作为主要组的清单组）
组
(grp_name)
Oracle 组名称 - 辅助 dba（对于作为辅助组的 dba 组）
组
(grp_name_sec)
Oracle 组 ID - 主要组 1000（对于作为主要组的清单组）
ID
(grp_id)
Oracle 组 ID - 辅助组 1001（对于作为辅助组的 dba 组）
ID
(grp_id_sec)
Oracle 用户主目录

/home/oracle

(usr_home_ora)
Grid 用户主目录

/home/grid

(usr_home_grid)

表 C-8 显示用于公共 IP 地址和主机名的示例值。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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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8

示例值表 - 公共 IP 地址和主机名

信息

示例值

群集中某一节点的名
称

对于双节点群集：
■

sys1

node_name1

■

sys2

分配的值

node_name2
添加到群集的新节点
的名称

sys5

(nodenew_name)
Virtual IP address (虚 10.10.10.10
拟 IP 地址)
虚拟 IP 别名

sys1-vip

SCAN IP 地址（仅限 建议至少使用三个地址。
Oracle RAC 11g
10.10.10.20
R2）
10.10.10.21
10.10.10.22
SCAN 名称 (仅限
Oracle RAC 11g R2)

clus1_scan

表 C-9 显示在配置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时可使用的示例值。
表 C-9

示例值表 -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信息

示例值

群集中第一个节点的
专用 IP 地址 PrivNIC

192.168.12.1（在 sys1 上）

privnic_ip_node1

群集中第二个节点的
专用 IP 地址 PrivNIC
privnic_ip_node2

注意：IP 地址中的任何一个八位字节不能
以 0 开头，例如，不能使用 0X.X.X.X、
X.0X.X.X、X.X.0X.X 或 X.X.X.0X 这类格式
的地址。请确保专用 IP 地址采用的格式与
上面 sys1 或 sys2 示例中所示的格式相同。
192.168.12.2（在 sys2 上）

注意：IP 地址中的任何一个八位字节不能
以 0 开头，例如，不能使用 0X.X.X.X、
X.0X.X.X、X.X.0X.X 或 X.X.X.0X 这类格式
的地址。请确保专用 IP 地址采用的格式与
上面 sys1 或 sys2 示例中所示的格式相同。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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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例值

在群集中添加节点时 192.168.12.5（在 sys2 上）
使用的专用 IP 地址 注意：IP 地址中的任何一个八位字节不能
PrivNIC
以 0 开头，例如，不能使用 0X.X.X.X、
privnic_ip_newnode X.0X.X.X、X.X.0X.X 或 X.X.X.0X 这类格式
的地址。请确保专用 IP 地址采用的格式与
上面 sys1 或 sys2 示例中所示的格式相同。
群集中第一个节点上 必须选择一个 LLT 设备作为收集 Oracle
用于网络的 NIC 地址 Clusterware 心跳的设备。指定的接口应与
用于 LLT 配置的接口的名称和总数完全相
nic1_node1
同。
nic2_node1
例如，如果 sys1 上的 LLT 设备是 en1、
en2：
en1, en2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设备名称如下所
示：
Device@sys1= { en1 = 0, en2 = 1 }
aggr1
Device@sys1 = { aggr1 = 0 }
群集中第二个节点上 必须选择一个 LLT 设备作为收集 Oracle
用于网络的 NIC 地址 Clusterware 心跳的设备。指定的接口应与
用于 LLT 配置的接口的名称和总数完全相
nic1_node2
同。
nic2_node2
例如，如果 sys2 上的 LLT 设备是 en1、
en2：
en1, en2（在 sys2 上）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设备名称如下所
示：
Device@sys2= { en1 = 0, en2 = 1 }
aggr1（在 sys2 上）
Device@sys2 = { aggr1 = 0 }
PrivNIC 的 VCS 资源 ora_priv
名
(priv_resname)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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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例值

MultiPrivNIC 的 VCS multi_priv
资源名
(multipriv_resname)
群集中第一个节点的
专用 IP 地址 MultiPrivNIC

在 sys1 上：
■

192.168.12.1 (Oracle Clusterware)

■

192.168.2.1（要用于
CLUSTER_INTERCONNECT 参数的
UDP）
192.168.3.1（要用于
CLUSTER_INTERCONNECT 参数的另
一个 UDP）

multipriv_ip1_node1
multipriv_ip2_node1
■

multipriv_ip3_node1

注意：IP 地址中的任何一个八位字节不能
以 0 开头，例如，不能使用 0X.X.X.X、
X.0X.X.X、X.X.0X.X 或 X.X.X.0X 这类格式
的地址。请确保专用 IP 地址采用的格式与
上面 sys1 或 sys2 示例中所示的格式相同。
Veritas 建议所有 Oracle Clusterware 和
UDP 缓存熔合链接都应为 LLT 链接。
群集中第二个节点的
专用 IP 地址 MultiPrivNIC

在 sys2 上：
■

192.168.12.2 (Oracle Clusterware)

■

192.168.2.2（要用于
CLUSTER_INTERCONNECT 参数的
UDP）
192.168.3.2（要用于
CLUSTER_INTERCONNECT 参数的另
一个 UDP）

multipriv_ip1_node2
multipriv_ip2_node2
■

multipriv_ip3_node2

注意：IP 地址中的任何一个八位字节不能
以 0 开头，例如，不能使用 0X.X.X.X、
X.0X.X.X、X.X.0X.X 或 X.X.X.0X 这类格式
的地址。请确保专用 IP 地址采用的格式与
上面 sys1 或 sys2 示例中所示的格式相同。
Veritas 建议所有 Oracle Clusterware 和
UDP 缓存熔合链接都应为 LLT 链接。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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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例值

分配的值

在群集中添加新节点 在 sys2 上：
时使用的专用 IP 地址
■ 192.168.12.5 (Oracle Clusterware)
- MultiPrivNIC
■ 192.168.2.6（要用于
multipriv_ip1_newnode
CLUSTER_INTERCONNECT 参数的
UDP）
multipriv_ip2_newnode

注意：IP 地址中的任何一个八位字节不能
以 0 开头，例如，不能使用 0X.X.X.X、
X.0X.X.X、X.X.0X.X 或 X.X.X.0X 这类格式
的地址。请确保专用 IP 地址采用的格式与
上面 sys1 或 sys2 示例中所示的格式相同。
Veritas 建议所有 Oracle Clusterware 和
UDP 缓存熔合链接都应为 LLT 链接。
群集中第一个节点的
专用主机名（在
/etc/hosts 中设置）

在 sys1 上：
■

sys1-priv

■

sys1-priv1

ip_node1
群集中第二个节点的
专用主机名（在
/etc/hosts 中设置）

在 sys2 上：
■

sys2-priv

■

sys2-priv1

ip_node2
群集的网络掩码

255.255.255.0

(netmask_ip)

表 C-10 显示在对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使用 Oracle HAIP 时可使用的
示例值。
表 C-10
信息

示例值工作表 - Oracle HAIP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
示例值

群集中第一个节点的 192.168.12.2
专用 IP 地址 (sys1)
群集中第一个节点的 sys1-haip1
主机名别名 (sys1)
群集中第二个节点的 192.168.12.2
专用 IP 地址 (sys2)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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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例值

分配的值

群集中第二个节点的 sys2-haip1
主机名别名 (sys2)
Netmask

255.255.255.0

表 C-11 显示在创建 Oracle RAC 主目录时可使用的示例值。
表 C-11

示例值表 - Oracle RAC 主目录

信息

示例值

包含 Oracle
Disk_1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
二进制文件的每个节
点的磁盘
disk_name
VxVM 本地磁盘组名
称

■

bindg_sys1（在 sys1 上）

■

bindg_sys2（在 sys2 上）

dg_name
CVM 磁盘组名称

bindg

cvm_dg
Oracle Clusterware
二进制文件的卷名称

对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gridbinvol

clus_volname
Oracle Clusterware
主目录

对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grid_home
的路径

clus_home

/u01/app/grid/product/11.2.0/gridhome

Oracle 数据库二进制 orabinvol
文件的卷名称
ora_volname
包含 Oracle
bin_dg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
的磁盘组的 VCS 资源
名称
dg_resname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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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例值

Oracle Clusterware
二进制文件装入点资
源名称

对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分配的值

gridbin_mnt

clusbin_mnt_resname
Oracle 数据库二进制 orabin_mnt
文件装入点资源名称
orabin_mnt_resname
Oracle Clusterware
的 Oracle base 目录

/u01/app/oracle

oracle_base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的
Oracle base 目录

/u01/app/grid

grid_base
数据库的 Oracle base /u01/app/oracle
目录
oracle_base
Oracle 数据库主目录 /u02/app/oracle/product/11.2.0/dbhome_1
db_home
Oracle Grid
/u01/app/11.2.0/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
grid_home

表 C-12 显示在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存储时可使用的示例值。
表 C-12

示例值表 - OCR 和 Voting 磁盘

信息

示例值

用于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共享
磁盘组的磁盘

Disk_2

disk_name2
disk_name3

Disk_3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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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例值

OCR 和 Voting 磁盘
的共享磁盘组

ocrvotedg

分配的值

ocrvote_dgname
CVM 原始卷上的
OCR 卷

ocrvol

ocr_volname
CVM 原始卷上的
Voting 磁盘卷

votevol

vote_volname
CFS 上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卷

ocrvotevol

ocrvote_volname
OCR 和 Voting 磁盘
的卷选项

nmirror=2

共享卷上的文件系统
(CFS)

/dev/vx/rdsk/ocrvotedg/ocrvotevol

共享文件系统的装入
点

/ocrvote

ocrvote_mnt
OCR 和 Voting 磁盘 ocrvote_voldg_ocrvotedg
的 CVMVolDg 资源名
称
ocrvotevol_resname
OCR 和 Voting 磁盘 ocrvote_mnt_ocrvotedg
的 CFSMount 资源名
称
ocrvotemnt_resname
存档日志的装入点

/oradata

CVM 组名称

cvm

cvm_grpname

表 C-13 显示在配置 CSSD 代理和 Oracle 数据库时可使用的示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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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3

示例值表 - CSSD 和 Oracle 数据库配置

信息

示例值

CVM 组名称

cvm

cvm_grpname
CSSD 组名称

cssd

cssd_grpname
Oracle 数据库的 VCS oradb_grp
服务组
oradb_grpname
Oracle 的 VCS 资源
名称

oradb

db_resname
Oracle 数据库名称

db

db_name
全局数据库名称

db.example.com（数据库名称.域）

Oracle 数据库的磁盘 oradatadg（共享）
组名称
oradb_dgname
Oracle 数据库的卷名 oradatavol
称
oradb_volname
Oracle 数据库的装入 /oradata（共享）
点
oradb_mnt
Oracle 数据库的
CVMVolDg 资源

oradata_voldg

oradbdg_resname
Oracle 数据库的
CFSMount 资源
oradbmnt_resname

oradata_mnt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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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例值

策略管理的数据库的
SID 前缀

db

分配的值

oradb_sid_prefix
群集中第一个节点上
的 SID

db1

oradb_sid_node1
群集中第二个节点上
的 SID

db2

oradb_sid_node2

使用 VVR 工作表的复制群集
表 C-14 包含在安装和配置 CVM 和 VVR 时可能使用的示例值。在下表中输入适合
您系统的 CVM/VVR 值（如果适用）：
表 C-14

使用 VVR 工作表的复制群集

安装信息

示例值

辅助群集的主机名

mercury, jupiter

辅助群集名称

rac_cluster102

辅助群集 ID 号

102

主群集地址

10.10.10.101

主群集日志所有者 IP

10.10.9.101

辅助群集地址

10.11.10.102

辅助群集日志所有者 IP

10.11.9.102

RVG 名称

rac1_rvg

全局数据库名称

vrts

数据库资源名称

ora1

数据库组名称（取决于 cvm， oradb1_grp
包括资源 Oracle 代理等）
Srl 卷名称

rac1_srl

分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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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信息

示例值

分配的值

主站点上群集的可解析虚拟主 rac_clus101_priv
机名（对于 VVR）
辅助站点上群集的可解析虚拟 rac_clus102_priv
主机名（对于 VVR）
辅助群集的专用 IP 地址

192.168.12.3 - 192.168.12.4

使用 SRDF 工作表复制群集
表 C-15 包含在安装和配置 CVM 和 VVR 时可能使用的示例值。在下表中输入适合
您系统的 CVM/VVR 值（如果适用）：
表 C-15

使用 SRDF 工作表复制群集

安装信息

示例值

辅助群集的主机名

mercury, jupiter

辅助群集名称

rac_cluster102

辅助群集 ID 号

102

主群集地址

10.10.10.101

辅助群集地址

10.11.10.102

全局数据库名称

vrts

数据库资源名称

ora1

数据库组名称（取决于
cvm，包括资源 Oracle
代理等）

oradb1_grp

辅助群集的专用 IP 地址

192.168.12.3 192.168.12.4

分配的值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所需的信
息
本节介绍了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时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需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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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6 列出了安装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时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需要的
信息。
表 C-16

安装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所需的安装信息 -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

OUI 菜单

说明

Select installation option (选 选择“Install and Configure Grid Infrastructure for a
择安装选项)
Cluster (为群集安装和配置 Grid Infrastructure)”选项。
Select cluster type (选择群集 选择“Configure a standard cluster (配置标准群集)”选
类型)
项。
仅限 Oracle 12c
Select installation type (选择 选择“Advanced Installation (高级安装)”选项。
安装类型)
Specify cluster
输入数据库客户端连接到群集中的数据库时所用群集的 SCAN
configuration (指定群集配置) 名称。
Grid Plug and Play
提供以下信息：
information (Grid 即插即用信
■ 群集名称
息)
■ SCAN 名称
域名服务器 (DNS) 上的 SCAN 地址必须解析为三个地址
（建议）或至少解析为一个地址。
■ SCAN 端口
Cluster Node Information (群 提供公共主机名和要在其上安装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集节点信息)
的节点的相应虚拟主机名。
Specify network interface
usage (指定网络接口使用情
况)

标识每个接口的计划用途：公共、专用或不使用。
查看配置网络接口的以下说明：
■

■

确保屏幕上列出您在配置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时指
定的相同专用接口。
将包含由 PrivNIC/MultiPrivNIC 代理管理的专用 IP 地址
的子网的接口标记为“Private (专用)”。

■

标记为“Private (专用)”的接口作为 cluster_interconnect
存储在 GPnP 配置文件中，用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通信和数据库缓存熔合通信。
对于 Flex ASM，将包含专用 IP 地址的子网的接口标记
为 ASM &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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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菜单

说明

Grid Infrastructure
选择“No (否)”选项。
Management Repository
(Grid Infrastructure 管理存储
库)
仅限 Oracle 12.1.0.1
Storage option information
(存储选项信息)

对于群集文件系统：选择“Shared File System (共享文件
系统)”选项。
对于 Oracle Flex ASM：选择“Use Oracle Flex ASM for
storage (使用 Oracle Flex ASM 存储)”选项。
对于 Flex ASM，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信息存储到 ASM
磁盘组上。选择相应的磁盘路径，例如
/dev/vx/rdsk/ocrasmdg/ocrasmvol

OCR storage option (OCR 存 输入要存储 OCR 信息的位置的完整路径。
储选项)
例如，如果在 CFS 中存储 OCR 信息，请输
（仅限群集文件系统）
入：/ocrvote/ocr。

注意：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时，请
选择“External Redundancy (外部冗余)”选项。如果您已
经选择对 OCR 卷进行镜像，CVM 将执行镜像。
如果要在使用 CVM 原始卷的 ASM 磁盘组中存储 OCR 信
息，请输入：/dev/vx/rdsk/ocrvotedg/ocrvol

注意：创建 ASM 磁盘组和实例时，请选择“External (外
部)”选项。如果您已经选择对 OCR 卷进行镜像，CVM 将
执行镜像。
Voting Disk storage option
(Voting 磁盘存储选项)
（仅限群集文件系统）

输入要存储 voting 磁盘信息的位置的完整路径。
例如，如果在 CFS 中存储 Voting 磁盘信息，请输
入：/ocrvote/vote

注意：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时，请
选择“External Redundancy (外部冗余)”选项。如果您已
经选择对 voting 磁盘卷进行镜像，CVM 将执行镜像。
如果要在使用 CVM 原始卷的 ASM 磁盘组中存储 voting 磁
盘信息，请输入：/dev/vx/rdsk/ocrvotedg/votevol

注意：创建 ASM 磁盘组和实例时，请选择“External (外
部)”选项。如果您已经选择对 voting 磁盘卷进行镜像，CVM
将执行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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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菜单

说明

Failure Isolation (故障隔离)

选择“Do not use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不使用智能平台管理界面 (IPMI))”选项。

Privileged Operating System 查看或选择适当的操作系统组。
Groups (特权操作系统组)
Specify installation location 输入 Oracle base 目录和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
(指定安装位置)
的完整路径。
Create inventory (创建清单)

输入要存储安装文件的 Oracle 清单目录的完整路径。

Root script execution
配置软件时，某些配置脚本需要以根用户身份运行。如果要
configuration (根脚本执行配 安装程序自动运行脚本，请选择“Automatically run
置)
configuration scripts (自动运行配置脚本)”选项。
仅限 Oracle 12c

安装 Oracle 数据库所需的信息
本节介绍了安装 Oracle 数据库软件时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需要的信息。
表 C-17 列出了安装 Oracle 数据库软件时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需要的信息。
表 C-17

安装 Oracle 数据库所需的信息 -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

OUI 菜单

说明

Select installation option (选择安 选择“Install database software only (仅安装数据库
装选项)
软件)”选项。
Grid Installation Options (Grid 安 选择“Oracle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database
装选项)
installation (Oracle 实时应用群集数据库安装)”选项。
Node selection (节点选择)

选择“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database
installation (实时应用群集数据库安装)”。
选择必须安装 Oracle RAC 数据库软件的节点。

Select database edition (选择数
据库版本)

选择 Enterprise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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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菜单

说明

Specify installation location (指
定安装位置)

查看或输入 ORACLE_BASE 和 ORACLE_HOME 目录
路径。
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将运行特定于产品的先决条
件检查。所有带标记的项目都必须手动进行检查和配
置。

Operating System Groups (操作 查看或选择适当的操作系统组。
系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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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配置文件

■

关于 LLT 和 GAB 配置文件

■

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

示例配置文件

关于 VCS 配置文件
此节提供 SF Oracle RAC 安装后 VCS 配置文件内容的概述。SF Oracle RAC 安装
后、Oracle 安装前查看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包括下列信息：
■

include 语句列出了 SF Oracle RAC 的各种 VCS 类型文件 (.cf)。
文件位于 /etc/VRTSvcs/conf/config 目录中。这些文件定义用于控制群集中资源
的代理。

■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提供了群集名称（例如 rac_cluster101），则群集定义包括群
集的用户名和管理员名。UseFence = SCSI3 属性不是自动配置的；您必须在安
装之后手动添加。

■

Main.cf 包括 cvm 服务组。该服务组包括用于监视 CFS 和 CVM 资源的定义。
CVMCluster 代理资源定义指示节点使用 GAB 进行消息传送操作。
Cvm 组的 Parallel 属性设置为 1。设置该值后，资源可以在系统列表中的每个
节点上并行运行。

配置文件
关于 LLT 和 GAB 配置文件

关于 LLT 和 GAB 配置文件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与 Group Membership and Atomic Broadcast (GAB)
是 VCS 通信服务。LLT 需要使用 /etc/llthosts 和 /etc/llttab 文件。GAB 需要使用
/etc/gabtab 文件。
表 D-1 列出了 LLT 配置文件和这些文件包含的信息。
LLT 配置文件

表 D-1
文件

说明

/etc/default/llt

此文件存储 LLT 的启动环境变量和停止环境变量：
■

■

LLT_START - 定义 LLT 模块在系统重新启动后的启动行为。有效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LLT 启动。
0 - 指示禁止 LLT 启动。
LLT_STOP - 定义 LLT 模块在系统关闭期间的关闭行为。有效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LLT 关闭。
0 - 指示禁止 LLT 关闭。

安装程序会在 SF Oracle RAC 配置结束时将这些变量的值设置为 1。
如果手动配置了 VCS，请确保将这些环境变量的值设置为 1。
/etc/llthosts

llthosts 文件是一种数据库，对每个系统都包含一个相应的条目。此文件将 LLT 系统 ID
（在第一列中）与 LLT 主机名链接。此文件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都必须是相同的。文件
内容不匹配可导致群集中的行为不确定。
例如，文件 /etc/llthosts 包含如下所示的条目：
0
1

sys1
sy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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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说明

