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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1

适用于 DB2 数据库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管理解
决方案

■

1.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概述

1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适用于 DB2 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简介

■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

关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

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

关于 Cluster Server

■

关于 Cluster Server 代理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

跨 Veritas InfoScale 7.3 产品的 DB2 功能支持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用例

适用于 DB2 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简介
本指南介绍在 DB2 数据库环境中如何将 SFDB 工具与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部署在一起以及关键的使用情形。这是一个补充
性的指南，需与 SFHA Solutions 产品指南结合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工具针对 DB2 数据库提供了增强的管理选项。
SFDB 工具提供了增强的易用命令（可由不具有 root 权限的数据库管理员运行）来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概述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针对 DB2 数据库环境优化存储。本指南介绍了如何部署和使用 SFHA Solutions 企
业产品随附的 SFDB 工具。
注意：本文档中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操作系统的命令也适用于支
持的 RHEL 兼容发行版。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是一种用于存储和组织计算机文件及其所含数据的简单方法，从而能够轻
松地查找和访问它们。 较为正式的说法是，文件系统是一组抽象数据类型（例如元
数据），这些数据类型用于实现数据的存储、分层组织、处理、访问和检索。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是首个商业日志记录文件系统。 通过日志记录功能，
元数据更改首先写入到日志，然后再写入到磁盘。由于无需在多处写入更改，且元
数据是异步写入的，因此吞吐速度较快。
VxFS 也是基于扩展区的意向日志记录文件系统。 VxFS 设计用于要求高性能和高
可用性，并且可以处理大量数据的操作环境。
可以创建的文件系统的最大大小取决于块大小。
块大小

当前支持的最大文件系统大小

1024 字节

68,719,472,624 扇区 (≈32 TB)

2048 字节

137,438,945,248 扇区 (≈64 TB)

4096 字节

274,877,890,496 扇区 (≈128 TB)

8192 字节

549,755,780,992 扇区 (≈256 TB)

VxFS 的主要组件包括：
文件系统日志记录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意向日志

扩展区

关于扩展区

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关于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意向日志
大多数文件系统依赖于 fsck 实用程序提供的完整结构验证，作为系统故障后恢复
的唯一方式。 对于大磁盘配置，验证涉及对整个结构的检查，此过程较为耗时，将
验证文件系统是否完好并更正所有不一致的问题。 VxFS 提供有 VxFS 意向日志和
VxFS 意向日志的调整大小功能，用来执行快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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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概述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通过跟踪 VxFS 意向日志中的文件系统活动来缩短系统故障恢复时间。此项
功能用于记录循环意向日志中对文件系统结构暂停的更改。除了在系统故障期间，
意向日志恢复功能对用户或系统管理员而言并非随时可见。默认情况下，VxFS 文
件系统会在将事务提交到磁盘之前记录文件事务，从而缩短系统异常停止后恢复文
件系统的时间。
在系统故障恢复期间，VxFS fsck 实用程序执行意向日志重放，这将对意向日志进
行扫描并取消或完成系统故障时活动的文件系统操作。 然后可装入文件系统，而无
需完成对整个文件系统的完整结构检查。如果磁盘硬件发生故障，则重放意向日志
可能无法完全恢复损坏的文件系统结构；硬件问题可能需要使用 VxFS 提供的 fsck
实用程序来进行一次完整的系统检查。
如果 mount 命令在文件系统中检测到脏日志，则 mount 命令会自动运行 VxFS fsck
命令来执行意向日志重放。仅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上装入的文件
系统上以及在群集文件系统上支持此功能。
请参见 fsck_vxfs(1M) 和 mount_vxfs(1M) 手册页。
VxFS 意向日志是在首次创建文件系统时分配的。意向日志的大小取决于文件系统
的大小 - 文件系统越大，意向日志越大。可在以后使用 fsadm 命令调整意向日志的
大小。
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磁盘布局版本 7 或更高版本的意向日志的最大默认大小为 256 MB。
注意：意向日志大小不当可能会对系统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扩展区
扩展区是计算机文件系统中存储的连续区域，保留用于文件。 开始向文件写入时，
分配整个扩展区。 再次向该文件写入时，数据从先前写入停止的位置继续。 这样
可以减少或消除文件碎片。扩展区表示为地址-长度对的形式，用于标识扩展区（在
文件系统或逻辑块中）的起始块地址和长度。由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是
基于扩展区的文件系统，因此，寻址是通过扩展区（可由多个块组成）而不是单块
段完成。因此，扩展区可提高文件系统吞吐量。
如果为存储分配的是连续的块，扩展区将允许以多个块为单位执行磁盘 I/O。 对顺
序 I/O 来说，多个块操作的速度比一次一块操作的速度要快得多；几乎所有磁盘驱
动器都接受多个块上的 I/O 操作。
扩展区分配在对 inode 结构下的寻址块与基于块的 inode 结构下的寻址块的解释只
有少许不同。VxFS inode 引用了 10 个直接扩展区，每个直接扩展区都是起始块地
址和块长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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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空间分配在 512 字节扇区，用于形成逻辑块。 VxFS 支持 1024、2048、4096
和 8192 字节的逻辑块大小。对于 2 TB 以下的文件系统，默认块大小为 1 KB，对
于大于等于 2 TB 的文件系统，默认块大小为 8 KB。

关于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磁盘布局是文件系统在磁盘上存储的方式。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上，支
持多个磁盘布局版本提供各种新功能和特定 UNIX 环境。
可以使用下列命令之一升级磁盘布局版本。
在文件系统保持联机状态时，将现有的 VxFS 文件系统升级到
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

vxupgrade

请参见 vxupgrade(1M) 手册页。
在文件系统未装入时，将不再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升级到支持
的版本。

vxfsconvert

vxfsconvert 命令还可用于在未装入文件系统的情况下将本
机文件系统（ext2、ext3 和 ext4）转换为 VxFS。
请参见 vxfsconvert(1M) 手册页。

表 1-1 列出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
表 1-1

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

版本

支持的功能

版本 9

版本 9 支持以下功能：

版本 10

版本 11

■

重复数据删除

■

文件压缩

■

分区目录

■

文件复制

版本 10 支持以下功能：
■

SmartIO

■

maxlink

版本 11 支持以下功能：
■

在读写模式下装入已损坏或不一致的文件系统

■

位置感知分配策略

■

用于读取和写回文件系统缓存的多个 SmartIO 缓存区域和独立
缓存区域
将文件类型存储为目录条目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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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支持的功能

版本 12

版本 12 支持 CFS 上的 128 节点群集

目前，仅可以创建并装入版本 9、10、11 和 12。可以装入版本 6、7 和 8，但仅用
于升级到支持的版本。

关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eritas 的 VeritasTM Volume Manager (VxVM) 是一个存储管理子系统，使用该系统
可将物理磁盘和逻辑单元号 (LUN) 作为一种称为“卷”的逻辑设备进行管理。 VxVM
卷对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而言，就是一种可以在上面配置文件系统、数据库及其他
受管数据对象的物理设备。
VxVM 为计算环境和存储区域网络 (SAN) 环境提供简单易用的联机磁盘存储管理功
能。由于 VxVM 支持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RAID) 模型，因此可以对它进行配置，避
免磁盘和硬件故障并提升 I/O 吞吐量。另外，VxVM 还提供可以提升容错和磁盘故
障或存储阵列故障快速恢复的功能。
VxVM 通过提供逻辑卷管理层，克服了硬盘设备和 LUN 所带来的局限性。 这使卷
可以跨越多个磁盘和 LUN。
VxVM 提供了可以提升性能并确保数据可用性与完整性的工具。 还可以使用 VxVM
在系统处于活动状态时动态地配置存储。

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为在系统上配置的操作系统本机设备提供了多径处理
功能。DMP 创建 DMP 元设备（也称为 DMP 节点）来表示指向同一物理 LUN 的
所有设备路径。
DMP 元设备支持操作系统本机 Logical Volume Manager (LVM)。可以在 DMP 元
设备上创建 LVM 卷和卷组。
DMP 支持用作分页设备的 LVM 卷设备。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和磁盘组可以与 LVM 卷和卷组共存，但是每个
设备只能支持其中一种类型。如果磁盘具有 VxVM 标签，则该磁盘对 LVM 不可用。
同样，如果磁盘正由 LVM 使用，则该磁盘对 VxVM 不可用。

关于 Cluster Server
Cluster Server (VCS) 是一个群集解决方案，它具有以下优点：
■

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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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于对服务器进行联合和故障转移。

■

有效管理异构环境中的各种应用程序。

在安装该产品之前，请阅读《Veritas InfoScale 7.3 版本说明》。
要配置该产品，请按照《Cluster Server Generic Application Agent 配置指南》中的
说明进行操作。

关于 Cluster Server 代理
Veritas InfoScale 代理为特定资源和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每个代理管理一种特
定类型的资源。例如，DB2 代理管理 DB2 数据库。通常情况下，代理可以启动、
停止和监视资源并报告状态更改。
在安装 VCS 代理之前，请阅读代理配置指南。
除了此版本中提供的代理以外，还通过独立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Cluster Server
Agent Pack 提供了其他代理。该代理软件包中包含了当前可用的代理，并在每个季
度重新发布以添加当前正在开发的新代理。
请与您的 Veritas InfoScale 销售代表联系以获取下列详细信息：
■

Agent Pack 中包含的代理

■

正在开发的代理

■

可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咨询服务获得的代理

可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网站下载最新代理：
http://sort.veritas.com/agents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提供了集中式管理
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查看和管理存
储资源并生成报告。
Veritas 建议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环境。
您可以从 https://sort.veritas.com/ 下载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有关安装、升级和配置说明，请参考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文档。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不再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打包在
一起。如果要继续使用 VEA，可从
https://www.veritas.com/product/storage-management/infoscale-operations-manager
下载可用的软件版本。 Storage Foundation Management Server 已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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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Veritas InfoScale 7.3 产品的 DB2 功能支持
DB2 的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解决方案和用例都是基于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共享管理功能。群集功
能可通过 Cluster Server (VCS) 以及 SFHA Solutions 产品单独提供。
表 1-2 列出了跨 SFHA Solutions 产品所支持的功能。表 1-3 列出了在 VCS 中可用
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
表 1-2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中的存储管理功能

存储管理功能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Storage
Availability
Enterprise

Quick I/O

N

注意：在 Linux 上不支持

Y

N

Y

注意：在群集独占模
式中受支持，仅允许
从单个节点访问该功
能。

Cached Quick I/O

N

Y

N

Y

并行 I/O

N

Y

N

Y

压缩

N

Y

N

Y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N

Y

N

Y

SmartIO FS（读取缓存） N

Y

N

Y

SmartIO FS（写回缓存） N

Y

N

Y

SmartMove

N

Y

N

Y

SmartTier

N

Y

N

Y

精简回收

N

Y

N

Y

可移植的数据容器

N

Y

N

Y

Database FlashSnap

N

Y

N

Y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N

Y

N

Y

虚拟存储的高级支持

Y

Y

Y

Y

实现高可用性 (HA) 的群集 N
功能

N

Y

N

注意：在 Linux 上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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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管理功能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Storage
Availability
Enterprise

灾难恢复功能 (HA/DR)

N

N

Y

N

Dynamic Multi-Pathing

Y

Y

Y

Y

表 1-3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中的可用性管理功能

可用性管理功能

VCS HA/DR

实现高可用性 (HA) 的群集功能

Y

数据库和应用程序/ISV 代理

Y

高级故障转移逻辑

Y

通过 I/O 防护实现数据完整性保护

Y

高级虚拟机支持

Y

虚拟业务服务

Y

校园群集或伸展群集

Y

全局群集 (GCO)

Y

注意：
■

Y=在您的许可证内包含该功能。

■

N=您的许可证不支持该功能。

注意：
■

SmartTier 是 Dynamic Storage Tiering (DST) 的重命名扩展版。

■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表 1-2 和表 1-3 中所列的所有功能在 AIX、Linux 上都受支
持。有关受支持系统的信息，请参见特定的产品文档。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是一组可在异构存储环境中提供存储管控和管理的组件。
本节可帮助您确定您所需的产品。
表 1-4 显示各个产品及其组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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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比较

组件

组件

优势

Cluster Server (VCS) 可将多个独立系统连接到一 VCS
个管理框架中以提高可用性。每个系统（即节点）
都运行自己的操作系统，并在软件级别上协作来形
成群集。VCS 将商用硬件与智能软件相结合，从
而提供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和控制功能。当某个节
点或受监视的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其他节点便可
以执行预定义的操作来接管服务并在群集中其他位
置启动这些服务。

■

最大限度地缩短停机时间

■

便于服务器合并和故障转移

■

有效管理异构环境中的各种应用程序

■

通过 I/O 防护提供数据完整性保护

■

提供应用程序高可用性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为在系统上配置的 DMP
存储设备提供多径处理功能。该产品创建 DMP 元
设备（也称为 DMP 节点）来表示指向同一物理
LUN 的所有设备路径。

■

■

将 DMP 元设备扩展为支持 OS 本机逻辑
卷管理器 (LVM)
使用负载平衡提供增强的存储 I/O 性能

■

提供存储路径故障防护和快速故障转移

■

实现了与操作系统或存储硬件无关的集中
式存储路径管理

Veritas Replicator 可通过 IP 网络进行经济高效的 VVR
数据复制以用于灾难恢复，从而为组织提供了独立
VFR
于存储硬件的超灵活复制体系结构，作为基于阵列
的传统复制体系结构的备选方案。

Volume Replicator (VVR)
■

提供基于块的连续复制

■

提供有效的带宽管理

■

支持跨平台复制和可移植的数据容器
(PDC) 环境中的复制

File Replicator (VFR)

Storage Foundation (SF) 是一项存储管理产品，
其中包含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和 DMP。

DMP、VxVM 和
VxF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是一个存储管理
子系统，使用该系统可将物理磁盘和逻辑单元号

■

支持基于文件的定期复制

■

支持可逆数据传输

■

重复数据删除

■

支持保护目标文件系统以防其被意外写入

■

提高了异构环境间的存储利用率

■

重复数据删除和压缩

■

自动存储分层

■

集中式存储管理

■

■

轻松实施 OS 和存储迁移，将停机时间减
到最短
DMP 的所有优势

■

DMP 的所有优势

■

SF 的所有优势

■

VCS 的所有优势

(LUN) 作为一种称为“卷”的逻辑设备进行管理。
Veritas File System 是基于扩展区的意向日志记录
文件系统。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包括 SF 的所有功能加上
VCS 的高可用性。

DMP、VxVM、
VxFS 和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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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组件

优势
■

DMP 的所有优势

■

SF 的所有优势

■

VCS 的所有优势

■

加强了共享存储间的自动化以及对可用性
和性能的智能管理。

■

DMP 的所有优势

■

SF 的所有优势

■

VCS 的所有优势

■

SFCFSHA 的所有优势

■

支持简化了数据库管理的 Oracle RAC，
同时完全与 Oracle 群集解决方案集成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 Veritas 不适用
InfoScale 产品提供了集中式管理控制台。 您可以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
查看和管理存储资源并生成报告。

■

用于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中各种功
能的集中化、标准化方法
用于管理各个主机及其存储的可视界面

Cluster Server (VCS) 代理为特定资源和应用程序 VCS
提供高可用性。每个代理管理一种特定类型的资
源。 通常情况下，代理可以启动、停止和监视资
源并报告状态更改。

VCS 的所有优势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DMP、VxVM、
Availability (SFCFSHA) 对 Storage Foundation 进 VxFS、VCS、
行了扩展，以支持存储区域网络 (SAN) 环境中的 CVM 和 SFCFSHA
共享数据。多台服务器可以同时访问对应用程序透
明的共享存储和文件。通过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功能，可以将本地或常用存储用于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或群集文件系统
(CFS)。
CVM 对 VxVM 进行了扩展以支持共享磁盘组。CFS
对 VxFS 进行了扩展以支持并行群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RAC) 是
存储管理和高可用性软件的集成套件。该软件设计
用于改进实时应用群集 (RAC) 环境的性能、可用
性和易管理性。

除了此版本中提供的代理以外，还通过独立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Pack
提供了其他代理。该代理软件包中包含了当前可用
的代理，并在每个季度重新发布以添加当前正在开
发的新代理。
可从 Services Operations Readiness (SORT) 网
站下载最新代理：
https://sort.veritas.com/agents

DMP、VxVM、
VxFS、VCS、
CVM、
SFCFSHA，加上
对 Oracle RAC 的
支持

■
■

增加在跨越多个操作系统的数据中心中运
行的所有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实例的可
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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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用例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
组件和功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使用，以便提高存储和应用程序的性能和恢
复能力并简化管理。 本指南提供了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管理功能的主要用例。
注意：本文档中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操作系统的命令也适用于支
持的 RHEL 兼容发行版。
表 1-5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主要用例

用例

Veritas InfoScale 功能

使用 SFHA Solutions 数据库加速器提高数据 Quick I/O
库性能，使数据库实现原始磁盘的速度，同时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 Quick I/O”。
保留文件系统的管理功能和便利性。
Cached Quick I/O
请参见第 53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
品组件数据库加速器”。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和 Cached
Quick I/O。
并行 I/O
请参见第 76 页的“关于并行 I/O”。
使用 SFHA Solutions Flashsnap、存储检查
点和 NetBackup 时间点副本方法备份和恢复
数据，从而保护数据。
请参见第 82 页的“关于时间点副本”。

FlashSnap
存储检查点
NetBackup 与 SFHA Solutions 结合使用

通过使用 SFHA Solutions 卷快照脱离主机处 FlashSnap
理数据，避免降低生产主机的性能。
通过使用 SFHA Solutions 时间点副本方法， FlashSnap
优化用于测试、决策建模和开发的生产数据库
副本。
当您需要对时间点副本使用比文件系统或卷更 FileSnap
细的粒度时，可以使用 SFHA Solutions 优化
空间 FileSnap 创建文件级别时间点快照。您
可以使用 FileSnap 来克隆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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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

Veritas InfoScale 功能

根据期限、优先级和访问率条件，使用 SFHA SmartTier
Solutions SmartTier 将数据移至不同的存储
层，从而最大化存储利用率。
请参见第 122 页的“关于 SmartTier”。
实现数据冗余、高可用性以及灾难恢复的存储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利用率最大化，而无需物理共享存储。
使用高级可自定义的启发法通过 I/O 缓存提高 对 VxVM 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执行 SmartIO
固态驱动器 (SSD) 上的数据效率，以确定要 读取缓存
缓存的数据以及如何从缓存中删除该数据。
对 VxFS 文件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执行
SmartIO 读取缓存
对 VxFS 文件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执行
SmartIO 写入缓存
对 VxFS 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库执行 SmartIO
缓存
对 VxVM 卷上的数据库执行 SmartIO 缓存
SFRAC 上不支持数据库的 SmartIO 写回缓
存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3 SmartIO for
Solid-State Drives 解决方案指南》。
在 vSphere 环境中，使用及时可用性解决方 及时可用性解决方案
案在计划外故障期间计划虚拟机维护以执行计
划内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和恢复。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解决方案改善存储设备 Veritas InfoScale 4K 扇区设备支持解决方案
的本机和优化格式，此解决方案可在存储环境
中支持高级格式或 4K（4096 字节）扇区设备
（使用 4KB 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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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

Veritas InfoScale 功能

数据仓库中需要灵活共享数据的多个并行应用
程序（例如 ETL 管道），其中一个阶段的输
出将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输入。（例如，会计系
统需要组合来自销售、薪资和采购等不同应用
程序的数据）

Verita InfoScale 应用程序隔离
更多信息：
包含磁盘组子群集的 CVM 环境中的应用程序
隔离
在 CVM 环境中启用应用程序隔离功能
在 CVM 群集中禁用应用程序隔离功能
设置主节点故障转移的子群集节点首选值
手动更改磁盘组主节点
有关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
南》。

将 SAN 存储的完全分区要求放宽为所有 CVM Verita InfoScale 应用程序隔离
节点。这将支持合并独立群集，以实现更好的
更多信息：
可管理性。
包含磁盘组子群集的 CVM 环境中的应用程序
隔离
在 CVM 环境中启用应用程序隔离功能
在 CVM 群集中禁用应用程序隔离功能
设置主节点故障转移的子群集节点首选值
手动更改磁盘组主节点
有关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
南》。
支持多个独立群集应用程序，以使用可扩展 Verita InfoScale 应用程序隔离
DAS 存储的通用共享池。这有助于将仅用于
更多信息：
存储用途的节点添加到群集，以增加专用应用
包含磁盘组子群集的 CVM 环境中的应用程序
程序使用的存储容量和计算节点。
隔离
在 CVM 环境中启用应用程序隔离功能
在 CVM 群集中禁用应用程序隔离功能
设置主节点故障转移的子群集节点首选值
手动更改磁盘组主节点
有关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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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DB2 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部署在一起

■

2. 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DB2 时适用的部署选项

■

3. 将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

■

4. 以脱离主机的配置将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

■

5. 以高可用性配置部署 DB2

2
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
境中部署 DB2 时适用的部
署选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eritas InfoScale 环境中的 DB2 部署选项

■

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配置的单一系统中的 DB2

■

装有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的高度可用群集中的 DB2

■

包含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并行群集中的 DB2

■

在虚拟化环境中部署 DB2 和 Storage Foundation

■

将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SmartMove 和精简置备部署在一起

Veritas InfoScale 环境中的 DB2 部署选项
您可以在下列设置中针对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FHA
Solutions) 产品部署 DB2：
■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单个系统上的 DB2

■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设置的单个系统上的 DB2

■

群集中的 DB2 须有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才高度可用

■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的 DB2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支持所有这些设置。

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DB2 时适用的部署选项
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如果要将 DB2 数据库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则设置配置需满足以下
条件：
■

在包含 SF 的 sys1 上设置了 DB2 数据库。

■

DB2 数据库在 sys1 上处于联机状态。

■

必须在 sys1 上运行 SFDB 工具命令。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或存储库数据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图 2-1 显示了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单一系统部署上的 DB2。
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数据库

图 2-1

sys1

DB2

DB2 装入点

VxVM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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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配置的单一系统中的 DB2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配置的单一
系统中的 DB2
如果您要以脱离主机设置将单实例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您的
配置需满足以下条件：
■

在包含 SF 的 sys1 上设置了 DB2 数据库。

■

DB2 数据库在 sys1 上处于联机状态。

■

sys1 和 sys2 共用相同的存储。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或存储库数据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图 2-2 显示了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部署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设置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图 2-2

sys1

sys2
DB2

DB2

DB2 装入点

DB2 装入点

VxVM 卷

VxVM
镜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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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的高度可
用群集中的 DB2
如果要将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部署在一起，您的
设置配置将体现下列情况：
■

在具有 SFHA 的 sys1 和 sys2 上设置了高可用性 DB2 数据库

■

数据库和数据文件在 sys1 上处于联机状态。

■

必须在数据库联机的 sys1 上运行 SFDB 工具命令。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或存储库数据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图 2-3 和图 2-4 显示了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单一系统 DB2 故障转移部署。
图 2-3

装有 SFHA 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系统 1
（活动主机）

系统 2
（非活动主机）

DB2

DB2

DB2 装入点

DB2 装入点

VxVM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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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并行群集中的 DB2

图 2-4

采用 SFHA 故障转移设置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系统 1
（非活动主机）

系统 2
（活动主机）

DB2

DB2

DB2 装入点

DB2 装入点

故障转移

VxVM 卷

包含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并行群集中的 DB2
如果要将 DB2 数据库与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部署在一起，您的设置配置将
体现以下情况：
■

在具有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 sys1 和 sys2 上设置了一个具有 DB2 的
高可用性并行群集。

■

数据库在 sys1 上处于联机状态。

■

在 sys1 和 sys2 上装入和共享数据文件。

■

在 sys1 和 sys2 上装入并共享数据库存储库。

■

SFDB 工具命令将在 sys2 上失败。

在下面的图中，存储库目录位于 DB2 装入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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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并行群集中的 DB2

图 2-5

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HA 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系统 1
（活动主机）

系统 2
（非活动主机）

DB2

DB2

DB2 装入点

DB2 装入点

VxVM 卷

对于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而言，故障转移到备份系统是自动执行的，无需手
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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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化环境中部署 DB2 和 Storage Foundation

图 2-6

采用 Storage Foundation HA 故障转移设置的单一系统上的 DB2

系统 1
（非活动主机）

系统 2
（活动主机）

DB2

DB2

DB2 装入点

DB2 装入点

故障转移

VxVM 卷

在虚拟化环境中部署 DB2 和 Storage Foundation
如果在虚拟机环境中部署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则支持
以下项：
■

AIX 上的 WPAR

■

Linux 上的 VMware

将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SmartMove 和精简置
备部署在一起
可以将 SmartMove 和精简置备与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和您的 DB2 数据库配合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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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DB2 时适用的部署选项
将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SmartMove 和精简置备部署在一起

