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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1

用于 Solaris 虚拟化的
Veritas InfoScale 解决方案
的概述

■

1. 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解决方案概述

1
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解
决方案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虚拟化指南概述

■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对 Solaris 虚拟化技术的支持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针对的虚拟化用例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虚拟化指南概述
虚拟化技术使用软件分区来提供虚拟化操作系统服务的方法。通过分区，可以创建
隔离的虚拟机环境来运行应用程序。隔离可防止在一个虚拟机内运行的进程影响在
其他虚拟机内运行的进程。虚拟化计算环境是从所有物理设备抽象出来的，这使您
能够整合并集中管理系统上的工作负载。
本文档提供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对 Solaris 虚拟化技术的支持的信息。其中
包含：
■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及其在 Solaris 虚拟环境中工作原理的高级概念信
息。

■

有关在 Solaris 虚拟环境中设置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的高级实施信息。

■

提供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如何改进常见 Solaris 虚拟化用例性能结果的示
例的用例章节。

本指南中的信息是对 SFHA Solutions 产品指南的补充，而不是要替代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指南。本指南假定您能够熟练操作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并了解
相关的虚拟化技术。
请参见第 194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请参见第 194 页的“Solaris 虚拟化文档”。

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解决方案概述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对 Solaris 虚拟化技术的支持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对 Solaris 虚拟化技术的支持
本节介绍了 Veritas InfoScale 对 Solaris 虚拟化技术的支持：
Solaris 区域

Solaris 区域也称为非全局区域，它是一种操作系统级别虚拟化
技术，可让您将操作系统服务虚拟化，从而为运行的应用程序创
建隔离的环境。非全局区域可以充当具有单个操作系统实例的完
全隔离虚拟服务器。在 Oracle Solaris 11 上，非全局区域也称为
solaris 标记区域。
请参见第 19 页的“关于 Solaris 区域”。

Solaris 项目

Solaris 操作系统提供了一种名为项目的工具来标识工作负载。
项目起管理标记的作用，可用于将有用的相关工作进行分组。例
如，可为销售应用程序创建一个项目，而为营销应用程序创建另
一个项目。通过将与销售应用程序相关的所有进程放置在销售项
目中，将营销应用程序放置在营销项目中，可以按某种对业务有
意义的方式分离并控制工作负载。
请参见第 75 页的“关于 Solaris 项目”。

标记区域

标记区域是 Solaris 区域基础架构的扩展。标记区域为非本机区
域，它可让单个区域模拟本机全局操作系统环境以外的操作系统
环境。例如，可以将 Solaris 10 操作环境在 Oracle Solaris 11 操
作系统上作为 solaris10 标记区域运行。

注意：Veritas InfoScale 产品不支持标记区域。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是可让您分配系统的各种资源的
技术。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以前称为 Solaris 逻辑域
(LDOM)。
请参见第 81 页的“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请参见第 125 页的“使用 Cluster Volume Manager 进行群集”。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VCS”。

关于 Solaris 虚拟化环境中的 SmartIO
Solaris 虚拟化环境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本节
介绍如何在 Solaris 虚拟化环境中使用 SmartIO。
表 1-1 显示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如何使用 SmartIO。
在来宾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时，可以使用
SmartIO 将数据缓存到 SSD 或任何其他受支持的速度较快的设备。该缓存使用的
SSD 可以是 PCIe 或 SAS 设备或者任何基于阵列的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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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域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时，可以在控
制域级别使用 VxVM 读取缓存、VxFS 读取缓存和写回缓存。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仅在来宾域中支持 SmartIO 缓存。
如果使用基于阵列的 SSD，SmartIO 缓存支持活动迁移。对于直接连接的设备
(PCIe)，如果启用 SmartIO 缓存，则不支持活动迁移。如果需要执行活动迁移，可
以手动执行。
请参见第 14 页的“在 SmartIO 环境中的 LDOM 之间执行活动迁移”。
表 1-1
来宾的配置

控制域的配置

“拆分堆栈”
VxFS
“基于来宾的堆

Solaris：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缓存发生：

VxVM 读取缓
存

VxFS 读取缓存

VxFS 写回缓存

SF
在控制域中
(VxVM/CVM/DMP)