/etc/llttab

llttab 文件包含安装过程中派生的信息，并由 lltconfig(1M) 实用程序使用。安装
后，此文件将列出与特定系统相对应的 LLT 网络链接。
例如，文件 /etc/llttab 包含如下所示的条目：
set-node sys1
set-cluster 2
link en1 /dev/dlpi/en:1 - ether - link en2 /dev/dlpi/en:2 - ether - set-node sys1
set-cluster 2
link en1 /dev/en:1 - ether - link en2 /dev/en:2 - ether - 第一行标识系统。第二行标识群集（即，安装期间输入的群集 ID）。接下来的两行以 link
命令开头。这些行标识 LLT 协议使用的两个网卡。
如果在 LLT 下面配置了低优先级链接，该文件还会包含 link-lowpri 行。
有关如何修改 LLT 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llttab(4) 手册页。该手册页说明了如何对
llttab 文件中的指令进行排序。

表 D-2 列出了 GAB 配置文件和这些文件包含的信息。
表 D-2

GAB 配置文件

文件

说明

/etc/default/gab

此文件存储 GAB 的启动环境变量和停止环境变量：
■

■

GAB_START - 定义 GAB 模块在系统重新启动后的启动行为。有效
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GAB 启动。
0 - 指示禁止 GAB 启动。
GAB_STOP - 定义 GAB 模块在系统关闭期间的关闭行为。有效值包
括：
1 - 指示允许 GAB 关闭。
0 - 指示禁止 GAB 关闭。

安装程序会在 SF Oracle RAC 配置结束时将这些变量的值设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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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说明

/etc/gabtab

安装 SF Oracle RAC 后，文件 /etc/gabtab 包含 gabconfig(1) 命令，
该命令配置要使用的 GAB 驱动程序。
文件 /etc/gabtab 中包含与以下内容类似的一行：
/sbin/gabconfig -c -nN
-c 选项可配置要使用的驱动程序。-nN 指定至少有 N 个节点可以形成
群集时，才会形成群集。Veritas 建议将 N 设置为群集中的节点总数。

注意：Veritas 建议不要将 -c -x 选项用于 /sbin/gabconfig。使用
-c -x 会导致裂脑情况。为 /sbin/gabconfig 使用 -c 选项可避免
脑裂情况。

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表 D-3 列出了 I/O 防护配置文件。
表 D-3

I/O 防护配置文件

文件

说明

/etc/default/vxfen

此文件存储 I/O 防护的启动环境变量和停止环境变量：
■

■

VXFEN_START - 定义 I/O 防护模块在系统重新启动后的启动行为。有效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I/O 防护启动。
0 - 指示禁止 I/O 防护启动。
VXFEN_STOP - 定义 I/O 防护模块在系统关闭期间的关闭行为。有效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I/O 防护关闭。
0 - 指示禁止 I/O 防护关闭。

安装程序会在 SF Oracle RAC 配置结束时将这些变量的值设置为 1。
/etc/vxfendg

此文件包含协调器磁盘组信息。
此文件不适用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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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说明

/etc/vxfenmode

此文件包含下列参数：
■

■

■

vxfen_mode
■ scsi3 - 适用于基于磁盘的防护。
■

customized - 适用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disabled - 运行 I/O 防护驱动程序，但不执行任何防护操作。

vxfen_mechanism
此参数仅适用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将值设置为 cps。
scsi3_disk_policy
■ dmp - 将 vxfen 模块配置为使用 DMP 设备
默认情况下，磁盘策略使用 DMP 磁盘策略。如果使用 iSCSI 设备，则必须将磁盘策略
设置为 DMP。

注意：必须在所有节点上使用相同的 SCSI-3 磁盘策略。
■

■

协调点列表
只有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才需要此列表。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中的协调点可以包括协调器磁盘、CP 服务器或这两者的混合。如果使用
协调器磁盘，必须创建包含各个协调器磁盘的协调器磁盘组。
有关如何为每个 CP 服务器指定协调点和多个 IP 地址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示例文件
/etc/vxfen.d/vxfenmode_cps。
autoseed_gab_timeout
即使某些群集节点不可用，此参数也支持 GAB 自动设置群集的种子。
此功能适用于 SCSI3 和自定义模式下的 I/O 防护。
0 - 启用 GAB 自动设置种子功能。大于 0 的任何值表示 GAB 在自动设置群集种子之前必须
延迟的秒数。
-1 - 禁用 GAB 自动设置种子功能。此设置是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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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说明

/etc/vxfentab

当 I/O 防护启动时，vxfen 启动脚本会在每个节点上创建此 /etc/vxfentab 文件。启动脚本使用
/etc/vxfendg 和 /etc/vxfenmode 文件的内容。无论何时重新启动系统，防护驱动程序都会将
vxfentab 文件初始化，使当前列表包含所有协调器点。

注意：/etc/vxfentab 文件是生成的文件；请不要修改此文件。
对于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每个节点上的 /etc/vxfentab 文件都包含一个列表，其中列出每个协
调器磁盘的所有路径及其唯一磁盘标识符。用空格分隔路径和唯一磁盘标识符。某一节点上的
基于磁盘的防护配置的 /etc/vxfentab 文件示例如下所示：
■

DMP 磁盘：

/dev/vx/rdmp/rhdisk75 HITACHI%5F1724-100%20%20FAStT%5FDISKS%5F6
00A0B8000215A5D000006804E795D075
/dev/vx/rdmp/rhdisk76 HITACHI%5F1724-100%20%20FAStT%5FDISKS%5F6
00A0B8000215A5D000006814E795D076
/dev/vx/rdmp/rhdisk77 HITACHI%5F1724-100%20%20FAStT%5FDISKS%5F6
00A0B8000215A5D000006824E795D077
对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etc/vxfentab 文件还包含安全设置信息。

示例配置文件
SF Oracle RAC 提供了说明各种方案的几个示例配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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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中讨论了以下示例文件：
■

sfrac02_main.cf 文件

■

sfrac03_main.cf 文件

■

sfrac04_main.cf 文件

■

sfrac05_main.cf 文件

■

sfrac06_main.cf 文件

■

sfrac07_main.cf 和 sfrac08_main.cf 文件

■

sfrac09_main.cf 和 sfrac10_main.cf 文件

■

sfrac11_main.c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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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rac12_main.cf 和 sfrac13_main.cf 文件

■

sfrac14_main.cf 文件

■

sfrac15_main.cf 和 sfrac16_main.cf 文件

sfrac02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承载单个数据库的双节点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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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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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说明了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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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02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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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rac03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承载两个数据库的双节点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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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和其中一个用于缓存熔合的数据库共用 en1 上的一个 IP 地
址。
en2 上的第二个 IP 地址由用于缓存熔合的第二个数据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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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D-2 说明了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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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03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2

racdb_grp（并行）

oradb_grp（并行）

rac_db

ora_db
Oracle

Oracle

rac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mnt
CFSMount

racdata_voldg

oradata_voldg

CVMVoI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ora_mpriv

CFSMount

vxfsckd

Multi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04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承载两个数据库的双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

■

Oracle 数据库存储在 CFS 上。

■

数据库不受 VCS 管理。Oracle Clusterware 用于启动、停止并监视该数据库。
CRSResource 代理会监视以下资源的状态：数据库、VIP 资源和在 Oracle
Clusterware 下配置的侦听器资源。
注意：不能将 Oracle 数据库的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设置为组中的关
键资源。
CRSResource 代理显示为 FAULTED 状态，直到 Oracle Clusterware 启动该数
据库。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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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Clusterware 和其中一个用于缓存熔合的数据库共用 en1 上的一个 IP 地
址。
en2 上的第二个 IP 地址由用于缓存熔合的第二个数据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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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D-3 说明了该配置。
sfrac04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3
app1_grp（并行）

app2_grp（并行）

app1

app2

应用程序

CRSResource
crsr_oradb_db

应用程序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_oradb_vip

crsr_oradb_lsnr

crsr_racdb_db

crsr_racdb_vip

crsr_racdb_lsnr

cssd
CSSD
mpriv

ocrvote_mnt

MultiPrivNIC

crs_grp
（并行）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CVM 组（并行）
oradata_mnt
CFSMount
Critical=0

CFSMount

racdata_mnt
Critical=0

vxfsckd

oradata_voldg
Critical=0
CVMVoIDG

CFSfsckd
CVMVoI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05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racdata_voldg
Critica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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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载单个数据库的双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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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D-4 说明了该配置。
sfrac05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4

dbgrp（并行）
asm_db
Oracle
asm_dg
ASMDG
rac_voldg
CVMVoIDG

CVM 组（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06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承载两个数据库的双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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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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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缓存熔合。每个数据库都使用专用链接。

■

Oracle Clusterware 使用 en1 上的一个专用 IP 地址。
en2 上的专用 IP 地址由其中一个用于缓存熔合的数据库使用。
NIC3 上的专用 IP 地址由其他用于缓存熔合的数据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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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D-5 说明了该配置。
sfrac06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5

racdb_grp（并行）

oradb_grp（并行）

rac_db

ora_db
Oracle

Oracle
oradbdata_mnt
CFSMount

racdbdata_mnt
CFSMount

oradbdata_voldg
CVMVoIDG

racdb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CFSMount

ora_mpriv
vxfsckd

MultiPriv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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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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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两个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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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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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是一
个故障转移组，仅在每个站点的群集中的其中一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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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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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6

rlogowner（故障转移）
oradb_grp（并行）
日志所有者

ora_db

RVGLog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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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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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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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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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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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8 说明了辅助站点上的配置。

PrivNIC

372

配置文件
示例配置文件

sfrac10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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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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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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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 IP 地址由 MultiPrivNIC 代理管理用于提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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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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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9 说明了该配置。
sfrac11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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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个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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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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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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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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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lDG
gc_htc
HTC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CFSMount

ora_priv
vxfsckd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图 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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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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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rac14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承载单个数据库的双节点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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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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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集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在 CFS 上。

图 D-12 说明了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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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14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12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15_main.cf 和 sfrac16_main.cf 文件
示例文件介绍了以下配置：
■

一个双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承载一个包含三个可插拔数据库的单容器数据
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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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racle 容器数据库和可插拔数据库存储在 CFS 上。

■

容器数据库和可插拔数据库由 VCS 管理。
VCS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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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集使用“Secure Cluster (安全群集)”选项设置。

图 D-13 说明了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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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15_main.cf 和 sfrac16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13

Oracle 组（并行）
ora_pdb1
Oracle

ora_pdb3

ora_pdb2

Oracle

Oracle

ora_res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IDG

CVM 组（并行）
cssd

CSSD
ocrvote_m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17_main.cf 文件
示例文件介绍了以下配置：
■

承载单个数据库的四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

■

Flex ASM 群集中的 ASM 上存储的 Oracle 群集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

■

Oracle 数据库存储在 ASM 磁盘组（位于单独的 ASM 磁盘组）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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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D-14 说明了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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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17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D-14

asmdg_grp（并行）
oradb_grp（并行）

asmdg
ASMDG

Online
global firm

asm_db

asmdata_voldg

Oracle

CVMVoIDG

Online
local firm

Online
local firm
cvm（并行）

cssd
vxfsckd

CSSD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CP 服务器的示例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 文件确定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的配置。

请参见第 386 页的“CP 服务器配置 (/etc/vxcps.conf) 文件输出示例”。
以下是在单个节点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和在 SFHA 群集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示例
main.cf 文件。
■

在单个节点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
请参见第 380 页的“在运行 VCS 的单节点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示
例”。

■

在 SFHA 群集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
请参见第 383 页的“在双节点 SFHA 群集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示
例”。

示例 main.cf 文件使用 IPv4 地址。

在运行 VCS 的单节点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示例
以下是 CP 服务器单节点 main.cf 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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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 CP 服务器单节点 main.cf，请记下以下值：
■

群集名称：cps1

■

节点名称：cps1

include "types.cf"
include "/opt/VRTScps/bin/Quorum/QuorumTypes.cf"
// cluster name: cps1
// CP server: cps1
cluster cps1 (
UserNames = { admin = bMNfMHmJNiNNlVNhMK, haris = fopKojNvpHouNn,
"cps1.example.com@root@vx" = aj,
"root@cps1.example.com" = hq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haris,
"cps1.example.com@root@vx",
"root@cps1.example.com" }
SecureClus = 1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
system cps1 (
)
group CPSSG (
SystemList = { cps1 = 0 }
AutoStartList = { cps1 }
)
IP cpsvip1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en0
Address = "10.209.3.1"
NetMask = "255.255.252.0"
)
IP cpsvip2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en1
Address = "10.209.3.2"
NetMask = "255.255.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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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 cpsnic1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en0
PingOptimize = 0
NetworkHosts @cps1 = { "10.209.3.10 }
)
NIC cpsnic2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en1
PingOptimize = 0
)
Process vxcpserv (
PathName = "/opt/VRTScps/bin/vxcpserv"
ConfInterval = 30
RestartLimit = 3
)
Quorum quorum (
QuorumResources = { cpsvip1, cpsvip2 }
)
cpsvip1 requires cpsnic1
cpsvip2 requires cpsnic2
vxcpserv requires quorum

//
//
//
//
//
//
//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CPSSG
{
IP cpsvip1
{
NIC cpsnic1
}
IP cpsvip2
{
NIC cpsnic2
}
Process vxcps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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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Quorum quorum
}

在双节点 SFHA 群集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示例
以下是在 SFHA 群集上承载 CP 服务器的 main.cf 的示例。
对于在 SFHA 群集上承载的此 CP 服务器的 main.cf，请注意下列值：
■

群集名称：cps1

■

群集中的节点：cps1 和 cps2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
//
//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opt/VRTScps/bin/Quorum/QuorumTypes.cf"

cluster: cps1
CP servers:
cps1
cps2

cluster cps1 (
UserNames = { admin = ajkCjeJgkFkkIskEjh,
"cps1.example.com@root@vx" = JK,
"cps2.example.com@root@vx" = dl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cps1.example.com@root@vx",
"cps2.example.com@root@vx" }
SecureClus = 1
)
system cps1 (
)
system cps2 (
)
group CPSSG (
SystemList = { cps1 = 0, cps2 = 1 }
AutoStartList = { cps1, cps2 } )

383

配置文件
示例配置文件

DiskGroup cpsdg (
DiskGroup = cps_dg
)
IP cpsvip1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en0
Device @cps2 = en0
Address = "10.209.81.88"
NetMask = "255.255.252.0"
)
IP cpsvip2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en1
Device @cps2 = en1
Address = "10.209.81.89"
NetMask = "255.255.252.0"
)
Mount cpsmount (
MountPoint = "/etc/VRTScps/db"
BlockDevice = "/dev/vx/dsk/cps_dg/cps_volume"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NIC cpsnic1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Device @cps2
PingOptimize
NetworkHosts
)

= en0
= en0
= 0
@cps1 = { "10.209.81.10 }

NIC cpsnic2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en1
Device @cps2 = en1
PingOptimize = 0
)
Process vxcpser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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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Name = "/opt/VRTScps/bin/vxcpserv"
)
Quorum quorum (
QuorumResources = { cpsvip1, cpsvip2 }
)
Volume cpsvol (
Volume = cps_volume
DiskGroup = cps_dg
)
cpsmount requires cpsvol
cpsvip1 requires cpsnic1
cpsvip2 requires cpsnic2
cpsvol requires cpsdg
vxcpserv requires cpsmount
vxcpserv requires quorum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CPSSG
{
IP cpsvip1
{
NIC cpsnic1
}
IP cpsvip2
{
NIC cpsnic2
}
Process vxcpserv
{
Quorum quorum
Mount cpsmount
{
Volume cpsvol
{
DiskGroup cpsd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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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P 服务器配置 (/etc/vxcps.conf) 文件输出示例
下面是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 输出的示例。
## The vxcps.conf file determines the
## configuration for Veritas CP Server.
cps_name=cps1
vip=[10.209.81.88]
vip=[10.209.81.89]:56789
vip_https=[10.209.81.88]:55443
vip_https=[10.209.81.89]
port=14250
port_https=443
security=1
db=/etc/VRTScps/db
ssl_conf_file=/etc/vxcps_ssl.properties

386

附录

E

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

■

手动配置无密码 ssh

■

使用 installer -comsetup 命令设置 ssh 和 rsh 连接

■

使用 pwdutil.pl 实用程序设置 ssh 和 rsh 连接

■

重新启动 ssh 会话

■

在 AIX 上启用 rsh

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
式
要从远程系统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或者安装和配置系统，需要在节点间建
立通信。 从中运行安装程序的系统必须具有运行 rsh（远程 shell）或 ssh（安全
shell）实用程序的权限。您需要对计划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的系统具有超级
用户权限才能运行该安装程序。
可以使用安全 shell (ssh) 或远程 shell (rsh) 将产品安装到远程系统上。 Veritas 建
议您使用 ssh，因为它比 rsh 更安全。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设置 ssh 和 rsh 连接。
■

可以使用 UNIX shell 命令手动设置 ssh 和 rsh 连接。

■

可以运行 installer -comsetup 命令以交互方式设置 ssh 和 rsh 连接。

■

可以运行密码实用程序 pwdutil.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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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包含设置 ssh 无密码通信的示例。该示例设置包含安装目录的源系统 (sys1) 与
目标系统 (sys2) 之间的 ssh。此过程还适用于多个目标系统。
注意：该产品安装程序支持建立无密码通信。

手动配置无密码 ssh
使用 ssh 程序可以登录到远程系统并在其上执行命令。使用 ssh 可以通过不安全的
网络在两个不受信任的主机之间进行加密通信和身份验证过程。
在此过程中，先创建一个 DSA 密钥对。将该密钥对中的公钥从源系统附加到目标
系统上的 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
图 E-1 介绍了此过程。
创建 DSA 密钥对并将其附加到目标系统中

图 E-1

源系统：sys1
私钥

目标系统：sys2

公钥

authorized_keys
文件

如果要安装 Oracle，除了配置 root 用户安装 SF Oracle RAC 所需的 DSA 密钥之
外，还必须为 Oracle 用户配置 DSA 密钥和 RSA 密钥。
在启用 ssh 之前，请先阅读 ssh 文档和联机手册页。有关 ssh 配置的问题，请与操
作系统支持提供商联系。
要获取联机手册和其他资源，请访问以下 Openssh 网站：http://www.opens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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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DSA 密钥对

1

在源系统 (sys1) 上，以 root 的身份登录，并导航到根目录。
sys1 # cd /

2

确保所有目标安装系统（在此示例中是 sys2）上都存在 /.ssh 目录。如果该
目录不存在，则在所有目标系统上创建该目录，并仅为 root 设置写权限：
更改此目录的权限，以保护该目录。

3

要在源系统上生成 DSA 密钥对，请键入以下命令：
sys1 # ssh-keygen -t dsa

系统将显示如下输出：
Generating public/private dsa key pair.
Enter file in which to save the key (//.ssh/id_dsa):

4

按 Enter 接受默认位置 /.ssh/id_dsa。

5

程序要求您输入密码短语时，按两次 Enter 键。
Enter passphrase (empty for no passphrase):

不要输入密码短语。按 Enter。
Enter same passphrase again:

再次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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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全文件传输将公钥从源系统附加到目标系统上的 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

1

将公钥从源系统 (sys1) 移动到目标系统 (sys2) 上的某个临时文件中。
使用安全文件传输程序。
在此示例中，root 目录中的文件名 id_dsa.pub 是公钥的临时文件的名称。
使用以下命令进行安全文件传输：
sys1 # sftp sys2

如果初次在此系统上设置安全文件传输，将显示类似下列行的输出：
Connecting to sys2 ...
The authenticity of host 'sys2 (10.182.00.00)'
can't be established. DSA key fingerprint is
fb:6f:9f:61:91:9d:44:6b:87:86:ef:68:a6:fd:88:7d.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es/no)?