删除数据文件时，如果基础设备是可回收的精简 LUN，则可以回收这些文件使用的
存储空间。为此，请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精简回收功能。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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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部署 DB2 数据库的任务

■

关于为部署 DB2 选择卷布局

■

为部署 DB2 设置磁盘组

■

创建用于部署 DB2 的卷

■

为部署 DB2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

为部署 DB2 装入文件系统

■

安装 DB2 和创建数据库

部署 DB2 数据库的任务
如果要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单一系统上部署 DB2 数据库，请按下面列
出的顺序完成以下任务：
创建卷布局。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为部署 DB2 选择卷布
局”。
请参见第 35 页的“为部署 DB2 设置磁盘组”。
请参见第 36 页的“部署 DB2 的磁盘组配置指
南”。
请参见第 37 页的“创建用于部署 DB2 的卷”。
请参见第 37 页的“部署 DB2 的卷配置指南”。

将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
关于为部署 DB2 选择卷布局

创建和装入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38 页的“为部署 DB2 创建 VxFS 文
件系统”。
请参见第 39 页的“部署 DB2 的文件系统创建
指南”。
请参见第 39 页的“为部署 DB2 装入文件系
统”。

安装 DB2 并创建数据库。

请参见第 40 页的“安装 DB2 和创建数据库”。

关于为部署 DB2 选择卷布局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提供了各种布局，您可使用这些布局配置数据库
以满足性能和可用性要求。选择适当的卷布局可以为数据库工作负载提供最佳性
能。
磁盘 I/O 是决定数据库性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使 I/O 负载保持平衡通常意味着最
佳性能。为数据库对象设计磁盘布局以实现 I/O 平衡是配置数据库的一个关键步骤。
决定表空间的放置位置时，通常很难预测未来的使用模式。VxVM 在存储配置方面
为初始数据库设置以及需求发生变化时持续的数据库性能改进提供了灵活性。VxVM
可以跨多个驱动器拆分卷，以便在数据放置方面提供更精细的粒度级别。通过使用
条带卷，可以跨多个磁盘驱动器平衡 I/O。对于大多数数据库而言，确保跨多个可
用磁盘分布不同的容器或表空间（取决于数据库）已足以满足需求。
条带化还有助于提高连续表扫描性能。跨多个设备条带化表后，通过将 DB2 参数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设置为完整条带大小除以 DB_BLOCK_SIZE 的商
的倍数，可以实现较高的传输带宽。
由于默认情况下 DB2 数据库在表空间容器级别执行条带化，因此在使用这种数据库
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那就是设置 DB2_STRIPED_CONTAINERS 变量。
如果您计划对 DB2 数据库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功能（时间点副本），并在同
一主机上使用该功能或者将其用于脱离主机的处理或备份，则卷布局应满足
FlashSnap 要求。

为部署 DB2 设置磁盘组
在为数据库创建卷和文件系统之前，必须为每个数据库设置磁盘组。
请在创建磁盘组之前阅读磁盘组配置指南。
请参见第 36 页的“部署 DB2 的磁盘组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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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磁盘组
使用 vxdg 命令，如下所示。

◆

# /opt/VRTS/bin/vxdg init disk_group disk_name=disk_device

例如，在原始磁盘分区上创建一个名为 PRODdg 的磁盘组（其中磁盘名称
PRODdg01 引用该磁盘组中的磁盘）：
AIX
# /opt/VRTS/bin/vxdg init PRODdg PRODdg01=Disk_0

Linux
# /opt/VRTS/bin/vxdg init PRODdg PRODdg01=sda

向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使用 vxdg 命令，如下所示。

◆

# /opt/VRTS/bin/vxdg -g disk_group adddisk disk_name=disk_device

例如，将名为 PRODdg02 的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PRODdg：
AIX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2=Disk_0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3=Disk_1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4=Disk_2

Linux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2=sda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3=sdb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4=sdc

部署 DB2 的磁盘组配置指南
设置磁盘组时，请遵循下列准则。
■

只能使用尚不属于磁盘组的联机磁盘来创建新的磁盘组。

■

为每个数据库创建一个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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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盘组名称必须唯一。使用由环境变量 $DB2DATABASE 指定的 DB2 数据库名称
和 dg 后缀对每个磁盘组进行命名。dg 后缀有助于将对象标识为磁盘组。

■

每个磁盘名称必须在磁盘组中唯一。

■

请勿在不同的 DB2 实例之间共享磁盘组。尽管不建议在同一个实例中的所有数
据库之间共享磁盘组，但是，如果该实例包含多个小型数据库，则这样做可能
会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由环境变量 $DB2INSTANCE 指定的 DB2 实例
名称和 dg 后缀对磁盘组进行命名。

■

请勿使用不在同一磁盘组中的文件系统或卷来创建容器文件。

注意：您必须具有 root 权限才能执行与磁盘组相关的所有 VxVM 命令。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创建用于部署 DB2 的卷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逻辑卷组织和管理磁盘空间。一个卷由一个
或多个物理磁盘的多个部分组成，因此它不受物理磁盘的限制。
请在创建卷之前阅读卷配置指南。
请参见第 37 页的“部署 DB2 的卷配置指南”。
创建卷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vxassist 命令。
# /opt/VRTS/bin/vxassist -g disk_group make volume_name volume_size
disk_name

下面是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卷的一个示例：
在 PRODdg 磁盘组上创建一个名为 db01 的 1 GB 卷：
#/opt/VRTS/bin/vxassist -g PRODdg make db01 1g PRODdg01

部署 DB2 的卷配置指南
选择卷布局时，请遵循下列指南。
■

将数据库日志文件放置到在独立于索引或表空间的条带化和镜像 (RAID-0+1) 卷
上创建的文件系统中。根据需要将多个设备条带化以创建较大的卷。使用镜像
提高可靠性。请勿将 VxVM RAID-5 用于重做日志。

■

如果可接受常规系统可用性，对于大多数 OLTP 工作负载，请将表空间放置到
在条带卷上创建的文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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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跨四个磁盘创建条带卷。尝试跨磁盘控制器进行条带化。
对于连续扫描，请确保对 NUM_IOSERVERS 和 DB2_PARALLEL_IO 设置进行调节，
以符合在条带中使用的磁盘设备的数量。

■

对于大多数工作负载，应对条带卷使用默认条带单元大小 64 K。

■

如果系统可用性至关重要，请对大多数写入密集型 OLTP 工作负载使用镜像。
启用脏区日志记录 (DRL) 以便在系统崩溃时进行快速卷重新同步。

■

对于连续扫描非常普遍的大多数决策支持系统 (DSS) 工作负载，请试用不同的
条带化策略和条带单元大小。将最常访问的表或访问的表一起放置在单独的条
带卷上可提高数据传输的带宽。

为部署 DB2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要创建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请使用 mkfs 或 mkfs_vxfs 命令。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之前，请查看文件系统创建指南。
请参见第 39 页的“部署 DB2 的文件系统创建指南”。
在现有卷上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

使用 mkfs 命令，如下所示：
■

AIX
# /usr/sbin/mkfs -V vxfs generic_options\
-o specific_options special size

■

Linux
# /usr/sbin/mkfs -t vxfs generic_options\
-o specific_options special size

其中：
■

vxfs 是文件系统类型

■

generic_options 是大多数文件系统的通用选项

■

specific_options 是特定于 VxFS 文件系统的选项

■

special 是要在其上创建文件系统的原始字符设备或 VxVM 卷的完整路径名

■

（可选）size 是新文件系统的大小

如果未指定大小，文件系统将和基础卷一样大。
例如，创建块大小为 8 KB 且在新创建的 db01 卷上支持超过 2 GB 的文件的 VxFS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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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sr/sbin/mkfs -V vxfs -o largefiles,bsize=8192,logsize=2000 \
/dev/vx/rdsk/PRODdg/db01

-o largefiles 选项用于创建超过 2 GB 的文件。

注意：由于本示例中未指定大小，该文件系统的大小将自动计算为与在其上创建文
件系统的卷相同的大小。

部署 DB2 的文件系统创建指南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时，请遵循下列指南。
■

为数据库创建文件系统时，指定最大块大小和日志大小。

■

请勿禁用文件系统的意向日志记录功能。

■

为重做日志、控制文件、数据文件、tmp 文件和存档重做日志创建单独的文件系
统。

■

使用命令行时，使用装入点命名基础卷。例如，如果要在镜像卷上创建名为
/db01 的文件系统，请将该卷命名为 db01，并镜像 db01-01 和 db01-02 以便与
配置对象相关。如果使用 vxassist 命令或 GUI，则此操作是透明的。

■

DB2 数据库的块大小应为文件系统块大小的倍数。如有可能，请使它们保持相
同大小。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为部署 DB2 装入文件系统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之后，请以 root 用户身份使用 mount 命令装入该文件系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mount 和 mount_vxfs 命令的手册页。
装入文件系统
◆

使用 mount 命令，如下所示：
■

AIX
# /usr/sbin/mount -V vxfs special /mount_point

■

Linux
# /usr/sbin/mount -t vxfs special /mount_point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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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fs 是文件系统类型

■

special 是块专用设备

■

/mount_point 是文件系统的装入目录

例如，装入名为 db01 的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在卷 /dev/vx/dsk/PRODdg/db01
上支持大型文件
■

# /usr/sbin/mount -V vxfs -o largefiles /dev/vx/dsk/PRODdg/db01 \
/db01

安装 DB2 和创建数据库
查看数据库布局的注意事项以及部署 DB2 的支持配置。
请参见第 94 页的“有关 DB2 数据库布局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94 页的“支持的 DB2 配置”。
有关安装 DB2 软件和创建 DB2 数据库的信息，请参考 DB2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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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脱离主机的配置将 DB2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
署在一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脱离主机数据库配置的要求

脱离主机数据库配置的要求
如果要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Database (SFDB) 工具以脱离主机配置设置 DB2
数据库，请确保以下条件得到满足。
■

已完成在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DB2 数据库的所有
任务。
请参见第 34 页的“部署 DB2 数据库的任务”。

■

满足以下要求。
■

所有文件都位于 VxVM 卷的 VxFS 文件系统中。不支持原始设备。

■

没有指向数据库文件的符号链接。

■

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上安装的产品版本相同。

■

在两台主机上都安装了同一版本的 DB2，而 DB2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文件则
位于不同的卷和磁盘上。

■

在这两台主机上，数据库用户和组的 UNIX 登录凭据必须相同。UNIX UID
和 GID 也必须相同。

■

这两台主机上都必须有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许可证。

5
以高可用性配置部署 DB2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以 HA 配置部署 DB2 时需完成的任务

■

配置 VCS 以使数据库高度可用

以 HA 配置部署 DB2 时需完成的任务
如果要在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环境中部署 DB2 数据库，
请完成下列任务。
完成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DB2 请参见第 34 页的“部署 DB2 数据库的任务”。
数据库时所需执行的任务。
配置 VCS 以使数据库高度可用。

请参见第 42 页的“配置 VCS 以使数据库高度
可用”。

配置 VCS 以使数据库高度可用
要使您的 DB2 数据库具有高可用性，需要由 Cluster Server (VCS) 控制数据库配
置。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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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 (SFDB) 工具

■

6. 配置和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存储库数据库

■

7. 升级和迁移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

8.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身份验证

6
配置和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存储库数据库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要求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可用性

■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存储库

■

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

在删除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

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
库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或储存库数据库将存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工具所需的元数据信息。
注意：除了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的初始安装和配置外，仅偶尔需要与
存储库数据库进行交互。

配置和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存储库数据库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要求

在此版本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中，SFDB 储存库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并由
SQLite3 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要
求
《Veritas InfoScale 7.3 版本说明》中包含产品要求。
硬件兼容性列表中包含有关所支持硬件的信息，该列表会定期更新。有关所支持硬
件的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 URL：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000126344
有关支持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和 DB2 版本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DOC5082
请查看最新的 DB2 文档以确认您的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可用
性
针对下列产品纳入了适用于 DB2 数据库的 SFDB 工具：
■

Storage Foundation，支持具有 DB2 的主机系统
注意：需要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授权许可。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ystem HA，支持具有自动故障转移和 DB2
的群集主机系统

有关此版本 SFDB 工具的功能更改和所存在问题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3 版本说明》以获取最新、最完整的信息。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存储库
您首次在 DB2 设置中运行 vxsfadm 时会自动创建 SFDB 存储库。不需要执行其他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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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B 存储库的位置
存储库位置与 DBPATH 相同。
在下面的图中，存储库目录位于 DB2 装入点中。
图 6-1

SFDB 存储库的位置

DB2

DB2
装入点
存储库

默认路径

数据库
卷
存储库

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向群集中添加节点后，请更新 SFDB 储存库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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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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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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
库
在删除产品后，可以删除 SFDB 存储库文件和所有备份。
删除 SFDB 存储库文件将禁用 SFDB 工具。
删除 SFDB 存储库

1

确定在主机上创建的 SFDB 存储库。

2

删除 location 关键字标识的目录。
DB2 9.5 和 9.7：
# rm -rf /db2data/db2inst1/NODE0000/SQL00001/.sfae

DB2 10.1 和 10.5：
# rm -rf /db2data/db2inst1/NODE0000/SQL00001/MEMBER0000/.sfae

3

删除存储库位置文件。
# rm -rf /var/vx/vxdba/rep_loc

这就完成了 SFDB 存储库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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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升级和迁移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B2 升级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

关于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B2 升级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
如果您是从 Storage Foundation 5.1 或更早版本升级，则 SFDB 工具没有可用的升
级。您必须遵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的全新安装过程进行操作。
要配置该产品，请按照《Cluster Server Generic Application Agent 配置指南》中的
说明进行操作。

8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
具的身份验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为 SFDB 工具身份验证配置 vxdbd

■

向群集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证的节点

■

向用户授予运行 SFDB 命令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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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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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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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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用户授予运行 SFDB 命令的权限
要授权用户运行 SFDB 命令，请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下列步骤
◆

使用 sfae_auth_op 命令中的 -o auth_user 选项，并提供用户名作为 -u 选
项的参数。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
-o auth_user -u db2inst1
Creating principal db2inst1@sys1.example.com

在脱离主机的节点不属于同一群集的脱离主机设置中，使用其他 -h 选项并执行下
列步骤：

1

在每个属于群集的主节点上，将 -h off-host hostname 添加到 sfae_auth_op
命令，例如：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o auth_user -u oragrid -h myoffhost
Creating principal oragrid@dblxx64-2-v6.vxindia.veritas.com

2

在脱离主机的节点上，将 -hprimary node 添加到 sfae_auth_op 命令，例如：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o auth_user -u oragrid -h dblxx64-2-v6
Creating principal oragrid@myoffhost.vxindia.ver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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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DB2 数据库的性能

■

9. 关于数据库加速器

■

10. 使用 Quick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

11. 使用 Veritas Concurrent I/O 提高 DB2 数据库性能

4

9
关于数据库加速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数据库加速器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数据库加速器
在所有环境中关注的重点都是维护优异性能或满足性能服务级别协议 (SLA)。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以多种方式改进了数据库环境的整体性能。
表 9-1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数据库加速器

Veritas InfoScale 数 支持的数据库
据库加速器

用例和注意事项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

Oracle

■

■

通过包含对文件 I/O 的高级内核支持的
改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来提高
Oracle 性能并管理系统带宽。
使用 ODM，就可以使用 Oracle
Resilvering 并关闭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脏区日志 (DRL) 来提高性能。
使用 SmartSync 恢复加速器，可以缩
短还原一致性所需的时间，并为业务关
键型应用程序释放了更多的 I/O 带宽。

缓存 Oracle Disk
Oracle
Manager（缓存 ODM）

使用缓存 ODM，可以使选定的 I/O 使用缓
存提高 ODM I/O 性能。

Quick I/O (QIO)

使用 Veritas Quick I/O，可以使在 文件系
统上运行的数据库实现原始设备性能。

Oracle
DB2
Sybase

关于数据库加速器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数据库加速器

Veritas InfoScale 数 支持的数据库
据库加速器

用例和注意事项

Cached Quick I/O
（Cached QIO）

使用缓存 QIO，可以通过利用大量系统内
存有选择地缓冲经常访问的数据来进一步
增强数据库的性能。

Oracle
DB2
Sybase

并行 I/O

DB2
Sybase

针对 DB2 和 Sybase 环境优化了并行 I/O
(CIO)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并行 I/O，可以提
高在 VxFS 文件系统上运行的数据库的性
能，而且对不断增长的文件大小没有限制。

通过使用这些数据库加速器技术，数据库性能与原始磁盘分区的性能是相当的，不
过具有文件系统的可管理性优点。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功能，可通过从服务器到阵列的所有可用路径对 I/O 活动进行负载平衡，从
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性能。 DMP 支持所有主要硬件 RAID 供应商，因此无需第三方
多径处理软件，从而降低了总拥有成本。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数据库加速器，可以更精确地管理数据库的性能。
有关使用 Oracle 的 ODM、缓存 ODM、QIO 和 缓存 QI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有关使用 DB2 的 QIO、缓存 QIO 和并行 I/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DB2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有关使用 Oracle 的 ODM 和缓存 ODM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有关使用 DB2 的并行 I/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DB2 数据库的
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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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 Quick I/O 提高数据库
性能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Quick I/O

■

在数据库环境中设置 Quick I/O 的任务

■

使用 setext 命令为 Quick I/O 文件预分配空间

■

将常规 VxFS 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

将 DB2 容器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

■

关于稀疏文件

■

显示 Quick I/O 状态和文件属性

■

扩展 Quick I/O 文件

■

监视 DB2 表空间的空闲空间以及扩展表空间容器

■

还原数据库后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

■

禁用 Quick I/O

关于 Quick I/O
Veritas Quick I/O 是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Standard 和 Enterprise
产品中随附的一项 VxFS 功能，应用程序可通过它将预分配的 VxFS 文件当作原始
字符设备来进行访问。 Quick I/O 提供了在文件系统上运行数据库而不会降低性能
的管理优势。

使用 Quick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关于 Quick I/O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在 DB2 8.1 FixPak 4 之前的版本中，建议在 DB2 数据库上使用 Quick I/O。在 DB2
8.1 FixPak 4 或更高版本中，可以使用 Veritas Concurrent I/O 功能，该功能可对
SMS 表空间和 DMS 表空间进行高速访问。
请参见第 76 页的“关于并行 I/O”。

Quick I/O 如何改进数据库性能
使用 Quick I/O 的优点是：
■

通过将 Quick I/O 文件当作原始设备，提高了性能和处理吞吐量。

■

可以将 Quick I/O 文件当作常规文件来进行管理，这简化了诸如分配、移动、复
制、调整大小和备份 DB2 容器之类的管理任务。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通过 Quick I/O 可以将常规文件当作原始设备来进行访问，此功能改进了数据库的
性能：
表 10-1
Quick I/O 功能

优点

支持直接 I/O

使用 read() 和 write() 系统调用对文件执行 I/O
通常会导致数据复制两次： 第一次是在用户和内核
空间之间，第二次是在内核空间和磁盘之间。相反，
原始设备上的 I/O 是直接 I/O。即，数据在用户空间
和磁盘之间直接复制，这节省了一个复制级别。与
原始设备上的 I/O 相同，Quick I/O 可避免额外复
制。

避免内核写入锁定数据库文件

通过 write() 系统调用执行数据库 I/O 时，每次系
统调用都会在内核内部获取和释放写入锁。此锁可
防止同时对同一文件执行多项写入操作。由于数据
库系统通常用自己的锁定来管理对文件进行的并行
访问，因此每个文件写入锁不必将 I/O 操作序列化。
Quick I/O 可绕过文件系统的按文件锁定并使数据库
服务器控制数据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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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I/O 功能

优点

避免双重缓冲

多数数据库服务器可保留自身的缓冲区缓存，而无
需系统缓冲区缓存。因此，缓存在文件系统缓冲区
中的数据库数据是多余的，将会导致内存浪费以及
占用额外的系统 CPU 来管理缓冲区。通过支持直
接 I/O，Quick I/O 省去了双重缓冲。将直接在关系
数据库管理系统 (RDBMS) 缓存与磁盘之间复制数
据，这可降低 CPU 利用率并释放原来可供数据库
服务器缓冲区缓存使用的内存，从而进一步提高事
务处理吞吐量。

对于 AIX：

AIX Fastpath 异步 I/O 是一种执行非阻塞系统级别
读取和写入的 I/O 形式，使系统可以同时处理多个
I/O 请求。AIX 等操作系统提供对原始设备上异步
I/O 的支持，而对常规文件上的异步 I/O 不提供支
持。因此，即使数据库服务器能够使用异步 I/O，但
如果数据库在文件系统上运行，该服务器仍无法发
出异步 I/O 请求。没有异步 I/O 将显著降低性能。
Quick I/O 使数据库服务器可以在使用 Quick I/O 接
口访问的文件系统文件上利用内核支持的异步 I/O。

支持 AIX Fastpath 异步 I/O

在数据库环境中设置 Quick I/O 的任务
Quick I/O 包含在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Standard 和 Enterprise 产
品随附的 VxFS 软件包中。 默认情况下，装入 VxFS 文件系统时会启用 Quick I/O。
如果 Quick I/O 在内核中不可用，或者未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或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许可证，则默认情况下载入文件系统时不启用 Quick I/O，
Quick I/O 文件名称被当作常规文件进行处理，并且不显示任何错误消息。 但是，
如果指定 -oqio 选项，则 mount 命令会输出以下错误消息，然后终止，而不装入文
件系统。
VxFDD: You don't have a license to run this program
vxfs mount: Quick I/O not available

要使用 Quick I/O，必须：
■

预分配 VxFS 文件系统上的文件
为 Quick I/O 预分配数据库文件可以为文件分配连续空间。文件系统空间保留算
法尝试为整个文件分配空间作为单个连续扩展区。当因文件系统的连续空间不
足而无法分配时，文件将作为一系列直接扩展区进行创建。使用直接扩展区访
问文件原本就比使用间接扩展区访问同一数据要快。内部测试已表明，在使用
间接扩展区访问时，OLTP 吞吐量方面的性能降低了。此外，这种类型的预分配
不会导致文件系统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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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预分配 Quick I/O 文件，因为无法使用 Quick I/O 接口通过写入对其进行扩
展。最初，它们限制在创建时指定的最大大小内。
请参见第 68 页的“扩展 Quick I/O 文件”。
■

使用特殊的文件命名约定访问文件
VxFS 使用特殊的命名约定以识别 Quick I/O 文件并将其作为原始字符设备进行
访问。向文件名添加以下扩展名时，VxFS 会识别文件：
::cdev:vxfs:

每当应用程序打开带有扩展名 ::cdev:vxfs:（cdev 是字符设备的缩写）的现
有 VxFS 文件时，都会将该文件视为原始设备。例如，如果文件 temp01 是常规
VxFS 文件，则应用程序可将 temp01 作为原始字符设备进行访问，但需要使用
以下名称打开该文件：
.temp01::cdev:vxfs:

注意：我们建议仅为 Quick I/O 文件保留 ::cdev:vxfs: 扩展名。如果不使用
Quick I/O，从技术上讲，您可以创建带有此扩展名的常规文件，但如果稍后启
用 Quick I/O，则可能会导致问题。
根据您是创建新的数据库，还是转换现有数据库以使用 Quick I/O，可以有以下选
择：
如果创建新的数据库以使用 Quick I/O：
■

可以使用 qiomkfile 命令为数据库文件预分配空间并使其可对 Quick I/O 接口
进行访问。

■

可以使用 setext 命令对数据库文件预分配空间并创建 Quick I/O 文件。
请参见第 58 页的“使用 setext 命令为 Quick I/O 文件预分配空间”。

如果正在转换现有数据库：
■

可以为现有 VxFS 文件创建符号链接，并使用这些符号链接将 VxFS 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请参见第 60 页的“将常规 VxFS 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使用 setext 命令为 Quick I/O 文件预分配空间
除了使用 qiomkfile 命令外，还可以使用 VxFS setext 命令为数据库文件预分配
空间。
在使用 setext 预分配空间前，请确保已经满足以下条件：
先决条件

■

setext 命令需要超级用户 (root)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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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创建文件后，可以使用 chown 命令更改文件的所有者和组权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etext(1M) 手册页。

使用 setext 创建 Quick I/O 数据库文件

1

访问 VxFS 装入点并创建文件：
# cd /mount_point
# touch .filename

2

使用 setext 命令为文件预分配空间：
# /opt/VRTS/bin/setext -r size -f noreserve -f chgsize \
.filename

3

创建符号链接以允许数据库或应用程序使用其 Quick I/O 接口对文件进行访问：
# ln -s .filename::cdev:vxfs: 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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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改文件的所有者和组权限。
例如，对于 DB2：
# chown user:group .filename
# chmod 660 .dbfile

例如，对于 Sybase：
# chown sybase:sybase .filename
# chmod 660 .filename

5

访问数据库的装入点：
例如，对于 /db01，创建容器、预分配空间以及更改权限：
# cd /db01
# touch .dbfile
# /opt/VRTS/bin/setext -r 100M -f noreserve -f chgsize .dbfile
# ln -s .dbfile::cdev:vxfs: dbfile