2

输入 yes。
将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输出：
Warning: Permanently added 'sys2,10.182.00.00'
(DSA) to the list of known hosts.
root@sys2 password:

3

输入 sys2 的 root 密码。

4

在 sftp 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sftp> put /.ssh/id_dsa.pub

将显示如下输出：
Uploading /.ssh/id_dsa.pub to /id_dsa.pub

5

要退出 SFTP 会话，请键入以下命令：
sftp> quit

390

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
手动配置无密码 ssh

6

要在目标系统（在此示例中是 sys2）上开始 ssh 会话，请在 sys1 上键入以下
命令：
sys1 # ssh sys2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sys2 的 root 密码：
password:

7

在登录到 sys2 后，输入以下命令将 id_dsa.pub 文件附加到 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
sys2 # cat /id_dsa.pub >> /.ssh/authorized_keys

8

将 id_dsa.pub 公钥文件复制到目标系统 (sys2) 并添加到授权密钥文件中之
后，将其删除。要删除 id_dsa.pub 公钥文件，请在 sys2 上输入以下命令：
sys2 # rm /id_dsa.pub

9

要注销 ssh 会话，请输入以下命令：
sys2 # exit

10 在源安装系统上运行下列命令。如果 ssh 会话过期或终止，也可以运行这些命
令重新开始会话。这些命令会将私钥引入 shell 环境，使该密钥全面供 root 用
户使用：
sys1 # exec /usr/bin/ssh-agent $SHELL
sys1 # ssh-add
Identity added: //.ssh/id_dsa

这是特定于 shell 的步骤，并且仅在 shell 处于活动状态时有效。如果会话期间
关闭了 shell，则必须重新执行该步骤。
验证是否可以连接到目标系统

1

在源系统 (sys1) 上输入以下命令：
sys1 # ssh -l root sys2 uname -a

其中 sys2 是目标系统的名称。

2

应从源系统 (sys1) 对目标系统 (sys2) 执行该命令，并且系统不会请求输入密
码短语或密码。

3

对每个目标系统重复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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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staller -comsetup 命令设置 ssh 和 rsh 连接
您可用 installer -comsetup 命令，以交互方式设置 ssh 和 rsh 连接。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comsetup
Input the name of the systems to set up communication:
Enter the <platform>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q,?] sys2
Set up communication for the system sys2:
Checking communication on sys2 ................... Failed
CPI ERROR V-9-20-1303 ssh permission was denied on sys2. rsh
permission was denied on sys2. Either ssh or rsh is required
to be set up and ensure that it is working properly between the local
node and sys2 for communication
Either ssh or rsh needs to be set up between the local system and
sys2 for communication
Would you like the installer to setup ssh or rsh communication
automatically between the systems?
Superuser passwords for the systems will be asked. [y,n,q,?] (y) y
Enter the superuser password for system sys2:
1)
2)
b)

Setup ssh between the systems
Setup rsh between the systems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communication method [1-2,b,q,?] (1) 1
Setting up communication between systems. Please wait.
Re-verifying systems.
Checking communication on sys2 ..................... Done
Successfully set up communication for the system sy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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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wdutil.pl 实用程序设置 ssh 和 rsh 连接
密码实用程序 pwdutil.pl 已捆绑在 scripts 目录下。用户可在自己的脚本中运行
该实用程序以自动设置 ssh 和 rsh 连接。
# ./pwdutil.pl -h
Usage:
Command syntax with simple format:
pwdutil.pl check|configure|unconfigure ssh|rsh <hostname|IP addr>
[<user>] [<password>] [<port>]
Command syntax with advanced format:
pwdutil.pl [--action|-a 'check|configure|unconfigure']
[--type|-t 'ssh|rsh']
[--user|-u '<user>']
[--password|-p '<password>']
[--port|-P '<port>']
[--hostfile|-f '<hostfile>']
[--keyfile|-k '<keyfile>']
[-debug|-d]
<host_URI>
pwdutil.pl -h | -?

表 E-1

与 pwdutil.pl 实用程序配合使用的选项

选项

用法

--action|-a ‘check|configure|unconfigure’

指定操作类型，默认为 "check"。

--type|-t ‘ssh|rsh’

指定连接类型，默认为 "ssh"。

--user|-u ‘<user>’

指定用户 ID，默认为本地用户 ID。

--password|-p ‘<password>’

指定用户密码，默认为用户 ID。

--port|-P ‘<port>’

指定 ssh 连接端口号，默认为 22

--keyfile|- k ‘<keyfile>’

指定私钥文件。

--hostfile|- f ‘<hostfile>’

指定主机列表文件。

-debug

输出调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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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用法

-h|-?

输出帮助消息。

<host_URI>

可采用以下格式：
<hostname>
<user>:<password>@<hostname>
<user>:<password>@<hostname>:
<port>

您可使用 pwdutil.pl 实用程序检查、配置和取消配置 ssh 或 rsh。例如：
■

仅为一个主机检查 ssh 连接：
pwdutil.pl check ssh hostname

■

仅为一个主机配置 ssh：
pwdutil.pl configure ssh hostname user password

■

仅为一个主机取消配置 rsh：
pwdutil.pl unconfigure rsh hostname

■

用相同的用户 ID 和密码为多个主机配置 ssh：
pwdutil.pl -a configure -t ssh -u user -p password hostname1
hostname2 hostname3

■

用不同的用户 ID 和密码为不同的主机配置 ssh 或 rsh：
pwdutil.pl -a configure -t ssh user1:password1@hostname1
user2:password2@hostname2

■

用一个配置文件为多个主机检查或配置 ssh 或 rsh：
pwdutil.pl -a configure -t ssh --hostfile /tmp/sshrsh_hostfile

■

要让主机配置文件也保密，您可通过第三方实用程序用密码加密和解密主机文
件。
例如：
### run openssl to encrypt the host file in base64 format
# openssl aes-256-cbc -a -salt -in /hostfile -out /hostfile.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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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aes-256-cbc encryption password: <password>
Verifying - enter aes-256-cbc encryption password: <password>
### remove the original plain text file
# rm /hostfile
### run openssl to decrypt the encrypted host file
# pwdutil.pl -a configure -t ssh `openssl aes-256-cbc -d -a
-in /hostfile.enc`
enter aes-256-cbc decryption password: <password>
■

要使用不在默认 $HOME/.ssh 目录下的 ssh 身份验证密钥，您可使用 --keyfile
选项指定 ssh 密钥。例如：
### create a directory to host the key pairs:
# mkdir /keystore
### generate private and public key pair under the directory:
# ssh-keygen -t rsa -f /keystore/id_rsa
### setup ssh connection with the new generated key pair under
the directory:
# pwdutil.pl -a configure -t ssh --keyfile /keystore/id_rsa
user:password@hostname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查看配置文件内容：
# cat /tmp/sshrsh_hostfile
user1:password1@hostname1
user2:password2@hostname2
user3:password3@hostname3
user4:password4@hostname4
# all default: check ssh connection with local user
hostname5
The following exit values are returned:
0
Successful completion.
1
Command syntax error.
2
Ssh or rsh binaries do not exist.
3
Ssh or rsh service is down on the remote machine.
4
Ssh or rsh command execution is denied due to password is
required.

395

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
重新启动 ssh 会话

5
255

Invalid password is provided.
Other unknown error.

重新启动 ssh 会话
完成此过程后，可以在下列任意情况下启动 ssh：
■

关闭终端会话之后

■

打开新终端会话之后

■

重新启动系统之后

■

所用时间过长之后，以刷新 ssh

重新启动 ssh

1

在源安装系统 (sys1) 上，将私钥引入 shell 环境。
sys1 # exec /usr/bin/ssh-agent $SHELL

2

使 root 用户可在全局范围内使用该密钥。
sys1 # ssh-add

在 AIX 上启用 rsh
要启用 rsh，请在每个目标系统上创建一个 /.rhosts 文件。然后，在该文件中添
加一行，指定源系统的完全域名。例如，添加以下行：
sysname.domainname.com root

通过键入以下命令，将对 /.rhosts 文件的权限更改为 600：
# chmod 600 /.rhosts

完成安装过程后，将 .rhosts 文件从每个目标系统中删除，以确保安全性：
# rm -f /.r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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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自动存储管理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F Oracle RAC 环境中的 ASM

■

使用 SF Oracle RAC 配置 ASM

■

在 SF Oracle RAC 环境中配置 ASM

■

在 SF Oracle RAC 环境中配置 Flex ASM

关于 SF Oracle RAC 环境中的 ASM
ASM 是 Oracle RAC 中的一个集成存储管理解决方案，结合了文件系统和卷管理功
能。
ASM 中可以配置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从而获得更好的性能和可用性。
具有动态多径处理功能的 CVM 镜像卷可以提高数据访问性能，并可在大型的异构
SAN 环境中提供持续的数据可用性。您可以创建要用作 ASM 磁盘组的 CVM 磁盘
组和卷，并配置要由 Veritas ASMDG 代理管理的 ASM 磁盘组。ASMDG 代理可以
装入、卸载并监视 ASM 磁盘组。
该版本的 ASM 上支持以下项：
Oracle RAC 11g R2

Oracle 群集注册表设备 (OCR)、Voting 磁盘、数据文
件、控制文件、联机重做日志、存档日志文件和备份文
件

该版本的 ASM 上不支持以下项：
Oracle RAC 11g R2

Oracle 二进制文件、跟踪文件、警报日志、导出文件、
tar 文件、内核文件、应用程序二进制文件和应用程序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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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F Oracle RAC 配置 ASM
在 SF Oracle RAC 环境中的 CVM 卷上配置 ASM 磁盘组。CVM 卷在进行镜像后可
实现数据的高可用性，而且 CVM 卷可利用动态多径处理功能来访问共享存储。
图 F-1 说明了 CVM 上的 ASM 磁盘组配置。
CVM 上的 ASM 磁盘组

图 F-1

ASM 磁盘组

Veritas
VolumeManager

镜像卷

镜像卷

镜像卷
共享存储的多条路径

共享存储

图 F-2 说明了 Oracle RAC 的所有受支持版本的以下受支持配置：
■

通过 CVM 卷配置的 ASM 磁盘组

■

本地存储的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

■

通过 CVM 配置的 ASM 上存储的 Oracle 数据库文件
Oracle 数据库由 Oracle Clusterware 进行管理。

■

CFS 上存储的 Oracle 群集注册表和 Voting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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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 Oracle RAC 配置（所有支持的 Oracle RAC 版本）

图 F-2

Oracle RAC 实例

CFS

ASM

CVM
DMP
共享存储的
多条路径

ASM 上的数据文件存储

共享存储上的数据文件、OCR、
Voting 磁盘、非 Oracle 文件

CVM 或 CFS
上的OCR、Voting
磁盘和非 Oracle 文件存储

图 F-3 说明了 Oracle RAC 11g R2 的以下受支持配置：
■

通过 CVM 卷配置的 ASM 磁盘组

■

本地存储的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

■

通过 CVM 配置的 ASM 上存储的 Oracle 数据库文件
Oracle 数据库由 Oracle Clusterware 进行管理。

■

通过 CVM 卷配置的 ASM 上存储的 Oracle 群集注册表和 Voting 磁盘
支持的 Oracle RAC 配置 (Oracle RAC 11g R2)

图 F-3

Oracle RAC 实例

CFS

ASM

CVM
DMP
共享存储的
多条路径

共享存储上的数据文件、OCR、
Voting 磁盘、非 Oracle 文件

ASM 上的OCR、voting
磁盘和数据文件存储
CVM 或 CFS 上的非
Oracle 文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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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 Oracle RAC 环境中配置 ASM
配置 ASM 之前，请查看 ASM 的规划准则：
注意：配置 ASM 之前，请确保安装了 SF Oracle RAC 和 Oracle RAC。
ASM 主目录与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 (GRID_HOME) 相同。
在 SF Oracle RAC 安装中配置 ASM

1

通过创建用作 ASM 磁盘的 CVM 磁盘组和卷，为 ASM 创建所需的数据库存
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为 ASM 创建数据库存储”。

2

创建 ASM 磁盘组和实例。
请参见第 401 页的“创建 ASM 磁盘组和实例”。

3

验证 ASM 设置。
请参见第 402 页的“验证 ASM 设置”。

4

创建 Oracle 数据库。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5

为 Oracle 数据库配置 VCS 服务组。
请参见第 402 页的“为 ASM 上的数据库实例配置 VCS 服务组”。

为 ASM 创建数据库存储
该步骤将使用 CVM 卷在 ASM 上创建数据库存储。要在 ASM 上为 Oracle 数据库
创建存储，请先创建所需的 CVM 磁盘组和卷。然后，使用这些 CVM 卷创建用于
存储数据库文件的 ASM 磁盘组。
在 ASM 上创建数据库存储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CVM 主节点：
确定 CVM 主节点：
# vxdctl -c mode

2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 vxdisksetup -i rhdisk75 format=cds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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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 CVM 磁盘组和卷：
# vxdg -s init ora_asm_dg rhdisk75
# vxassist -g ora_asm_dg make ora_asm_vol 2000M

4

设置 Oracle 用户在卷上的权限:
# vxedit -g ora_asm_dg \
set group=dba user=oracle mode=660 ora_asm_vol

5

对于原始卷，将 devsubtype 变量设置为 dsvmprime。
注意：使用原始卷时，AIX 上的 Oracle ASM 需要卷管理器 (VxVM) 设置
dsvmprime。该卷设置允许 VxVM 访问磁盘的前 4KB，此空间通常保留为供
AIX LVM 使用。必须在任何 ASM 使用卷之前设置此属性。稍后更改此设置会
导致在重新平衡或其他 ASM 操作期间发生损坏。可能发生的损坏并非由 VxVM
中的任何已知问题所致。
检查每个卷的 devsubtype 变量的当前设置：
# vxprint -g <dg> -m volume_name | grep devsubtype

将所需设置更改为正确的卷子类型：
# vxvol -g dg_name set devsubtype=dsvmprime volume_name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技术说明：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HOWTO58969
使用 ASMCA 或 OEM 配置 ASM。

创建 ASM 磁盘组和实例
可以使用 ASM Configuration Assistant (ASMCA) 或手动创建 ASM 磁盘组。
然后执行以下任务：
■

创建 ASM 磁盘组和实例。

■

启动 ASM 实例，并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装入该磁盘组。默认的 ASM 实例名
称是 +ASMn，其中 n 为实例编号，具体取决于 ASM 实例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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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使用 pfile 的 ASM 实例，如果重新启动节点，请确保在装入 ASM 磁
盘组之前基础卷处于可用状态。然后，使用包含为 ASM 创建的 VxVM 卷的完整
路径更新 ASM init.ora 参数。
对于使用 spfile 的 ASM 实例，Oracle Configuration Assistant 会自动更新该参
数。
在任一情况下，都必须手动管理依赖关系。Veritas 建议使用 ASMDG 代理，这
样可以简化对 ASM 磁盘组的管理。
当您创建 ASM 磁盘组和实例时，SF Oracle RAC 要求完成以下设置：
Type of parameter file for the 服务器参数文件 (spfile)
ASM instance (ASM 实例的参
数文件类型)
Disk Discovery Path (磁盘发
现路径)

输入包含为 ASM 创建的 VxVM 卷的完整路径，例如
/dev/vx/rdsk/ora_asm_dg/ora_asm_vol。

Redundancy (冗余)

选择“External (外部)”选项。镜像由 CVM 执行。

Select member disks (选择成 选择要使用的 VxVM 磁盘；如果磁盘组创建失败，则可能需
员磁盘)
要选中要使用的 ASM 磁盘旁边的“Force (强制)”复选框。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 Solaris 文档。

验证 ASM 设置
安装后，请验证 ASM 的数据库服务是否已启动并正在运行。
验证 ASM 安装

1

切换到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
# cd $GRID_HOME/bin

2

验证群集中所有节点上的 ASM 的状态：
# ./srvctl status asm
ASM instance +ASM1 is running on node sys1

示例输出显示，本地节点上有一个 ASM 实例正在运行。

为 ASM 上的数据库实例配置 VCS 服务组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CLI 为 ASM 上的数据库配置 Oracle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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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服务组说明示例：
请参见第 366 页的“sfrac05_main.cf 文件”。
有关对配置进行说明的配置文件示例，请参见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目录中的 sfrac05_main.cf 文件。
以下过程假定您已创建数据库。
使用 CLI 配置 Oracle 服务组

1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将服务组添加到 VCS 配置：
# hagrp -add dbgrp

3

修改服务组的属性：
# hagrp -modify dbgrp Parallel 1
# hagrp -modify dbgrp SystemList sys1 0 sys2 1
# hagrp -modify dbgrp AutoStartList sys1 sys2

4

为服务组添加 CVMVolDg 资源：
# hares -add oradata_voldg CVMVolDg dbgrp

5

修改服务组的 CVMVolDg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oradata_voldg CVMDiskGroup ora_asm_dg
# hares -modify oradata_voldg CVMActivation sw
# hares -modify oradata_voldg CVMVolume ora_asm_vol

6

为服务组添加 ASMDG 资源：
# hares -add asmdg ASMDG db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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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改服务组的 ASMDG 资源的属性。
注意：$ASM_HOME 变量引用 ASM 主目录。
# hares -modify asmdg DiskGroups ASM_RAC_DG
# hares -modify asmdg Home "$ASM_HOME"
# hares -local asmdg Sid
# hares -modify asmdg Sid "+ASM1" -sys sys1
# hares -modify asmdg Sid "+ASM2" -sys sys2
# hares -modify asmdg Owner grid

8

将 Oracle RAC 数据库实例添加到服务组：
# hares -add asmdb Oracle dbgrp

9

修改服务组的 Oracle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asmdb Owner oracle
# hares -local asmdb Sid
# hares -modify asmdb Sid oradb1 -sys sys1
# hares -modify asmdb Sid oradb2 -sys sys2
# hares -modify asmdb Home "$ORACLE_HOME"
# hares -modify asmdb StartUpOpt SRVCTLSTART
# hares -modify asmdb ShutDownOpt SRVCTLSTOP

10 在 Oracle 服务组的 ASMDG 资源与 CVMVolDg 资源之间设置依赖关系：
# hares -link asmdgoradata_voldg

11 在 Oracle 服务组的 Oracle 资源与 ASMDG 资源之间设置依赖关系：
# hares -link asmdbasmdg

12 在 dbgrp 服务组与 cvm 服务组之间创建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 hagrp -link dbgrpcvm online local firm

13 启用 Oracle 服务组：
# hagrp -enableresources db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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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只读模式：
# haconf -dump -makero

15 使 Oracle 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联机：
# hagrp -online dbgrp -any

在 SF Oracle RAC 环境中配置 Flex ASM
配置 ASM 之前，请确保安装了 SF Oracle RAC。
在 SF Oracle RAC 环境中配置 Flex ASM

1

通过创建用作 ASM 磁盘的 CVM 磁盘组和卷，为 Flex ASM 创建所需的存储。
请参见第 405 页的“为 Flex ASM 创建存储”。

2

验证 Flex ASM 设置。
请参见第 406 页的“验证 Flex ASM 设置”。

3

创建 Oracle 数据库。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4

为 Oracle 数据库配置 VCS 服务组。
请参见第 406 页的“为 Flex ASM 群集的 ASM 上的数据库实例配置 VCS 服务
组”。

为 Flex ASM 创建存储
该步骤将使用 CVM 卷在 Flex ASM 上创建存储。
要为 Flex ASM 创建存储，请先创建所需的 CVM 磁盘组和卷。然后，使用这些
CVM 卷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创建 ASM 存储。
注意：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信息保存到与包含 Oracle 数据库的 ASM 磁盘组不同
的 ASM 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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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lex ASM 创建存储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CVM 主节点。
确定 CVM 主节点：
# vxdctl -c mode

2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 vxdisksetup -i sdx

3

创建 CVM 磁盘组和卷。
# vxdg -s init ocrasmdg sdx
# vxassist -g ora_asm_dg make ora_asm_vol 10000M

4

设置 Oracle 用户在卷上的权限
# vxedit -g ocrasmdg \
set group=oinstall user=grid mode=660 ocrasmvol

使用 CVM 磁盘组和卷作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信息存储。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 Solaris 文档。

验证 Flex ASM 设置
确保已设置 Flex ASM 群集。
验证 Flex ASM 设置

1

切换到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主目录。
# cd $GRID_HOME/bin

2

验证各个群集节点的群集模式。
# ./asmcmd showclustermode
ASM cluster : Flex mode enabled

示例输出指出已设置 Flex ASM 群集。

为 Flex ASM 群集的 ASM 上的数据库实例配置 VCS 服务组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CLI 为 Flex ASM 群集的 ASM 上的数据库配置 Oracle 服务组。
有关服务组说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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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79 页的“sfrac17_main.cf 文件”。
有关对配置进行说明的配置文件示例，请参见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目录中的 sfrac17_main.cf 文件。
以下过程假定您已创建数据库。
为 Flex ASM 群集的 ASM 上的数据库实例配置 VCS 服务组

1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将服务组添加到 VCS 配置。
# hagrp -add oraasm_grp

3

修改服务组的属性。
# hagrp -modify oraasm_grp Parallel 1
# hagrp -modify oraasm_grp SystemList \
sys01 0 sys02 1 sys03 2 sys04 3
# hagrp -modify oraasm_grp AutoStartList \
sys01 sys02 sys03 sys04

4

为服务组添加 CVMVolDg 资源。
# hares -add asmdata_voldg CVMVolDg oraasm_grp

5

修改服务组的 CVMVolDg 资源的属性。
# hares -modify asmdata_voldg CVMDiskGroup asmdg
# hares -modify asmdata_voldg CVMActivation sw
# hares -modify asmdata_voldg CVMVolume asmvol

6

为服务组添加 ASMDG 资源。
# hares -add asmdg ASMDG oraasm_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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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改服务组的 ASMDG 资源的属性。
注意：$GRID_HOME 变量引用 Grid 主目录。
# hares -modify asmdg DiskGroups ASMDG
# hares -modify asmdg Home "$GRID_HOME"
# hares -local asmdg Sid
# hares -modify asmdg Sid "+ASM1" -sys sys01
# hares -modify asmdg Sid "+ASM2" -sys sys02
# hares -modify asmdg Sid "+ASM3" -sys sys03
# hares -modify asmdg Sid "+ASM4" -sys sys04
# hares -modify asmdg Owner grid

8

将 ASMDG 资源的 ToleranceLimit 修改为 5。
# hares -override asmdg ToleranceLimit
# hares -modify asmdg ToleranceLimit 5

9

在 Oracle 服务组的 ASMDG 资源与 CVMVolDg 资源之间设置依赖关系。
# hares -link asmdg asmdata_voldg

10 在 oraasm_grp 服务组与 cvm 服务组之间创建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 hagrp -link oraasm_grp cvm online local firm

11 启用 Oracle ASM 服务组。
# hagrp -enableresources oraasm_grp

12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只读模式。
# haconf -dump -makero

13 使 Oracle ASM 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联机。
# hagrp -online oraasm_grp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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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LI 为 Flex ASM 设置配置 Oracle 数据库服务组

1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将服务组添加到 VCS 配置。
# hagrp -add oradb_grp

3

修改服务组的属性。
# hagrp -modify oradb_grp Parallel 1
# hagrp -modify oradb_grp SystemList \
sys01 0 sys02 1 sys03 2 sys04 3
# hagrp -modify oradb_grp AutoStartList \
sys01 sys02 sys03 sys04

4

为服务组添加 Oracle 资源。
# hares -add asmdb Oracle oradb_grp

5

修改服务组的 ORACLE 资源的属性。
注意：$ORACLE_HOME 变量引用 Oracle 主目录。
# hares -modify asmdb Home "$ORACLE_HOME"
# hares -local asmdb Sid
# hares -modify asmdb Sid "racdb1" -sys sys01
# hares -modify asmdb Sid "racdb2" -sys sys02
# hares -modify asmdb Sid "racdb3" -sys sys03
# hares -modify asmdb Sid "racdb4" -sys sys04
# hares -modify asmdb Owner oracle
# hares -modify asmdb StartUpOpt SRVCTLSTART
# hares -modify asmdb ShutDownOpt SRVCTLSTOP

6

在 oraasm_grp 服务组与 cvm 服务组之间创建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 hagrp -link oradb_grp cvm online local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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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oradb_grp 服务组与 orasm_grp 服务组之间创建 online global form 依赖关
系。
# hagrp -link oradb_grp oraasm_grp online global firm

8

启用 Oracle 数据库服务组。
# hagrp -enableresources oradb_grp

9

将群集配置更改为只读模式。
# haconf -dump -makero

10 使 Oracle 数据库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联机。
# hagrp -online oradb_grp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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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测试数据库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创建测试数据库

■

创建用于 Oracle 的数据库

关于创建测试数据库
可以创建测试数据库并将其用于测试和故障排除。
下列可选过程介绍了创建测试数据库的方法。

创建用于 Oracle 的数据库
开始创建数据库之前，请确保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必须正在运行 Clusterware/Grid 后台驻留程序。
若要验证 Oracle Clusterware 状态，请键入以下命令：
# $GRID_HOME/bin/crsctl stat res -t

■

每个节点上的所有专用 IP 地址必须处于启用状态。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是否在每个节点上都可正常访问所有专用 IP 地址。

有关如何安装 Oracle 数据库的说明，请参考相应的 Oracle 文档。
可以在下列某种类型的存储上创建数据库：
■

群集文件系统 (CFS)
请参见第 412 页的“在 CFS 上创建数据库存储”。

■

ASM
请参见第 400 页的“为 ASM 创建数据库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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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FS 上创建数据库存储
您可以在 Veritas 群集文件系统上配置数据库存储。以下过程提供了创建文件系统
的步骤。
注意：SmartIO 提供了应用程序模板，以优化运行在 VxFS 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库的
缓存。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SmartIO for Solid State Drives
Solutions 指南》以及“关于对 VxFS 文件系统上的 Oracle 数据库执行 SmartIO 缓
存”主题。
在 CFS 上创建数据库存储

1

创建磁盘组（例如 oradatadg）：
# vxdg -s init oradatadg Disk_1

2

创建足以包含用于所有表空间的文件系统的单个共享卷（例如 oradatavol）。
例如，假设数据库存储需要 6.8 GB 的空间，请键入：
# vxassist -g oradatadg make oradatavol 6800M

3

启动磁盘组中的卷：
# vxvol -g oradatadg startall

4

在该卷中创建 VxFS 文件系统。在一个节点上，键入：
# mkfs -V vxfs /dev/vx/rdsk/oradatadg/oradatavol

5

创建共享文件系统的装入点：
# mkdir /oradata

6

在同一个节点上装入文件系统：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oradatadg/oradatavol \
/oradata

7

将文件系统的所有者设置为 Oracle 用户，将权限设置为 755：
# chown oracle:oinstall /oradata
# chmod 755 /oradata

412

创建测试数据库
创建用于 Oracle 的数据库

8

在其他节点上，完成步骤 5 和步骤 6。

9

参考 Oracle 文档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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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Availability 代理的信
息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代理

■

CVMCluster 代理

■

CVMVxconfigd 代理

■

CVMVolDg 代理

■

CFSMount 代理

■

CFSfsckd 代理

■

PrivNIC 代理

■

MultiPrivNIC 代理

■

CSSD 代理

■

Oracle 的 VCS 代理

■

CRSResource 代理

关于代理
代理被定义为一种进程，用于启动、停止和监视某种类型的所有已配置资源，并将
资源的状态报告给 Cluster Server (VCS)。代理具有入口点和属性。入口点也称为
代理函数，且在本文档中称作“代理函数”。
属性包含代理相关数据。每个属性都有一个定义和一个值。可以更改属性值以配置
资源，而资源被定义为单独的组件，它们可以协同工作，为公共网络提供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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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例如，资源可以是物理组件（例如磁盘或网络接口卡）、软件组件（例如
Oracle 或 Web 服务器），也可以是配置组件（例如 IP 地址或装入的文件系统）。
属性有可选的也有必需的，尽管有时属性在一种配置中是可选的，但在其他配置中
可能是必需的。许多可选属性具有预定义值或默认值，您应该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还存在多种仅内部使用的属性。不要修改这些属性，否则会导致群集出现重大问
题。属性有类型和维数。有些属性值可以接受数字，还有一些属性可以接受数字字
母值，另外有一些属性是简单的布尔型值 (on/off)。
本附录介绍了每个 SF Oracle RAC 代理的入口点和属性。

SF Oracle RAC 中包含的 VCS 代理
SF Oracle RAC 包含下列 VCS 代理：
■

CVMCluster 代理

■

CVMVxconfigd 代理

■

CVMVolDg 代理

■

CFSMount 代理

SF Oracle RAC 安装自动配置 CVMCluster 资源和 CVMVxconfigd 资源。
必须为每个共享磁盘组配置 CVMVolDg 代理。如果数据库使用群集文件系统，则为
磁盘组中的每个卷配置 CFSMount 代理。
使用本附录中有关所列代理的入口点和属性的信息，进行必要的配置更改。有关如
何修改 VCS 配置的信息：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SF Oracle RAC 中包含的 Oracle 的 VCS 代理
SF Oracle RAC 包含 Oracle 的下列 VCS 代理：
■

Oracle 代理
Oracle 代理负责监视数据库进程。

■

Netlsnr 代理
Netlsnr 代理可将侦听器服务置入联机状态，监视其状态，以及将其置入脱机状
态。

■

PrivNIC 代理
PrivNIC 代理为跨系统的 LLT 以太网接口的单一专用 IP 地址提供高可用性。

■

MultiPrivNIC 代理
MultiPrivNIC 代理为跨系统的 LLT 以太网接口的多个专用 IP 地址提供高可用
性。

415

High Availability 代理的信息
CVMCluster 代理

■

CSSD 代理
CSSD（群集同步服务后台驻留程序）代理提供用于监视 Oracle Clusterware 的
资源。该代理可确保 cssd 对 OCR 资源、VOTE 资源和 PrivNIC（可选）资源
的依赖关系得到满足。

■

ASMDG 代理
ASMDG 代理在 ASM 上装入和卸载 ASM 磁盘组。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安装和配置指南》

CVMCluster 代理
CVMCluster 代理控制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关联的群集端口上的系
统成员集。
CVMCluster 代理执行以下功能：
■

向 CVM 群集端口添加节点。

■

从 CVM 群集端口删除节点。

■

监视节点的群集成员集状态。

CVMCluster 代理的入口点
表 H-1 介绍了 CVMCluster 代理使用的入口点。
CVMCluster 代理入口点

表 H-1
入口点

说明

Online

向 CVM 群集端口添加节点。通过自动导入共享磁盘组启用 Volume
Manager 群集功能。

脱机

从 CVM 群集端口删除节点。

Monitor

监视节点的 CVM 群集成员集状态。

CVMCluster 代理的属性定义
表 H-2 介绍了用户可以修改的 CVMCluster 资源类型属性。
CVMCluster 代理属性

表 H-2
属性

说明

CVMClustName

群集名称。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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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CVMNodeAddr

主机名和 IP 地址的列表。
■

CVMNodeId

关联列表。第一部分用于命名系统；第二部分包含系统的 LLT ID 号。
■

CVMTransport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指定群集消息传送机制。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 = gab

注意：请不要更改此值。
PortConfigd

CVM 进行 vxconfigd 级别通信时使用的端口号。
■

PortKmsgd

CVM 进行内核级别通信时使用的端口号。
■

CVMTimeout

CVMNodePreference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对 CVM 群集进行重新配置的超时值（以秒为单位）。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 = 200

该优先级值确定 CVM 群集中最适合运行主节点角色的备选节点。优先级值的范围
为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如果未指定自定义优先级，CVM 会为对存储具有最大可见性的节点指定优先级，
以便将其作为 CVM 主结点。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

■

默认值 = 0

CVMCluster 代理类型定义
CVMTypes.cf 文件中包括下列类型定义：
type CVMCluster (
static
static
static
static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CVMNodePreference, CVMDGSubClust }
int NumThreads = 1
int OnlineRetryLimit = 2
int OnlineTimeout = 400
str ArgList[] = { CVMTransport, CVMClustName, CVMNodeAddr, CVMNodeId,
PortConfigd, PortKmsgd, CVMTimeout, CVMDGSubClust }
str CVMClu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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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CVMNodeAddr{}
str CVMNodeId{}
str CVMTransport
str CVMNodePreference
int PortConfigd
int PortKmsgd
int CVMTimeout
boolean CVMDGSubClust = 0

注意：SF Oracle RAC 环境中不使用属性 CVMNodeAddr、PortConfigd 和
PortKmsgd。必需的群集通信消息传送机制 GAB 不使用它们。

CVMCluster 代理示例配置
下面是 CVMCluster 服务组的一个定义示例：
CVMCluster cvm_clus (
Critical = 0
CVMClustName = clus1
CVMNodeId = { sys1 = 0, sys2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xconfigd 代理
CVMVxconfigd 代理用于启动与监视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而 vxconfigd 后台驻
留程序是对磁盘和磁盘组配置进行维护、向内核通知配置更改以及修改磁盘中存储
的配置信息。CVMVxconfigd 必须位于 CVM 服务组中。
CVMVxconfigd 代理是一种 OnOnly 代理；该代理会在群集启动时启动资源，而且
VCS 会在需要时重新启动资源。Operations 属性可指定这些默认的启动相关事项。
Veritas 建议您使用 syslog 选项启动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以便记录调试消息。
请注意，安装 SF Oracle RAC 时，会为 CVMVxconfigd 代理配置 syslog 选项。
此代理可识别 IMF，并对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有关
智能监视框架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CVMVxconfigd 代理的入口点
表 H-3 介绍了 CVMVxconfigd 代理的入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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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3

CVMVxconfigd 入口点

入口点

说明

Online

启动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

脱机

不适用

Monitor

监视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是否正在运行

imf_init

初始化代理，以便与 AMF 内核模块连接。 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
行。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有关 vxconfigd 进程状态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模块初始化后运行。该函数会持续等待通知。如果 vxconfigd
进程失败，该函数将启动传统的 CVMVxconfigd 监视入口点。

imf_register

在 AMF 内核模块上注册或取消注册 vxconfigd 进程 ID (pid)。资
源进入稳定的联机状态后，该函数将会运行。

CVMVxconfigd 代理的属性定义
表 H-4 介绍了 CVMVxconfigd 资源类型的可修改属性。
表 H-4

CVMVxconfigd 代理属性

属性

说明

CVMVxconfigdArgs

已发送给 online 入口点的参数的列表。
Veritas 建议您始终指定 syslog 选项。
■

类型和维数：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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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IMF

该资源类型级属性确定 CVMVxconfigd 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视。您也可以在资源
级覆盖该属性的值。
该属性包括下列键：
■

Mode：定义该属性启用或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有效值如下：
■ 0 - 不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

■

2 - 对联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脱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

默认值：0
MonitorFreq：该键值指定代理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的频率。该键的值为整数。
默认值：1
如果代理要求同时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和智能资源监视，可以将此键设置为非零值。如
果该值为 0，代理将不执行基于轮询的进程检查监视。
当资源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上注册后，代理将按如下方式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
■ 对于联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MonitorInterval) 秒后
■

对于脱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OfflineMonitorInterval) 秒后

■

RegisterRetryLimit：如果启用智能资源监视，则代理将调用 imf_register 代理函数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中注册资源。RegisterRetyLimit 键值确定代理注册资源时必须重试
的次数。如果代理在指定的限制内无法注册资源，智能监视将被禁用，直到资源状态或
Mode 键值发生变化。
默认值：3。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有关代理类型的 IMF 属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CVMVxconfigd 代理类型定义
以下类型定义包括在 CVMTypes.cf 文件中：
type CVMVxconfigd (
static int IMF{} = { Mode=2, MonitorFreq=1,
RegisterRetryLimit=3 }
static int FaultOnMonitorTimeouts = 2
static int RestartLimit = 5
static str ArgList[] = { CVMVxconfigdArgs }
static str Operations = OnOnly
keylist CVMVxconfigdArgs
)

CVMVxconfigd 代理示例配置
下面是 CVM 服务组中 CVMVxconfigd 资源的一个定义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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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CVMVolDg 代理
CVMVolDg 代理通过执行以下功能管理 CVM 磁盘组以及磁盘组中的 CVM 卷和卷
集：
■

从 CVM 主节点导入共享磁盘组

■

启动磁盘组中的卷和卷集

■

监视磁盘组、卷和卷集

■

当依赖的应用程序脱机时，可以选择逐出磁盘组。仅当设置了相应的属性时，
代理才会逐出磁盘组。

为 Oracle 服务组使用的每个磁盘组配置 CVMVolDg 代理。一个磁盘组只能配置给
一个 Oracle 服务组。如果群集文件系统用于数据库，则需要为磁盘组中的每个卷或
卷集都配置 CFSMount 代理。

CVMVolDg 代理的入口点
表 H-5 介绍了 CVMVolDg 代理使用的入口点。
表 H-5

CVMVolDg 代理入口点

入口点

说明

Online

如果尚未导入磁盘组，则从 CVM 主节点导入共享磁盘组。
启动 CVMVolume 属性指定的共享磁盘组中的所有卷和卷集。
如果 CVMActivation 属性的值为 sw，则将磁盘组的激活模式设置
为 shared-write。在主系统和从属系统上均可设置激活模式。

脱机

删除 online 入口点创建的临时文件。
如果 CVMDeportOn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并且共享磁盘组不包
含群集中任一节点上已打开的卷，则从 CVM 主节点中逐出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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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点

说明

Monitor

确定磁盘组、卷和卷集是否联机。
如果在某个监视周期发现卷集的文件系统元数据卷处于脱机状态，
代理将使卷集脱机。

注意：如果 CFSMount 资源脱机，并且卷集上的文件系统已卸装，
那么，即使卷集中的文件系统元数据卷已脱机，代理也会保持卷集
的联机状态。这是因为，CVMVolDg 代理无法确定脱机的卷是否为
元数据卷。
删除 online 入口点创建的临时文件。

Clean

CVMVolDg 代理的属性定义
表 H-6 介绍了用户可以修改的 CVMVolDg 资源类型属性。
CVMVolDg 代理属性

表 H-6
属性

说明

CVMDiskGroup（必需）

共享磁盘组名称。
■

CVMVolume（必需）

共享卷或卷集的名称。此列表用于检查允许资源联机前卷或卷集是否处于
正确的状态，并检查卷是否保持启用状态。
■

CVMActivation（必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磁盘组的激活模式。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sw (shared-write)

它是本地属性。
CVMVolumeIoTest（可选）

将定期轮询以测试可用性的卷和卷集的列表。轮询是以每个监视周期读取
4 KB 的形式进行操作的，最多可读取列表中的 10 个卷或卷集。对于卷集，
最多可读取每个卷集中的 10 个组成卷。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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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CVMDeportOnOffline（可选）

指示当磁盘组的最后一个联机 CVMVolDg 资源脱机时，是否必须逐出共享
磁盘组。
值 1 表示当磁盘组的最后一个联机 CVMVolDg 资源脱机时，代理将从 CVM
主节点中逐出共享磁盘组（如果尚未逐出）。
值 0 表示当 CVMVolDg 资源脱机时，代理将不会逐出共享磁盘组。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 = 0

注意：如果为共享磁盘组配置了多个 CVMVolDg 资源，请将所有资源的该
属性值均设置为 1 或 0。
将根据 CVMVolDg 资源脱机的顺序依次逐出 CVM 磁盘组。如果磁盘组中
CVMVolDg 资源的 CVMDeportOnOffline 属性采用 1 和 0 的混合设置，
则仅当最后一个脱机的 CVMVolDg 资源的属性值为 1 时，才会逐出磁盘
组。如果最后一个脱机的 CVMVolDg 资源的属性值为 0，则不会逐出磁盘
组。
如果共享磁盘组包含已打开的卷，逐出操作将会失败。
ClearClone

指示是否使用 -c 选项导入磁盘组。导入磁盘时，-c 选项从磁盘组的磁盘
中清除 clone 和 udid_mismatch 标志，并且还会更新 UDID。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 = 0

CVMVolDg 代理类型定义
CVMTypes.cf 文件包括 CVMVolDg 类型定义：
type CVMVolDg (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CVMActivation, CVMVolume, NodeList
}
static int OnlineRetryLimit = 2
static int OnlineTimeout = 400
static int OnlineWaitLimit = 10
static str ArgList[] = { CVMDiskGroup, CVMVolume,
CVMActivation, CVMVolumeIoTest,
CVMDGAction, CVMDeportOnOffline, State, CVMDeactivateOnOffline,
ClearClone, NodeList }
str CVMDiskGroup
str CVMDGAction
keylist CVMVolume
str CVMAc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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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list CVMVolumeIoTest
int CVMDeportOnOffline
int CVMDeactivateOnOffline
int ClearClone
temp int voldg_stat
keylist NodeList
)

CVMVolDg 代理示例配置
每个 Oracle 服务组都需要定义 CVMVolDg 资源类型。以下是示例配置：
CVMVolDg ora_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radatadg
CVMVolume = { oradata1, oradata2 }
CVMActivation = sw
)

CFSMount 代理
CFSMount 代理用于使群集文件系统装入点联机、脱机以及对其进行监视。
代理可执行文件位于 /opt/VRTSvcs/bin/CFSMount/CFSMountAgent。
CFSMount 类型定义在 /etc/VRTSvcs/conf/config/CFSTypes.cf 文件中介绍。
此代理可识别 IMF，并对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有关
智能监视框架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CFSMount 代理的入口点
表 H-7 提供了 CFSMount 代理的入口点。
表 H-7

CFSMount 代理入口点

入口点

说明

Online

在群集模式下装入块设备。

脱机

卸载文件系统，如果需要可强制卸载，并且可在需要时将主系统设置为
辅助系统。

Monitor

确定是否已装入文件系统。可使用 fsclustadm 命令检查装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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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点

说明

Clean

针对群集文件系统装入执行清空操作。

imf_init

初始化代理，以便与 AMF 内核驱动程序（代理的 IMF 通知模块）连
接。 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模块初始
化后运行。此函数一直等待通知，并在收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操作。
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模块注册或撤消注册资源实体。当每个资源进入稳定状
态（联机或脱机）后，将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