对于 DB2：
# chown db2inst1:db2iadm1 .dbfile
# chmod 660 .dbfile

对于 Sybase：
# chown sybase:sybase .dbfile
# chmod 660 .dbfile

将常规 VxFS 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可以使用 ::cdev:vxfs: 扩展名将常规 VxFS 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尽管由于符号链接可提供轻松的文件系统管理并且可使数据库文件的位置透明化而
推荐使用，但是使用符号链接的缺点是必须管理两组文件（例如，在数据库备份和
还原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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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如有可能，在创建用于访问常规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的符号
链接时，请使用相对路径名而不是绝对路径名。在复制目录时，使
用相对路径名可避免符号链接的副本引用原始文件。如果在备份或
移动数据库文件时使用的命令保留了符号链接，则这点非常重要。
不过，某些应用程序需要使用绝对路径名。如果将文件重定位到另
一目录，则必须更改符号链接，以使用新的绝对路径。此外，可将
所有符号链接单独放置在数据目录之外的某个目录下。 例如，可创
建名为 /database 的目录，将所有符号链接置于其中，并使符号
链接指向绝对路径名。

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将现有的常规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1

访问包含常规文件的 VxFS 文件系统装入点：
$ cd /mount_point

2

创建符号链接：
$ mv filename .filename
$ ln -s .filename::cdev:vxfs: filename

此示例说明如何将 VxFS 文件 dbfile 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 cd /db01
$ mv dbfile .dbfile
$ ln -s .dbfile::cdev:vxfs: dbfile

此示例说明如何确认已创建符号链接：
$ ls -lo .dbfile dbfile

对于 DB2：
-rw-r--r--

1 db2inst1 104890368 Oct 2 13:42

lrwxrwxrwx 1 db2inst1
.dbfile::vxcdev:vxfs:

19

Oct 2 13:42

104890368

Oct 2 13:42

19

Oct 2 13:42

.dbfile
dbfile ->

对于 Sybase：
$ ls -lo .dbfile dbfile
-rw-r--r--

1 sybase

lrwxrwxrwx 1 sybase
.dbfile::cdev:vxfs:

.dbfile
db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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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DB2 容器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
/opt/VRTS/bin 目录中可用的特殊命令旨在帮助您将现有数据库转换为使用 Quick

I/O。您可以使用 qio_getdbfiles 命令从数据库系统表中提取文件名列表，然后使
用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将此数据库文件列表转换为使用 Quick I/O。
将数据库文件转换为 Ouick I/O 文件之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先决条件

■

要转换的文件必须是 VxFS 文件系统上的常规文件或指向常规 VxFS
文件的链接。

使用说明

■

将现有数据库文件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可能不是最佳做法（如果文
件发生碎片情况）。使用 -f 选项可以确定碎片级别，并选择两种
方法之一： 排除碎片程度很高且没有足够连续盘区供 Quick I/O 使
用的文件，或者使用 qiomkfile 命令创建新文件，而不是使用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对其进行转换。

■

qio_getdbfiles 将跳过任何具有某种类型的系统管理空间 (SMS)
的表空间，因为这些表空间基于目录格式，不适合转换。
qio_getdbfiles 命令将检索数据库文件的列表，并将它们保存到
当前目录中一个名为 mkqio.dat 的文件。

■

您也可以不使用 qio_getdbfiles 命令，而是手动创建 mkqio.dat
文件，该文件中包含要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的 DB2 实例文件名。
如果 VxFS 文件系统中没有任何数据库文件，则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将退出并将显示错误消息。如果发生
这种情况，您必须首先从 mkqio.dat 文件中删除任何非 VxFS 文
件，然后再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

■

qio_getdbfiles 命令可使用下列选项：
-T

允许您将数据库类型指定为 db2。 仅应在数据库类型不明确的环境中
指定此选项（例如，当一个服务器上存在多种类型的数据库环境变量
时，如 $ORACLE_SID、SYBASE、DSQUERY 和 $DB2INSTANCE 变
量）。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可使用下列选项：
-a

使用绝对路径名将常规文件更改为 Quick I/O 文件。应在符号链接需要
指向绝对路径名（例如，在使用 SAP 的站点上）时使用此选项。

-h

显示帮助消息。

-T

用于将数据库类型指定为 db2。仅应在数据库类型不明确的环境中指定
此选项（例如，当一个服务器上存在多种类型的数据库环境变量时，如
$ORACLE_SID、SYBASE、DSQUERY 和 $DB2INSTANCE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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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将 Quick I/O 文件更改回常规文件。使用此选项可以撤消以前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脚本所进行的更改。

提取要转换的 DB2 容器的列表
◆

如果数据库实例打开并处于运行状态，请从您具有写入权限的目录中运行
qio_getdbfiles 命令：
$ cd /extract_directory
$ export DB2DATABASE=database_name
$ /opt/VRTS/bin/qio_getdbfiles
qio_getdbfiles 命令可从数据库系统表提取文件名列表，并将这些文件名及

其大小（字节）存储在当前目录下名为 mkqio.dat 的文件中。
注意：或者，您也可以手动创建 mkqi o.dat 文件，该文件包含要转换为使用
Quick I/O 的 DB2 数据库容器名称。您还可以手动编辑由 qio_getdbfiles 生
成的 mkqio.dat 文件，并删除不希望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的文件。

注意：要运行 qio_getdbfiles 命令，您必须拥有访问数据库的权限以及写入
/extract_directory 的权限。
mkqio.dat 列表文件应类似如下所示：
/data11r1/VRTS11r1/redo01.log 52428800
/data11r1/VRTS11r1/redo02.log 52428800
/data11r1/VRTS11r1/redo03.log 52428800
/data11r1/VRTS11r1/sysaux01.dbf 632553472
/data11r1/VRTS11r1/system01.dbf 754974720
/data11r1/VRTS11r1/undotbs01.dbf 47185920
/data11r1/VRTS11r1/users01.dbf 5242880
/data11r1/nqio1.dbf 10485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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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DB2 数据库文件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

1

通过关闭实例或禁用用户连接，使数据库处于不活动状态。
警告：当数据库打开并处于运行状态时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可能会
导致数据库出现严重问题，包括数据丢失和损坏。

2

从包含 mkqio.dat 文件的目录中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
$ cd /extract_directory
$ export DB2DATABASE=database_name
$ /opt/VRTS/bin/qio_convertdbfiles

此时会显示 mkqio.dat 文件中的文件列表。例如：
file1
file2
file3
file4
file5

-->
-->
-->
-->
-->

.file1::cdev:vxfs:
.file2::cdev:vxfs:
.file3::cdev:vxfs:
.file4::cdev:vxfs:
.file5::cdev:vxfs:

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未指定任何选项），将 filename 文件重命名
为 .filename，然后创建一个指向带有 Quick I/O 扩展名的 .filename 的符号
链接。 默认情况下，符号链接使用相对路径名。
如果 VxFS 文件系统中没有任何数据库文件，则 qio_convertdbfiles 脚本将
退出并显示错误消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必须首先从 mkqio.dat 文件中删
除任何非 VxFS 文件，然后再次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

3

使数据库再次处于活动状态。
您现在可以使用 Quick I/O 接口来访问这些数据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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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撤消上次运行的 qio_convertdbfiles 并将 Quick I/O 文件更改回常规 VxFS 文件

1

如果数据库为活动状态，请通过关闭实例或禁用用户连接使数据库处于非活动
状态。

2

从包含 mkqio.dat 文件的目录中运行以下命令：
$ cd /extract_directory
$ export DB2DATABASE=database_name
$ /opt/VRTS/bin/qio_convertdbfiles -u

此时会显示 mkqio.dat 文件中的 Quick I/O 文件列表。例如：
.file1::cdev:vxfs:
.file2::cdev:vxfs:
.file3::cdev:vxfs:
.file4::cdev:vxfs:
.file5::cdev:vxfs:

-->
-->
-->
-->
-->

file1
file2
file3
file4
file5

指定了撤消选项 (-u) 的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可将文件从 <.filename> 重
命名为 <filename>，并撤消随 Quick I/O 文件一起创建的指向 .filename 的符
号链接。

关于稀疏文件
对稀疏文件的支持允许应用程序（按 inode）存储信息，以识别仅含有零的数据块，
这样，只需在磁盘上分配包含非零数据的块。
例如，如果文件是 10KB，通常意味着磁盘上的块总计大小为 10KB。假设始终希望
前 9K 为零。应用程序可转至 9KB 的偏移，并写入 1KB 的数据值。仅分配已写入
1KB 的块，但文件的大小仍是 10KB。
此时，文件是稀疏文件。偏移 0 至 9KB 之间有间隙。如果应用程序读取此范围内
文件的任意部分，则将看到一连串零。
例如，如果应用程序随后将 1KB 块从 4KB 偏移处写入到文件，则文件系统将分配
另一个块。
结果文件的状况如下所示：
■

0-4KB - 间隙

■

4-5KB - 数据块

■

5-9KB - 间隙

■

9-10KB - 数据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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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有大量包含零的块，则 1TB 文件系统可能存储高达 2TB 的文件值。
Quick I/O 文件不可以是稀疏的，并且始终会为其分配所有指定的块。

显示 Quick I/O 状态和文件属性
可以使用 ls 命令的各个选项获取并显示有关 Quick I/O 状态和文件属性的信息：
-al

列出文件系统上的所有文件，包括 Quick I/O 文件及其链接。

-1L

显示是否已成功安装并启用 Quick I/O。

-a1L

显示如何将 Quick I/O 文件名解析为相应的原始设备名称。

列出当前文件系统上的所有文件，包括 Quick I/O 文件及其链接
◆

在使用 ls -al 命令时包含文件名：
$ ls -al filename .filename

下面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a 选项显示通过使用 qiomkfile 创建的绝对路径名称：
$ ls -al d* .d*

对于 DB2：
-rw-r--r--

1 db2inst1 db2iadm1 104890368

lrwxrwxrwx 1 db2inst1 db2iadm1
->
.dbfile::cdev:vxfs:

19

Oct 2 13:42

.dbfile

Oct 2 13:42

dbfile

对于 Sybase：
-rw-r--r--

1 sybase

sybase

lrwxrwxrwx

1 sybase

sybase

.dbfile::cdev:vxfs:

104890368
19

Oct 2 13:42
Oct 2 13:42

.dbfile
db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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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是否已安装并启用 DB2 的 Quick I/O
◆

按如下方式使用 ls 命令：
$ ls -lL filename

下面示例说明如何确定是否已安装并启用 Quick I/O：
$ ls -lL dbfile

其中，第一个字符 c 表示它是一个原始字符设备文件，并且主设备编号和次设
备编号在大小字段中显示。如果看到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消息，则表
示 Quick I/O 安装出错或没有有效的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and Storage
许可证密钥。
确定 Sybase 段是否已转换成 Quick I/O
◆

按如下方式使用 ls 命令：
$ ls -lL filename

下面示例说明如何确定是否已安装并启用 Quick I/O：
$ ls -lL dbfile
crw-r--r--

1 sybase

dba

45, 1

Oct 2 13:42

db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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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如何将 Quick I/O 文件解析为原始设备
◆

按如下方式在使用 ls 命令时包含文件名：
$ ls -alL filename .filename

下面示例说明如何将 Quick I/O 文件名 dbfile 解析为相应的原始设备名称：
$ ls -alL d* .d*

对于 DB2：
crw-r--r-dbfile

1 db2inst1 db2iadm1 45,

1

Oct 2 13:42

-rw-r--r-.dbfile

1 db2inst1 db2iadm1 104890368

Oct 2 13:42

crw-r--r-dbfile

1 sybase

sybase

45,

Oct 2 13:42

-rw-r--r-.dbfile

1 sybase

sybase

104890368

对于 Sybase：
1

Oct 2 13:42

扩展 Quick I/O 文件
虽然 Quick I/O 文件必须经过预分配，但是它们并不局限于预分配的大小。可以在
qiomkfile 命令中使用相关选项按特定的量增大 Quick I/O 文件或将其扩展到特定
的大小。扩展 Quick I/O 文件是一种快速的联机操作，较之使用原始设备具有明显
的优势。
在扩展 Quick I/O 文件之前，请确保已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

文件系统上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扩展 Quick I/O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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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

■

■

也可使用 fsadm 命令通过联机方式增大 VxFS 文件系统（前提是能
够扩展基础磁盘或卷）。可通过 vxresize 命令来扩展基础卷和文
件系统。
必须拥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才能使用 fsadm 命令调整 VxFS 文
件系统的大小。
对于 Sybase：虽然能够扩展 Quick I/O 文件，但是不能在初始化
Sybase 后调整 Sybase 中的数据库设备的大小。但是，由于能够通
过联机方式增大卷和文件系统，因此可以轻松地分配新的数据库设
备以用作新段以及扩展现有的段。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fsadm_vxfs (1M) 和 qiomkfile (1M) 手
册页。

qiomkfile 命令可使用下列选项：
-e

按指定的量对文件进行扩展，以允许调整大小。

-r

将文件增加到指定的大小，以允许调整大小。

扩展 Quick I/O 文件

1

如果需要，请确保基础存储设备足以容纳较大的 VxFS 文件系统（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并使用 fsadm 命令调整 VxFS 文件系统
的大小：
例如，对于 Sybase：
# /opt/VRTS/bin/fsadm -b newsize /mount_point

其中：
■

-b 是用于更改大小的选项

■

newsize 是文件系统新的大小，以字节、千字节、兆字节、块或扇区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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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ount_point 是文件系统的装入点

使用 qiomkfile 命令扩展 Quick I/O 文件：
# /opt/VRTS/bin/qiomkfile -e extend_amount /mount_point/filename

或
# /opt/VRTS/bin/qiomkfile -r newsize /mount_point/filename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将 VxFS 文件系统：
/db01 增大到 500MB 并按 20MB 的大小扩展 tbs1_cont001 Quick I/O 文件：
# /opt/VRTS/bin/qiomkfile -e 20M /db01/tbs1_cont001
# /opt/VRTS/bin/fsadm -b 500M /db01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针对 DB2 增大 VxFS 文件系统：
/db01 增大到 500MB 并将 tbs1_cont001 Quick I/O 文件的大小调整为 300MB：
# /opt/VRTS/bin/fsadm -b 500M /db01
# /opt/VRTS/bin/qiomkfile -r 300M /db01/tbs1_cont001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针对 Sybase 增大 VxFS 文件系统：
/db01 增大到 500M 并将 dbfile Quick I/O 文件的大小调整为 300MB：
# /opt/VRTS/bin/fsadm -b 500M /db01
# /opt/VRTS/bin/qiomkfile -r 300M /db01/dbfile

监视 DB2 表空间的空闲空间以及扩展表空间容器
DB2 不会自动利用扩展的 DMS 文件。当需要扩展表空间的空间时，必须运行大量
DB2 命令。与原始设备不同的是，数据库管理员可以通过联机方式轻松地扩展 Quick
I/O 文件。通过这种方法，数据库管理员可以监视 DB2 表空间的可用空闲空间并使
用 qiomkfile 命令以联机方式按需增大 Quick I/O 文件（一般在文件大约写满 80%
到 90% 时使用此命令）。这种方法不需要锁定 Quick I/O 文件未使用的磁盘空间。
因此文件系统上的空闲空间可供其他应用程序使用。
扩展表空间之前，请确保已经满足以下条件：
先决条件

■

以 DB2 实例所有者身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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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

■

监视 Quick I/O 文件的可用空闲空间，并使用 qiomkfile 命令按需
增大文件。
数据库管理员可使用 fsadm 命令通过联机方式增大基础 VxFS 文件
系统（前提是能够扩展基础磁盘或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fsadm (1M) 手册页。
强烈建议在 DB2 表空间的空间快要耗尽时，按相同的大小增大所有
容器。可以向表空间添加额外的容器，但是这会导致 DB2 执行数据
重新布局，以便在表空间所有可用的容器之间达成用量平衡。
有关 ALTER TABLESPACE 命令的信息，另请参考《管理存储和
DB2 SQL 参考指南》中的“DB2 管理指南”一节。

监视 DB2 表空间中的可用空闲空间
◆

使用下列 DB2 命令：
$ db2 connect to database
$ db2 list tablespaces show detail
$ db2 terminate

使用 qiomkfile 扩展 Quick I/O 文件
◆

使用 qiomkfile 命令扩展 Quick I/O 文件（如果容器的空闲块快耗尽）：
# /opt/VRTS/bin/qiomkfile -e extend_amount filename

71

使用 Quick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还原数据库后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

按固定大小扩展 DB2 表空间
◆

使用下列 DB2 命令：
$ db2 connect to database
$ db2 alter tablespace tablespace-name extend (ALL amount)
$ db2 terminate

此示例显示了如何监视数据库 PROD 中表空间的空闲空间：
$ db2 connect to PROD
$ db2 list tablespaces show detail
$ db2 terminate

此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 qiomkfile 命令使表空间 EMP 拥有的三个 DB2 容器扩
展 500MB：
# /opt/VRTS/bin/qiomkfile -e 500M tbsEMP_cont001
# /opt/VRTS/bin/qiomkfile -e 500M tbsEMP_cont002
# /opt/VRTS/bin/qiomkfile -e 500M tbsEMP_cont003

此示例显示了如何通知 DB2 其表空间 EMP 中所有的容器均已增大 500MB：
$ db2 connect to PROD
$ db2 alter tablespace EMP extend (ALL 500M)
$ db2 terminate

此示例显示了如何验证数据库 PROD 中表空间 EMP 上新分配的空间：
$ db2 connect to PROD
$ db2 list tablespaces show detail
$ db2 terminate

还原数据库后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
如果需要还原数据库并且使用的是 Quick I/O 文件，则可在执行完整的数据库恢复
后，使用 qio_recreate 命令自动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qio_recreate 命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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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mkqio.dat 文件，此文件包含数据库所使用的 Quick I/O 文件的列表以及文件大
小信息。
有关恢复数据库的信息，请参考随数据库软件附带的文档。
在使用 qio_recreate 命令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之前，请确保已经满足以下条
件：
DB2 先决条件

■

在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之前恢复数据库。

■

以 DB2 实例所有者身份（典型的用户 ID 为 db2inst1）登录以便运
行 qio_recreate 命令。

■

在运行 qio_recreate 命令所在的目录中，必须存在一个现有
mkqio.dat 文件。

■

对于 DB2：
必须设置 DB2DATABASE 环境变量。
对于 Sybase：
必须设置 SYBASE 和 DSQUERY 环境变量。

■

使用说明

■

qio_recreate 命令仅支持常规的 Quick I/O 文件。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qio_recreate(1M) 手册页。

恢复数据库后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
◆

以 DBA 的身份按如下所示使用 qio_recreate 命令：
对于 DB2：
$ /opt/VRTS/bin/qio_recreate

对于 Sybase：
$ /opt/VRTS/bin/qio_recreate

如果命令成功，则不会显示任何输出。
运行 qio_recreate 命令时，将执行下列操作：
如果 ...

则 ...

缺少 Quick I/O 文件

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

缺少从常规 VxFS 文件指向 Quick I/O 文件的 重新创建符号链接。
符号链接
缺少符号链接及其相关联的 Quick I/O 文件

同时创建链接及 Quick I/O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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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

则 ...

缺少 Quick I/O 文件，并且通过符号方式链接 不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而是显示一条警
到该文件的常规 VxFS 文件不是原来的 VxFS 告消息。
文件
Quick I/O 文件小于 mkqio.dat 文件中列出 不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而是显示一条警
告消息。
的大小

禁用 Quick I/O
在禁用 Quick I/O 之前，请确保已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打算重新装入的文件系统必须位于 /etc/filesystems 文件中。
打算重新装入的文件系统必须位于 /etc/fstab 文件中。

对于 DB2：如果需要禁用 Quick I/O 功能，则需要使用特殊的装入选项重新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如果需要禁用 Quick I/O 功能，首先需要将所有 Quick I/O 文件转换回常规 VxFS 文
件。然后使用特殊的装入选项重新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警告：对于 DB2：如果 VxFS 文件系统包含 DEVICE 类型的 Quick I/O 容器，请不
要在此类 VxFS 文件系统上禁用 Quick I/O。因此如此操作会导致包含它们的表空间
脱机。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并禁用 Quick I/O 对于 DB2
◆

按如下方式使用 mount -o noqio 命令：
# /opt/VRTS/bin/mount -V vxfs -o remount,noqio special/mount_point

例如，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db01 并禁用 Quick I/O：
# /opt/VRTS/bin/mount -V vxfs -o remount,noqio \
/dev/vx/dsk/dbdg/vol01/db01

对 DB2 禁用 Quick I/O

1

如果数据库为活动状态，请通过关闭实例或禁用用户连接使数据库处于非活动
状态。

2

若要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并禁用 Quick I/O，请按如下方式使用 命令：
# /opt/VRTS/bin/mount -V vxfs -o remount,noqio /mount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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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Sybase 禁用 Quick I/O

1

如果数据库正在运行，则将其关闭。

2

若要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并禁用 Quick I/O，请按如下方式使用 命令：
# /opt/VRTS/bin/mount -V vxfs -o remount,noqio /mount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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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并行 I/O

■

用于启用和禁用并行 I/O 的任务

关于并行 I/O
Concurrent I/O 无需扩展命名空间以及将文件呈现为设备，即可改善 VxFS 文件系
统上普通文件的性能。这简化了管理任务，并允许对读/写操作没有顺序要求的数据
库对文件进行并行访问。本章介绍如何使用并行 I/O 功能。
Concurrent I/O 可提高 VxFS 文件系统上常规文件的性能。这简化了管理任务，并
允许对读/写操作没有顺序要求的数据库对文件进行并行访问。本章介绍如何使用并
行 I/O 功能。
安装 DB2 8.2.2 或更高版本后，可使用 Concurrent I/O 功能针对含有 FILE 容器的
DMS 表空间改善数据写入性能。并行 I/O还可改善大多数 SMS 表空间的数据写入
性能。
Quick I/O 是 DMS 表空间的备选解决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如果系统有额外的内存），Cached Quick I/O 可进一步增强
性能。

并行 I/O 的工作方式
传统上，Linux 语义要求对文件的读写操作必须按序列化的顺序执行。因此，文件
系统必须对重叠的读写操作维持严格的顺序。但是，数据库一般不要求这种级别的
控制，而是在内部实施并发控制，无需使用文件系统来保证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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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UNIX 语义要求对文件的读写操作必须按序列化的顺序执行。因此，文件
系统必须对重叠的读写操作维持严格的顺序。但是，数据库一般不要求这种级别的
控制，而是在内部实施并发控制，无需使用文件系统来保证顺序。
Concurrent I/O 功能针对数据库及其他不要求序列化顺序的应用程序，从读写操作
中删除了这些语义。
使用并行 I/O 的优点包括：
■

单个写入器和多个阅读器之间并发执行操作

■

多个写入器之间并发执行操作

■

使扩展写入操作的序列化达到最小化

■

所有 I/O 操作均直接进行，无需使用文件系统缓存

■

直接将 I/O 请求发送到文件系统

■

避免 inode 锁定

用于启用和禁用并行 I/O 的任务
默认情况下不启用并行 I/O，必须手动启用。如果将来选择不使用并行 I/O，必须手
动将其禁用。
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

启用并行 I/O

■

禁用并行 I/O

启用 DB2 的并行 I/O
由于不需要扩展名字空间，也不需要将文件呈现为设备，因此可以对常规文件启用
并行 I/O。
对于 DB2，可以对整个文件系统启用并行 I/O，也可对特定的 SMS 容器启用并行
I/O。如果对特定的 SMS 容器启用了并行 I/O，则文件系统的其余部分将使用常规
的缓冲 I/O。
在启用并行 I/O 前请查看下列信息：
先决条件

■

若要使用并行 I/O 功能，文件系统必须为 VxFS 文件系统。

■

确保打算装入文件系统的装入点存在。

■

确保 DBA 能够访问此装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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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

■

■

■

如果文件已打开并且正在使用并行 I/O，则不能被另一个未使用并行
I/O 功能的用户同时打开。
如果文件已打开并正在使用并行 I/O，则 Veritas NetBackup 将不能
备份数据库文件。但是，仍可以使用 DB2 BACKUP 实用程序联机备
份数据库。
当文件系统使用并行 I/O 选项装入时，请勿启用 Quick I/O。DB2 将
无法打开 Quick I/O 文件，并且实例启动会失败。（Quick I/O 在
Linux 上不可用。）
如果 Quick I/O 功能可用，当数据库使用并行 I/O 时，请勿使用任何
Quick I/O 工具。
有关装入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对于 DB2，/mount_point 是用来放置 SMS 表空间（正在使用并行 I/O 功能）的数
据容器的目录。
注意：这种情况同时适用于创建新的使用并行 I/O 的表空间或启用使用并行 I/O 的
现有表空间。
例如，对于 DB2，要将名为 /datavol 的文件系统装入名为 /db2data 的装入点，
可执行以下命令：
# /usr/sbin/mount -V vxfs -o cio /dev/vx/dsk/db2dg/datavol \
/db2data
# /usr/sbin/mount -t vxfs -o cio /dev/vx/dsk/db2dg/datavol \
/db2data