CFSMount 代理的属性定义
表 H-8 列出了用户可以修改的 CFSMount 代理资源类型属性。
表 H-8
属性

说明

MountPoint

装入点的目录。
■

BlockDevice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装入点的块设备。
■

NodeList

CFSMount 代理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列出要执行装入操作的节点。如果 NodeList 为空，则代理使用服务组系统列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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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IMF

该资源类型级属性确定 CFSMount 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视。您也可以在资源级覆盖该属
性的值。
该属性包括下列键：
■

Mode：定义该属性启用或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有效值如下：
■ 0 - 不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

■

1 - 对脱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联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

■

2 - 对联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脱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

■

3 - 对联机和脱机资源均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默认值：0
MonitorFreq：该键值指定代理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的频率。该键的值为整数。
默认值：1
如果代理要求同时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和智能资源监视，可以将此键设置为非零值。如果该
值为 0，代理将不执行基于轮询的进程检查监视。
当资源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上注册后，代理将按如下方式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
■ 对于联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MonitorInterval) 秒后
■

对于脱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OfflineMonitorInterval) 秒后

■

RegisterRetryLimit：如果启用智能资源监视，则代理将调用 imf_register 代理函数在 AMF 内
核驱动程序中注册资源。RegisterRetyLimit 键值确定代理注册资源时必须重试的次数。如果
代理在指定的限制内无法注册资源，智能监视将被禁用，直到资源状态或 Mode 键值发生变
化。
默认值：3。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MountOpt

mount 命令的选项。要创建有效的 MountOpt 属性字符串，需要遵循以下几点：

（可选）

■

仅使用特定于 VxFS 类型的选项。

■

不要使用 -o 标志指定特定于 VxFS 的选项。

■

不要使用 -v vxfs 文件系统类型选项。

■

请注意，不需要使用群集选项。

■

以逗号分隔的列表形式指定选项：
ro
ro,cluster
blkclear,mincache=closesync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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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Policy（可选）

列出主系统出现故障时承担群集文件系统的主系统角色的节点。如果设置为 NULL，或者主系统
出现故障时此列表中指定的主机都不处于活动状态，则会从活动的节点集中随机选择一个节点来
担任主系统角色。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CFSMount 代理类型定义
CFSTypes.cf 文件包括 CFSMount 代理类型定义：
type CFSMount (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1, RegisterRetryLimit=3 }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MountOpt, Policy, NodeList, ForceOff, SetPrimary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primary }
static int FaultOnMonitorTimeouts = 1
static int OnlineWaitLimit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MountPoint, BlockDevice, MountOpt, Primary, AMFMountType
}
str MountPoint
str MountType
str BlockDevice
str MountOpt
keylist NodeList
keylist Policy
temp str Primary
str SetPrimary
temp str RemountRes
temp str AMFMountType
str ForceOff
)

CFSMount 代理示例配置
每个 Oracle 服务组都需要定义 CFSMount 资源类型：
CFSMount ora_mount (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oradatavol1"
Primary = sys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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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fsckd 代理
CFSfsckd 代理用于启动、停止和监视 vxfsckd 进程。CFSfsckd 代理可执行文件
是 /opt/VRTSvcs/bin/CFSfsckd/CFSfsckdAgent。类型定义位于
/etc/VRTSvcs/conf/config/CFSTypes.cf 文件中。运行 cfscluster config 命
令后，配置将添加到 main.cf 文件中。
此代理可识别 IMF，并对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有关
智能监视框架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CFSfsckd 代理的入口点
表 H-9 介绍了 CFSfsckd 代理入口点。
表 H-9

CFSfsckd 代理入口点

入口点

说明

Online

启动 vxfsckd 进程。

Offline

终止 vxfsckd 进程。

Monitor

检查 vxfsckd 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Clean

针对群集文件系统装入的清空操作。

imf_init

初始化代理，以便与 AMF 内核驱动程序（代理的 IMF 通知模块）连
接。 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模块初始
化后运行。此函数一直等待通知，并在收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操作。
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模块注册或撤消注册资源实体。当每个资源进入稳定状
态（联机或脱机）后，将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

CFSfsckd 代理的属性定义
表 H-10 列出了用户可以修改的 CFSfsckd 代理资源类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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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0

CFSfsckd 代理属性

属性

说明

IMF

该资源类型级属性确定 CFSfsckd 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视。您也可以在资源级覆盖该属
性的值。
该属性包括下列键：
■

Mode：定义该属性启用或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有效值如下：
■ 0 - 不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

■

1 - 对脱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联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

■

2 - 对联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脱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

■

3 - 对联机和脱机资源均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默认值：0
MonitorFreq：该键值指定代理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的频率。该键的值为整数。
默认值：1
如果代理要求同时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和智能资源监视，可以将此键设置为非零值。如果该
值为 0，代理将不执行基于轮询的进程检查监视。
当资源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上注册后，代理将按如下方式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
■ 对于联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MonitorInterval) 秒后
■

对于脱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OfflineMonitorInterval) 秒后

■

RegisterRetryLimit：如果启用智能资源监视，则代理将调用 imf_register 代理函数在 AMF 内
核驱动程序中注册资源。RegisterRetyLimit 键值确定代理注册资源时必须重试的次数。如果
代理在指定的限制内无法注册资源，智能监视将被禁用，直到资源状态或 Mode 键值发生变
化。
默认值：3。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CFSfsckd 代理类型定义
CFSfsckd 类型定义：
type CFSfsckd (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1,
RegisterRetryLimit=3 }
static int RestartLimit = 1
str ActivationMode{}
)

CFSfsckd 代理示例配置
以下是 CFSfsckd 配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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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fsckd vxfsckd (
)

PrivNIC 代理
针对运行版本 11.2.0.1 的节点，PrivNIC 代理为跨这些节点的 LLT 以太网接口的单
专用 IP 地址提供高可用性。
对于 11.2.0.2 及更高版本，Veritas 建议使用备选解决方案（如捆绑的 NIC 接口或
Oracle HAIP）。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数据库需要专用 IP 地址，以在群集
节点之间提供通信。
注意：PrivNIC 代理通过 LLT 链接运行。要使用该代理，必须将 Oracle Clusterware
互连和 Oracle RAC 数据库通信链接配置为 LLT 链接。
PrivNIC 代理依赖 LLT 来监视 LLT 以太网接口。 它通过查询 LLT 来获得每个 LLT
以太网接口上可见节点的数目。
如果 LLT 无法与对等节点通信，将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对等节点的链接处于不可用状态的持续时间达到了 peerinact，LLT 会将
链接状态设置为 down。

■

如果对等节点的链接在 peertrouble 持续时间内不可访问，LLT 会将链接状态
设置为 trouble。如果 EnableUseTroubleState 属性设置为 1，则在链接进入
有问题状态后，此代理会对 IP 地址进行故障转移。
注意：将 EnableUseTroubleState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可以更快地将出故障的链
接故障转移到可用链接。

当由于操作系统限制而无法使用 NIC 捆绑来通过多个网络接口增加带宽时，PrivNIC
代理可提供可靠的备用方法。如果发生 NIC 故障或链接故障，代理会将专用 IP 地
址从发生故障的链接故障转移到已连接的或可用的 LLT 链接。如果首选链接变为可
用状态，则 IP 地址会故障回复至首选链接。

PrivNIC 代理的功能
表 H-11 介绍了 PrivNIC 代理的 monitor 入口点。
注意：由于该资源是持久性的，所以只需要 monitor 入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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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1

PrivNIC 代理入口点

入口点

说明

Monitor

PrivNIC 代理查询 LLT，以创建每个 LLT 网络接口上可见节点的列表。
然后，PrivNIC 代理将各种筛选器应用于该列表，以便做出最合适的故
障转移决策，并计算要配置 IP 地址的“入选”设备。 “入选”设备与
当前配置了 IP 地址的当前活动设备进行比较。 如果活动设备与“入
选”设备不同，PrivNIC 代理将启动到“入选”设备的故障转移。

注意：PrivNIC 代理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值现在设置为默认值
10 秒。这意味着该代理每 10 秒钟运行一次 monitor 入口点。

PrivNIC 代理的属性
表 H-12 介绍了用户可以修改的 PrivNIC 代理属性。
表 H-12

PrivNIC 代理所需的属性

属性

维数

说明

Device

字符串关联

指定运行 ifconfig 命令时所显示的网络接口设
备，以及与该接口相关联的网络 ID。连接到同一
物理网络的各个接口的网络 ID 必须相匹配。接口
的网络 ID 越低，故障转移的优先权就越高。在
PrivNIC 配置中指定的接口应与用于 LLT 配置的接
口的名称和总数完全相同。
必须至少指定一个接口设备。
例如：
Device@sys1 = {en1=0, en2=1, en3=2}
Device@sys2 = {en1=0, en2=1, en3=2}

Address

字符串标量

数值型专用 IP 地址。
执行其他检查以确定这是否是有效 IP 地址。
配置 Oracle Clusterware 的专用 IPv4 地址时，请
确保构成 IP 地址的任何一个八位字节中均不以 0
开头，例如，不使用 X.X.X.01、X.X.0X.X、
X.0X.X.X 或 0X.X.X.X 这类格式的地址。
确保 IPv4 地址的格式为 X.X.X.X。
以下是 IPv4 地址示例：
Address = "192.16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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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维数

说明

Netmask

字符串关联

专用 IP 地址的数值型网络掩码。例如：
Netmask = "255.255.255.0"

字符串关联

MTU

EnableUseTroubleState 布尔型

可通过 LLT 链接传输的最大数据包大小（以字节
为单位）。此值覆盖网络接口的默认 MTU 大小。
值为 1 或 0。
值为 1 时表示，即使在链接状态标记为 trouble
时 PrivNIC 代理也会对出故障链接的 IP 地址进行
故障转移。默认值为 1。
值为 0 时表示，仅在链接状态标记为 down 时
PrivNIC 代理才会对出故障链接的 IP 地址进行故障
转移。

PrivNIC 代理的可选属性
表 H-13

PrivNIC 代理的可选属性

属性

维数

说明

DeviceTag

字符串关联

使用网络 ID 将 LLT 设备“标记”与设备关联起
来。如果 LLT 设备标记（如 /etc/llttab 文件
中所指定）与 ifconfig 中所显示的网络接口名称不
同，则必须为该接口指定 DeviceTag。
例如： 通常情况下，/etc/llttab 包含：
link en0 /dev/en:0 - ether - link en1 /dev/en:1 - ether - link-lowpri en2 /dev/en:2 - ether 在上述情况下，不需要指定 DeviceTag。但是，如
果 /etc/llttab 包含：
link link1 /dev/en:0 - ether - link link2 /dev/en:1 - ether - link-lowpri spare /dev/en:2 - ether
- 则需要将 DeviceTag 指定为：
DeviceTag@sys1 = { link1=0, link2=1,
spar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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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维数

说明

GabPort

字符串标量

单个的小写字母，指定要用于筛选的 GAB 端口的
名称。o 为默认值。指定为空时会禁用 GAB 端口
筛选。
例如：GabPort = "b"

UseVirtualIP

整型标量

默认值为 0，该值指定代理使用物理接口配置专用
IP 地址（如果可能）。
值为 1 表示代理始终使用虚拟接口配置专用 IP 地
址。
值为 2（包括值为 1 的功能）表示代理应在物理接
口上已存在专用 IP 地址时进行报告。

UseSystemList

整型标量

值为 1 表示代理使用服务组的 SystemList 来筛选
节点列表。默认值 = 0.

ExcludeNode

整型向量

列出要从计算中永久排除的节点。

PrivNIC 代理的状态
表 H-14 列出了 PrivNIC 代理的状态。
表 H-14

PrivNIC 代理的状态

状态

说明

Online

表明该专用 IP 地址可用。

未知

表明由于错误的属性设置或其他配置问题而导致无法确定资源的
状态。

PrivNIC 代理的服务组配置示例
图 H-1 显示了 PrivNIC 代理的基本服务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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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NIC 代理的基本服务组配置

图 H-1

cssd
CSSD
ora_priv
PrivNIC

ocrvote_m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此配置显示了 CSSD 资源与配置为 PrivNIC 资源的专用 IP 地址之间的依赖关系，
以及与 OCR、voting 磁盘卷和装入点之间的依赖关系。
有关示例部署方案，请参见附录“SF Oracle RAC 部署方案”。

PrivNIC 资源的类型定义
下列摘要显示了 PrivNIC.cf 文件中的 PrivNIC 资源的类型定义：
type PrivNIC (
static str ArgList[] = { Device, DeviceTag, Address,
NetMask, UseVirtualIP, GabPort, UseSystemList,
ExcludeNode, MTU, EnableUseTroubleState }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int MonitorTimeout = 300
static int MonitorInterval = 10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str
str
str
int
str
int
int
str
int
)

Device{}
DeviceTag{}
Address = ""
NetMask = ""
UseVirtualIP = 0
GabPort = "o"
UseSystemList = 0
ExcludeNode[]
MTU{}
EnableUseTroubleStat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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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NIC 资源的示例配置
以下来自配置文件的摘要说明了 PrivNIC 资源的配置。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PrivNIC ora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sys1 = { en1 = 0, en2 = 1 }
Device@sys2 = { en1 = 0, en2 = 1 }
Address@sys1 = "192.168.12.1"
Address@sys2 = "192.168.12.2"
NetMask = "255.255.255.0"
)

有关更多示例，请参见位于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的示例配置文件。

MultiPrivNIC 代理
针对运行 Oracle RAC 11.2.0.1 版本的节点，MultiPrivNIC 代理跨 LLT 以太网接口
向多个专用 IP 地址提供高可用性。
在出现 NIC 故障或链接故障时，代理会将专用 IP 地址从出现故障的链接故障转移
到一个可用的 LLT 链接。要使用该代理，必须将 Oracle Clusterware 互连和 Oracle
RAC 数据库通信链接配置为 LLT 链接。
对于 11.2.0.2 及更高版本，Veritas 建议使用备选解决方案（如捆绑的 NIC 接口或
Oracle HAIP）。
当由于操作系统限制而无法使用 NIC 捆绑通过多个网络接口增加带宽和提供高可用
性时，MultiPrivNIC 代理是一个可靠的备用方法。即使以捆绑的 NIC 形式实现了链
接聚合解决方案，MultiPrivNIC 代理也可用于通过将 IP 地址故障转移到可用的备用
链接来提供其他防护措施，以防止聚合链接出现故障。这些备用链接可以是简单的
NIC 接口或者捆绑的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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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用互连的高可用性
MultiPrivNIC 代理通过 LLT 链接运行，并依赖 LLT 来监视群集接口。 它通过询问
LLT 来计算和报告每个 LLT 接口上可见节点的数目。
如果 LLT 无法与对等节点通信，将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对等节点的链接处于不可用状态的持续时间达到了 peerinact，LLT 会将
链接状态设置为 down。

■

如果对等节点的链接在 peertrouble 持续时间内不可访问，LLT 会将链接状态
设置为 trouble。如果 EnableUseTroubleState 属性设置为 1，则在链接进入
有问题状态后，此代理会对 IP 地址进行故障转移。
注意：将 EnableUseTroubleState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可以更快地将出故障的链
接故障转移到可用链接。

当首选的链接进入 down 或 trouble 状态时，IP 地址将故障转移到可见对等节点数
目最多的专用链接。如果多个链接均拥有最多节点，且已启用负载平衡，则代理将
考虑所有设备中的当前流量，并计算流量相对较少的“胜方”设备。 如果未启用负
载平衡，则 IP 地址会故障转移网络 ID 较低的链接。
只有在承载 IP 地址的链接出现故障时，才可以确定 IP 地址的故障转移决策。如果
首选链接重新可用，则不管是否启用了负载平衡，都会将 IP 地址故障回退到首选链
接。

MultiPrivNIC 代理的功能
表 H-15 介绍了 MultiPrivNIC 代理的 monitor 入口点。
注意：由于该资源是持久性的，所以只需要 monitor 入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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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5

MultiPrivNIC 代理入口点

入口点

说明

Monitor

MultiPrivNIC 代理查询 LLT 以在每个 LLT 网络接口上创建可见节点列
表。
该代理将各种过滤器应用于该列表，并计算要在其上配置 IP 地址的入
选设备。
如果配置有 IP 地址的活动设备看到的节点数量与入选设备上的不同，
则代理会将该 IP 地址故障转移至该入选设备。

注意：MultiPrivNIC 代理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值现在设置为默
认值 10 秒。这意味着该代理每 10 秒钟运行一次 monitor 入口点。

MultiPrivNIC 代理的必需属性
以下的 表 H-16 描述了 MultiPrivNIC 资源类型的必需属性，可进行修改。
和 PrivNIC 代理一样，MultiPrivNIC 代理也有一组可选属性，可进行修改。
对于可选属性的列表：
请参见第 432 页的“PrivNIC 代理的可选属性”。
表 H-16

MultiPrivNIC 代理属性定义

属性

维数

说明

Device

字符串关联

此设备属性指定运行 ifconfig 命令时
所显示的网络接口设备，以及与该接口相
关联的“网络 ID”。
连接到同一物理网络的各个接口的网络
ID 必须相匹配。在 MultiPrivNIC 配置中
指定的接口应与用于 LLT 配置的接口的
名称和总数完全相同。
以下是设备属性的一个示例：
Device@sys1 = {en1=0,
en2=1, en3=2}
Device@sys2 = {en1=0,
en2=1, e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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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维数

说明

Address

字符串关联

数值型专用 IP 地址及其首选设备。
代理会验证 IP 地址是否是有效地址。配
置专用 IP 地址时，请确保构成 IP 地址的
任何一个八位字节均不以 0 开头。IP 地
址的格式必须为 X.X.X.X。
在以下示例中，0 和 1 指示承载 IP 地址
的设备的 ID。如果设备不可用，代理将
在其中一个可用的设备上自动重新配置
IP 地址。根据 UseLoadBalance 属性设
置来确定可用设备。
以下是地址属性的一个示例：
Address @sys1 =
{ "192.168.12.1" =0,
"192.168.2.1" =0,
"192.168.3.1" =1 }
Address @sys2 =
{ "192.168.12.2" =0,
"192.168.2.2" =0,
"192.168.3.2" =1 }

Netmask

字符串关联

此 netmask 属性是专用 IP 地址的数字网
络掩码。
例如，Netmask = "255.255.255.0"。

UseLoadBalance

整型标量

值为 0 或 1。
如果首选设备不可用且在故障转移期间多
个链接拥有最大节点数：
■

■

将该属性设置为 1 会将 IP 地址故障转
移到通信量较低的设备。
将该属性设置为 0 会将 IP 地址故障转
移到网络 ID 较低的设备。

注意：如果首选设备重新可用，则不管
UseLoadBalance 为何值，都会将 IP 地
址故障回复到首选设备。
MTU

字符串关联

可通过 LLT 链接传输的最大数据包大小
（以字节为单位）。此值覆盖网络接口的
默认 MTU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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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维数

说明

EnableUseTroubleState 布尔型

值为 1 或 0。
值为 1 时表示，即使在链接状态标记为
trouble 时 MultiPrivNIC 代理也会对出
故障链接的 IP 地址进行故障转移。默认
值为 1。
值为 0 时表示，仅在链接状态标记为
down 时 MultiPrivNIC 代理才会对出故障
链接的 IP 地址进行故障转移。

MultiPrivNIC 代理的状态
表 H-17 列出了 MultiPrivNIC 代理的状态。
MultiPrivNIC 代理的状态

表 H-17
状态

说明

Online

表明该专用 IP 地址可用。

未知

表明由于错误的属性设置或其他配置问题而导致无法确定资源的
状态。

带 MultiPrivNIC 代理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图 H-2 说明了带 MultiPrivNIC 代理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带 MultiPrivNIC 代理的基本服务组配置

图 H-2

cssd
CSSD
multi_priv
MultiPrivNIC

ocrvote_m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此示例配置显示了 CSSD 资源与配置为 MultiPrivNIC 资源的专用 IP 地址之间的依
赖关系，以及 OCR 和 voting 磁盘卷和装入点依赖关系。
有关示例部署方案，请参见附录“SF Oracle RAC 部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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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rivNIC 资源的类型定义
以下摘录显示了 MultiPrivNIC.cf 文件中 MultiPrivNIC 资源的类型定义：
type MultiPrivNIC (
static int MonitorTimeout = 300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int MonitorInterval = 10
static str ArgList[] = { Device, DeviceTag, Address, NetMask,
UseVirtualIP, GabPort, UseSystemList,
ExcludeNode, MTU, UseLoadBalance,
EnableUseTroubleState }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Device{}
str DeviceTag{}
str Address{}
str NetMask
int UseVirtualIP
str GabPort = o
int UseSystemList
int ExcludeNode[]
int UseLoadBalance
str MTU{}
int EnableUseTroubleState = 1
)