使用 namefs -o cio 选项在新的 SMS 容器上启用并行 I/O
◆

使用 mount 命令，装入用来放置 SMS 表空间（正在使用并行 I/O 功能）的数
据容器的目录。
# /usr/sbin/mount -Vt namefs -o cio /path_name /new_mount_point

其中：
■

/path_name 是将使用并行 I/O 的文件所在的目录

■

/new_mount_point 是新的将使用并行 I/O 功能的目标目录

以下是装入使用并行 I/O 功能的目录（新 SMS 容器所在目录）的示例。
将名为 /container1 的 SMS 容器装入名为 /mysms 的装入点：
# /usr/sbin/mount -Vt namefs -o cio /datavol/mysms/container1 /my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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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amefs -o cio 选项在现有的 SMS 容器上启用并行 I/O

1

使用 db2stop 命令停止 DB2 实例。

2

使用 mv 命令使将要启用并行 I/O 功能的目录可用。
# mv /mydb/mysmsdir /mydb/mysmsdir2

3

使用带有 -o cio 选项的 mount 命令在 /mydb/mysmsdir 上重新装
入/mydb/mysmsdir2。
# mount -Vt namefs -o cio /mydb/mysmsdir2 /mydb/mysmsdir

4

使用 db2start 命令停止 DB2 实例。
# db2stop
# mv /mydb/mysmsdir /mydb/mysmsdir2
# mount -Vt namefs -o cio /mydb/mysmsdir2 /mydb/mysmsdir
# db2start

此示例说明如何装入现有 SMS 容器的目录以使用并行 I/O。
创建表空间时在 DB2 表空间上启用并行 I/O

1

在 db2 -v "create regular tablespace..." 命令中使用 no file system
caching 选项。

2

根据系统要求设置所有其他参数。

在现有 DB2 表空间上启用并行 I/O
◆

按如下方式使用 DB2 no file system caching 选项：
# db2 -v "alter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no file system caching"

其中 tablespace_name 是要启用并行 I/O 功能的表空间的名称。
验证是否已为特定 DB2 表空间设置了并行 I/O

1

使用 DB2 get snapshot 选项检查是否已启用并行 I/O。
# db2 -v "get snapshot for tablespaces on dbname"

其中 dbname 是数据库名称。

2

找到要检查的表空间，查找 File system caching 属性。如果发现 File
system caching = No，则已启用并行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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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DB2 的并行 I/O
如果需要禁用并行 I/O，请使用 DB2 file system caching 选项。
注意：如果已使用带有 namefs -o cio 选项的 mount 命令装入目录以启用并行
I/O，也请确保使用不带此选项的命令重新装入。 同样地，如果按此指示在现有的
SMS 容器上启用并行 I/O，请将目录重命名回原先的名称。
在 DB2 表空间上禁用并行 I/O
◆

按如下方式使用 DB2 file system caching 选项：
# db2 -v "alter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file system caching"

其中 tablespace_name 是要禁用并行 I/O 的表空间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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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进行备份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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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了解时间点副本方法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时间点副本

■

何时使用时间点副本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技术

■

SFDB 工具支持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支持的快照模式

■

卷级别快照

■

存储检查点

关于时间点副本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一种灵活且高效的方式来管理业务关键数据。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可以在指定的时刻捕获正在不断变化的数据库的联机映像（称
为时间点副本）。
人们越来越希望数据能够持续可用以便全天候进行事务处理、决策、知识产权创造
等。 保护数据免受损失或破坏也越来越重要。 以前，停止服务后对数据执行备份，
此时数据并不发生变化；然而，这么做无法满足最少停机时间的需要。
时间点副本使您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数据联机可用性。您可以针对时间点副本执行
系统备份、升级或其他维护任务。 时间点副本可以在活动数据所在的主机上进行处
理，也可以在其他主机上进行处理。如有需要，您可将时间点副本处理转移至另一
台主机上，以避免争用生产服务器上的系统资源。 此方法称为脱离主机处理。 如
果实施正确，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对主要生产系统的性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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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使用时间点副本
下列典型安装活动适用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FlashSnap 实施的时间点副本解决
方案：
■

数据备份 - 许多企业要求数据全天候可用。他们无法承受脱机备份关键数据所带
来的停机时间。通过创建数据快照并从此快照进行备份，可以在不增加停机时
间且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

■

提供数据连续性 - 要在主节点存储发生故障时提供服务连续性，可以使用时间点
副本解决方案恢复应用程序数据。如果服务器发生故障，可以结合 SFCFSHA
或 SFHA 的高可用性群集功能使用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决策支持分析和报告 - 诸如决策支持分析和业务报告之类的操作可能不要求访问
实时信息。您可以指示这些操作使用从快照创建的副本数据库，而不是让它们
争相访问主节点数据库。需要时，可以将数据库副本与主节点数据库中的数据
快速重新同步。

■

测试和培训 - 开发组或服务组可以将快照用作新应用程序的测试数据。快照数据
为开发人员、系统测试人员和 QA 小组提供了一个用于测试新应用程序的健壮
性、完整性和性能的现实基础。

■

数据库错误恢复 - 由管理员或应用程序导致的逻辑错误会损害数据库的完整性。
可通过使用存储检查点或快照副本来还原数据库文件，与从磁带或其他备份介
质进行完全还原相比，这样做能够更迅速地恢复数据库。
使用存储检查点可将数据库实例快速回滚到较早的时间点。

■

克隆数据 - 您可以克隆文件系统或应用程序数据。使用此功能可以快速且有效地
置备虚拟桌面。

上述所有快照解决方案也在灾难恢复站点与 Volume Replicator 一起提供。
有关快照与复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3 Replication 管理指
南》。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多种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来满足您的需求，包括以下用
例：
■

创建用于决策支持的副本数据库。

■

使用快照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

备份和恢复脱离主机群集文件系统。

■

备份和恢复联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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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技术
本主题介绍可以使用 Veritas FlashSnap™ 技术实现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Veritas
FlashSnap 技术需要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或者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许可证。
Veritas InfoScale FlashSnap 提供了一种高效灵活的管理业务关键数据手段。 它允
许在给定时刻捕获正在不断变化的数据联机映像： 时间点副本。您可在时间点副本
上执行系统备份、升级，以及其他维护任务，同时还可使关键数据持续可用。如有
需要，您可将时间点副本处理转移至另一台主机上，以避免争用生产服务器上的系
统资源。
FlashSnap 许可证支持以下类型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卷级别解决方案。卷级别快照有多种类型。 这些功能适用于需要使用单独存储
创建快照的解决方案。 例如，低层存储。其中一些技术提供了异常脱离主机处
理功能。

■

文件系统级别解决方案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的存储检查点功能。存储检查
点适用于存储空间非常关键的解决方案，例如：
■

包含少量大型文件的文件系统。

■

更改相对少量文件系统数据块的应用程序工作负载（例如，Web 服务器内容
和某些数据库）。

■

需要使用文件系统的多个可写副本来进行测试或设定版本的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87 页的“存储检查点”。
■

文件级别的快照。
FileSnap 功能可提供单个文件级别的快照。

SFDB 工具支持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提供了一个特定于数据库的命令
行，用于创建 DB2 数据库的时间点副本。SFDB 工具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
基础功能执行这些操作。为便于使用，SFDB 命令行允许您通过较少的步骤对 DB2
数据库执行时间点副本操作。SFDB 命令行还允许您执行特定于 DB2 数据库的功
能。
表 12-1 比较了 SFDB 工具支持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表 12-1

基础技术

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比较
FlashSnap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卷快照（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文件系统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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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Snap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可以进行脱离主机处理

是

是（需要 Cluster File System）

附加存储要求

需要附加镜像 Plex。Plex 是原始数据 最小（使用写入时复制）
的完整副本。

创建时间点副本后的性能影响

无

写入时复制损失

支持来自单个时间点副本的多个克隆

否。但是，可以使用不同快照与不同
镜像创建多个克隆。

是

支持的快照模式

联机、脱机

联机、脱机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支持的快照模式
下面是 SFDB 工具所支持的快照模式：
■

联机

■

脱机

表 12-2 说明了两种快照模式。
表 12-2

快照模式的说明

快照模式

说明

联机

联机快照模式：
■

■

■
■

脱机

类似于应用程序或数据库的联机备份或热备份，适合用作
备份映像。
是默认和推荐的快照模式。在此模式中，DB2 数据库在快
照操作时将被置于写入挂起模式。
对应用程序或数据库性能的影响最小。
允许用户在执行还原操作之后对基于快照的克隆或主应用
程序执行手动时间点恢复。

脱机快照模式：
■

类似于应用程序或数据库的冷备份，适合用作备份映像。

■

要求应用程序处于脱机状态。

■

当应用程序处于联机状态时，要求验证快照配置。

■

在快照模式中是最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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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级别快照
卷快照是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在给定时间点的映像。您也可以创建
卷集的快照。
使用卷快照，您可以在联机创建卷的备份副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给用户造成的
中断。然后，可以使用备份副本还原因磁盘故障、软件错误或人为错误而丢失的数
据，也可以使用它创建复制卷以用于生成报告、开发应用程序或测试等目的。
卷快照还可以用于实施脱离主机联机备份.
实际上，快照可以是该数据集的完整（完全位对位）副本，也可以仅包含自创建快
照以来更新过的数据集元素。后者有时称为首次写入时分配快照，因为只有在原始
数据集中首次更新（重写）数据元素时，才会将这些元素的空间添加到快照映像
中。Storage Foundation 首次写入时分配快照称为空间优化快照。

卷快照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如果在卷上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则 VxVM 使用快速重新同步映射来记录在
卷和快照中进行更新的块。
当快照卷重新挂接到它们的原始卷时，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允许迅速刷新并重新使
用快照数据。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使用磁盘存储来确保快速重新同步映射免遭系统
和群集崩溃的影响。如果在专用磁盘组的卷上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那么即
使重新启动主机，也可能发生增量重新同步。
此外，当卷和其快照卷移动到不同的磁盘组后，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还能跟踪二者
之间的关联关系。当磁盘组再结合之后，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允许迅速重新同步快
照 Plex。

卷快照中的数据完整性
卷快照捕获在给定时间点存在于卷中的数据。因此，VxVM 不了解上层文件系统或
应用程序（如在文件系统中打开了文件的数据库）在内存中缓存的任何数据。快照
总是持续崩溃的，即，可通过让应用程序执行快照恢复来使用快照。这类似于在服
务器崩溃后应用程序执行恢复的情况。如果在包含已装入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卷上设置了 fsgen 卷使用类型，则 VxVM 会与 VxFS 协调以将缓存中的
数据刷新到卷。因此，这些快照始终具有 VxFS 一致性，装入时不需要进行 VxFS
恢复。
对于数据库，还必须使用适当的机制来确保表空间数据在制作卷快照时的完整性。
最新式的数据库软件能够提供暂时挂起文件系统 I/O 的功能。此文档中的示例说明
了如何进行此操作。对于文件系统中的普通文件，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应用
程序中打开，所以除了关闭这些应用程序并暂时卸载文件系统之外，可能没有其他
方法能够确保文件数据的绝对完整性。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只需确保文件数据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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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即确保制作快照时文件数据未在使用中。但在所有应用程序协调的情况下，
快照对于崩溃都是可恢复的。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plex 断开快照使用额外的镜像来创建快照。尽管可以为一个 plex 卷创建 plex 断开
快照，但我们往往为镜像卷创建快照。镜像卷具有多个 plex 或镜像，其中每个 plex
或镜像都是数据副本。 快照操作“断开”plex，使其成为快照卷。 您可以断开现有
的 plex，也可以专门添加新的 plex 用作快照镜像。 通常情况下，需要维持原始卷
的冗余。 如果原始卷是具有两个 plex 的镜像卷，则为快照添加第三个镜像。 因此，
此类快照也称为第三镜像快照。
快照 plex 必须与卷中现有的 plex 位于同一磁盘组内的不同磁盘上。 磁盘必须有足
以包含现有卷内容的磁盘空间。 如果您有一个 1 TB 的卷，则必须有 1 TB 的额外
磁盘空间。
当您创建快照时，会将 plex 分散到两个卷中。原始卷保留其原始 plex。快照卷包含
快照 plex。 原始卷继续承担 I/O。快照卷保留创建快照时的数据，直到您选择对该
卷执行处理为止。
可以创建多个快照，因此可以拥有原始数据的多个副本。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适合有大量写操作、但优化空间或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的写入时复
制机制可能会降低性能的卷，例如数据库重做日志。

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是给定时刻的文件系统持久映像。存储检查点使用写入时复制技术降低
了 I/O 开销，方法是仅识别和维护至创建上一存储检查点后已更改的文件系统块。
存储检查点有下列重要功能：
■

当系统重新启动和崩溃时，存储检查点会在系统上存在。

■

存储检查点不仅可以保留文件系统元数据和文件系统的目录层次结构，它还保
留了当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存在的用户数据。

■

当创建已装入的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后，您可以继续在文件系统上创建、删
除和更新文件，并且不会影响存储检查点的映像。

■

与文件系统快照不同，存储检查点是可写的。

■

要将占用的磁盘空间降低最低，存储检查点使用文件系统中的空闲空间。

存储检查点和适用于数据库的 Storage Foundation 的存储回滚功能允许从逻辑错误
（例如数据库毁坏、缺少文件和被丢弃的表空间）中快速恢复数据库。可以装入数
据库的连续存储检查点以找出错误，然后将数据库还原到发生问题前的存储检查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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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检查点与快照有何不同
存储检查点与 Veritas File System 快照有以下方面的不同，因为它们：
■

允许对存储检查点自身进行写入操作。

■

在系统重新启动或失败后仍然存在。

■

共享与文件系统相同的空闲空间池。

■

通过识别上次存储检查点以来更改的文件块，维护与其他存储检查点的关系。

■

可以具有多个只读存储检查点，从而减少 I/O 操作和所需的存储空间，因为最新
的存储检查点是唯一从主文件系统累积更新的存储检查点。

■

可以将文件系统还原到创建存储检查点时的状态。

多个备份和复制解决方案可以利用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可以跟踪上次存储检查
点以来文件系统块的变化，使得备份和复制应用程序只需要检索已更改数据。 存储
检查点大大减少了数据移动活动，并可以通过增加备份和复制的频率，使得可用性
和数据完整性程度更高。
可以在含大量文件的环境（例如含百万文件的文件服务器）中使用存储检查点，对
性能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由于在存储检查点创建期间没有冻结文件系统，即使
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应用程序也可以访问文件系统。 但是，创建存储检查点只需
要几分钟时间，具体时间取决于文件系统中的文件数。

存储检查点的工作方式
存储检查点工具冻结装入的文件系统（被称为主文件集）、初始化存储检查点并解
冻文件系统。 具体地说，文件系统首先置入稳定状态，所有数据被写入磁盘，然后
冻结过程瞬间阻止对文件系统的所有 I/O 操作。 然后创建没有任何实际数据的存储
检查点，存储检查点指向主文件集的块映射。 随后的解冻过程重新启动对文件系统
的 I/O 操作。
您可以在一个文件系统或一组文件系统上创建存储检查点。 多个文件系统的存储检
查点同时冻结文件系统，并在所有文件系统上创建存储检查点，然后解冻文件系
统。 因此，多个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有相同的创建时间戳。 存储检查点工具保
证在所有指定文件系统上创建多个文件系统存储检查点，或者不在任何指定文件系
统上创建，除非操作进行时系统崩溃。
注意：在系统崩溃后，调用应用程序负责清除存储检查点。
主文件集的存储检查点最初仅包含指向主文件集中的现有数据块的指针，不包含其
所有已分配数据块。
图 12-1 显示文件系统 /database 及其存储检查点。创建存储检查点后，存储检查
点在逻辑上与主文件集相同，但它不包含任何实际数据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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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主文件集及其存储检查点
主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

/database

emp.dbf

/database

jun.dbf

emp.dbf

jun.dbf

在图 12-2 中，正方形表示文件系统的每个块。 此图显示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包含指
向主文件集指针的存储检查点，如图 12-1 中所示。
图 12-2
主文件集

初始化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

A

B

C

D

E

存储检查点通过从主文件集查找数据来显示文件系统的精确映像。 VxFS 使用写入
时复制技术来更新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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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90 页的“写入时复制”。

写入时复制
在图 12-3 中，在原来包含 C 的主文件集中的第三个数据块已更新。
在使用新数据更新数据块之前，原始数据已复制到存储检查点。 这被称为写入时复
制技术，允许存储检查点保留主文件集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时的映像。
不是每个更新或写入操作都一定会导致将数据复制到存储检查点的过程，因为原有
的数据只需要保存一次。 随着主文件集中的块不断更改，存储检查点累加原始数据
块。 在此示例中，现在包含 C 的第三个数据块的后续更新没有复制到存储检查点，
因为已经保存含 C 块的原始映像。
图 12-3

对主文件集的更新

主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

A

B

C’

C

D

E

存储检查点可见性
使用 ckptautomnt 装入选项，可通过文件系统根目录中的目录自动访问所有存储检
查点，该目录具有特殊名称 .checkpoint，它不会显示在目录列表中。此目录针对
文件系统中的每个存储检查点各包括一个目录。其中的每个目录都用作相应存储检
查点的装入点，但以下情况除外：
■

外部应用程序（例如，NFS），请参见作为原始装入点的一部分的文件。因此，
不需要任何其他 NFS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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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装入选项，向应用程序公开的 inode 编号可以是唯一的。

存储检查点在内部自动装入，操作系统并不知道有关自动装入的任何信息。这意味
着存储检查点无法手动装入，并且它们不会显示在装入的文件系统的列表中。创建
或删除存储检查点时，将自动更新存储检查点目录中的条目。 如果使用 -f 选项删
除其中的文件仍在使用中的某个存储检查点，则会强制卸载存储检查点，对该文件
执行的所有操作都将失败，并出现 EIO 错误。
如果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中已存在名为 .checkpoint 的文件或目录（例如，使用较早
版本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创建的目录或者当禁用了存储检查点可见性功
能时创建的目录），无法访问提供对存储检查点的访问的虚假目录。 启用此功能
后，尝试使用名称 .checkpoint 在根目录中创建文件或目录将失败，并出现 EEXIST
错误。
注意：如果 NFS 装入正在使用自动装入的存储检查点，即使没有强制的 (-f) 选项，
也可以成功删除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和 64 位 inode 编号
文件的 inode 编号在存储检查点中保持一致。例如，如果文件系统中存在一个 file1
文件，并且为该文件系统创建了一个存储检查点，在原始文件系统中对 file1 运行
stat 命令与在存储检查点中运行该命令都会在 st_ino 中返回相同的值。st_ino
和 st_dev 的组合形式应当唯一标识系统中的每个文件。由于单独装入存储检查点，
这通常不会出现问题，因此 st_dev 各不相同。当通过存储检查点可见性扩展访问
存储检查点中的文件时，对于所有存储检查点和原始文件系统而言，st_dev 都是相
同的。这意味着文件不再通过 st_ino 和 st_dev 进行唯一标识。
一般说来，不需要唯一标识系统中的所有文件。但是，某些应用程序依赖于唯一标
识才能正常运行。例如，备份应用程序可以检查某个文件是否硬链接到另一个文件
（通过对两个文件调用 stat，并检查 st_ino 和 st_dev 是否相同）。如果系统通
知备份应用程序同时通过存储检查点可见性扩展来备份两个副本，应用程序可能会
错误地推断这两个文件相同，即使它们包含不同数据。
默认情况下，Storage Foundation (SF) 不会将 inode 编号设置为唯一编号。 但是，
您可以指定 uniqueino 装入选项，以便启用唯一的 64 位 inode 编号。不能在重新
装入时更改此选项。

关于使用存储检查点回滚数据库
每个存储检查点都是一个与文件系统一致的时间点映像，而存储回滚是用于这些磁
盘备份的还原工具。存储回滚会将存储检查点中已更改的块回滚到主文件系统，以
便更迅速地还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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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检查点和回滚过程
存储检查点是一项有效的磁盘和 I/O 快照技术，用于创建当前已装入的文件系统（主
文件系统）的“克隆体”。 与快照文件系统类似，存储检查点表现为创建它时所捕
获的文件系统的精确映像。但是，与使用单独的磁盘空间的快照文件系统不同，所
有存储检查点共享主文件系统所在的同一个可用空间池。
注意：可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只读的或可读写的，以便像访问常规文件系统
那样访问其中的文件。
最初，存储检查点不包含数据。 存储检查点仅包含主文件集的 inode 列表和块映
射。 该块映射指向主文件系统上的实际数据。因为只需要 inode 列表和块映射，并
且不复制任何数据，因此，创建存储检查点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和很少的空间。
最初，存储检查点这样来满足读取请求：查找主文件系统上的数据，使用其块映射
副本，然后将数据返回到请求进程。当写入操作更改主文件系统中的某个数据块
时，系统便会首先将该块的旧数据复制到存储检查点，然后使用新数据更新主文件
系统。存储检查点会维护最初创建它时的主文件系统的精确视图。以后再对主文件
系统上的块 n 执行写入操作时，便不会再将该块的数据复制到存储检查点，因为旧
数据只需保存一次。随着主文件系统上数据块的更改，存储检查点会逐渐使用从主
文件系统复制的原始数据进行填充，而存储检查点中指回主文件系统上块的块映射
则越来越少。
数据库存储回滚可将主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库还原到执行存储检查点操作期间创建的
时间点映像。
数据库存储回滚的实现方法是从相应的存储检查点将“以前”的映像复制回主文件
系统。与存储检查点一样，数据库存储回滚是在块级别而非文件级别执行还原操
作。可以将 vxsfadm 命令与 -o restore 操作结合使用来执行数据库存储回滚。
例如：
$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
-a db2 -o restore --checkpoint_name checkpoint1

可装入的存储检查点可广泛用于各种应用解决方案，包括：
■

备份

■

数据完整性检查

■

分阶段升级

■

数据库修改

■

数据复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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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可读写存储检查点，则命令不允许回滚到该存储检查点。
这样可确保对存储检查点的不当修改不会导致数据库的损坏。如果将某个存储检查
点装入为可读写的，则会创建原始存储检查点的“阴影”存储检查点，并将此“阴
影”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可读写的。这样数据库仍然可以回滚到原始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空间管理注意事项
当包含存储检查点的文件系统用尽空间时，删除或重写文件之类的操作可能失败。
如果系统不能分配足够的空间，操作将失败。
数据库应用程序通常为其文件预先分配存储，并且可能不会预料写入操作失败。 在
create 或 mkdir 等用户操作期间，如果文件系统空间不足，将删除可移除的存储
检查点。 这确保应用程序可以继续运行，而不会因磁盘空间不足而中断。 在此
ENOSPC 条件下，将自动删除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Veritas 建议您仅创建可移除
的存储检查点。但是，在执行某些管理操作（如使用 fsadm 命令、使用 qiomkfile
命令，以及使用 fsckptadm 命令创建存储检查点）的过程中，即使文件系统空间用
尽，也不会删除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内核自动删除存储检查点时，它应用下列策略：
■

尽可能少地删除存储检查点，以完成操作。

■

不选择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

仅当不再有数据存储检查点时，才选择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

首先删除最旧的存储检查点。

■

删除存储检查点，即使该检查点已装入也是如此。 对这种已删除的存储检查点
执行的新操作将失败并显示相应的错误代码。

■

如果最早的存储检查点不可删除，则会选择删除最早的可删除存储检查点。 在
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将数据推送到不可删除的存储检查点，此操作可能失败
并导致文件系统标记为 FULLFSCK。 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Veritas 建议您仅
创建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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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DB2 时间点副本的注
意事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有关 DB2 数据库布局的注意事项

■

支持的 DB2 配置

有关 DB2 数据库布局的注意事项
如果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则对于数据库布局，请
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

所有数据库文件必须都在 VxFS 文件系统中。包括在 SYSIBMADM.DB_PATHS
视图中列出的所有路径。

■

所有基础卷必须都是 VxVM 卷。

■

对于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FlashSnap) 以及在创建存档日志快照时，存档日志的位
置必须位于单独 VxVM 卷上的 VxFS 上。

■

当执行 vxsfadm 操作时，某些操作可能会失败，并且当 vxsfadm 尝试从此次失
败恢复时，恢复也可能会失败。因此，配置可能处于错误状态，并且某些应用
程序更改无法还原。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在恢复错误之后手动还原更改。
例如，当创建 DB2 数据库的检查点时，会将该数据库置于写入挂起模式，然后
将创建一个检查点，并且随后从写入挂起模式删除该数据库。如果检查点创建
失败，并且恢复操作未成功，则该数据库将保持处于写入挂起模式。

支持的 DB2 配置
有关支持的 DB2 版本的信息，请参考数据库支持表：

有关 DB2 时间点副本的注意事项
支持的 DB2 配置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DOC5082
DB2 10.1、DB2 10.5、DB2 9.5 Fixpack 2 或更高版本以及 9.7 版在 AIX 上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应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

不支持分区 DB2 数据库。

■

此版本中支持下列时间点副本操作。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FlashSnap)

DB2 10.1、DB2 10.5、DB2 9.5 Fixpack 2 或更高版本以及 9.7 版 Linux 平台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应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

不支持分区 DB2 数据库。

■

此版本中支持下列时间点副本操作。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Flash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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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用于克隆的 Database FlashSnap

■

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主机和存储器

■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克隆数据库

■

重新同步镜像卷和主卷

■

克隆辅助节点主机上的数据库

用于克隆的 Database FlashSnap
Veritas Database FlashSnap 有助于创建数据库的时间点副本，以用于备份和脱离
主机处理。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可以在联机创建卷的备份副本时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用户的干扰。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可以在指定的瞬间捕获正在活动变化的数据库的联机
映像（称为快照）。 数据库的快照副本称为“数据库快照”。您可以在生产数据库
所在的主机或与其共享同一存储的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数据库快照。数据库快照可
用于执行脱离主机处理应用程序，例如备份、数据仓储和决策支持查询。当不再需
要快照时，数据库管理员可以将原始快照导回主节点主机，并将此快照重新同步到
原始数据库卷。可以从命令行界面执行 Database FlashSnap 命令。

Database FlashSnap 的优点
Database FlashSnap 具有下列优点：
■

可以在生产数据库所在的主机或与其共享同一存储器的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数
据库快照。

■

许多公司的系统管理员和数据库管理员角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创建数据
库快照通常要求具备超级用户 (root) 权限，但数据库管理员通常却不具备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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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由于不需要超级用户权限，因此 Database FlashSnap 使数据库管理员可
以轻松地创建一致的数据库快照，从而克服这些困难。

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主机和存储器
要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主机和存储器，请查看以下详细信息。

设置主机
Database FlashSnap 要求磁盘组中有充足的磁盘空间，以添加与现有数据库同等
大小的镜像。
为 Database FlashSnap 操作设置存储配置是系统管理员的职责，这要求具备超级
用户 (root) 权限。Database FlashSnap 实用程序不能用于设置适当的存储配置。

Database FlashSnap 脱离主机配置
Database FlashSnap 脱离主机配置允许针对联机备份和决策支持执行 CPU 密集型
操作和 I/O 密集型操作，而不会降低运行生产数据库的主节点主机的性能。主节点
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均共享创建了快照数据库的存储器。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
机都必须能够访问包含快照卷的磁盘。
图 14-1 显示了 Database FlashSnap 脱离主机配置。
脱离主机 Database FlashSnap 解决方案的示例

图 14-1

辅助节点主机

主节点主机

网络

1

2
SCSI
或光纤通道连接

包含用于保留产品数据库
的主卷的磁盘

包含快照卷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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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计划使用 VVR 环境中的 FlashSnap 功能，则请在配置 VVR 后执行
FlashSnap 设置先决条件说明。如果已配置 VVR，则确保可逐出镜像存储或快照
卷。
有关脱离主机配置的主机和存储要求的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41 页的“脱离主机数据库配置的要求”。

创建数据库所使用的卷或卷集的快照镜像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可以将数据库使用的卷镜像到单独的磁盘集，这些镜
像可用于创建数据库的快照。可以拆分这些快照卷并将其放在单独的磁盘组中。该
快照磁盘组可以在与主节点主机共享同一存储的单独主机上导入。快照卷可以定期
与主节点卷进行重新同步，以获取数据文件的最新更改。如果主节点数据文件受
损，可以将其从快照卷中迅速还原。快照卷可用于各种目的，包括备份和恢复，以
及创建克隆数据库。
您必须先为数据库数据文件所用的所有卷创建快照镜像，然后才可以创建数据库的
快照。本节介绍用于创建卷的快照镜像的过程。
使用 vxsnap 命令创建快照镜像或同步快照镜像。
先决条件

■

您必须以超级用户 (root) 身份登录。

■

磁盘组版本必须为 110 版或更高版本。
有关磁盘组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xdg(1M) 联机手册页。
确保将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日志卷与为其创建快照的卷相
关联。
必须在现有数据库卷上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并且必须为快照
卷分配磁盘。
快速重新同步可通过跟踪某个镜像已错过的存储数据的更新，来优
化镜像重新同步。当快照镜像重新挂接到其主节点卷时，只需重新
应用错过的更新即可对其进行重新同步。快速重新同步提高了卷快
照机制的效率，可以更好地支持操作，例如备份和决策支持。
有关快速重新同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
指南》。
快照镜像及其关联的 DCO 日志应位于原始镜像 Plex 所在磁盘以外
的其他磁盘上，并且应该由系统管理员正确地配置以创建快照。
创建快照镜像时，请在与主节点卷分隔开来的单独控制器和单独磁
盘上创建快照。
为存档日志分配单独的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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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为 DB2 数据库相关文件创建一个单独的磁盘组。

■

不要在 DB2 数据库文件和其他软件之间共享卷。

■

重新同步的速度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断开期间主节点卷和快照
卷上所更改的数据量。
不要在原始镜像和快照镜像之间共享任何磁盘。

■
■

应该创建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的快照镜像，以使其不与原始卷的数
据共享任何磁盘。如果不以这种方式创建镜像，就不能拆分 VxVM
磁盘组，从而会导致 Database FlashSnap 无法正常运行。

注意：Database FlashSnap 命令仅支持第三镜像断开快照。快照镜像
必须处于 SNAPDONE 状态。

下列示例过程用于现有卷，但不包括现有快照 Plex 或关联的快照卷。在此过程中，
volume_name 是卷或卷集的名称。
注意：必须以超级用户 (root) 的身份登录，执行以下过程中的命令。
创建卷或卷集的快照镜像

1

要准备将捕获快照的卷，请使用 vxsnap prepare 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prepare volume \
alloc="storage_attribute ..."
vxsnap prepare 命令可自动创建 DCO 和 DCO 卷，并将它们与卷进行关联，

然后在卷上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利用启用了此功能的卷生成的快照也会
自动设置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要通过命令行或脚本在卷上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请使用 vxsnap prepare
命令，如上所述。

2

要验证是否在卷上启用了快速重新同步，请使用 vxprint 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F%fastresync volume_name

如果启用了快速重新同步，会返回 on。否则，返回 off。

3

要验证 DCO 和 DCO 日志卷是否已挂接到卷，请使用 vxprint 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F%hasdcolog volume_name

如果 DCO 和 DCO 日志卷已挂接到卷，会返回 on。否则，返回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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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建卷的镜像：
# vxsnap -g diskgroup addmir volume_name alloc=diskname

为特定卷创建 3 个镜像的示例：
# vxsnap -g diskgroup addmir datavol \
nmirror=3 alloc=disk1,disk2,disk3

5

列出可用的镜像：
# vxprint -g diskgroup -F%name -e"pl_v_name in \"volume_name\""

6

创建快照时请启用 Database FlashSnap 以找到正确的镜像 Plex：
■

为要用于断开镜像的数据 Plex 设置 dbed_flashsnap 标记。您可以选择您
所愿意使用的任何标记名，但是该标记名需要与配置或快照计划中指定的
SNAPSHOT_PLEX_TAG 属性相匹配。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putil2=dbed_flashsnap plex_name

■

验证 dbed_flashsnap 标记是否已设置为所需的数据 Plex：
# vxprint -g diskgroup -F%name -e"pl_v_name in \
\"volume_name\" && p2 in \"dbed_flashsnap\""

如果需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适当的实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
内容复制到磁带或某些其他备份介质上。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克隆数据库
您可以执行图 14-2 中说明的步骤，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克隆数据库。
图 14-2
Setdefaults
（创建配置
文件）

验证

创建克隆 - 工作流程

捕捉

请参见第 139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142 页的“FlashSnap - 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143 页的“FlashSnap 支持的操作”。

装入

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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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flashsnap(1M) 和 vxsfadm-db2-flashsnap(1M)
的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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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 FlashSnap 创建 DB2 数据库的克隆

1

创建配置文件。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db2 -o setdefaults --db2instance db2inst1 \
--db2database proddb --flashsnap_name daily_snap -c dailyconfig
Written config file dailyconfig

此命令创建含有所有参数和默认值的默认配置文件。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参
数。
注意：如果您已在环境中导出 DB2INSTANCE 和 DB2DATABASE 参数，则不
需要将其包括在命令行中。在下列步骤中，假设可从环境中得到 DB2INSTANCE
和 DB2DATABASE。

102

管理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克隆数据库

2

验证设置。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db2 -o validate -c dailyconfig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B2INSTANCE = db2inst1
DB2DATABASE = proddb
APP_MODE = online
SNAPSHOT_ARCHIVE_LOG = auto
ARCHIVELOG_DEST = /db2arch/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b2datavol of diskgroup db2dg mounted on
/db2data.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b2archvol of diskgroup db2dg mounted on
/db2arch.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b2dg:
ds4100-0_9 ds4100-0_7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SNAPSHOT_DG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此命令验证配置文件和数据库环境。如果发送任何问题，系统将显示相应错误
消息，您可以使用这些错误消息更正问题，然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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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数据库的快照。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db2 -o snap -c dailyconfig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B2INSTANCE = db2inst1
DB2DATABASE = proddb
APP_MODE = online
SNAPSHOT_ARCHIVE_LOG = auto
ARCHIVELOG_DEST = /db2arch/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snapshot started at Tue Mar 20 00:39:41 2012.
Putting database in write-suspend mode... Done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b2datavol of diskgroup db2dg mounted on
/db2data.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b2archvol of diskgroup db2dg mounted on
/db2arch.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b2dg:
ds4100-0_9 ds4100-0_7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SNAPSHOT_DG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s for data volumes ... Done
Taking database out of write-suspend mode... Done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 for archivelog volume ... Done
Copy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to snapshot volume ... Done
Crea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SNAP_db2dg
snaphot ended at Tue Mar 20 00:40:23 2012.

此命令将用户指定的镜像（参数 SNAPSHOT_PLEX_TAG）与主卷脱离开来，并使
用以 snap_dg_prefix 参数中定义的字符串开头的名称来创建新的磁盘组。此
参数的默认值是 SNAP_。
注意：在验证阶段，将读取所有参数（包括必需参数 --db2instance、
--db2database 和 --flashsnap_name）并将其存储在存储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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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更改任何参数，请更改配置文件并使用 -c 选项来指定配置文件。

4

装入快照。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db2 -o mount -c dailyconfig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注意：此命令可将快照装入运行 DB2 实例的主机。辅助节点主机是在配置文件
的 SECONDARY_HOST 参数中定义的系统。
默认情况下，在 /tmp 文件系统下装入卷。
如果您需要指定装入快照卷的备用位置，请在命令行或配置文件中提供
CLONE_PATH。
要执行脱离主机的操作，可以使用 vxsfadm 命令的 -r 选项，指定 SFDB 存储
库的主机。
注意：如果 /clonedb2 目录不存在，请确保 DB2 用户具有创建该目录所需的
权限。

5

根据快照克隆数据库。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db2 -o clone -c dailyconfig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Relocating/ Renam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Initializ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Activat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如果未指定 clone_name，则会自动生成该参数。
注意：如果已在配置文件中指定在验证操作中使用过的 clone_name 和
clone_path 参数，则不需要在命令行中使用 clone_name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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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同步镜像卷和主卷
创建数据库克隆之后，可以按照图 14-3 中概括的步骤根据主卷刷新镜像卷。
图 14-3

克隆

重新同步镜像卷

卸载

Restartdb

重新同步

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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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同步镜像卷和主卷

1

卸载克隆数据库。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db2 -o umount -c dailyconfig
Shutting down clone database... Done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Un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此命令正常停止克隆数据库，并卸载文件系统。使用克隆操作可以重新启动已
卸载的数据库。
卸载克隆数据库后，可以使用 -o clone 选项重新启动此数据库。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db2 -o clone -c dailyconfig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Activat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此命令装入快照文件系统，并重新启动克隆的数据库。

2

根据主卷刷新镜像卷。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db2 -o resync -c dailyconfig
resync started at Tue Mar 20 00:46:29 2012.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Joining snapshot diskgroups to original diskgroups ... Done
Reattaching snapshot volumes to original volumes ... Done
resync ended at Tue Mar 20 00:46:57 2012.

此命令使快照状态期间断开的所有镜像卷与主卷重新同步。完成重新同步操作
之后，镜像卷将处于 SNAPDONE 状态，此时您即可创建新的快照。
您可以使用 vxprint 命令查看卷的状态。

克隆辅助节点主机上的数据库
您可以使用 vxsfadm 命令执行最后的操作，而不执行中间操作。例如，您需要执行
图 14-4 中说明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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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Setdefaults
（创建配置
文件）

创建克隆 - 基本工作流程

验证

捕捉

装入

克隆

但是，您可以使用 vxsfadm 从验证直接转至克隆，以便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克隆数据
库。图 14-5 说明了执行此操作的步骤。
图 14-5

Setdefaults

验证

创建克隆 - 无中间操作

捕捉

装入

Mountdb

克隆

辅助节点主机

主节点主机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克隆数据库
◆

输入以下命令。
$ vxsfadm -s flashsnap \
-a db2 -o clone --db2instance db2inst1 \
--db2database proddb --flashsnap_name dailysnap \
--secondary_host host2 --app_mode online \
--clone_path /tmp/testclonepath
--clone_name clone1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Relocating/ Renam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Initializ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Activat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在包含两台主机的设置中（主节点主机为主机 1，辅助节点主机为主机 2），
此命令在主机 2 上创建克隆数据库。
克隆数据库的数据库名称为 clone1，该数据库装入到 /tmp/testclonepath 目
录中。两台主机上的 DB2INSTANCE 和 db2insatnce 用户的 uid 应该相同。向
所有其他参数指派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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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存储检查点

■

用于恢复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克隆数据库

■

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数据库

■

为脱机模式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收集数据

关于存储检查点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提供在准确即时点快速创建文件系统持久映像的存储检
查点功能。 通过识别和维护自上次更改存储检查点或备份以来使用写入时复制技术
更改的文件系统块，存储检查点可极大减少 I/O 开销。
请参见第 90 页的“写入时复制”。
存储检查点提供：
■

在重新启动和崩溃后保留信息。

■

通过保留文件系统元数据、目录层次结构和用户数据，数据能够立即可写。

存储检查点实际上是文件系统管理和控制的数据对象。 因为存储检查点是有相关名
称的数据对象，所以您可以创建、删除和重命名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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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88 页的“存储检查点的工作方式”。
不像基于磁盘的镜像技术那样需求单独的存储空间，存储检查点使用与文件系统相
同的空闲空间，可以最小化对磁盘空间的使用。
创建已装入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之后，还可以在文件系统上继续创建、删除和更
新文件，这不会影响存储检查点的逻辑映像。 存储检查点不仅保留文件系统的名称
空间（目录层次结构），而且保留用户数据，因为它在捕获文件系统映像时就存
在。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法使用存储检查点。例如，它们可用于：
■

创建可以备份到磁带的文件系统的稳定映像。

■

提供已装入的文件系统磁盘备份，在意外删除情况下，最终用户可以还原自己
的文件。 在主目录、设计或电子邮件环境中，这特别有用。

■

在安装修补程序之前，创建应用程序的二进制副本，以允许出现问题时进行还
原。

■

创建文件系统的磁盘上备份，可用作传统的基于磁带备份的补充，从而提供更
快的备份和还原功能。

■

通过将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可写检查点，在主文件集的即时点映像上测试新的软
件，而不损害当前主文件集中的活动数据。

用于恢复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会即时创建数据库的精确映像，并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之时
起便提供与数据库一致的映像。通过命令行界面 (CLI) 管理和访问数据库存储检查
点映像。
因为每个数据库存储检查点都是一个与文件系统一致的时间点映像，所以，存储回
滚是用于磁盘备份的还原工具。存储回滚会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中包含的已更改的
块回滚到主文件系统，以便更迅速地还原数据库。
建议对非常关键的数据结合使用数据冗余（磁盘镜像）和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以使
其免受物理介质故障和逻辑错误的影响。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优点和限制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和回滚具有以下优点：
■

最初，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不包含任何数据 - 它仅包含主文件集的 inode 列表和块
映射。该块映射指向主文件系统上的实际数据。

■

因为只需要 inode 列表和块映射，并且不复制任何数据，因此，创建数据库存
储检查点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和很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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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保存对块更改信息的跟踪，因此在块级别启用增量数据库备
份。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有助于恢复错误修改文件中的数据。

■

可以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从而允许执行常规文件系统操作。已装入的数据
库存储检查点可广泛用于各种应用解决方案，包括备份、数据完整性检查、分
阶段升级或数据库修改，以及数据复制解决方案等。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具有以下限制：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只能用于从逻辑错误（例如人为错误）中还原。

■

由于所有数据块均位于同一个物理设备上，因此不能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
原因介质故障而导致问题的文件。对于介质故障，需要从磁带备份或独立介质
上保留的数据库文件副本来还原数据库。

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您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存储检查点功能来创建数据
库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139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144 页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145 页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支持的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checkpoint(1M) 和 vxsfadm-db2-checkpoint(1M)
手册页。
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create -a db2 \
--db2database proddb --checkpoint_name XYZ \
--app_mode online --removable
Putting database in backup mode... Done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XYZ ... Done
Storage Checkpoint XYZ created
Removing the database from write suspend... Done

此命令可创建具有指定名称的 DB2 数据库的可移动联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如
果未指定 checkpoint_name 参数，则会自动生成一个名称。

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可以按如下方法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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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delete -a db2 \
--db2database proddb --checkpoint_name XYZ
Deleting the Checkpoint XYZ...
Deleting Checkpoint from /db2data... Done

此命令可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XYZ。如果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已装入，此命令
会将其卸载，然后再将其删除。
您可以使用下列命令，删除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的克隆数据库。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delete -a db2 \
--db2instance db2inst1 --db2database proddb \
--checkpoint_name=XYZ --clone_name clone1

此命令会先关闭克隆数据库 clone1，然后再卸载并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可以按如下方法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下面的命令以只读模式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mount -a db2 \
--db2instance db2inst1 --db2database proddb \
--checkpoint_name XYZ --clone_path /tmp/testclonepath
Mounting Checkpoint to /tmp/testclonepath... Done

此命令可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以只读模式装入到指定的装入点。
如果未指定 checkpoint_name 参数，则会自动生成一个名称。
■

使用下面的命令以读写模式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mountrw -a db2 \
--db2instance db2inst1 --db2database proddb \
--checkpoint_name XYZ --clone_path /tmp/testclonepath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XYZ_rw_1332191432 ... Done
Storage Checkpoint XYZ_rw_1332191432 created
Mounting Checkpoint to /tmp/testclonepath...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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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可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XYZ 的存储检查点，并在读写模式下将新
创建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装入到指定的装入点。
如果未指定 checkpoint_name 参数，则会自动生成一个名称。
注意：此命令维护原始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时间点副本。

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可以按如下方法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umount -a db2 \
--db2instance db2inst1 --db2database proddb \
--checkpoint_name XYZ
Shutting down the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Unmounting the checkpoint... Done

此命令可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XYZ。
您可以使用下列命令，卸载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的克隆数据库。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umount -a db2 \
--db2instance db2inst1 --db2database proddb \
--checkpoint_name XYZ --clone_name clone1

此命令会先关闭克隆数据库 clone1，然后再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克隆数据库
可以按如下方法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克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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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克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clone -a db2 \
--db2instance db2inst1 --db2database proddb \
--checkpoint_name XYZ --clone_name clone1 \
--clone_path /tmp/testclonepath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XYZ_rw_1334030056 ... Done
Storage Checkpoint XYZ_rw_1334030056 created
Mounting Checkpoint to /tmp/testclonepath... Done
Relocating/ Renam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Initializ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Activat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此命令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XYZ 的存储检查点，并在读写模式下将新创建的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装入到指定的装入点，同时恢复装入的存储检查点。
如果不指定 checkpoint_name 和 clone_name，则会由系统自动生成。
注意：此命令维护原始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时间点副本。

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数据库
可以按如下方法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您的数据库。
注意：以下操作需要禁用主节点数据库。此数据库需要设置 logarchmeth，因为在
恢复后，数据库需要前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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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数据库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restore -a db2 \
--db2instance db2inst1 --db2database proddb \
--checkpoint_name=XYZ
Rolling back the application files... Done

此命令会将所有数据库还原为创建检查点时的时间点。
注意：不支持回滚在读写模式下装入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执行还原操作后，可以使用标准恢复技术启动数据库。
例如：
$ db2initdb proddb as mirror
$ db2 rollforward db proddb to end of logs and stop

注意：TEMP 表空间无法回滚。

为脱机模式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收集数据
可以按如下方法为脱机模式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收集数据。
注意：只有当数据库启用时，您才能执行以下操作。
在数据库处于脱机状态时收集创建存储检查点的必要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bin/vxsfadm -s checkpoint -a db2 -o getappdata \
--db2instance dbinst1 --db2database proddb
Gathering offline data... Done

注意：如果尝试在不执行数据收集操作的情况下创建脱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则检查点创建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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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进行备份和还
原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NetBackup

■

关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DB2

■

在 SFHA Solutions 产品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关于 Veritas NetBackup
NetBackup 提供对包含在客户端-服务器网络的客户端系统中的数据库文件和目录进
行备份、存档和还原的功能。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驻留在可管理物理备份存储设
备的平台上。NetBackup 服务器提供自动化控制、介质管理、错误处理、计划功能
和所有客户端备份映像的存储库。
管理员可以为自动化、无人值守的完全备份和增量备份设置计划。这些备份全部由
NetBackup 服务器进行管理。管理员还可以手动备份客户端。客户端用户可以从其
客户端系统执行备份、存档和还原，这些操作在开始执行后，都处在 NetBackup 服
务器的控制之下。
如果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产品没有提供 NetBackup 组件，则可以单独
购买该组件。

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进行备份和还原
关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DB2

关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DB2
使用 Veritas NetBackup，可以执行高性能的数据库联机（热）备份，从而使数据
库全天候可用。NetBackup 支持 Extended Edition (EE) 和 Enterprise Extended
Edition (EEE) 环境。NetBackup 还支持 Database Partitioning Feature (DPF) for
DB2 8.1 以及更高版本。
利用 Veritas NetBackup 可以备份和还原数据库文件和目录。可以设置自动的、无
人值守的数据库备份计划，以及完整或增量式备份计划。这些备份全部由 NetBackup
服务器进行管理。还可以从任意 NetBackup 客户端手动备份数据库文件。客户端用
户可以根据需求从其客户端系统执行数据库备份和还原。
可以为 Extended Edition (EE)、Extended-Enterprise Edition (EEE) 或 Database
Partitioning Feature (DPF) 环境中的 DB2 配置 Veritas NetBackup。需要两种类型
的 DB2 备份策略。一种用于备份目录节点，另一种用于备份包括目录节点在内的所
有节点。有关配置 EEE 中 DB2 的详细信息和说明，请参考“系统管理指南”。
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for DB2 System 管理指南（UNIX 版本）》。
Veritas NetBackup for DB2 具有下列功能：
■

介质和设备管理

■

计划工具

■

多路复用备份和还原

■

透明执行 DB2 和常规文件系统备份和还原操作

■

在其他文件备份期间使用共享的设备和磁带

■

集中和通过网络执行备份操作

■

并行执行备份和还原操作

■

对 DB2 数据库进行增量备份

表 16-1

使用 NetBackup 备份 DB2 的选项
自动

手动

DB2 BACKUP
DATABASE 命令

DB2 数据库日志备份

支持

支持

支持

DB2 存档日志备份

支持

支持

支持

DB2 策略备份

支持

支持

设置自动备份计划是备份数据库最为方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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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for DB2 System 管理指南（UNIX 版本）》中的“执行
备份”。
还原 DB2 数据库的过程取决于所涉及的数据库以及系统上所存在的问题。还原之
前，可以使用 db2 list history 命令或使用 NetBackup bplist 命令浏览备份。
请参见《DB2 UDB 管理指南数据恢复和高可用性指南》。

在 SFHA Solutions 产品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通过对 SFHA Solutions 产品和 NetBackup 进行如下集成，可提高结合使用这两者
的简便性和效率：
■

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进行群集

■

使用 NetBackup 备份和恢复 VxVM 卷

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进行群集
要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在群集环境中具有高可用性，请按以下过程操作。
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和进程具有高可用性

1

2

验证 NetBackup 和 Cluster Server 的版本是否兼容。NetBackup 群集兼容性
列表中提供了详细组合信息：
■

有关 NetBackup 7.x 群集兼容性：
请参见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TECH126902