MultiPrivNIC 资源的示例配置
以下配置文件摘录说明了 MultiPrivNIC 资源的配置。
MultiPrivNIC multi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 @sys1 = { en1 = 0, en2 = 1 }
Device @sys2 = { en1 = 0, en2 = 1 }
Address @sys1 = { "192.168.12.1" =0,
"192.168.3.1" =1
Address @sys2 = { "192.168.12.2" =0,
"192.168.3.2" =1
NetMask = "255.255.255.0"
UseLoadBalance = 1
)

"192.168.2.1" =0,
}
"192.168.2.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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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示例，请参见位于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的示例配置文件。
在上面的示例中，IP 地址旁的接口是此特定 IP 地址的首选设备。如果每个 LLT 接
口上的可见节点数量相同，则在首选接口上配置此 IP 地址。

CSSD 代理
CSSD 代理可以启动、停止和监视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它可确
保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启动之前，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所需的 OCR、Voting 磁盘和专用 IP 地址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为
此，必须将 cssd 资源配置为资源的父级，用于管理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所用的 OCR、Voting 磁盘和专用 IP 地址资源。在 SF Oracle RAC
安装中使用 CSSD 代理可确保充分处理相互依赖关系，从而防止 Oracle
Clusterware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过早启动而导致群集故障。
必须禁止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这可以防
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在系统启动期间过早启动。因此，VCS
可以确保仅当在 VCS 下配置的 cssd 资源的所有依赖资源均已联机时，才能使用
CSSD 代理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在系统关闭期间，该代理将在 VCS 使 OCR 和 voting 磁盘资源脱机前停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这可以确保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不会由于所需资源不可用而使群集中的节点发生混乱。
CSSD 代理支持 IMF 监视。默认情况下，将启用 IMF 监视，监视值为 3。
注意：在安装 SF Oracle RAC 过程中会强制要求使用 CSSD 代理。必须在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后配置 CSSD 代理。

CSSD 代理的功能
表 H-18 介绍了 CSSD 代理的功能。
表 H-18

CSSD 代理函数

功能

说明

Online

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脱机

停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注意：只有在 crsctl stop crs [-f] 命令用于停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时，CSSD 代理才会检测 CSSD 资源
的有意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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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Monitor

检查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的状态。
监视的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如下：
■

cssd

■

crsd

■

evmd

■

ohasd

注意：IMF 未监视 ohasd 后台驻留程序。
如果 RestartDaemons 属性设置为 1，则代理将重新启动 cssd、
crsd 和 evmd 进程。

注意：如果您要临时禁用对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的监视，请确保首先停止 CSSD 代理：
请参见第 444 页的“临时禁用对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的监视
”。
Clean

使用以下命令强制停止运行 Oracle RAC 11g R2 的节点上的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 crsctl stop crs -f

imf_init

初始化代理，以便与 AMF 内核驱动程序（CSSD 代理的 IMF 通知模
块）连接。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模块初
始化后运行。此函数一直等待通知，并在收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操作。

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模块注册或撤消注册资源实体。当每个资源进入稳定
状态（联机或脱机）后，将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

CSSD 代理的属性
表 H-19 列出了 CSSD 代理的属性：
表 H-19

CSSD 资源的属性

属性名

维数

说明

Critical

布尔型

可选
布尔值 0 或 1。
1：表明此为关键资源。
0：表明此为非关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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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

维数

说明

RestartDaemons

布尔型

注意：Oracle RAC 11g R2 及
更高版本中支持此属性。
可选
布尔值 0 或 1。
默认值设置为 1。
1：表明如果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 cssd、crsd 和 evmd 的
状态不正常，重新启动这些进
程。
0：表明如果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 cssd、crsd 和 evmd 的
状态不正常，不重新启动这些进
程。

IntentionalOffline

布尔型

定义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不受 VCS 的控制
而被有意停止时 VCS 如何做出
响应。
如果在 VCS 控制之外停止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则代理的行为如
下所示：
■

■

CRSHOME

字符串标量

0 - CSSD 代理注册服务组的
故障状态并启动其故障转
移。
1 - CSSD 代理使 CSSD 资
源脱机。

可选
代理可以使用此信息查找
Clusterware 进程二进制文件。
如果未提供此值，代理将从
Oracle 配置文件中读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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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名

维数

说明

IMF

整型关联

可选
该资源类型级属性确定 CSSD
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
视。您也可以在资源级覆盖该属
性的值。
默认情况下，将启用 IMF 监视，
监视值为 3。要禁用监视，请将
该值设置为 0。

CSSD 代理的状态
表 H-20 介绍了 CSSD 代理的状态。
表 H-20

CSSD 代理状态

状态

说明

联机

表明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正在运行。

脱机

表明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未在运行。

未知

表明由于错误的属性设置或其他配置问题而导致无法确定资源的状
态。

临时禁用对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的监视
如果您计划在运行 Oracle RAC 11g R2 的节点上临时禁用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cssd、crsd、evmd、ohasd）的监视，请首先停止 CSSD 代理，然后手动停
止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
例如，如果您要替换 evmd 二进制文件，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1.

停止 CSSD 代理：
# haagent -stop CSSD -force -sys node_name

注意：如果无法停止 CSSD 代理，该代理将尝试重新启动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而您已经在 VCS 之外手动使这些进程脱机。
2.

停止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进程，例如 evmd：
# crsctl stop resource ora.evmd -ini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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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替换 evmd 二进制文件。有关说明，请参见 Oracle 文档。

4.

启动 evmd 资源：
# crsctl start resource ora.evmd -init

5.

验证以下命令是否将所有后台驻留程序的状态报告为“良好”。
# crsctl check crs

6.

启动 CSSD 代理：
# haagent -start CSSD -sys node_name

CSSD 代理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图 H-3 显示了具有 CSSD 代理的基本服务组配置。
图 H-3

CSSD 代理的基本服务组配置
cssd
CSSD
ocrvote_m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在此基本配置中，OCR 和 voting 磁盘卷/装入点以及 IP 地址都在 CSSD 资源下进
行配置。这样可以确保在 CSSD 代理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 之前，这些资源处于
联机状态。
注意：必须根据 Oracle 数据库是由 Oracle Clusterware 启动还是由 VCS agent for
Oracle 启动，来配置 Oracle 数据库装入点，以便其能够在数据库启动前联机。
有关更多示例配置：
请参见第 362 页的“示例配置文件”。

CSSD 资源的类型定义
以下摘录显示了 CSSD.cf 文件中的 CSSD 资源的类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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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CSSD (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1, RegisterRetryLimit=3
}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CRSHOME }
static str ArgList[] = { State, IState, CRSHOME, RestartDaemons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1, PassCInfo=0 }
static boolean IntentionalOffline = 1
static int OfflineWaitLimit = 3
static int OnlineWaitLimit = 5
str CRSHOME
boolean RestartDaemons = 1
)

CSSD 资源的示例配置
从 main.cf 文件摘录的以下内容显示了一个示例 CSSD 代理配置：
CSSD cssd (
Critical = 0
CRSHOME="/u01/app/grid/product/11.2.0/gridhome"
)

Oracle 的 VCS 代理
Oracle 的 VCS 代理包括以下代理，这些代理可协同工作，使 Oracle 具有高可用
性：
■

Oracle 代理监视 数据库的进程。
请参见第 447 页的“Oracle 代理函数”。
请参见第 454 页的“Oracl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

Netlsnr 代理负责监视侦听器进程。
请参见第 461 页的“Netlsnr 代理函数”。

■

ASMDG 代理监视 Oracle ASM 磁盘组。
请参见第 465 页的“ASMDG 代理函数”。
请参见第 466 页的“ASMDG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有关代理函数和资源类型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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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代理函数
Oracle 代理负责监视数据库进程。
表 H-21 列出了 Oracle 代理函数。
表 H-21

Oracle 代理函数

代理操作

说明

Online

启动 Oracle 数据库。
代理将使用默认启动选项 STARTUP_FORCE。 对于 RAC 群集，
必须手动将 StartUpOpt 属性的值更改为 SRVCTLSTART。
如果将选项设置为 SRVCTLSTART，则代理使用以下 srvctl 命
令启动 Oracle 数据库：
srvctl start database -d database_name

脱机

停止 Oracle 数据库。
代理将使用默认关闭选项 IMMEDIATE。 对于 RAC 群集，必须手
动将 ShutDownOpt 属性的值更改为 SRVCTLSTOP。
如果将选项设置为 SRVCTLSTOP，则代理使用以下 srvctl 命令
停止 Oracle 数据库：
srvctl stop database -d database_name

Monitor

验证 Oracle 进程的状态。 Oracle 代理提供两种级别的监视：基本
监视和详细信息监视。
请参见第 450 页的“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中 Oracle 代理的监视
选项”。

oracle_imf_init

初始化代理，以便与 AMF 内核驱动程序（Oracle 代理的 IMF 通知
模块）连接。 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oracle_imf_
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此函数在代理使用 AMF 内核模块
初始化后运行。此函数一直等待通知，并在收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
操作。

oracle_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模块注册或撤消注册资源实体。当每个资源进入稳
定状态（联机或脱机）后，将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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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操作

说明

Clean

强制停止 Oracle 数据库。
如果将关闭选项设置为 SRVCTLSTOP，则代理使用以下 srvctl
命令：
srvctl stop database -d database_name
如果该进程未响应 srvctl 命令，则代理将执行以下操作：
■

扫描进程表以查找与配置的实例相关联的进程

■

终止与配置的实例相关联的进程

提供有关数据库状态的静态和动态信息。

Info

注意：此属性不适用于 PDB 资源。
请参见第 451 页的“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info 入口点”。
操作

对资源执行预定义的操作。
请参见第 452 页的“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action 入口
点”。

可插拔数据库 (PDB) 的启动和关闭选项
您可以为已配置的 PDB 资源指定启动选项和关闭选项。
表 H-22 列出了 PDB 中受代理支持的启动选项。
表 H-22

PDB 的启动选项

选项

说明

STARTUP

如果已配置 pdbname，则运行 STARTUP
PLUGGABLE DATABASE <pdbname>; 命
令。

STARTUP_FORCE

如果已配置 pdbname，则运行 STARTUP
PLUGGABLE DATABASE <pdbname>
FORCE; 命令。

RESTRICTED

如果已配置 pdbname，则运行 STARTUP
PLUGGABLE DATABASE <pdbname>
RESTRICT; 命令。

OPEN_RO

如果已配置 pdbname，则运行 STARTUP
PLUGGABLE DATABASE <pdbname> OPEN
READ ONLY;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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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机期间，将尝试通过运行 shutdown immediate 来关闭单个 PDB。
请参见第 449 页的“根据容器数据库 (CDB) 启动模式建议对可插拔数据库 (PDB) 使
用的启动模式”。

根据容器数据库 (CDB) 启动模式建议对可插拔数据库 (PDB)
使用的启动模式
您可以根据在 CDB 中配置的值为 PDB 指定启动选项。
表 H-23 中列出了代理支持的关闭选项。
表 H-23

CDB 启动选项

CDB 启动模式

对应的 PDB 启动模式

SRVCTLSTART

如果已为 CDB 将启动值设置为
SRVCTLSTART，则可为 PDB 分配下列其中
一个值：
■

STARTUP

■

STARTUP_FORCE

■

RESTRICTED

■

OPEN_RO

SRVCTLSTART_RO

如果已为 CDB 分配启动值
SRVCTLSTART_RO，则 PDB 应为
OPEN_RO。

STARTUP

如果已为 CDB 将启动值设置为 STARTUP，
则可为 PDB 分配下列其中一个值：

STARTUP_FORCE

RESTRICTED

■

STARTUP

■

STARTUP_FORCE

■

RESTRICTED

■

OPEN_RO

如果已为 CDB 将启动值设置为
STARTUP_FORCE，则可为 PDB 分配下列
其中一个值：
■

STARTUP

■

STARTUP_FORCE

■

RESTRICTED

■

OPEN_RO

如果已为 CDB 分配启动值 RESTRICTED，
则 PDB 应为 RESTR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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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B 启动模式

对应的 PDB 启动模式

RECOVERDB

如果已为 CDB 将启动值设置为
RECOVERDB，则可为 PDB 分配下列其中一
个值：
■

STARTUP

■

STARTUP_FORCE

■

RESTRICTED

■

OPEN_RO

自定义脚本将用值 CUSTOM 启动 PDB。

CUSTOM

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中 Oracle 代理的监视选项
Oracle 代理提供两种级别的监视：基本监视和详细信息监视。默认情况下，代理执
行基本监视。
基本监视模式有以下选项：
■

进程检查

■

运行状况检查

Oracle 资源的 MonitorOption 属性确定代理必须在进程检查还是运行状况检查模式
下执行基本监视。
表 H-24 介绍了基本的监视选项。
表 H-24

基本监视选项

选项

说明

0

进程检查

(默认值)

代理扫描进程表，查找 ora_dbw0、ora_smon、ora_pmon、ora_lmon
和 ora_lgwr 进程，以便验证 Oracle 是否正在运行。
在此模式下，该代理还支持智能资源监视。

1

健康状况检查（在 Oracle 11g 和更高版本上受支持）
代理使用 Oracle 的健康状况检查 API，监视 SGA 并检索该实例的相关
信息。
如果要使用 Oracle 代理的故意脱机功能，则必须启用健康状况检查监
视。
在此模式下，该代理不支持智能资源监视。

如果要配置基本监视，请查看以下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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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racle 进程的基本监视是特定于用户的。 因此，在另一个用户的上下文中启
动的 Oracle 实例无法检测为处于联机状态。 例如，如果 Oracle 实例是在用户
oraVRT 下启动的，而代理是为用户 oracle 配置的，则该代理不会将 oraVRT 启
动的实例检测为处于联机状态。
这样可能导致执行命令使资源在 节点 上联机时，使已经在该 节点（或任何其他
节点）上运行的实例联机。
因此，Veritas 建议对于在 SF Oracle RAC 控制之外启动的实例，应使用与该实
例的 OS 用户对应的正确 Owner 属性来配置。

在详细信息监视模式下，代理会对数据库中的测试表执行事务，以确保 Oracle 数据
库正常运行。代理将此测试表用于内部用途。Veritas 建议不要对测试表执行任何其
他事务。

监视可插拔数据库
在监视期间，Oracle 代理将连接 CDB，并提取 CDB 中的所有 PDB 的状态。
当已为 CDB 和 PDB 资源设置 IntentionalOffline，并且 CDB 已在 VCS 外部关闭
时，PDB 资源会报告为 Offline 而非 FAULTED。要启用此功能，请将 PDB 资源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
注意：可插拔数据库将与容器数据库一起进行故障转移。不能使用 VCS 对单个可
插拔数据库进行故障转移。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info 入口点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支持 Info 入口点，可提供有关数据库状态的静态信
息和动态信息。
要调用 Info 入口点，请键入以下命令：
# hares -value resource ResourceInfo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要成功执行上述命令，您必须执行以下命令：
■

使用以下命令执行资源 refreshinfo：
# hares -refreshinfo <res-name> -sys <sys-name>

此入口点可检索以下静态信息：
■

版本

■

InstanceNo

■

InstanceName

■

DatabaseName

■

HostName

■

StartupTime

■

Parallel

■

Thread

■

Instance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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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入口点可检索以下动态信息：
■

InstanceStatus

■

Logins

■

OpenMode

■

LogMode

■

ShutdownPending

■

DatabaseStatus

■

Shared Pool Percent free ■

Buffer Hits Percent

您可以通过将 sql 语句添加到 /opt/VRTSagents/ha/bin/Oracle/resinfo.sql 文件来添
加附加属性，例如：
select 'static:HostName:'||host_name from v$instance;
select 'dynamic:ShutdownPending:'||shutdown_pending from
v$instance;

选定记录的格式必须为：
attribute_type:userkey_name:userkey_value

变量 attribute_type 可取静态信息值和/或动态信息值。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action 入口点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支持 action 入口点，利用该入口点，您可以对资源
执行预定义的操作。
要对资源执行操作，请键入以下命令：
# hares -action res token [-actionargs arg1 ...] \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还可以为代理添加自定义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请参见第 453 页的表 H-26。 描述了代理的预定义虚拟防火练习操作。
表 H-25 介绍了代理的预定义操作。
表 H-25

预定义的代理操作

操作

说明

VRTS_GetInstanceName

检索已配置实例的名称。您可以对 Oracle 和 Netlsnr 资源
使用此选项。

VRTS_GetRunningServices

检索代理所监视的进程列表。您可以对 Oracle 和 Netlsnr
资源使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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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DBRestrict

将数据库会话更改为启用 RESTRICTED 模式。

DBUndoRestrict

将数据库会话更改为禁用 RESTRICTED 模式。

DBSuspend

挂起数据库。

DBResume

恢复已挂起的数据库。

DBTbspBackup

备份表空间；actionargs 中包含要备份的表空间的名称。

注意：Oracle PDB 资源不支持 VRTS_GetRunningServices、DBRestrict、
DBResume、DBSuspend、DBTbspBackup 和 DBUndoRestrict 的 action 入口点。
表 H-26 列出了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虚拟防火练习操作，利用这些操
作，可以运行基础架构检查并纠正具体错误。
表 H-26

预定义的虚拟防火练习操作

虚拟防火练习操作

说明

getid

验证 Oracle Owner 是否在 节点 中。

（Oracle 代理）
home.vfd

验证以下内容：

（Oracle 代理）

■

■
■

owner.vfd
（Oracle 代理）
pfile.vfd
（Oracle 代理）

tnsadmin.vfd
（Netlsnr 代理）

ORACLE_HOME 是否已装入在 节点 上，且相应的入
口是否在 fstab 中。
如果尚未装入 ORACLE_HOME，则 action 入口点会检
查其他任何资源是否已装入了 ORACLE_HOME。
是否提供了 Pfile，以及该文件是否位于 节点 上。
$ORACLE_HOME/dbs/orapw[SID] 中的密码文件是否
存在。

验证 Oracle Owner 属性的 uid 和 gid。检查 节点（在该系
统中，Oracle 资源当前处于 ONLINE 状态）上 Owner 属
性的 uid 和 gid 是否相同。
检查本地磁盘上是否存在 pfile 或 spfile。如果 pfile 和 spfile
均不存在，则退出代理函数。如果 Oracle 资源在群集中处
于联机状态，代理函数将记录一条消息，即由于 Oracle 资
源处于联机状态，因此 spfile 必须位于共享存储中。
检查 listener.ora 文件是否存在。如果 listener.ora 文件不
存在，则会检查是否已装入 ORACLE_HOME 并显示相应
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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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Oracle 代理用 SF Oracle RAC 中的 Oracle 资
源类型表示。
以下摘录显示了 OracleTypes.cf 文件中 Oracle 资源的类型定义。
type Oracle (
static str AgentDirectory = "/opt/VRTSagents/ha/bin/Oracle"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VRTS_GetInstanceName,
VRTS_GetRunningServices, DBRestrict, DBUndoRestrict,
DBResume,
DBSuspend, DBTbspBackup,
"home.vfd", "owner.vfd", "getid",
"pfile.vfd" }
static str ArgList[] = { Sid, Owner, Home, Pfile,
StartUpOpt, ShutDownOpt, DBAUser, DBAPword,
EnvFile, AutoEndBkup, User, Pword, Table,
MonScript, AgentDebug, Encoding,
MonitorOption }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Home, Owner, Sid, MonitorOption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1, PassCInfo=0 }
str Sid
str Owner
str Home
str Pfile
str StartUpOpt = STARTUP_FORCE
str ShutDownOpt = IMMEDIATE
str DBAUser
str DBAPword
str EnvFile
boolean AutoEndBkup = 1
str MonScript = "./bin/Oracle/SqlTest.pl"
str User
str Pword
str Table
boolean AgentDebug = 0
str Encoding
int MonitorOption = 0
static boolean IntentionalOffline = 0
)

Oracle 代理的属性定义
查看 Oracle 代理属性的说明。代理属性分为必需、可选和内部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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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27 列出了必需属性。必须为必需属性赋值。
Oracle 代理的必需属性

表 H-27
必需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Sid

字符串标量

代表 Oracle 实例的 $ORACLE_SID 变量。对于 Oracle 代理和 Oracle 数据
库服务器来说，Sid 区分大小写。
对于由策略管理的数据库，应将 Sid 属性设置为 SID 前缀。请参见第 460 页的
“关于由策略管理的数据库中的 Sid 属性”。