■

有关 NetBackup 6.x 群集兼容性：
请参见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TECH43619

■

有关 NetBackup 5.x 群集兼容性：
请参见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TECH29272

■

有关 NetBackup 兼容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dpp.15145.html

对主服务器进行群集的步骤因 NetBackup 的版本不同而异。有关说明，请参见
相应的 NetBackup 指南。
https://sort.veritas.com

验证 VCS 资源和 NetBackup 进程的稳健性

1

验证能否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联机。

2

验证能否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脱审。

3

验证能否监视所有 NetBackup 资源。

118

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进行备份和还原
在 SFHA Solutions 产品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使用 NetBackup 备份和恢复 VxVM 卷
要使 NetBackup 能够备份 VxVM 卷上的对象，请按以下过程操作。此过程使用
VxVM 卷执行即时恢复 (IR)。
使用 NetBackup 备份 VxVM 卷中的对象

1

创建一个包含六个磁盘的 VxVM 磁盘组。磁盘的数量可能因卷大小、磁盘大
小、卷布局和快照方法而异。
如果运行此测试的系统是群集系统，请使用 -s 选项创建共享磁盘组。
# vxdg -s init database_dgdisk1disk2disk3 \
disk4disk5disk6

2

创建一个大小为 10 GB 或磁盘的最大大小（取两者中的较大者）的镜像条带
VxVM 卷。
# vxassist -g database_dg make vol_name 10G \
layout=mirror-stripe init=active
# vxvol -g database_dg set fastresync=on vol_name
# vxassist -g database_dg snapstart nmirror=1 vol_name

注意：快照有三种类型： 镜像快照、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和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该示例使用即时恢复 (IR) 快照。有关快照创建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7.6 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的第 104-107 页。
请参见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DOC6459

3

在该卷上生成文件系统。

4

在该卷上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如果 VxVM 卷是群集卷，请使用 -o cluster 选项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5

将 VxFS 文件系统填充到所需级别。例如，可以填充到 95% 满，或者填充到
适合您的文件系统的任何级别。

6

存储这些文件的 cksum(1)。

7

卸载 VxFS 文件系统。

8

启用以下“高级客户端”选项：
■

“执行快照备份”。

■

将“高级快照选项”设置为 vx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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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启用“保留快照以便即时恢复”。

使用 NetBackup 策略备份 VxVM 卷。
请参见 7.6 版本的《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请参见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DOC6459

使用 NetBackup 恢复 VxVM 卷
要使 NetBackup 能够恢复 VxVM 卷上的对象，请按以下过程操作。此过程使用
VxVM 卷执行即时恢复 (IR)。
使用 NetBackup 恢复 VxVM 卷中的对象

1

将 VxVM 卷初始化为 0。

2

将 VxVM 卷恢复为新初始化的 VxVM 卷。

3

在空的 VxVM 卷上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4

根据恢复的文件验证 cksum(1)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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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了解使用 SmartTier 进行
存储分层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martTier

■

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的 SmartTier

关于 SmartTier
SmartTier 会将数据存储与数据使用要求进行匹配。进行数据匹配之后，可以根据
由存储或数据库管理员 (DBA) 确定的数据使用要求和其他要求对数据进行重定位。
在一段时间内会保留越来越多的数据，其中的一些数据可能不常使用。不常使用的
数据仍然需要占用大量的磁盘空间。使用 SmartTier，数据库管理员可以在管理数
据时将不常用的数据移到速度较慢、价格较低的磁盘上。该功能还允许将经常访问
的数据存储在速度较快的磁盘上以加快检索速度。
分层存储是指将不同类型的数据分配给不同的存储类型，以此提高性能和降低成
本。对于 SmartTier，存储级别用于指定构成特定层的磁盘。 有以下两种定义存储
级别的常用方法：
■

性能、存储或成本级别： 最常用级别由速度快、价格高的磁盘构成。 数据不再
定期需要时，可以将该数据移动到由速度较慢、价格较低的磁盘组成的另一级
别中。

■

恢复级别： 每个级别都包括非镜像卷、镜像卷和 n 路镜像卷。
例如，数据库通常由数据、索引和日志组成。 可以使用三路镜像来设置数据，
因为数据至关重要。 可以使用两路镜像来设置索引，因为尽管索引很重要，但
可以重新创建。不必每天都重做日志并存档，但重做日志并存档对数据库恢复
很重要，也应当建立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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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Tier 是一项 VxFS 功能，使用该功能可以根据创建的规则从不同存储层分配
文件存储空间。与当前的分层存储方法相比，SmartTier 是种更为灵活的选择。静
态存储分层 (Static Storage Tiering) 的过程包括将应用程序文件一次性手动分配给
存储级别，长期不变。层级存储管理解决方案通常要求先将文件迁移回文件系统名
称空间，然后才能执行应用程序访问请求，这导致了延迟和运行时开销。与之相
反，SmartTier 允许组织：
■

通过将文件动态移动到其优化存储层（文件的值随时间发生更改）来优化存储
资产

■

自动在存储层之间移动数据，无须更改用户或应用程序访问文件的方式

■

根据管理员设置的策略自动迁移数据，消除通常与数据移动关联的分层存储和
停机时间的操作需求

注意：SmartTier 是扩展和重命名的功能，先前称为 Dynamic Storage Tiering
(DST)。
SmartTier 策略控制初始文件位置以及现有文件的重定位情况。 这些策略使应用了
这些策略的文件将在文件系统卷集的特定子集上创建和扩展，称为放置级别。 文件
在满足指定命名、定时、访问率以及存储容量相关的条件时，将被重定位到其他放
置级别的卷中。
除了预设策略外，可以在必要时通过 SmartTier 将文件手动移动到速度较快或较慢
的存储。还可以运行列出活动策略、显示文件活动、显示卷使用情况或显示文件统
计数据的报告。
SmartTier 利用了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产品 中包括的
两项关键技术：对多卷文件系统的支持，以及文件系统管理的存储内基于策略的文
件自动放置。多卷文件系统占用两个或多个虚拟存储卷，因此允许单个文件系统跨
越多个可能异构的物理存储设备。例如，第一个卷可能驻留在 EMC Symmetrix DMX
轴，第二个卷可能驻留在 EMC CLARiiON 轴。通过提供唯一命名空间，多卷对用
户和应用程序是透明的。但是此多卷文件系统仍然可识别每个卷的标识，从而可以
控制单个文件的存储位置。与基于策略的文件自动放置结合使用时，多卷文件系统
会提供一个理想的分层存储工具，该工具将自动移动数据，对应用程序和用户无任
何停机时间需求。
在数据库环境中，访问时间规则可能适用于某些文件。但是，某些数据文件在每次
访问后都会更新，因此不能使用访问时间规则。SmartTier 提供了将部分和全部文
件重定位到辅助层的机制。
要使用 SmartTier，必须使用下列功能管理存储：
■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

VxVM 卷集

■

卷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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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 管理

■

子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 管理

关于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多卷文件系统是占用两个或更多虚拟卷的文件系统。 卷的集合称为卷集，它由属于
单个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组的磁盘或磁盘阵列 LUN 组成。多卷
文件系统提供单个命名空间，这样使多个卷的存在对用户和应用程序是透明的。 为
便于管理，每个卷均保持单独的标识，从而可以控制单个文件定向到的位置。
此功能仅在满足以下要求的文件系统上可用：
■

最小磁盘组版本是 140。

■

对于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最小文件系统布局版本是 7。

■

对于子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最小文件系统布局版本是 8。

要将现有的 VxFS 系统转换为 VxFS 多卷文件系统，必须将单个卷转换为卷集。
VxFS 卷管理实用程序（fsvoladm 实用程序）可用于管理 VxFS 卷。fsvoladm 实用
程序执行管理任务，如添加卷、删除卷、调整卷的大小、封装卷，以及在指定 Veritas
File System 中的卷上设置、清除或查询标志。
有关使用此实用程序的其他信息，请参见 fsvoladm (1M) 手册页。

关于 VxVM 卷集
卷集允许用单个逻辑对象表示多个卷。 卷集不能为空。 所有进出基础卷的 I/O 都通
过卷集的 I/O 接口进行定向。 卷集功能支持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多卷增
强功能。 该功能使文件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基础卷的不同性能特性和可用性特
性。 例如，可以将文件系统元数据存储在冗余较高的卷上，而将用户数据存储在性
能较好的卷上。

关于卷标记
通过将卷标记与 VxVM 卷相关联，可以使该卷成为放置类的一部分。 为了便于进行
文件放置，VxFS 会将放置类中的所有卷都视为是等效的，并在它们之间平衡空间
分配。 一个卷可以具有多个与之关联的标记。 如果一个卷具有多个标记，则该卷
属于多个放置类，并受与任何放置类相关的分配和重定位策略约束。
警告：对卷使用多个标记时应小心谨慎。
放置类是多卷文件系统的卷集中给定卷的 SmartTier 属性。 此属性是一个字符串，
称为卷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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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Tier 文件管理
多卷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员可以通过 SmartTier 定义放置策略，控制初始文件位
置以及在哪些情况下重定位现有文件，从而管理卷集中各个卷上的文件放置。 这些
放置策略导致应用了这些策略的文件将在文件系统卷集的特定子集上创建和扩展，
称为文件放置级别。 文件在满足指定命名、定时、访问率以及存储容量相关的条件
时，将被重定位到其他放置类的卷中。
基于文件的移动：
■

管理员可以在创建新文件之前根据文件扩展名来创建文件分配策略，这将在创
建数据库期间在相应的层上创建数据文件。

■

管理员还可为数据库文件或任意类型的文件创建文件重定位策略，这将会根据
文件的使用频率来重定位文件。

SmartTier 子文件对象管理
多卷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员可以通过 SmartTier 管理文件对象的放置以及各个卷
上的全部文件。
使用基于子文件的移动，您可以：
■

按照命令，将一组指定装入中属于指定范围内的一组文件移动到所需层组。

■

使用自动功能移动文件的区段，以实现下列目的：
■

监视一组文件以收集 I/O 统计数据

■

定期收集并保留群集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如果适用）

■

根据文件访问所需层组的相对频率定期强制执行注册范围内的文件集

■

跟踪这些范围内的历史移动

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的 SmartTier
Cluster Server 不提供用于卷集的捆绑代理。如果卷或卷集出现问题，则这些问题
只能在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级别上检测到。
DiskGroup 代理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组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
监控。 此代理使用 VxVM 命令。 如果 StartVolumes 和 StopVolumes 属性的值都
为 1，DiskGroup 代理在磁盘组的导入和逐出操作期间使卷联机和脱机。使用卷集
时，将包含卷的 DiskGroup 资源的 StartVolumes 和 StopVolumes 属性设置为 1。
如果文件系统是在卷集上创建的，请使用 Mount 资源装入卷集。
Mount 代理使文件系统或 NFS 客户端装入点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监控。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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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martTier 用于 DB2 的
使用情形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将 SmartTier 用于 DB2 的使用情形

■

使用 SmartTier 将旧的存档日志重新定位到第二层存储

■

将不活动的表空间或段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

■

将活动索引重新定位到高级存储

■

将所有索引重新定位到高级存储

将 SmartTier 用于 DB2 的使用情形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包括 SmartTier，这是一项存储分层功能，允许您对数据进行
分层以获得最佳存储利用率。
示例过程演示了下列用例：
■

将存储时间超过两天的存档日志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

■

将非活动表空间或段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

■

将活动索引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

■

将所有索引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

将 SmartTier 用于 DB2 的使用情形
使用 SmartTier 将旧的存档日志重新定位到第二层存储

使用 SmartTier 将旧的存档日志重新定位到第二层存
储
繁忙的数据库每天会生成数百 GB 的存档日志。从磁带备份中还原这些存档日志并
不理想，因为这会增加数据库恢复时间。管理需求可能会要求将这些存档日志保留
几周时间。
例如，为了节省存储成本，可以将存储时间超过两天（示例）的存档日志重新定位
到第 2 层存储中。为实现此目的，必须创建一个策略文件，例如 archive_policy.xml。
注意：重新定位存档日志用例适用于 DB2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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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存储时间超过两天的存档日志重定位到第 2 层

1

创建策略文件。下面提供了一个示例 XML 策略文件。
<?xml version="1.0"?>
<!DOCTYPE PLACEMENT_POLICY SYSTEM "/opt/VRTSvxfs/etc\
/placement_policy.dtd">
<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Name="access_age_based">
<RULE Flags="data" Name="Key-Files-Rule">
<COMMENT>
This rule deals with key files such as archive logs.
</COMMENT>
<SELECT Flags="Data">
<COMMENT>
You want all files. So choose pattern as '*'
</COMMENT>
<PATTERN> * </PATTERN>
</SELECT>
<CREATE>
<ON>
<DESTINATION>
<CLASS> tier1 </CLASS>
</DESTINATION>
</ON>
</CREATE>
<RELOCATE>
<TO>
<DESTINATION>
<CLASS> tier2 </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ACCAGE Units="days">
<MIN Flags="gt">2</MIN>
</ACCAGE>
</WHEN>
</RELOCATE>
</RULE>
</PLACEMENT_POLICY>

请注意 WHEN 子句中的 ACCAGE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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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查找其他示例策略文件，请转到 /opt/VRTSvxfs/etc。
基于访问时间的策略适用于此用例。请注意 XML 文件的 CREATE ON 和 RELOCATE
TO 部分。

应用策略文件

1

以 root 身份验证 archive_policy.xml
# fsppadm validate /DBarch archive_policy.xml

2

如果验证过程不成功，请更正此问题。只有验证 archive_policy.xml 成功后，
才可以继续操作。

3

将策略分配给 /DBarch 文件系统
# fsppadm assign /DBarch archive_policy.xml

4

强制执行策略。执行强制步骤时，将对存储时间为两天的存档日志进行重定
位。必须每天进行一次策略强制执行以便重定位旧存档日志。此强制操作可以
根据需要执行，也可以使用类似 cron 的调度程序执行。
# fsppadm enforce /DBarch

将不活动的表空间或段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
常见的做法是使用数据库中的分区。每个分区映射到一个唯一的表空间。例如，在
购买物品数据库中，可以将订单表分为各个季度的订单。第一季度订单可以整理到
Q1_order_tbs tablespace 中，第二季度订单可以整理到 Q2_order_tbs 中。
随着季度的更替，有关较早季度数据的活动会减少。通过将较早季度数据重定位到
第 2 层，可以大大节省存储成本。数据重定位可以在数据库联机时进行。
在下面的示例用例中，分步演示了如何在第三季度开始时将第一季度订单数据重定
位到第 2 层。示例步骤假定所有数据库数据都在 /DBdata 文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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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DB2 将第一季度订单数据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的准备工作

1

获取属于 Q1_order_tbs 的容器的列表。
$ db2inst1$ db2 list tablespaces

2

查找表空间 Q1_order_tbs 的表空间 ID。
$ db2inst1$ db2 list tablespace containers for <tablespace-id>

3

查找容器的路径名，并将其存储在 Q1_order_files.txt 中。
#cat

Q1_order_files.txt
NODE0000/Q1_order_file1.f
NODE0000/Q1_order_file2.f
...
NODE0000/Q1_order_file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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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一季度订单数据重定位到第 2 层

1

准备一个策略 XML 文件。例如，策略文件名为 Q1_order_policy.xml。下面是
一个示例策略。
这是用于无条件重定位的策略，因此没有 WHEN 子句。SELECT 子句包含多个
PATTERN 语句。每个 PATTERN 用于选择一个不同的文件。
<?xml version="1.0"?>
<!DOCTYPE PLACEMENT_POLICY SYSTEM "/opt/VRTSvxfs/etc/\
placement_policy.dtd">
<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Name="selected files">
<RULE Flags="data" Name="Key-Files-Rule">
<COMMENT>
This rule deals with key important files.
</COMMENT>
<SELECT Flags="Data">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 > NODE0000</DIRECTORY>
<PATTERN> Q1_order_file1.f
<PATTERN> Q1_order_file2.f
<PATTERN> Q1_order_fileN.f
</SELECT>

</PATTERN>
</PATTERN>
</PATTERN>

<RELOCATE>
<COMMENT>
Note that there is no WHEN clause.
</COMMENT>
<TO>
<DESTINATION>
<CLASS> tier2 </CLASS>
</DESTINATION>
</TO>
</RELOCATE>
</RULE>
</PLACEMENT_POLICY>

2

验证策略 Q1_order_policy.xml。
# fsppadm validate /DBdata Q1_order_policy.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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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配策略。
# fsppadm assign /DBdata Q1_order_policy.xml

4

强制执行策略。
# fsppadm enforce /DBdata

将活动索引重新定位到高级存储
数据库事务处理速率取决于访问索引的速度。如果索引驻留在较慢的存储上，则会
降低数据库事务处理速率。第 0 层存储通常非常昂贵，因此无法将整个表数据重定
位到第 0 层。索引通常很小，并且可以提高数据库事务处理速率，因此将活动索引
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的方法比较实用。使用 SmartTier 可以将活动索引移动到第 0
层存储。
对于下面的电话公司数据库示例过程，假定 call_details 表的 customer_id 列上有一
个索引 call_idx。
针对 DB2 将 call_idx 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的准备工作

1

查找 call_idx 所在的表空间。
$ db2inst1$ db2 connect to PROD
$ db2inst1$ db2 select index_tbspace from syscat.tables \
where tabname='call_details'

2

在本示例中，索引位于表空间 tbs_call_idx 中。获得 tbs_call_idx 的表空间 ID
和容器列表：
$ db2inst1$ db2 list tablespaces

记下 tbs_call_idx 的表空间 ID。

3

列出容器并在表空间 tbs_call_idx 中记录文件名。
$ db2inst1$ db2 list tablespace containers for <tablespace-id>

4

在 index_files.txt 中存储这些文件。
# cat index_files.txt
/DB2data/NODE0000/IDX/call1.idx
/DB2data/NODE0000/IDX/call2.idx
/DB2data/NODE0000/IDX/call3.i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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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all_idx 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

1

准备策略 index_policy.xml。
示例策略：
<?xml version="1.0"?>
<!DOCTYPE PLACEMENT_POLICY SYSTEM "/opt/VRTSvxfs/etc/\
placement_policy.dtd">
<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Name="selected files">
<RULE Flags="data" Name="Key-Files-Rule">
<COMMENT>
This rule deals with key important files.
</COMMENT>
<SELECT Flags="Data">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 > NODE0000</DIRECTORY>
<PATTERN> call*.idx
</SELECT>

</PATTERN>

<RELOCATE>
<COMMENT>
Note that there is no WHEN clause.
</COMMENT>
<TO>
<DESTINATION>
<CLASS> tier0 </CLASS>
</DESTINATION>
</TO>
</RELOCATE>
</RULE>
</PLACEMENT_POLICY>

2

分配并强制执行策略。
# fsppadm validate /DBdata index_policy.xml
# fsppadm assign /DBdata index_policy.xml
# fsppadm enforce /DB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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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索引重新定位到高级存储
使用一些通用扩展名命名索引文件是 DBA 的常见做法。例如，所有索引文件均使
用 .inx 扩展名命名。如果第 0 层存储有足够的容量，您可以将数据库的所有索引重
定位到第 0 层存储。此外，还可以确保通过使用策略定义的 CREATE 和 RELOCATE
子句，使用此特殊要求创建的所有索引容器均在第 0 层存储上自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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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索引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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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如下例所示的策略：
# cat index_policy.xml
<?xml version="1.0"?>
<!DOCTYPE PLACEMENT_POLICY SYSTEM "/opt/VRTSvxfs/etc/\
placement_policy.dtd">
<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Name="selected files">
<RULE Flags="data" Name="Key-Files-Rule">
<COMMENT>
This rule deals with key important files.
</COMMENT>
<SELECT Flags="Data">
<PATTERN> *.inx </PATTERN>
</SELECT>
<CREATE>
<COMMENT>
Note that there are two DESTINATION.
</COMMENT>
<ON>
<DESTINATION>
<CLASS> tier0 </CLASS>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CLASS> tier1</CLASS>
</DESTINATION>
</ON>
</CREATE>
<RELOCATE>
<COMMENT>
Note that there is no WHEN clause.
</COMMENT>
<TO>
<DESTINATION>
<CLASS> tier0 </CLASS>
</DESTINATION>
</TO>
</RELOCATE>
</RULE>
</PLACEMENT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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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确保即使第 0 层空间不足，也可以成功创建文件，请添加两个 ON 子句，如
1 中的示例策略所示。

3

分配并强制执行策略。
# fsppadm validate /DBdata index_policy.xml
# fsppadm assign /DBdata index_policy.xml
# fsppadm enforce /DB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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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命令参考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xsfadm 命令参考

■

FlashSnap 参考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参考

vxsfadm 命令参考
vxsfadm 是可用于对 DB2 数据库执行时间点副本操作（例如，FlashSnap 和数据

库存储检查点）的命令行实用程序。此实用程序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基础功
能执行这些操作。vxsfadm 命令只能由 DB2 实例的所有者运行。
注意：SFDB 工具不支持在对数据库进行结构性更改（例如，添加或删除表空间，
以及添加或删除数据文件）时创建时间点副本。但是，在创建时间点副本之后，即
可在任何时间创建克隆，而不管数据库的状态如何。
支持 vxsfadm 实用程序的多种数据库配置包括：
■

独立安装中的 DB2 单分区数据库

■

脱离主机的 DB2 单分区数据库

■

高可用性设置（VCS 群集）中的 DB2 单分区数据库

■

具有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的 DB2 单分区
数据库

vxsfadm 命令的语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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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fadm -s <service_type> -a <application-name> -o <operation>
[ -c config-file ]
[ -r repository-host ]
[ service-specific parameters ]
[ application-specific parameters ]
vxsfadm -s <service-type> -a application-name> -o list
[ service-specific parameters ]
[ application-specific parameters ]
vxsfadm -s <service-type> -a application-name> -o setdefaults
[ service-specific parameters ]
[ application-specific parameters ]

下面是 vxsfadm 参数。
-s service_type

指定时间点副本操作的服务类型。
支持的服务类型为：

-o operation

■

flashsnap ：卷级别快照

■

checkpoint： 文件系统检查点

指定要执行的时间点副本操作。支持的操作
因不同服务类型而异。有关服务类型支持的
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各自的 vxsfadm 手
册页。
以下操作通用于所有服务类型：
■

■

-o list：列出指定应用程序的所有配置/
服务。如果指定了 service_type，则会显
示指定 service_type 的所有现有配置。
-o setdefaults：生成可以保存到文件
的默认配置，随后可使用该配置执行其余
操作。

-a application_name

指定要执行的时间点副本操作所针对的应用
程序。

-c config_file

除 service_type、application_name 和
operation 以外的所有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命令
行选项均可在配置文件中提供。该配置文件
中的信息应采用
PARAMETER_NAME=VALUE 格式。有关某
个服务所支持的参数的信息，请参考各自的
vxsfad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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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epository-host

为脱离主机的操作指定 SFDB 存储库的主机。

service-specific parameters

这些是服务进行处理所需的参数。最重要的
服务特定参数是 --service_name。例如，如
果要创建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flashsnap)，
service_name 参数即为 flashsnap_name，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为此参数指定唯一标识
符：--flashsnap_name=dailysnap。此
标识符可用于对该副本执行的所有操作。
这些参数可以在配置文件中提供，也可以在
环境中导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 手册页。

应用程序特定参数

这些是应用程序进行处理所需的参数。最重
要的应用程序特定参数是唯一标识应用程序
实例的参数。
例如，如果系统上有两个正在运行的 DB2 数
据库，db2instance 和 db2database 参数将
唯一标识应用程序实例。这些参数用于特定
应用程序实例的所有时间点副本操作。
这些参数可以在配置文件中提供，也可以在
环境中导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 手册页。

注意：在命令行中指定的 vxsfadm 参数将覆盖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参数和在环境中
导出的参数。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参数将覆盖在环境中导出的参数。
可以使用 vxsfadm 日志和错误消息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对 SFDB 工具进行故障排除的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手册页：
vxsfadm-flashsnap(1M), vxsfadm-checkpoint(1M)
vxsfadm-db2-flashsnap(1M), vxsfadm-db2-checkpoint(1M)

FlashSnap 参考
本节介绍 FlashSnap 配置参数和支持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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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Snap - 配置参数
表 19-1 列出了可在配置文件中提供的 FlashSnap 配置参数。如果您希望在命令行
中指定参数，请参考该表中的“命令行选项”列。
表 19-1

FlashSnap - 配置参数

参数

说明

接受的值

命令行选项

VERSION

配置文件格式的版本。

n.n

不适用

例如：6.0

(*)

FlashSnap 配置的唯一标识 字符串
符。
例如： snap1

--flashsnap_name
snap1 或 --name snap1

DB2INSTANCE

DB2 实例名称。

--db2instance
db2inst1 或 -I
db2inst1

FLASHSNAP_NAME

示例：db2inst1

(*)
DB2DATABASE

DB2 数据库名称。

字符串
示例：proddb

(*)
APP_MODE

字符串

应用程序在执行快照操作时 offline
的模式。
online

--db2database proddb
或 -D proddb
--app_mode offline 或
online 或 instant

instant
SNAPSHOT_PLEX_TAG

必须属于快照组成部分的
Plex 的 putil2 属性标记的
值。

字符串
例如： dbed_snap1

SNAPSHOT_VOL_PREFIX 创建快照卷名称时卷名称添 字符串
加的前缀字符串。
例如： SNAPVOL_

--snapshot_plex_tag
dbed_snap1 或 --plex
dbed_snap1
--snapshot_vol_prefix
SNAPVOL_

SNAPSHOT_DG_PREFIX

创建快照磁盘组名称时磁盘 字符串
组名称添加的前缀字符串。
例如： SNAPDG_

--snapshot_dg_prefix
SNAPDG_

SNAPSHOT_MIRROR

需要断开以构成快照卷的镜 数字
像的数量。
默认值：1

--snapshot_mirror 2 或
--n 2

SNAPSHOT_ARCHIVE_LOG 如果设置了此参数，还会在 是
存档日志卷中执行快照操
否
作。
auto (**)
默认值：auto

--snapshot_archive_log
y或
--no_snapshot_archive_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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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接受的值

命令行选项

SECONDARY_HOST

可装入快照且可克隆应用程 主机名
序的主机。

--secondary_host sys4

MAPPED_MOUNTS

用来指定快照卷应装入路径 dg1:volume1=path1;
的卷到装入点映射。
dg2:volume2=path2

--mapped_mounts
mydg:datavol=/tmp/fsnp

例如：
mydg:datavol=/tmp/fsnp;
CLONE_PATH

必须将克隆应用程序实例所 有效路径
装入到的文件系统路径。
/tmp/so1

--clone_path/tmp/so1
或 mountpath/tmp/so1

CLONE_NAME

在克隆操作中创建的克隆
DB2 数据库的名称。

--clone_name clone1

字符串
例如： clone1

注意：(*) 表示该参数为必需参数。

注意：(**) 如果 SNAPSHOT_ARCHIVE_LOG 参数设置为 auto，则将针对存档日
志执行快照操作，具体取决于是否启用了日志存档功能。如果没有启用日志存档功
能，则不会针对存档日志执行快照操作。如果启用了日志存档功能，且 logarchmeth1
和 logarchmeth2 参数指定的至少一个存档日志目标设置为本地 "DISK:" 目标，则将
针对存档日志执行快照操作。

FlashSnap 支持的操作
表 19-2 列出了使用 vxsfadm 命令可执行的 FlashSnap 操作。
表 19-2

FlashSnap 支持的操作

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setdefaults

无

生成应用程序的默认配置
文件。

valid

validate

验证配置文件和环境。

snap

snapshot, break

通过断开镜像来捕获快
照，并分割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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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clone

clonedb

创建应用程序克隆。如果
卸载了克隆，还可以使用
clone 选项重新启动此克
隆。

mount

snapmount

挂接镜像卷。

卸载

umount, snapunmount, snapumount

卸载快照，如果创建了克
隆，则关闭克隆。

destroy

delete, remove

销毁存储库中的
FlashSnap 配置。

list

无

列出可用的快照配置。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参考
本节介绍 FlashSnap 配置参数和支持的操作。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配置参数
表 19-3 列出了可在配置文件中提供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配置参数。如果您希望在
命令行中指定参数，请参考该表中的“命令行选项”列。
表 19-3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配置参数

参数

说明

VERSION

配置文件格式的版 n.n
本。
例如：6.0

不适用

CHECKPOINT_NAME

--checkpoint_name ckpt1

(*)

存储检查点的唯一 字符串
标识符。
例如： ckpt1

DB2INSTANCE

DB2 实例名称。

--db2instance db2inst1 或 -I db2inst1

(*)

DB2DATABASE
(*)

接受的值

字符串

命令行选项

示例：
db2inst1
DB2 数据库名称。 字符串
示例：/proddb

--db2database proddb 或 -D prod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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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接受的值

APP_MODE

应用程序在执行检 offline
查点操作时的模
online
式。
instant

命令行选项
--app_mode offline 或 online 或 instant

默认：online
CLONE_NAME

在克隆操作中创建 字符串
--clone_name clone1
的应用程序实例的
例如： clone1
名称。

CLONE_PATH

装入克隆文件的路 有效路径
径。
/tmp/ckpt1

--clone_path/tmp/ckpt1

SNAPSHOT_REMOVABLE

此参数指定创建的 Y 或 N
存储检查点是否可
默认值：
移除。
removable Y

--snapshot_removable 或
--no_snapshot_removable

注意：(*) 表示该参数为必需参数。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支持的操作
表 19-4 列出了使用 vxsfadm 命令可执行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操作。
表 19-4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支持的操作

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setdefaults

无

生成应用程序的默认配置
文件。

ckpt

create, checkpoint, fsckpt, snap,
snapshot

为应用程序创建数据库存
储检查点。

mount

snapmount, ckptmount

在只读模式或读写模式下
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装入
到指定的装入点。

mountrw

snapmountrw, ckptmountrw

在读写模式下装入数据库
存储检查点（创建原始存
储检查点的一个阴影检查
点并以可读形式装入）。

unmount/umount

ckptumount, unmount, snapunmount, 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snapu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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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delete

destroy, remove, ckptremove

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clone

ckptclone, clonedb

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
克隆。

restore

无

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
数据文件。

list

无

列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getappdata

无

当数据库联机时，收集数
据库信息。 此信息将用于
脱机检查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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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其他文档

■

关于优化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

关于调整 VxFS

■

关于调整 DB2 数据库

■

关于调整 AIX 虚拟内存管理器

其他文档
请结合其他更详细的出版物使用本章中提供的优化提示和信息，例如：
■

《DB2 UDB 和 Oracle 环境中 AIX 上的数据库性能》(IBM Corporation)

■

《IBM 配置和性能红皮书》(IBM Corporation)

■

《DB2 UDB V8.2 性能调整指南》(IBM Corporation)

■

《DB2 高性设计和调整》(Prentice Hall)

■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中的“VxVM 性能监视”一章

关于优化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针对从小型系统到大型服务器的大多数配置进行
了调整。在驱动器数目不足 100 的较小系统中，不需要进行调整，Veritas Volume

优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关于优化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Manager 应当能够对所有配置参数采用合理的默认值。不过，在特大型系统中，由
于容量和性能原因，可能存在一些需要额外调整这些参数的配置。
有各种调整 VxVM 的机制。许多参数都可以使用 AIX 的系统管理界面工具 (SMIT)
进行调整。其他值只能使用 VxVM 的命令行界面进行调整。
有关调整 VxVM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关于获取卷 I/O 统计信息
如果数据库是在位于单一卷上的单一文件系统中创建的，则通常不需要监视卷 I/O
统计信息。如果数据库是在位于多个卷上的多个文件系统中创建的，或者卷的配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更改，则可能需要监视数据库的卷 I/O 统计信息。
使用 vxstat 命令可以访问 VxVM 控制下的卷、plex、子磁盘和磁盘上的活动信息，
并将汇总统计数据输出到标准输出。这些统计信息反映自系统最初引导或自计数器
最后一次置零以来的 VxVM 活动。如果未指定 VxVM 对象名，则报告配置数据库中
所有卷的统计信息。使用 -g 选项指定数据库磁盘组报告其中对象的统计信息。
VxVM 记录以下 I/O 统计数据：
■

操作次数

■

传送的块数（一个操作可以涉及多个块）

■

平均操作时间（反映经过 VxVM 接口的总时间，不适合与其他统计信息程序比
较）

VxVM 记录逻辑 I/O 的上述三种信息，包括对每个卷的读取、写入、原子复制、校
验读取、检验写入、Plex 读取和 Plex 写入。VxVM 还会维护其他统计数据，例如
读取故障、写入故障、更正后的读取故障、更正后的写入故障等。除了显示卷统计
信息外，vxstat 命令还可以显示有关构成卷的组件的详细统计信息。有关可用选项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tat(1M) 手册页。
若要将统计信息重置为零，请使用 -r 选项。您可以重置所有对象的统计信息，也
可以仅重置所指定对象的统计信息。若在操作即将开始前重置，则可以衡量此特定
操作产生的影响。
下面是使用 vxstat 命令生成的输出示例：
OPERATIONS

BLOCKS

TYP

NAME

READ

vol
0.2

log2

0

vol

db02

2892318

WRITE
6312

3399730

AVG TIME(ms)
READ
0

0283759

WRITE
79836

7852514

READ

WRITE

.0

20.6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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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 vxstat 输出确定具有过多活动的卷、如何重新组织、
切换到不同布局或移动这些卷的信息。
对于 RAID-5 配置还有其他的卷统计信息可用。
请参见 vxstat(1M) 手册页。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中“性能监视和调整”一章的“性能监
视”一节。

关于调整 VxFS
Veritas File System 提供了一组调整选项，用来针对不同的应用程序工作负载优化
文件系统性能。VxFS 提供了一组可以控制其某些行为的可调 I/O 参数。这些 I/O 参
数可帮助文件系统调整至条带化卷或 RAID-5 卷，这些卷所产生的性能要远远优于
单一磁盘。通常，访问大型文件的数据流应用程序会从调整文件系统中获得最多益
处。
在使用 Quick I/O 的情况下，其中大多数调整选项都不会对数据库性能产生影响，
或对数据库性能产生的影响很小。不过，您可以在使用 Quick I/O 时收集文件系统
性能数据，然后使用此信息调整系统配置，以便充分利用系统资源。

如何监视空闲空间
通常，如果文件系统中的空闲空间的百分比大于 10%，VxFS 的运行会达到最佳效
果。这是因为具有 10% 或更多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中碎片较少，并能够更好地进
行扩展区分配。应定期使用 df 命令监视空闲空间。无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会降低
文件系统的性能。因此，无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应删除部分文件，或对文件系统进
行扩展。
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关于监视碎片
碎片会降低性能和可用性。因此，建议定期使用 fsadm 碎片报告和重新组织工具。
确保碎片不会对系统造成影响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cron 命令计划定期运行碎片整
理。
碎片整理计划的范围应从每周一次（针对频繁使用的文件系统）到每月一次（针对
偶尔使用的文件系统）。应使用 fsadm 命令监视扩展区碎片。
要确定碎片的程度，请使用下列三个要素：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8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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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区中长度等于或大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

无碎片的文件系统具有下列特性：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8 个块的空闲空间少于 1%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少于 5%

■

长度等于或大于 64 个块的空闲扩展区大于总文件系统大小的 5%

碎片严重的文件系统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性：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8 个块的空闲空间大于 5%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大于 50%

■

长度等于或大于 64 个块的空闲扩展区小于总文件系统大小的 5%

可通过选择合理的时间间隔来确定运行扩展区重新组织的最佳周期，在最初的间隔
中安排运行 fsadm，在重新组织前后则运行 fsadm 的扩展区碎片报告功能。
“前”结果是重新组织之前的碎片程度。如果碎片程度接近严重碎片百分比，则降
低 fsadm 的运行间隔。如果碎片程度较低，则增加 fsadm 运行的间隔。

如何调整 VxFS I/O 参数
VxFS 提供了一组可以控制其某些行为的可调 I/O 参数。这些 I/O 参数可帮助文件系
统调整至条带化卷或 RAID-5 卷，这些卷所产生的性能要远远优于单一磁盘。通常，
访问大型文件的数据流应用程序会从调整文件系统中获得最多益处。
如果 VxFS 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一同使用，文件系统会查询 VxVM 以便确
定基础卷的几何结构并自动设置 I/O 参数。创建文件系统时，mkfs 会查询 VxVM，
从而将文件系统自动与卷几何结构对齐。如果不能接受 mkfs 的默认对齐，则可以
使用 -o align=n 选项改写从 VxVM 获得的对齐信息。装入文件系统时，mount 命
令也会查询 VxVM 并下载 I/O 参数。
如果默认参数不可接受，或文件系统没有使用 VxVM，则可以使用
/etc/vx/tunefstab 文件设置 I/O 参数的值。mount 命令读取 /etc/vx/tunefstab
文件，并下载为文件系统指定的所有参数。tunefstab 文件改写从 VxVM 获得的所
有值。当装入文件系统时，所有 I/O 参数都可使用 vxtunefs 命令进行更改，该命
令可使用在命令行指定的可调参数，或能够从 /etc/vx/tunefstab 文件读取这些
参数。
vxtunefs 命令可用于打印 I/O 参数的当前值。

请参见 vxtunefs(1M) 和 tunefstab(4) 手册页。

关于可调 VxFS I/O 参数
下面列出了可调 VxFS I/O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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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_pref_io

首选的读取请求大小。 文件系统结合 read_nstream 值使
用此参数确定要预读取的数据量。默认值为 64K。

write_pref_io

首选写入请求大小。文件系统结合 write_nstream 值使用
此参数确定写入后如何进行刷新。默认值为 64K。

read_nstream

您一次可具有的未完成的大小为 read_pref_io 的并行读
取请求数。文件系统使用 read_nstream 乘以
read_pref_io 得出的结果来确定其读取前大小。
read_nstream 的默认值为 1。

write_nstream

您一次可具有的未完成的大小为 write_pref_io 的并行写
入请求数。文件系统使用 write_nstream 乘以
write_pref_io 得出的结果来确定读写后何时进行刷新。
write_nstream 的默认值为 1。

discovered_direct_iosz 所有大于 discovered_direct_iosz 的文件 I/O 请求都会
作为发现的直接 I/O 处理。类似于直接 I/O 发现的直接 I/O 是
无缓冲的，但当扩展文件或分配块时，它不要求同步提交
inode。对于更大的 I/O 请求，与执行磁盘 I/O 相比，将数据
复制到页缓存，以及使用内存缓冲 I/O 数据的 CPU 时间变的
更长。对于这些 I/O 请求，使用发现的直接 I/O 比正常 I/O 更
加高效。此参数的默认值是 256K。
initial_extent_size

更改默认初始扩展区大小。根据对新文件的首次写入，VxFS
确定要分配至该文件的第一个扩展区的大小。通常，第一个
扩展区是大于首次写入大小的最小 2 次幂。如果 2 次幂小于
8K，则分配的第一个扩展区为 8K。分配初始扩展区后，文件
系统会在每次分配时增加后续扩展区的大小（请参见
max_seqio_extent_size）。由于大多数应用程序使用
8K 或更小的缓冲区大小写入文件，因此后续增加的扩展区从
小的初始扩展区的两倍开始。initial_extent_size 可以
将默认初始扩展区的大小更改为更大值，因此加倍策略将从
要大得多的初始大小开始，并且文件系统不会在文件起始位
置分配一组小扩展区。仅在平均文件大小非常大的文件系统
上使用此参数。在这些文件系统上，此参数会使每个文件的
扩展区更少，碎片也更少。initial_extent_size 按文件
系统块测量。

max_direct_iosz

由文件系统发出的直接 I/O 请求的最大大小。如果更大的 I/O
请求进入，则会将其拆分成大小为 max_direct_iosz 的多
个块。此参数定义 I/O 请求一次可以锁定的内存量，因此不
应该将其设置为超过内存的 20%。

max_diskq

限制单个文件生成的最大磁盘队列。文件系统为文件刷新数
据时，如果正在刷新的页数超出 max_diskq，则在正在刷新
的数据量降低之前，将一直阻止进程。虽然这不会限制实际
磁盘队列，但会防止刷新进程使系统无响应。默认值为 1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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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seqio_extent_size 增加或降低扩展区的最大大小。文件系统遵循其默认分配策
略以连续写入文件时，它将分配一个初始扩展区，该扩展区
足够用于首次写入文件。分配其他扩展区时，它们会逐渐变
大（算法尝试使每个新的扩展区的文件大小翻倍），因此，
每个扩展区能够保留数据的多个写入值。完成此过程可降低
预期持续写入的扩展区总数。当文件停止写入时，释放所有
未使用的空间，以供其他文件使用。通常此分配会在 2048
个块时停止增加扩展区大小，防止某文件占用过多未使用的
空间。max_seqio_extent_size 是在文件系统块中测量
的。
启用或禁用在 Quick I/O 文件上的缓存。默认行为是禁用缓
存。要启用缓存，将 qio_cache_enable设置为 1。在具有
大量内存的系统上，数据库不能始终将所有内存用作缓存。
通过启用文件系统缓存作为二级缓存，性能可能会得到改进。
如果数据库正在执行表的连续扫描，则通过启用文件系统缓
存，扫描也许能够更快速地运行，因此文件系统会对文件执
行积极的预读取。
write_throttle

警告：如果计算机系统组合了大量内存和缓慢的存储设备，
write_throttle 非常有用。在这种配置中，同步操作（例
如 fsync()）可能需要过长时间才能完成，以致于系统看起
来已挂起。发生这种行为是因为，文件系统创建坏页（内存
中更新）的速度，比将它们异步刷新到磁盘而不降低系统性
能时要快。
降低 write_throttle 的值会限制文件系统在将页面刷新
到磁盘前生成的每个文件的坏页数量。当文件坏页的数量达
到 write_throttle 阈值之后，即使释放的内存仍然可用，
文件系统也会开始将坏页刷新到磁盘。write_throttle 的
默认值通常会生成大量坏页，但同时会保持快速的用户写入。
根据存储设备的速度，如果降低 write_throttle，用户写
入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坏页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同
步操作能够更快速地完成。
由于降低 write_throttle 会延迟写入请求（例如，降低
write_throttle 可能会将文件磁盘队列增加至 max_diskq
值，延迟用户写入直到磁盘队列减少），因此建议不要更改
write_throttle 的值，除非您的系统具有大量物理内存和
缓慢的存储设备。

如果文件系统与 VxVM 一同使用，则建议根据卷几何结构，将 VxFS I/O 参数设置
为默认值。
如果文件系统与硬件磁盘阵列或除 VxVM 之外的卷管理器一同使用，请尝试调整参
数以符合逻辑磁盘的几何结构。使用条带化或 RAID-5，通常会将 read_pref_io
设置为条带单元大小，将 read_nstream 设置为条带中的列数。对于条带化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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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write_pref_io 和 write_nstream 使用相同的值，而对于 RAID-5 阵列，将
write_pref_io 设置为整个条带大小，同时将 write_nstream 设置为 1。
对于执行高效磁盘 I/O 的应用程序，它所发出的读取请求数应等于 read_nstream
与 read_pref_io 的乘积。通常，read_nstream 被 read_pref_io 所乘的任何倍
数或因数对于系统性能来说应该大小合适。同样的经验规则也适用于写入时的
write_pref_io 和 write_nstream 参数。调整文件系统时，最佳做法是在真实工
作负载下尝试这些调整参数。
如果应用程序对大量文件执行顺序 I/O，则应用程序应发出大于
discovered_direct_iosz 的请求。这会造成 I/O 请求作为发现的直接 I/O 请求执
行，与直接 I/O 类似，没有缓冲，但在扩展文件时，要求同步 inode 更新。如果文
件过大而不适合缓存，请使用无缓冲的 I/O，以避免从缓存中删除有用的数据，并
降低 CPU 开销。

关于使用 Quick I/O 界面获取文件 I/O 统计信息
使用 qiostat 命令可访问 VxFS 文件系统中 Quick I/O 文件的活动信息。此命令将
报告自使用 Quick I/O 界面首次打开这些文件之时起有关文件的活动级别的统计信
息。在关闭上次打开的对 Quick I/O 文件的引用之后，将重置累积的 qiostat 统计
信息。
qiostat 命令将显示下列 I/O 统计信息：
■

读取和写入操作的数目

■

传输的数据块（扇区）的数目

■

读取和写入操作所用的平均时间

使用 Cached Quick I/O 时，如果选择了 -l（长格式）选项，qiostat 还将显示缓
存统计信息。
下面是 qiostat 输出的示例：
OPERATIONS

FILE BLOCKS

AVG

TIME(ms)
FILENAME
WRITE

READ

WRITE

READ

WRITE

READ

/db01/file1

0

00

0

0.0

0.0

/db01/file2

0

00

0

0.0

0.0

/db01/file3
27.9

73017

181735

718528

1114227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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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1/file4
397.0

13197

20252

105569

162009

25.8

/db01/file5

0

00

0

0.0

0.0

有关可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qiostat(1M) 手册页。

关于 I/O 统计数据
收集文件 I/O 性能数据后，您即可使用这些数据来调整系统配置，以便最大程度地
利用系统资源。
应考虑以下三种主要统计信息：
■

文件 I/O 活动

■

卷 I/O 活动

■

原始磁盘 I/O 活动

如果数据库使用的是位于条带卷上的单一文件系统，您可能只需要关注文件 I/O 活
动统计信息。如果您具有多个文件系统，则可能还需要监视卷 I/O 活动。
首先，使用 qiostat -r 命令清除所有现有的统计信息。清除这些统计信息后，让
数据库在典型的数据库工作负载期间运行一段时间。例如，如果要监视具有多个用
户的数据库，请让统计信息在主要工作时间期间累积几个小时，然后在显示累积的
I/O 统计信息。
要显示活动文件 I/O 统计信息，请使用 qiostat 命令并指定一个时间间隔（使用
-i）以显示该段时间内的统计数据。此命令显示如下统计信息列表：
OPERATIONS
FILENAME
WRITE

FILE BLOCKS

AVG TIME(ms)

READ

WRITE

READ

WRITE

READ

/db01/cust1
55.6

218

36

872

144

22.8

/db01/hist1

0

10

4

0.0

10.0

/db01/nord1

10

14

40

56

21.0

19

16

76

64

17.4

189

41

756

164

21.1

75.0
/db01/ord1
56.2
/db01/ordl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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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01/roll1
49.0

0

50

0

200

0.0

/db01/stk1
46.5

1614

238

6456

952

19.3

/db01/sys1

0

00

0

0.0

0.0

/db01/temp1

0

00

0

0.0

0.0

/db01/ware1
44.3

3

14

12

56

23.3

/logs/log1

0

00

0

0.0

0.0

/logs/log2

0

217 0

2255

0.0

6.8

文件 I/O 统计信息有助于确定通常具有大量操作或读写次数过多的文件。出现此情
况时，请尝试将“常用”文件或繁忙的文件系统移至不同磁盘，或者更改布局以平
衡 I/O 负载。
Mon May 11 16:21:20 2015
/db/dbfile01

813

0

813

0

0.3

0.0

/db/dbfile02

0

813

0

813

0.0

5.5

/db/dbfile01

816

0

816

0

0.3

0.0

/db/dbfile02
5.3

0

816

0

816

0.0

/db/dbfile01
0.0

0

0

0

0

0.0

/db/dbfile02
0.0

0

0

0

0

0.0

Mon May 11 16:21:25 2015

Mon May 11 16:21:30 2015

关于 I/O 统计数据
通过文件系统运行数据库时，每个文件上的读写锁只允许每个文件有一个活动写
入。使用 iostat 查看磁盘统计信息时，磁盘将报告排队时间和运行时间。运行时
间是 I/O 在磁盘中所用的时间，而排队时间是 I/O 等待其前面的所有其他 I/O 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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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卷级别或文件系统级别不存在排队，因此 vxstat 和 qiostat 不会显示排队时
间。
例如，如果同时发送 100 个 I/O，并且每个 I/O 需要 10 毫秒，磁盘将报告平均运行
时间为 10 毫秒，排队时间为 490 毫秒。vxstat 和 qiostat 报告平均运行时间为
500 毫秒。

关于调整 DB2 数据库
要使 DB2 数据库获得最佳性能，需要调整数据库以便与 VxFS 配合使用。要提升
DB2 数据库性能，您可以调整很多 DB2 参数。

DB2_USE_PAGE_CONTAINER_TAG
默认情况下，DB2 会在每个 DMS 容器的第一个扩展区存储一个容器标记，而不管
该容器是文件还是设备。容器标记是容器的元数据。（在 DB2 8.1 版之前，容器标
记存储在单个页中，因此它在容器中需要的空间较少。）建议保留此变量的 OFF 设
置不变。
DB2_USE_PAGE_CONTAINER_TAG 变量使用 db2set 命令进行设置。
$ db2set DB2_USE_PAGE_CONTAINER_TAG=OFF
$ db2stop
$ db2start

如果您在使用 RAID 设备作为容器时将此注册表变量设置为 ON，I/O 性能可能会降
低。因为对于 RAID 设备而言，您是以等于 RAID 条带大小或等于其倍数的扩展区
大小创建表空间的，所以将 DB2_USE_PAGE_CONTAINER_TAG 设置为 ON 会导致扩展
区与 RAID 条带不一致。由此导致的结果是，I/O 请求需要访问的物理磁盘数目可
能超过最优数目。强烈建议用户不要启用此注册表变量。