Owner

字符串标量

有权启动或停止数据库实例的 Oracle 用户。
代理还支持将 LDAP 用户作为 Oracle 用户。

Home

字符串标量

Oracle 二进制文件和配置文件的 $ORACLE_HOME 路径。例如，可将该路
径指定为 /opt/ora_home。

注意：不要在路径末尾追加斜杠 (/)。
表 H-28 列出了 Oracle 代理的可选属性。您可以根据需要配置可选属性。
表 H-28

Oracle 代理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DBAUser

字符串标量

拥有用于启动或停止数据库的 sysdba 权限的数据库用户。

DBAPword

字符串标量

DBAUser 的加密密码。
仅当使用命令行输入密码时才对其进行加密。必须使用 VCS 加密实
用程序 (/opt/VRTSvcs/bin/vcsencrypt) 对密码进行加密。

455

High Availability 代理的信息
Oracle 的 VCS 代理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StartUpOpt

字符串标量

Oracle 实例的启动选项。此属性可以对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使
用以下值：
■

STARTUP

■

STARTUP_FORCE

■

RESTRICTED

■

RECOVERDB

■

SRVCTLSTART

■

CUSTOM

■

SRVCTLSTART_FORCE

默认值为 STARTUP_FORCE。
可插拔数据库中 Oracle 实例的启动选项。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STARTUP

■

STARTUP_FORCE

■

RESTRICTED

■

OPEN_RO

请参见第 448 页的“可插拔数据库 (PDB) 的启动和关闭选项”。
ShutDownOpt

字符串标量

Oracle 实例的关闭选项。此属性可以对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使
用以下值：
■

IMMEDIATE

■

TRANSACTIONAL

■

SRVCTLSTOP

■

CUSTOM

■

SRVCTLSTOP_TRANSACT

■

SRVCTLSTOP_ABORT

■

SRVCTLSTOP_IMMEDIATE

默认值为 IMMEDIATE。
可插拔数据库中 Oracle 实例的关闭选项是 IMMEDIATE。
请参见第 448 页的“可插拔数据库 (PDB) 的启动和关闭选项”。
EnvFile

字符串标量

存放入口点脚本的文件的完整路径名。此文件中包括用户为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环境设置的环境变量，如 LD_LIBRARY_PATH、
NLS_DATE_FORMAT 等。
该文件内容的语法取决于所有者的登录 shell。该文件必须是所有者
可读的文件。文件中不能包括任何让用户输入信息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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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Pfile

字符串标量

初始化参数文件的名称，其中包括启动配置文件的完整路径。
也可以使用服务器参数文件。创建一行仅包括 SPFILE 参数的初始
化参数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注意：此属性仅适用于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
AutoEndBkup

布尔型标量

将 AutoEndBkup 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可使数据库中的数据文件在
联机期间脱离备份模式。
默认值 = 1

注意：如果在热备份适用于 Oracle 12C 的容器数据库或可插拔数
据库期间有节点出现故障，则必须将对应 CDB 资源的 AutoEndBkup
属性设置为 1。将 CDB 的 AutoEndBkup 设置为 1 后，也会在联机
期间结束 CDB 和 PDB 的备份。
MonitorOption

整型标量

Oracle 实例的监视选项。此属性的值可以是 0 或 1。
对于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
■

0 - 进程检查监视（建议）

■

1 - 运行状况检查监视

对于可插拔数据库：
■

0 - 基本监视

默认值 = 0
当该属性值设置为 0 时，代理仅支持传统数据库和 CDB 的智能资
源监视。
请参见第 450 页的“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中 Oracle 代理的监视选
项”。
请参见第 451 页的“监视可插拔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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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IMF

整型关联

该资源类型级属性确定 Oracle 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视。您
也可以在资源级覆盖该属性的值。
该属性包括下列键：
■

Mode：定义该属性启用或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有效值如下：
■ 0 - 不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

■

■

■

1 - 对脱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联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
的监视
2 - 对联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脱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
的监视
3 - 对联机和脱机资源均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默认值：3
MonitorFreq：该键值指定代理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的频率。
该键的值为整数。
默认值：5
如果代理要求同时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和智能资源监视，可以将
此键设置为非零值。如果该值为 0，代理将不执行基于轮询的进
程检查监视。
当资源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上注册后，代理将按如下方式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
■ 对于联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MonitorInterval) 秒后
■

■

对于脱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OfflineMonitorInterval)
秒后

RegisterRetryLimit: 如果启用智能资源监视，代理将调用
oracle_imf_register 代理函数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上注册资源。
RegisterRetryLimit 键值确定代理重试注册资源时必须尝试的次
数。如果代理在指定的限制内无法注册资源，智能监视将被禁
用，直到资源状态或 Mode 键值发生变化。
默认值：3

注意：仅在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中支持 IMF。
MonScript

字符串标量

为进行详细信息监视提供的脚本的路径名。默认设置（基本监视）
为仅监视数据库 PID。

注意：如果 MonScript 属性值无效或设置为空字符串，将会禁用二
级监视。
所提供的详细信息监视脚本的路径名为 /opt/VRTSagents/ha/
bin/Oracle/SqlTest.pl。
MonScript 也接受 /opt/VRTSagents/ha 的相对路径名。 相对路径名
应以 ./ 开头，例如路径 ./bin/Oracle/SqlTes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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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User

字符串标量

内部数据库用户。连接到要详细信息监视的数据库。

LevelTwoMonitorFreq

整型标量

指定该资源类型的代理必须执行第二级监视或详细监视的频率。您
也可以在资源级覆盖该属性的值。
该值指明所谓的监视周期数，达此数之后代理将会详细监视 Oracle。
例如，值 5 表示代理将每隔五个联机监视周期详细监视一次 Oracle。
如果已手动升级到 SF Oracle RAC 7.3 代理，并且在早期版本中启
用了详细信息监视，那么，请执行以下操作：
■

将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值设置为与 DetailMonitor 属性值
相同。

注意：如果将 AutoEndBkup 属性值设置为 0，请确保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值为 1，以进行详细信息监视。
默认值 = 0
Pword

字符串标量

内部数据库用户身份验证的加密密码。
仅当使用命令行输入密码时才对其进行加密。必须使用 VCS 加密实
用程序 (/opt/VRTSvcs/bin/vcsencrypt) 对密码进行加密。

注意：此属性不适用于 PDB 资源。
Table

字符串标量

由 User/Pword 更新的表。

Encoding

字符串标量

指定与显示的 Oracle 输出内容的 Oracle 编码对应的操作系统编码。
默认值为 "".

注意：此属性不适用于 PDB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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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此资源类型级属性定义在 VCS 控制之外有意停止 Oracle 时，VCS
如何做出反应。

IntentionalOffline

如果在 VCS 控制之外停止 Oracle 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则代
理的行为如下所示：
■

0 - Oracle 代理注册服务组的故障状态并启动其故障转移。

■

1 - 启用运行状况检查监视时，Oracle 代理使 Oracle 资源处于
脱机状态。
如果未启用运行状况检查监视，则代理会注册服务组的故障状态
并启用其故障转移。

注意：如果要使用代理的有意脱机功能，必须将 MonitorOption 属
性的值设置为 1，从而在 CDB 中启用运行状况检查监视。

注意：如果使用 IntentionalOffline 配置了 CDB 资源，且配置的
CDB 在 VCS 控制之外关闭，则 PDB 资源也将报告为脱机。要启用
此功能，请将 PDB 资源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DBName

字符串标量

仅在数据库为由策略管理的 RAC 数据库时，才应设置此属性。必
须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数据库的唯一名称。

ManagedBy

字符串标量

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ADMIN。在由策略管理的 RAC 数据库中，必须
将此属性设置为 POLICY。

PDBName

字符串标量

必须为 PDB 配置此属性。并且此值应当设置为 PDB 数据库名称。
对于传统数据库和 CDB 数据库，不要设置此属性。

表 H-29 列出了 Oracle 代理的内部属性。此属性仅在内部使用。 建议不要修改此属
性的值。
表 H-29

Oracle 代理的内部属性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AgentDirectory

静态字符串

指定与 Oracle 代理相关的二进制文件、脚本和其他文件的位置。
默认值为 /opt/VRTSagents/ha/bin/Oracle。

关于由策略管理的数据库中的 Sid 属性
SID 属性是一个必需属性。本节提供了在策略管理的数据库中定义 SID 属性时所需
了解的信息。
SID 前缀由数据库唯一名称的前 8 个字母数字字符组成。 它可以是字母 a-z（大小
写皆可）与数字 0-9 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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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 前缀不能包含操作系统的特殊字符。 因此，请避免在数据库唯一名称的前 8 个
字符中使用特殊字符。 如果在这前 8 个字符中使用特殊字符，这些特殊字符将会被
省略。每个数据库都有单个 SID 前缀。 数据库的 SID 前缀在群集中必须是唯一的。
对于 Oracle RAC 数据库，每个实例都有一个唯一标识符 ORACLE_SID，此标识符
由 SID 前缀和一个实例编号构成。 各个 Oracle RAC 数据库实例的 ORACLE_SID
以不同方式生成，具体取决于您选择如何管理数据库。 如果您选择由策略管理的数
据库，则 Oracle 会采用 name_# 格式生成 SID，其中 name 是 DB_UNIQUE_NAME
的前八个字母数字字符，# 是实例编号。 如果您选择由管理员管理的数据库，则
DBCA 会事先为实例名称生成 SID，并且此 SID 采用 name# 格式。
要查找 Sid 前缀名称，请运行下面的命令：
# ${GRID_HOME}/bin/crsctl status resource ora.${DBName}.db -f | grep
GEN_USR_ORA_INST_NAME@ | tail -1 | sed 's/.*=//' | sed 's/_[0-9]$//',

其中，GRID_HOME 是网格主路径，DBName 是数据库的唯一名称。
注意：创建由策略管理的数据库时，Sid 前缀显示在安装过程的确认页面上。
请参见第 454 页的“Oracle 代理的属性定义”。

Netlsnr 代理函数
侦听器是一种服务器进程，可侦听传入的客户端连接请求以及管理在数据库上传输
的通信量。Netlsnr 代理可将侦听器服务置入联机状态，监视其状态，以及将其置入
脱机状态。
Netlsnr 代理可识别 IMF。
表 H-30 列出了 Netlsnr 代理函数。
表 H-30

Netlsnr 代理函数

代理操作

说明

Online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侦听器进程：
lsnrctl start $LISTENER

Offline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侦听器进程：
lsnrctl stop $LISTENER
如果侦听器是使用密码配置的，代理会使用相应密码将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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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操作

说明

Monitor

验证侦听器进程的状态。
Netlsnr 代理提供两种级别的监视，即基本监视和详细信息监视：
■

■

在基本监视模式下，代理扫描进程表，查找 tnslsnr 进程，以
便验证侦听器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在详细信息监视模式下，代理会使用 lsnrctl status
$LISTENER 命令验证侦听器进程的状态。（默认值）

netlsnr_imf_init

初始化代理，以便与 AMF 内核驱动程序（Netlsnr 代理的 IMF 通知
模块）连接。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netlsnr_imf_
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 此功能在代理向 AMF 内核模块注
册后运行。此函数一直等待通知，并在收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操
作。

netlsnr_imf_register

使用 AMF 内核模块注册或撤消注册资源实体。当每个资源进入稳
定状态（联机或脱机）后，将为该资源运行该函数。

Clean

扫描进程表以查找 tnslsnr $LISTENER，然后将其终止。

Action

对资源执行预定义的操作。
请参见第 452 页的“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action 入口
点”。

Netlsnr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Netlsnr 代理用 SF Oracle RAC 中的 Netlsnr 资
源类型表示。

type Netlsnr (
static str AgentDirectory = "/opt/VRTSagents/ha/bin/Netlsnr"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VRTS_GetInstanceName,
VRTS_GetRunningServices, "tnsadmin.vfd" }
static str ArgList[] = { Owner, Home, TnsAdmin, Listener,
EnvFile, MonScript, LsnrPwd, Encoding }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Home, Owner, Listener }
str Owner
str Home
str TnsAdmin
str Listener = "LISTENER"
str EnvFile
str MonScript = "./bin/Netlsnr/LsnrTes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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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LsnrPwd
str Encoding
static boolean IntentionalOffline = 0
)

Netlsnr 代理的属性定义
查看 Netlsnr 代理属性的说明。代理属性分为必需、可选和内部三种。
表 H-31 列出了 Netlsnr 代理的必需属性。必须为必需属性赋值。
表 H-31

Netlsnr 代理的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Owner

字符串标量

有权启动或停止侦听器进程的 Oracle 用户。
代理还支持将 LDAP 用户作为 Oracle 用户。

Home

字符串标量

Oracle 二进制文件和配置文件的 $ORACLE_HOME 路径。例如，可将该路
径指定为 /opt/ora_home。
不要在路径末尾追加斜杠 (/)。

表 H-32 列出了 Netlsnr 代理的可选属性。您可以根据需要配置可选属性。
表 H-32

Netlsnr 代理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TnsAdmin

字符串标量

侦听器配置文件 (listener.ora) 所在目录的 $TNS_ADMIN 路径。
默认值为 /var/opt/oracle。

Listener

字符串标量

侦听器的名称。对于 Netlsnr 代理和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来说，侦听器的名
称区分大小写。
默认名称为 LISTENER。

LsnrPwd

字符串标量

SF Oracle RAC 加密密码用于停止和监视侦听器。此密码是在侦听器配置文
件中设置的。
仅当使用命令行输入密码时才对其进行加密。必须使用 SF Oracle RAC 加密
实用程序对密码进行加密。

EnvFile

字符串标量

指定存放入口点脚本的文件的完整路径名。此文件中包括用户为 Oracle 侦听
器环境设置的环境变量，如 LD_LIBRARY_PATH 等。
该文件内容的语法取决于所有者的登录 shell。此文件必须是所有者可读的文
件。文件中不能包括任何让用户输入信息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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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IMF

整型关联

该资源类型级属性确定 Netlsnr 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视。您也可以
在资源级覆盖该属性的值。
该属性包括下列键：
■

Mode：定义该属性启用或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有效值如下：
■ 0 - 不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

■

1 - 对脱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联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

■

2 - 对联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脱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

■

3 - 对联机和脱机资源均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默认值：3
MonitorFreq：该键值指定代理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的频率。该键的值
为整数。
默认值：5
有时，如果代理不仅要求执行智能资源监视，还要求执行基于轮询的资
源监视，则可以将此属性设置为非零值。
当资源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上注册后，代理将按如下方式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
■ 对于联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MonitorInterval) 秒后
■

■

MonScript

字符串标量

对于脱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OfflineMonitorInterval) 秒后

RegisterRetryLimit：如果启用智能资源监视，代理将调用
netlsnr_imf_register 代理函数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上注册资源。
RegisterRetryLimit 键值确定代理重试注册资源时必须尝试的次数。如果
代理在指定的限制内无法注册资源，智能监视将被禁用，直到资源状态
或 Mode 键值发生变化。
默认值：3

为进行详细信息监视提供的脚本的路径名。默认情况下，会启用详细信息监
视来监视侦听器进程。

注意：如果将 MonScript 属性的值设为空字符串，则代理会禁用详细信息监
视。
所提供的详细信息监视脚本的路径名为 /opt/VRTSagents/ha/
bin/Netlsnr/LsnrTest.pl。
MonScript 也接受 /opt/VRTSagents/ha 的相对路径名。 相对路径名应以 ./
开头，例如路径 ./bin/Netlsnr/LsnrTest.pl。
LevelTwo
MonitorFreq

整型标量

指定该资源类型的代理必须执行第二级监视或详细监视的频率。
如果启用了详细信息监视，请设置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的值。
默认值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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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Encoding

字符串标量

指定与显示的 Oracle 输出内容的 Oracle 编码对应的操作系统编码。
默认值为 "".
供将来使用。

IntentionalOffline

不要更改该属性的值。
默认值 = 0

表 H-33 列出了 Netlsnr 代理的内部属性。此属性仅在内部使用。 建议不要修改此
属性的值。
表 H-33

Netlsnr 代理的内部属性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AgentDirectory

静态字符串

指定与 Netlsnr 代理相关的二进制文件、脚本和其他文件的位置。
默认位置为 /opt/VRTSagents/ha/bin/Netlsnr。

ASMDG 代理函数
ASMDG 代理装入 Oracle 数据库所使用的 ASM 磁盘组，监视其状态以及卸载 ASM
磁盘组。
必须已在 ASMDG 代理的 DiskGroup 属性中指定磁盘组名称。
表 H-34 列出了 ASMDG 代理操作。
表 H-34

ASMDG 代理操作

代理操作

说明

联机

使用以下 SQL 命令将指定的 Oracle ASM 磁盘组装入到 ASM 实
例：
alter diskgroup dg_name1, dg_name2 mount

脱机

使用以下 SQL 命令从 ASM 实例卸载指定的 Oracle ASM 磁盘组：
alter diskgroup dg_name1, dg_name2 dismount

注意：当关闭未装入 ASM 磁盘组的 ASM 实例时，VCS 日志中将
显示以下 Oracle 消息：
ORA-15100：磁盘组名称无效或缺少磁盘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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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操作

说明

Monitor

验证所指定 ASM 磁盘组的状态。
磁盘组可处于下列状态之一：
■

mounted

■

dismounted

■

unknown

■

broken

■

connected

如果为某一资源配置了多个 ASM 磁盘组，ASMDG 代理将根据所
有指定 ASM 磁盘组的状态返回资源状态。

注意：如果使用 Flex ASM 功能，则 ASMDG 代理会提供为 ASM
实例配置的基数。如果特定节点上的 ASM 实例已关闭，且 ASM 实
例数等于基数值时，会将该实例报告为脱机状态，如果 ASM 实例
数小于基数值，则会将该实例报告为出现故障。
Clean

使用以下 SQL 命令强制卸载 Oracle ASM 磁盘组：
alter diskgroup dg_name1, dg_name2 dismount force

ASMDG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ASMDG 代理用 SF Oracle RAC 中的 ASMDG 资源类型表示。以下摘录显示了
OracleASMTypes.cf 文件中的 ASMDG 资源的类型定义。
type ASMDG (
static str AgentDirectory = "/opt/VRTSagents/ha/bin/ASMDG"
static str ArgList[] = { Sid, Owner, Home, DBAUser,
DBAPword, DiskGroups, EnvFile, Encoding }
static boolean IntentionalOffline = 1
str Sid
str Owner
str Home
str DBAUser
str DBAPword
keylist DiskGroups
str EnvFile
str Encoding
)

ASMDG 代理的属性定义
查看 ASMDG 代理属性的说明。代理属性分为必需、可选和内部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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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35 列出了必需属性。必须为必需属性赋值。
表 H-35

ASMDG 代理的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DiskGroups

键列表

存储 Oracle 数据库文件的 ASM 磁
盘组。

Sid

字符串标量

代表 ASM 实例的 $ORACLE_SID
变量。

Owner

字符串标量

有权限装入或卸载 ASM 磁盘组的
Oracle 用户。
代理还支持将 LDAP 用户作为
Oracle 用户。

Home

字符串标量

Oracle ASM 二进制文件和配置文件
的 $ORACLE_HOME 路径。例如，
可将该路径指定为 /opt/ora_home。

注意：不要在路径末尾追加斜杠
(/)。

表 H-36 列出了 ASMDG 代理的可选属性。 您可以根据需要配置可选属性。
表 H-36

ASMDG 代理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DBAUser

字符串标量

有 sysasm 权限启动或停止 ASM 实
例的 ASM 用户。您可以为 Oracle
11g R1 和更高版本创建 ASM 用户。

DBAPword

字符串标量

DBAUser 的加密密码。
仅当使用命令行输入密码时才对其
进行加密。必须使用 SF Oracle RAC
加密实用程序对密码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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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EnvFile

字符串标量

存放入口点脚本的文件的完整路径
名。此文件中包括用户为 Oracle 数
据库服务器环境设置的环境变量，
如 LD_LIBRARY_PATH、
NLS_DATE_FORMAT 等。
该文件内容的语法取决于所有者的
登录 shell。该文件必须是所有者可
读的文件。文件中不能包括任何让
用户输入信息的提示。

字符串标量

Encoding

指定与显示的 Oracle 输出内容的
Oracle 编码对应的操作系统编码。
默认值为 "".

表 H-37 列出了 ASMDG 代理的内部属性。 此属性仅在内部使用。 建议不要修改此
属性的值。
表 H-37

ASMDG 代理的内部属性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AgentDirectory

静态字符串

指定与 ASMDG 代理相关的二进制
文件、脚本和其他文件的位置。
默认值为
/opt/VRTSagents/ha/bin/ASMDG。

CRSResource 代理
CRSResource 代理提供了一种备用机制，可用于在没有 VCS Oracle 代理的情况下

监视 Oracle 数据库。该代理将检查 Oracle Clusterware 资源（包括 Oracle 数据库
实例、侦听器和虚拟 IP 地址 (VIP)）的状态。该代理支持多种数据库配置，并可确
保在其启动时 Oracle 数据库处于联机状态并对应用程序可用。
注意：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及更高版本：只有管理员管理的数据库环境才支持
CRSResource 代理。

CRSResource 代理的功能
表 H-38 介绍了 CRSResource 代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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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38

CRSResource 代理入口点

入口点

说明

Monitor

检查下列 Oracle Clusterware 资源的状态：
■

Oracle 数据库

■

Virtual IP address (虚拟 IP 地址)

■

侦听器

监视器脚本每隔 60 秒检查一次资源状态。

CRSResource 代理的状态
表 H-39 列出了 CRSResource 代理的状态。
表 H-39

CRSResource 代理的状态

状态

说明

Online

指示 Oracle 数据库、VIP 和侦听器正在运行。

故障

指示 Oracle 数据库、VIP 和侦听器没有运行或出现故障。

未知

指示由于错误的属性设置或其他配置问题而导致无法确定资源的
状态。

CRSResource 代理的属性
表 H-40 列出了 CRSResource 代理的属性。
表 H-40

CRSResource 代理的属性

属性

维数

说明

ResType

字符串标量

表示 Oracle Clusterware 资源的类型。
资源的类型如下：

DBHome

字符串标量

■

DB

■

VIP

■

侦听器

其中包含 Oracle 二进制文件和配置文件的
ORACLE_HOME 的路径。例如，可将该路径指定
为 /app/oracle/orahome。

注意：不要在路径末尾追加斜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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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维数

说明

CRSHome

字符串标量

其中包含 Oracle Clusterware 二进制文件的
CRS_HOME 的路径。

注意：不要在路径末尾追加斜杠 (/)。
DBName

字符串标量

在其中配置了服务的数据库的名称。
如果将 CRSResource 配置为监视 VIP 或侦听器，
则此属性是可选的。

SID

字符串标量

变量 $ORACLE_SID 中的 Oracle 实例的名称。SID
区分大小写。
如果将 CRSResource 配置为监视 VIP 或侦听器，
则此属性是可选的。

Owner

字符串标量

Oracle 数据库的用户名称。
如果将 CRSResource 配置为监视 VIP 或侦听器，
则此属性是可选的。

VCS 服务组与 CRSResource 代理之间的依赖关系
在带有 CRSResource 代理的服务组配置中，Oracle Clusterware 控制数据库。在
组应用程序组、Oracle Clusterware 组和 CVM 组之间存在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
关系。
图 H-4 显示了服务组依赖关系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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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与 CRSResource 代理之间的依赖关系

图 H-4
app1_grp（并行）

app2_grp（并行）

app1

app2

应用程序

CRSResource

crsr_oradb_db

应用程序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_oradb_vip

crsr_oradb_lsnr

crsr_racdb_db

crsr_racdb_vip

crsr_racdb_lsnr

cssd

crs_grp
（并行）

CSSD
ocrvote_m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CVM 组（并行）
oradata_mnt
Critical=0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ritical=0
CVMVoIDG

CFSMount

racdata_mnt
Critical=0

CVMVoIDG

racdata_voldg
Critical=0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在此配置中：
■

系统启动时，CVM 组将启动数据库的卷和装入点。Oracle Clusterware 组将启
动 OCR 和 voting 磁盘，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专用 IP 地址，并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Oracle Clusterware 启动数据库，应用程序将变为联机状态。在
Oracle Clusterware 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 资源 (database/VIP/listener) 时，
CRSResource 会联机。
注意：系统启动时，要联机的依赖服务组的所有卷和装入点都必须处于联机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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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oradata_mnt 和 oradata_voldg 资源配置为非关键资源 (critical=0)，以便管理
故障情形。
请参见第 472 页的“CRSResource 代理如何处理故障”。

■

任何 Oracle Clusterware 资源的 CRSResource 出现故障时，都会使应用程序
脱机。

此配置具有以下限制：
■

不能将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设置为组中的关键资源。
如果将所有数据库的装入点和卷磁盘组配置为单个服务组中的关键资源，则这
些资源中的任一个资源出现故障都会导致整个组处于 FAULTED 状态，或导致
该组脱机。要确保资源故障不影响组中的其他资源，应将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的 Critical 属性设置为 0。
但是，如果任何数据库装入点无法联机或卷未能启动，则整个服务组将无法联
机。

■

CRSResource 会一直报告为 FAULTED，直到 Oracle Clusterware 启动数据库
实例、VIP 和侦听器。即使在 Oracle Clusterware 启动数据库实例、VIP 和侦听
器以后，CRSResource 依然会在 OfflineMonitorInterval 期间保持为 FAULTED
状态，且无法更改 CRSResource 状态。

CRSResource 代理如何处理故障
CRSResource 代理可确保某应用程序的资源故障不会对系统上运行的其他应用程
序造成负面影响。要隔离故障，应将 oradata_mnt 和 oradata_voldg 资源配置为非
关键资源 (critical=0)。这样可确保这些资源中的任一资源存储问题不会影响其他数
据库，且依赖应用程序可继续处于联机状态。
注意：应该仅在管理故障情形时将这些资源视为非关键资源。
图 H-5 介绍了一个故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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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Resource 代理如何处理故障

图 H-5
app1_grp（并行）

app2_grp（并行）

app1

app2

应用程序

CRSResource

crsr_oradb_db

应用程序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esource

crsr_oradb_vip

crsr_oradb_lsnr

crsr_racdb_db

crsr_racdb_vip

crsr_racdb_lsnr

cssd

crs_grp
（并行）

CSSD
ocrvote_mnt
CFSMount
ocrvote_voldg
CVMVoIDG

CVM 组（并行）
oradata_mnt
Critical=0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ritical=0
CVMVoIDG

CFSMount

racdata_mnt
Critical=0

CVMVoIDG

racdata_voldg
Critical=0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CRSResource 代理的故障配置
本节讨论导致 CRSResource 报告 FAULTED 的情形。

情形 1：系统启动时 CRSResource 出现故障
1.

系统启动时，CVM 组将使数据库的卷和装入点联机。

2.

Oracle Clusterware 组将启动 OCR 和 voting 磁盘，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
置专用 IP 地址，并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Oracle Clusterware 无法在代理
所配置的启动期间内使数据库或其他资源联机。

3.

代理会在所设置的此期间后启动监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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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Oracle Clusterware 资源尚未变为联机状态，则 CRSResource 会显示为
故障状态。
图 H-6 说明了此情形。
系统启动时的 CRSResource 故障

图 H-6
app1_grp（并行）

app2_grp（并行）

app1

app2

crsr_oradb_db

应用程序

CRSResource
出现故障

CRSResource
出现故障

CRSResource
出现故障

CRSResource
出现故障

CRSResource
出现故障

crsr_oradb_vip

crsr_oradb_lsnr

crsr_racdb_db

crsr_racdb_vip

crsr_racdb_lsnr

cssd

3

crs_grp
（并行）

CSSD
ocrvote_mnt
CFSMount

2

ocrvote_voldg
CVMVoIDG

CVM 组（并行）
oradata_mnt
Critical=0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ritical=0
CVMVoIDG

CFSMount

racdata_mnt
Critical=0

CVMVoIDG

racdata_voldg
Critical=0

vxfsckd
CFSfsckd
cvm_clus

超过启动

CRSResource
出现故障

持续时间

应用程序

1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情形 2：资源脱机时 CRSResource 出现故障
由于出现故障或出于管理目的，导致任一或所有 Oracle Clusterware 资源（数据
库、侦听器或 VIP）脱机。
CRSResource 会一直报告 FAULTED，直到 Oracle Clusterware 使这些资源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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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Resourc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以下来自 CRSResource.cf 文件的摘要说明了 CRSResource 代理的类型定义。
type CRSResource (
static int MonitorTimeout = 300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str ArgList[] = { ResType, DBHome, CRSHome,
DBName, SID, Owner }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ResType
str DBHome
str CRSHome
str DBName
str SID
str Owner
)

CRSResource 代理的示例配置
以下示例配置介绍了 CRSResource 代理的 DB、VIP 和侦听器资源配置。
注意：指定 DBHome 和 CRSHome 路径时不得包含终止斜线 (/)。
CRSResource crsr_oradb_db (
ResType = DB
DBHome = "/app/oracle/orahome"
CRSHome = "/app/crshome"
DBName = oradb
SID @sys1 = oradb1
SID @sys2 = oradb2
Owner = oracle
)
CRSResource crsr_oradb_vip (
ResType = VIP
DBHome = "/app/oracle/orahome"
CRSHome = "/app/crshome"
)
CRSResource crsr_oradb_lsnr (
ResType = Listener
DBHome = "/app/oracle/orahome"
CRSHome = "/app/crsh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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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F Oracle RAC 部署方案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具有 UDP IPC 和 PrivNIC 代理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

具有 UDP IPC 和 MultiPrivNIC 代理的多个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

具有独立 Oracle 通信和 MultiPrivNIC 代理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

具有 NIC 捆绑、UDP IPC 和 PrivNIC 代理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

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配置图

具有 UDP IPC 和 PrivNIC 代理的 SF Oracle RAC 群
集
本节说明为下列方案建议的配置：
部署方案

配置了用于数据库缓存熔合的 UDP IPC 的 Oracle RAC。

建议

使用 PrivNIC 代理。

注意：仅 Oracle RAC 11.2.0.1 版本支持 PrivNIC 代理。
main.cf 配置文件示例

下面的示例 main.cf 文件描述了配置：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sfrac02_main.cf

在说明的配置中：
■

公共 IP 地址用于 Oracle Clusterware 通信和 Oracle 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通信和 Oracle 数据库缓存熔合通信在其中一个 LLT 专用互
连链接上传输。

■

CFS/CVM/VCS 元数据通过配置为 LLT 链接的两个物理链接在 LLT 上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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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现链接故障时，PrivNIC 代理会将专用网络 IP 地址从出现故障的链接故障
转移到可用的 LLT 链接。当链接还原时，IP 地址会故障回退到原始链接。

图 I-1 演示了一个双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的逻辑视图，该群集使用 UDP IPC
和 PrivNIC 代理。
具有 UDP IPC 和 PrivNIC 代理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图 I-1

以

客户端应用
程序

网
太
交
机
换
机

交

太

换

网

机

换

交

太

网

以

以

集群节点 1

集群节点 2

专用IP

OracleIPC

图例
公共链路（千兆以太网）
专用互联（千兆以太网）
Oracle Clusterware 心跳
Oracle DB 缓存熔合
CFS/CVM/VCS 元数据

Oracle 进程间通信
活动连接
PrivNIC
代理的故障转移连接

LLT

NIC 2

NIC 2

LLT

LLT

PrivNIC
代理

UDP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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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IPC

公共 IP

NIC 1

LLT
PrivNIC
代理

NIC 1

公共 IP

UDPIPC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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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UDP IPC 和 MultiPrivNIC 代理的多个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本节说明为下列方案建议的配置：
部署方案

Oracle RAC 配置了用于数据库缓存熔合的 UDP IPC。

建议

使用 MultiPrivNIC 代理。

注意：仅 Oracle RAC 11.2.0.1 版本支持 MultiPrivNIC 代理。
main.cf 配置文件示例

下面的示例 main.cf 文件描述了配置：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sfrac03_main.cf

在说明的配置中：
■

每个数据库使用一个专用 IP 地址用于数据库缓存熔合。Oracle Clusterware 通
信会共享用于数据库缓存熔合的其中一个专用 IP 地址。
CFS/CVM/VCS 元数据也通过这些链接传输。

■

在出现链接故障时，MultiPrivNIC 代理会将专用网络 IP 地址从出现故障的链接
故障转移到可用的 LLT 链接。当链接还原时，IP 地址会故障回退到原始链接。

图 I-2 演示了多个数据库的双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的逻辑视图，该群集使用
UDP IPC 和 MultiPrivNIC 代理。

478

SF Oracle RAC 部署方案
具有 UDP IPC 和 MultiPrivNIC 代理的多个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479

具有 UDP IPC 和 MultiPrivNIC 代理的多个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图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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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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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链路（千兆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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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rivNIC
代理的故障转移连接
专用互联（千兆以太网）
Oracle Clusterware 心跳

专用IP
1

UDPI
PC

OracleI
PC

专用IP
2

MultiPrivNI
C代理

以太网交换机
Oracle DB 缓存熔合 - 数据库 - 1
Oracle DB 缓存熔合 - 数据库 - 2
CFS/CVM/VCS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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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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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 Oracle 通信和 MultiPrivNIC 代理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本节说明为下列方案建议的配置：
部署方案

Oracle RAC 数据库缓存熔合通信独立于 CFS/CVM/VCS 元数据。

建议

使用 MultiPrivNIC 代理。

注意：仅 Oracle RAC 11.2.0.1 版本支持 MultiPrivNIC 代理。
main.cf 配置文件示例

下面的示例 main.cf 文件描述了配置：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sfrac06_main.cf

在说明的配置中：
■

在每个数据库的专用链接上配置用于数据库缓存熔合的专用网络 IP 地址。这些
链接均配置为低优先级 LLT 链接。

■

在高优先级 LLT 链接上配置用于 Oracle Clusterware 通信的专用网络 IP 地址。
此链接也可用于传输 CFS/CVM/VCS 元数据。

■

在出现链接故障时，MultiPrivNIC 代理会将专用网络 IP 地址从出现故障的链接
故障转移到可用的 LLT 链接。当链接还原时，IP 地址会故障回退到原始链接。

图 I-3 演示了一个双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的逻辑视图，该群集使用独立于
VCS/CVM/CFS 通信的 Oracle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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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 Oracle 通信和 MultiPrivNIC 代理的 SF Oracle RAC 群
集

图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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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NIC 捆绑、UDP IPC 和 PrivNIC 代理的 SF
Oracle RAC 群集
本节说明为下列方案建议的配置：
部署方案

将具有 UDP IPC 的 Oracle RAC 配置为使用捆绑的 NIC 接口分布
Oracle 数据库缓存熔合通信。
将另一个链接配置为备用链接。

建议

使用 PrivNIC 代理。

注意：仅 Oracle RAC 11.2.0.1 版本支持 PrivNIC 代理。
main.cf 配置文件示例

下面的示例 main.cf 文件描述了配置：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sfrac02_main.cf

注意：必须用此方案中使用的捆绑 NIC 接口替换示例文件中的
en1 接口，并用此方案中的 NIC3 接口替换示例文件中的 en2。

在说明的配置中：
■

公共 IP 地址用于在捆绑的 NIC 接口的两个底层物理链接上分布的 Oracle
Clusterware 通信和 Oracle 数据库缓存熔合。将捆绑的 NIC 接口配置为单个
LLT 链接。

■

CFS/CVM/VCS 元数据也通过捆绑的链接传输。

■

在捆绑的链接出现故障时，PrivNIC 代理会将专用网络 IP 地址从出现故障的链
接故障转移到可用的备用 LLT 链接。当链接还原时，IP 地址会故障回退到原始
链接。

图 I-4 说明了具有 NIC 捆绑、UDP IPC 和 PrivNIC 代理的双节点 SF Oracle RAC
群集的逻辑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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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NIC 捆绑、UDP IPC 和 PrivNIC 代理的 SF Oracle RAC 群
集

图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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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配置图
在您的配置内设置 CP 服务器时，可以使用下列 CP 服务器配置图作为指南：
■

由三个 CP 服务器服务的两个唯一客户端群集：
请参见第 485 页的图 I-5。

■

由具有高可用性的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客户端群集：

■

由远程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提供服务的双节点校园群集：

■

由具有高可用性的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多个客户端群集：

由三个 CP 服务器服务的两个唯一客户端群集：
图 I-5 显示正在由三个 CP 服务器（协调点）服务两个唯一客户端群集的配置。每
个客户端群集都有其自己的唯一用户 ID（UUID1 和 UUID2）。
在客户端节点上的 vxfenmode 文件中，会将 vxfenmode 设置为 customized，并将
vxfen 机制设置为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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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个 CP 服务器服务的两个唯一客户端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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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具有高可用性的 CPS 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客户端群集
图 I-6 显示了客户端群集由一个具有高可用性的 CP 服务器和两个本地 SCSI-3 LUN
（磁盘）服务时的配置。
在客户端节点上的 vxfenmode 文件中，会将 vxfenmode 设置为 customized，并将
vxfen 机制设置为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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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SCSI-3 磁盘属于磁盘组 vxfencoorddg。第三个协调点是在 SFHA 群集上承载
的 CP 服务器，具有其自己的共享数据库和协调器磁盘。
由具有高可用性的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客户端
群集

图 I-6

VLAN
专用网络

GigE

客户端集群

C
NI
HB

3

A

SFHA 集群上
托管的 CPS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cp1=[VIP]:14250(port no.)

Intranet/Internet
公共网络

VLAN
专用网络

SAN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机

C交

换

GigE

3

vxfenmode=customized
vxfen_mechanism=cps
cps1=[VIP]:14250
vxfendg=vxfencoorddg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om

.c
ny

VIP

C

SCSI-3 LUN 为 2
个协调点
/etc/vxfenmode
中指定的协调器磁盘组
应有这两个磁盘。

NI
A
HB

CPS 数据库
/etc/VRTScps/db

CPS
备用节点

rv
se
cp

rv

se

cp

vx

s

cp

vx

.c
s1
cp

磁盘 2

SFHA
集群

GigE

GigE
CPS
主节点

pa

om
2.c

NIC 1 NIC 2

磁盘 1

NIC 1 NIC 2

om
pa
ny
.c

om

F

GigE

GigE

GigE
C

NI
A
HB

集群 1
节点 2

NIC 1 NIC 2

NIC 1 NIC 2

集群 1
节点 1

GigE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VIP

3

C

SAN

NI

3

A
HB

机
换

FC

交

协调器 LUN
数据
LUN

由远程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双节点校园群集
图 I-7 显示双节点校园群集由一个远程 CP 服务器和两个本地 SCSI-3 LUN（磁盘）
服务时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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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节点上的 vxfenmode 文件中，会将 vxfenmode 设置为 customized，并将
vxfen 机制设置为 cps。
两个 SCSI-3 磁盘（每个站点中的一个磁盘）属于磁盘组 vxfencoorddg。第三个协
调点是一个在单节点 VCS 群集上的 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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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远程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双节点校园群集

图 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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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高度可用的 CP 服务器和 2 个 SCSI-3 磁盘为多个客户端群集
提供服务
图 I-8 显示了一个配置，在该配置中，由一个高度可用的 CP 服务器和 2 个本地
SCSI-3 LUN（磁盘）为多个客户端群集提供服务。
在客户端节点上的 vxfenmode 文件中，会将 vxfenmode 设置为 customized，并将
vxfen 机制设置为 cps。
两个 SCSI-3 磁盘属于磁盘组 vxfencoorddg。第三个协调点是一个 CP 服务器，承
载于 SFHA 群集之上，具有自己的共享数据库和协调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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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高度可用的 CP 服务器和 2 个 SCSI-3 磁盘为多个客户端
群集提供服务

图 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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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安装程序 108
停止 Oracle RAC 105, 131
停止群集资源 105, 131
准备 104, 131
SFDB 身份验证 94
配置 vxdbd 94
添加节点 293
SMTP 电子邮件通知 39
SNMP 陷阱通知 41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
验证 87
升级
创建备份 100
属性
CFSMount 代理 425, 428
CVMCluster 代理 416
CVMVolDg 代理 416, 422
CVMVxconfigd 代理 419
MultiPrivNIC 代理 437
PrivNIC 代理
必需 431
可选 432
关于代理属性 415
属性定义
ASMDG 代理 466
Netlsnr 代理 463
Oracle 代理 454
数据库
创建 411
创建表空间
在 CFS 上 412

T
添加
用户 38

V
VCS
代理日志文件 249
命令目录路径变量 85
所需的信息
用于配置 339
voting 磁盘
创建文件系统
使用 CLI 157
VVR
安装工作表 351–352
配置工作表 351
全局群集概览 315
vxassist 命令 412
vxdisksetup 命令 44
vxvol 命令 412

X
系统状态属性值 89
详细信息监视 450
修补程序
添加 225
修补程序集
添加 225
修改 VCS 配置
节点
删除节点 303
虚拟防火练习 453

Y
以太网控制器 259
用户
创建 148
对于 &ProductNameShort;, 添加 340
原始卷
创建
Oracle DBCA 过程 401

Z
资源类型
ASMDG 466
Netlsnr 462
Oracle 454
自动存储管理. 请参见 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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