DB2_PARALLEL_IO
此设置用于强制对表空间执行并行 I/O。它与 DB2_STRIPED_CONTAINERS 设置结合
使用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 RAID 设备具有多个物理磁盘，所以与非 RAID 设
备相比可以支撑更高的 I/O 负载。DB2 通过对已启用的表空间启用多个预取线程来
实现这种并行度。
DB2_PARALLEL_IO 变量使用 db2set 命令进行设置。要对所有表空间启用并行 I/O，

您可以运行以下命令：
$ db2set DB2_PARALLEL_IO=*
$ db2stop ; db2start

156

优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关于调整 DB2 数据库

要对所有表空间中的一部分表空间启用并行 I/O，您需要了解表空间标识号并向
db2set 命令提供一个以逗号分隔的表空间 ID 列表：
$ db2 connect to PROD
$ db2 list tablespaces
$ db2 terminate
$ db2set DB2_PARALLEL_IO=3,4,8,9
$ db2stop ; db2start

就这些示例而言，您在修改 DB2_PARALLEL_IO 设置后必须停止实例，再重新启动
它。此外，当 PREFETCHSIZE > EXTENTSIZE 时，还建议对位于 RAID 设备上的
表空间启用 DB2_PARALLEL_IO。

PREFETCHSIZE 和 EXTENTSIZE
预取是一种行为，在 DSS 类型的环境中或者在数据因非常大而无法保留在数据库
内存中的环境中可以提升数据库性能。在 DB2 表空间和容器驻留在 RAID 设备上的
环境中，extentsize 非常重要。一般来说，EXTENTSIZE 应始终等于 RAID 条带大小
或者是此大小的倍数。
通过设置 DB2_PARALLEL_IO，表空间的 PREFETCHSIZE 便有了特殊的含义。将
PREFETCHSIZE 除以 EXTENTSIZE 得到的便是 I/O 并行度。如果未设置此环境变量，
I/O 并行度通常根据容器数目得出。由于 RAID 常常只有一个容器，因此务必要将
PREFETCHSIZE 设置为 EXTENTSIZE 的倍数，以便提供充足数量的 IO_SERVERS
（每块物理磁盘至少一个），并将表空间分配给大小足以满足预取请求的缓冲池。
一般情况下，我们根据卷的物理属性来计算 EXTENTSIZE。PREFETCHSIZE 至少应达
到 EXTENTSIZE 与容器数目的乘积，才能获得良好的 I/O 并行度。不过，在处理
RAID 设备时，我们在表空间中可能只有一个容器，因此容器数目将会被卷中的设
备数或列数代替。
使用 DMS 设备容器（如 Quick I/O 文件）时，操作系统不会执行任何预取或缓存。
当您需要更好地控制在何时、何位置分配内存来缓存和预取 DB2 表空间数据时，请
使用 Cached Quick I/O。
如果您倾向于永久地为 DB2 缓冲池分配更多系统内存，请为表空间设定
PREFETCHSIZE 和 DB2_PARALLEL_IO 设置。
例如，我们有一个采用 64k 条带列大小跨 10 个物理磁盘条带化的 VxVM RAID0
卷。我们已经在此卷上创建了一个 VxFS 文件系统并且即将创建 DMS 容器的表空
间。
$ qiomkfile -s 1G /db2_stripe/cont001
$ db2 connect to 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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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2 create tablespace DATA1 managed by database \
using (device ‘/db2_stripe/cont001’ 128000 ) \
pagesize 8k extentsize 8 prefetchsize 80
using (FILE ‘/db2_stripe/cont001' 128000) \
pagesize 8k extentsize 8 prefetchsize 80 \
no file system caching
$ db2 terminate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确保对扩展区进行的每一次读取都将跨 1 个物理驱动器（列宽
为 64k，我们的扩展区大小为 8 * 8k 页大小）。预取时，我们一次读取一个完整条
带（此条带中有 10 块磁盘，因此 10 * 扩展区为 80 页）。可以注意到，
PREFETCHSIZE 依然是 EXTENTSIZE 的倍数。这些设置将为数据库提供一个良好的
环境，数据库一般使用大小约为 640k 或更小的数据簇。对于更大的数据库对象或
更为积极的数据预取，可以使用指定 PREFETCHSIZE 的倍数。
如果数据库的主要工作负载需要良好的顺序 I/O 性能（如 DSS 工作负载），则
Cached Quick I/O 和 PREFETCHSIZE 的设置将变得更为重要。
在某些情况下，将 PREFETCHSIZE 设置为较大的值或单是执行预取就可能会降低性
能。在数据访问具有很高随机性的 OLTP 环境中，您可能需要对表空间禁用预取，
或者通过将 PREFETCHSIZE 设置为等于 EXTENTSIZE 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影响。
在这些类型的环境中，仍然务必要确保对索引的访问速度非常快，最好确保所有频
繁访问的索引都通过 Cached Quick I/O 或者在缓冲池内存中进行了缓存。

INTRA_PARALLEL
INTRA_PARALLEL 设置通常在要执行大型、复杂查询时在具有多个 CPU 的计算
机上进行设置。在 OLTP 环境中这可能不会提供任何性能优势，因为在这些类型的
环境中查询通常十分简单、短小且高度重复。不过，对于 DSS 或 OLAP 环境，启
用此选项可能会使性能得到显著提升。

NUM_IOCLEANERS
指定异步页清理器的数目。清理器会刷新缓冲池中的脏页，从而为从存储中将数据
提取进来的线程释放空间。如果要修改数据库的 PREFETCH 设置，则调整此参数
会起到重要作用。为避免 I/O 等待，如果插入/更新/删除工作量繁重或要进行大量预
取工作，请将此参数设置为较高的值。

NUM_IOSERVERS
指定用于数据库的 I/O 服务器的数目。这些服务器执行预取和异步 I/O 操作。应设
置为不低于主机系统上的物理设备数目，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 I/O 并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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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NGPGS_THRESH
指定一个阈值，达到此阈值后 IOCLEANERS 便开始刷新脏页。值越低，表示应越
早进行清理。

表扫描
Quick I/O 在其默认模式下会将所有 I/O 都作为直接 I/O 来执行。
对于单线程顺序扫描（在决策支持系统 (DSS) 工作负载中很常见），使用缓冲的读
取可能会产生更出色的性能。由于文件系统会检测到这些顺序读取并执行预读，因
此 DB2 请求的下几个块已在系统缓冲区缓存中准备就绪，并会被直接复制到 DB2
缓冲池中。由于从内存中进行访问原本就比从磁盘中进行访问速度快，因此，这会
大大缩短响应时间。
要在使用 Quick I/O 时处理大规模的顺序扫描，有两种方法可用来提高性能：
■

将 DB2 PREFETCH 设置修改为在需要数据前便强制读入这些数据。

■

另一种方法是对 DB2 顺序扫描进程将读取的文件启用 Cached Quick I/O。Cached
Quick I/O 支持缓冲读取，并且自动文件系统预读有助于通过预加载数据来缩短
响应时间。使用 Cached Quick I/O 的一项主要优势是，它不需要进行任何数据
库级别更改，因此无需重新启动数据库即可使更改生效。

异步 I/O
借助异步 I/O，DB2 数据库可以调度多个 I/O，而无需等待 I/O 完成。当 I/O 完成
时，内核会使用中断通知 DB2。
Quick I/O 支持内核异步 I/O (KAIO)，此功能可以降低 CPU 利用率、提高事务吞吐
量。默认情况下，DB2 数据库引擎在使用 DMS 容器时将使用异步 I/O。

缓冲池
在缓冲的 I/O 模式下使用 UFS、HFS 或 JFS 时，UNIX 缓冲区缓存对性能起着重要
作用。不过，如果使用 Quick I/O，就必须像使用原始设备一样调整数据库缓冲池。
由于 Quick I/O 会绕过文件系统缓存来提高数据库性能，因此您可以向数据库缓冲
池分配更多内存。以正常方式分配给文件系统缓存的内存页可以分配给数据库缓冲
池。调整缓冲池的大小和数量后需要重新启动数据库。可以使用 Cached Quick I/O
来动态修改对数据库进行的内存分配，而无需重新启动。

内存分配
切勿将 DB2 配置为使用超过 75% 的系统可用物理内存。DB2 可能必须与其他进程
争用系统内存资源，确定内存大小和分配内存时，必须考虑所有这些潜在进程。在
理想配置中，专用于 DB2 的系统可简化调整和监视问题的过程，并确保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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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RY 表空间
当数据库中存在多个 TEMPORARY 表空间时，将以轮循方式使用它们以便平衡对
它们的使用。有关使用多个表空间、重新平衡以及建议的 EXTENTSIZE、
PREFETCHSIZE、OVERHEAD 和 TRANSFERRATE 值的信息，请参见“管理指
南”。

DMS 容器
当您在 DMS 表空间中有多个容器时，请务必要确保所有容器的物理大小以及在逻
辑上声明的大小都相同。DB2 会跨表空间中的多个可用容器对数据进行条带化，以
轮循方式进行写入。如果各容器的大小不相同，则一旦表空间足够满，所有 I/O 活
动可能都会在一个物理文件或设备上执行。这将造成严重的性能损失，如果此时使
用的 NUM_IOCLEANERS、NUM_IOSERVERS 和 PREFETCHSIZE 配置设置值都很高，则
更是如此。
使用 qiomkfile 命令扩展表空间容器时，请确保您在表空间中的所有容器之间保持
这种相等的长度。

数据、索引和日志
将数据库数据和日志文件予以隔离通常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类对象的写入模式大相
径庭，因此它们在同一设备上共存会对性能产生负面影响。日志写入通常是顺序
的，而且要占用较高的带宽，而对数据表空间的写入可能是随机写入或者大量顺序
写入等不同的类型。为了提供高性能的数据库环境，务必确保日志写入保持较快的
速度，且不会受到设备延迟的影响。
在使用 SMS 表空间时，无法将数据和索引分别放置到在不同的设备上。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缓解这两类数据库对象之间的 I/O 和内存争用。不过，在使用
DMS 设备时，可以将表的数据和索引置于不同的表空间。对于索引使用非常频繁或
者内存资源紧张的环境，这一点可以大幅提高性能。
为索引分配单独的表空间除了可以隔离数据和索引，从而便于轻松监测这两类对象
的 I/O 外，还让您可以为索引分配专用的缓冲池，或者视需要对索引容器启用 Cached
Quick I/O。如果您希望确保索引始终位于内存中，而且数据和索引不会争用任何缓
冲池资源，则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上述目标可以大幅提升性能。

数据库统计数据
DB2 数据库维护着有关该数据库中数据的物理布局的内部信息和统计数据。这些内
部统计数据由预取和 I/O 调度线程用来事先规划操作，因此可能会对性能有非常大
的影响。对于常规的数据库活动，这些统计数据可能会变得不正确，并因此开始对
I/O 规划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在产生很高的新数据负载、为表创建索引以及发生
涉及大量删除或更新查询的繁重表活动后，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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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2 提供了一些用来帮助更新这些统计数据的工具，因而可以实现持续且准确的
I/O 规划。这些工具可以从 db2 命令提示符处运行，并被称作 RUNSTATS、REORG
和 REORGCHK 工具。应定期运行它们以确保获得最优的数据库性能。
请参见 《DB2 管理指南》中的 System Catalog Statistics（“系统目录统计数据”）
一节以及 《DB2 命令参考》中有关 CLP 命令的一节。

关于调整 AIX 虚拟内存管理器
如果使用的是 Cached Quick I/O 或缓冲 I/O（即未指定 Quick I/O 或装入选项的普
通 VxFS 文件），则建议监视数据库服务器上交换设备的所有分页活动。 要监视交
换设备的分页情况，请使用 vmstat -I 命令。交换设备的分页信息显示在 vmstat
-I 输出中标记为 pi 和 po（分别表示交换设备的调入和调出）的列下方。这些列中
的任何非零值都表示交换设备的分页活动。
例如：
# /usr/bin/vmstat -I
kthr
-------r b p

memory
page
faults
cpu
--------------------- ----------------------------- ---------- ----------avm
fre
fi
fo pi po fr
sr
in
sy
cs
us sy id wa

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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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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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

0

7

28

4760

37401

7580

11 7

43 38

1

1

0

505780

1503791

18

6

0

0

0

0

1465

5176

848

1

1

97 1

1

1

0

592093

1373498

1464 1

0

0

0

0

4261

10703

7154

5

5

27 62

3

0

0

682693

1165463

3912 2

0

0

0

0

7984

19117

15672 16 13 1

70

4

0

0

775730

937562

4650 0

0

0

0

0

10082 24634

20048 22 15 0

63

6

0

0

864097

715214

4618 1

0

0

0

0

9762

26195

19666 23 16 1

61

5

0

0

951657

489668

4756 0

0

0

0

0

9926

27601

20116 24 15 1

60

4

1

0

1037864 266164

4733 5

0

0

0

0

9849

28748

20064 25 15 1

59

4

0

0

1122539 47155

4476 0

0

0

0

0

9473

29191

19490 26 16 1

57

5

4

0

1200050 247

4179 4

70

554 5300

27420 10793 31564

22500 30 18 1

52

6

10 0

1252543 98

2745 0

138 694 4625

12406 16190 30373

31312 35 14 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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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4 0

1292402 220

2086 0

153 530 3559

17661 21343 32946

40525 43 12 1

44

7

18 0

1319988 183

1510 2

130 564 2587

14648 21011 28808

39800 38 9

49

3

如果证明有交换设备分页，则需要恰当地调整 AIX 虚拟内存管理器 (VMM) 以改进
数据库性能。调整 VMM 可限制分配给文件系统缓存的内存页的数目。当 VMM 在
空闲内存页上低速运行时，这会防止文件系统缓存窃取应用程序的内存页（这会导
致交换设备调出）。
用于调整 AIX VMM 子系统的命令如下：
# /usr/samples/kernel/vmtune

通过 vmtune 所做的更改将保留到下次重新启动系统为止。要调整的 VMM 内核参
数包括 maxperm、maxclient 和 minperm。maxperm 和 maxclient 参数用于指定可
用于文件系统缓存的最大内存量（以总内存的百分比形式表示）。文件系统缓存的
最大内存量不应超过 AIX 内核和所有活动应用程序保留的未使用的内存量。因此，
可以按如下方式计算：
100*(T-A)/T
其中，T 是系统中的内存页的总数，A 是所有活动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页的最大数
目。
minperm 参数应设置为小于或等于 maxperm 但大于或等于 5 的值。

有关调整 AIX VMM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mtune(1) 手册页和 AIX 随附的性能管理
文档。
下面提供了一个可调 VxFS I/O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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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M 缓冲区计数
（–b <值> 选项）

设置虚拟内存管理器 (VMM) 缓冲区计数。VMM 有两个值：
一个基于内存量的默认值和一个当前值。您可以使用
vxtunefs -b 显示这两个值。最初，默认值和当前值是相
同的。-b 值选项用于指定 VMM 缓冲区计数从默认值开始的
增加量（0 到 100%）。指定的值保存在
/etc/vx/vxfssystem 文件中，以便在加载 VxFS 模块或
重新启动系统后保持不变。
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默认值即可获得最佳性能，不过内核
中存在一些计数器，您可以监视这些计数器以确定是否存在
等待 VMM 缓冲区的延迟。如果出现与 VMM 相关的性能问
题，则可以增加缓冲区计数。如果存在更快的系统响应时间，
则无疑 VMM 缓冲区已成为瓶颈。
kdb vmker 命令显示的下列字段可用于确定瓶颈。
THRPGIO buf wait (_waitcnt) value
此字段可能回指示没有任何 VMM 缓冲区可用于调入或调出。
线程已被阻止以等待 VMM 缓冲区可用。此计数是自冷加载
以来的总等待次数。此字段加之 kdb vmstat 命令显示的“调
入”页和“调出”页可用于确定 VMM 缓冲区数目是否充足。
比率：
等待计数/调入次数 + 调出次数
是等待 VMM 缓冲区的指示器，但并不准确，因为“调入次
数 + 调出次数”包括其他文件系统和分页空间的页 I/O 次数。
不能为该比率指定一个特定值，因为它取决于内存量和 VxFS
以外的其他文件系统的页 I/O 次数。大于 0.1 的数字可能会
表示 VMM 缓冲区计数瓶颈。kdb vmker 显示的其他相关字
段包括：
■

THRPGIO partial cnt (_partialcnt) value

■

此字段表示页 I/O 分两个或多个步骤完成，因为可用的
VMM 缓冲区数目少于需要 I/O 的页数。
THRPGIO full cnt (_fullcnt) value
已为需要 I/O 的所有页找到全部 VMM 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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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故障排除

■

关于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vxdbd 故障排除

■

对 SFDB 工具进行故障排除的资源

■

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从 5.0.x 升级到 7.3 (2184482)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故障排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随多个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一
起部署，因此这些产品中的任何问题都会对其造成影响。如果出现故障，第一步应
该找到问题的根源。很少是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出现问
题；通常对问题进行跟踪后发现是基础产品设置出现问题。
请使用本章的信息诊断问题的来源。可能会有迹象表明是基础产品设置或配置出现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参考其他 Storage Foundation 文档。如果有迹象表
明问题来自组件产品或 DB2，则可能需要参考相应的技术文档以解决问题。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故障排除，请参考
■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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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SFDB 工具运行用于工程支持分析的脚本
故障排除脚本收集产品及其模块的配置和状态信息。这些脚本标识软件包信息、调
试消息、控制台消息以及有关磁盘组和卷的信息。将这些脚本的输出转发到 Veritas
技术支持可以帮助分析和解决任何问题。
获取 SFDB 储存库和日志信息
◆

运行：
# /opt/VRTSspt/VRTSexplorer/VRTSexplorer

将输出发送到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日志文件
检查以下日志文件可提供有用的诊断信息。
SFDB 工具命令日志文件位于 /var/vx/vxdba/logs 目录中。

关于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SFDB 命令以 DBA 用户身份运行。 DBA 用户需要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若干操作，
如创建快照和装入文件系统。 SFDB 命令使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运行授权命令；
当与其他主机上的 SFDB 储存库通信时也使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启动和停止 vxdbd
将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配置为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使用
/opt/VRTS/bin/sfae_config 中的脚本可以停止和启动该后台驻留程序以及查询其状
态。只有 root 用户可以启动和停止该后台驻留程序。
查询后台驻留程序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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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后台驻留程序
◆

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bin/sfae_confi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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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后台驻留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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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大部分 SFDB 命令要求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处于运行状态。

配置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的侦听端口
默认情况下，vxdbd 后台驻留程序会侦听 TCP 端口 3233。如果此端口由某个其他
应用程序使用，可以将 vxdbd 配置为侦听备用端口。在群集环境中，必须在所有节
点上将 vxdbd 配置为侦听同一个端口。
配置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的侦听端口

1

停止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disable

2

通过编辑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配置文件，将 VXDBD_PORT
设置为所需的端口号。

3

启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enable

限制 vxdbd 资源使用率
尽管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的资源使用率较低，系统管理员仍然可能需要另外限制其
资源使用率。通过使用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中的两个配置参数可
以对此进行控制：
■

MAX_CONNECTIONS： 此参数控制 vxdbd 应允许的最大同时请求数。

■

MAX_REQUEST_SIZE： 此参数控制单个请求的最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这些参数设置过低可能会导致 SFDB 命令失败。 下面是这些参数的建议最小值：
■

MAX_CONNECTIONS： 5

■

MAX_REQUEST_SIZE：1048576 (1 MB)

注意：对这些参数进行任何更改后都需要重新启动 vxdbd，这样更改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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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xdbd 的加密密码
与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的通信是加密的。 通过编辑
/var/vx/vxdba/auth/vxdbd/root/.VRTSat/profile/VRTSatlocal.conf 配置文

件可以配置用于通信的加密算法。 SSLCipherSuite 配置参数指定建立安全连接时
允许使用的密码。 有关此参数可接受的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OpenSSL ciphers(1)
手册页。
例如，要将 vxdbd 配置为拒绝使用中等强度和低等强度密码的通信，应如下设置
SSLCipherSuite 参数：
"SSLCipherSuite"="HIGH:!MEDIUM:!eNULL:!aNULL:!SSLv2:!LOW"

vxdbd 故障排除
如果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未运行，SFDB 命令可能会失败并显示一条错误消息。下
列步骤可帮助您对失败的后台驻留程序实例进行故障排除：
■

使用 /opt/VRTS/bin/sfae_config status 验证后台驻留程序是否正在运行。

■

如果输出表明后台驻留程序未运行，则使用 /opt/VRTS/bin/sfae_config
enable 命令启动该后台驻留程序。

■

如果后台驻留程序无法启动，请验证是否不存在侦听同一个端口的其他进程。
如果存在这样的进程，请停止该进程或将 vxdbd 配置为侦听其他端口。

■

后台驻留程序在 /var/vx/vxdba/logs/vxsfaed.log 文件中生成日志。 要启用
详细日志记录，请编辑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配置文件并将
LOG_LEVEL 设置为 DEBUG。

对 SFDB 工具进行故障排除的资源
如果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命令失败，请使用以下资源进行故
障排除。
请参见第 167 页的“SFDB 日志”。
请参见第 169 页的“SFDB 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69 页的“SFDB 储存库和储存库文件”。

SFDB 日志
SFDB 命令生成可用于找出实际问题的日志。
日志文件:
■

日志文件在 /var/vx/vxdba/logs 位置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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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以下两种日志：
■

用户日志在 <user> 文件夹中生成。

■

有关 vxdbd 和其他根操作的日志在 logs 文件夹中生成。

■

用户日志文件采用以下命名约定：
log_<service>_<app>_<service_id><app_id>.log。
此外，在 vxsfadm 可以识别服务和应用程序标识符之前，还会存在一个
system.log。

■

vxdbd 日志的名称为 vxsfaed.log。
对于执行的所有根操作，还存在一个 system.log。

■

在日志文件达到阈值 1MB 并备份为
log_<service><application><application_identifier><service_identifier>.log.<randomnumber>
之后，会对日志文件进行存档。
每个日志文件都有一个指向先前存档的日志的指针。

日志级别：
■

使用环境变量 SFAE_LOG_LEVEL 可以设置日志级别。

■

此外，还可以设置以下环境变量，它们将覆盖 SFAE_LOG_LEVEL：

■

■

■

APP_LOG_LEVEL： 记录特定于应用程序的操作。

■

SER_LOG_LEVEL： 记录特定于 VxFS/VxVM 堆栈的操作。

■

REP_LOG_LEVEL： 记录存储库操作。

■

FSM_LOG_LEVEL： 记录特定于 vxsfadm 引擎的操作。

可以将日志级别设置为下列级别：
■

FATAL： 仅记录致命消息。

■

ERROR： 记录错误消息和上述消息。

■

WARN： 记录警告消息和上述消息。

■

INFO： 记录信息性消息和上述消息。

■

DEBUG： 记录调试消息和上述消息。

默认的日志级别为 DEBUG。

日志消息：
■

实际日志消息采用以下格式显示：
yyyy/mm/dd hh:mm:ss: <loglevel> : <module> : <message>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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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B 错误消息
每个错误消息都以显示下列字段的标准模板为基准：
■

MESSAGE： 实际错误消息。

■

REASON： 错误原因。

■

ACTION： 更正错误需要执行的操作。

这些字段为您提供有关问题原因的准确信息。

SFDB 储存库和储存库文件
小心：任何涉及 SFDB 储存库相关操作的故障排除都必须在训练有素的 Veritas 工
程师的指导下进行。
储存库数据库的名称采用以下格式：dbed-<application>-<application
identifier>-repository.db。
例如：dbed-db2-db2inst1_sfaedb-repository.db
可以查询储存库数据库以查看有关应用程序实例的各种信息。 其中包括以下几个
表：
■

_fsm_state_ ：显示各种服务的进度。

■

_operational_data_：显示为各种服务设置的各种配置值。

■

files：显示服务使用的文件。

SFDB 工具在 <repositorylocation>/files 下创建文件。
■

这些文件用于所有服务的各种处理活动。

■

储存库中的 files 表指向 files 目录下的服务所使用的各个文件名。

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从
5.0.x 升级到 7.3 (2184482)
将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5.0 或 5.0MP3 版本升级到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7.3 之后，sfua_rept_migrate 命令会生成一条错误消息。
将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5.0 版本升级到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7.3
之后，sfua_rept_migrate 命令会生成一条错误消息。
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版本 5.0 或 5.0MP3 升级到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7.3
时，S*vxdbms3 启动脚本会重命名为 NO_S*vxdbms3。由于 sfua_rept_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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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S*vxdbms3 启动脚本。 因此，当 sfua_rept_upgrade 运行时，无法找到
S*vxdbms3 启动脚本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sbin/rc3.d/S*vxdbms3 not found
SFORA sfua_rept_migrate ERROR V-81-3558 File:

is missing.

SFORA sfua_rept_migrate ERROR V-81-9160 Failed to mount repository.

解决方法：运行 sfua_rept_migrate 之前，将启动脚本 NO_S*vxdbms3 重命名为
S*vxdbm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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