是

否

否

全部

在来宾中

是

是

是

全部

在来宾中

是

是

是

无 SF 堆栈

在来宾中

是

是

否

DMP

在来宾中

是

是

是

SF、CVM、
VxFS 或 CFS

在控制域中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栈”
SF
“基于来宾的堆
栈”
SFCFS
“基于来宾的堆
栈”
SFRAC
“分层堆栈”
SF
ZFS

表 1-2 显示在 Solaris 区域环境中如何使用 SmartIO。
表 1-2

Solaris：区域

非全局区域中
的配置

全局区域中的
配置

缓存发生：

VxVM 读取缓
存

VxFS 读取缓存

VxFS 写回缓存

SF

SF

在全局区域中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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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局区域中
的配置

全局区域中的
配置

缓存发生：

VxVM 读取缓
存

VxFS 读取缓存

VxFS 写回缓存

SFCFS

SF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在 SmartIO 环境中的 LDOM 之间执行活动迁移
如果使用基于阵列的 SSD，SmartIO 缓存支持活动迁移。对于直接连接的设备
(PCIe)，如果启用 SmartIO 缓存，则不支持活动迁移。如果需要执行活动迁移，可
以手动执行。
在 SmartIO 环境中执行活动迁移

1

要为活动迁移准备 LDOM，请执行以下步骤：
■

使在 LDOM 内创建的缓存区域脱机。
Ldom1:/root# sfcache offline cachearea_name

■

删除缓存区域。
Ldom1:/root# sfcache delete cachearea_name

2

从 VxVM 配置中删除 SSD 设备，以便不从 LDOM 导出中该设备。
Ldom1:/root# vxdisk rm ssd_device_name

3

确认已从 VxVM 中删除 SSD 设备。SSD 设备在以下命令的输出中不可见：
Ldom1:/root# vxdisk list

4

取消从 LDOM 中导出设备。
Cdom1:/root> ldm remove-vdisk vdisk_name ldom1

5

取消导出本地 SSD 设备后，执行 LDOM 的活动迁移。在活动迁移期间，确保
使用 SFHA 对象的应用程序和装入点完好且能正常运行。

6

活动迁移完成后，导出在其他控制域上可用的 PCIe SSD 设备。
Cdom1:/root> ldm add-vdsdev vxvm_device_pathvds_device_name>@vds
Cdom1:/root> ldm add-vdisk vdisk_namevds_device_name@vds ldom1

7

导出本地 PCIe SSD 设备后，将设备包括在 LDOM 内的 VxVM 配置中。
Ldom1:/root> vxdisk scand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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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确认 SSD 设备在以下命令的输出中可见：
Ldom1:/root# vxdisk list

9

本地 PCIe 设备可用于 VxVM 配置后，可以创建所需的 SmartIO 缓存区域。

10 要将 LDOM 从目标控制域活动迁移回源控制域，请执行步骤 1 到步骤 9。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针对的虚拟化用例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针对的虚拟化用例：
表 1-3

虚拟化用例

用例

Details (详细信息)

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对于 LDOM：
请参见第 140 页的“设置 Cluster Server 以在应用程序发生故障时
对逻辑域内运行的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对于区域：
请参见第 34 页的“在区域中配置 VCS”。

应用程序监视和管理

对于 LDom：
对于区域：
请参见第 34 页的“在区域中配置 VCS”。

快速故障转移

对于 LDOM：
请参见第 125 页的“使用 Cluster Volume Manager 进行群集”。
对于区域：
请参见第 59 页的“SFCFSHA 装入”。

实时迁移

请参见第 142 页的“VCS 环境中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域迁移”。

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区域和 LDom 环境中的物理到虚拟迁移基本由操作系统提供。

适用于灾难恢复的物理到 对于 LDOM：
虚拟迁移
请参见第 120 页的“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域以
便进行灾难恢复”。
对于区域：
请参见第 70 页的“配置 Solaris 非全局区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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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

Details (详细信息)

简化的管理

请参见第 107 页的“为来宾域置备存储”。

■

一致的设备命名

■

存储管理和置备

■

存储管理和引导磁盘
置备

存储可用性

请参见第 98 页的“将 DMP 用作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
境中的多径处理解决方案 ”。
请参见第 82 页的“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部署模型”。

服务器整合

对于 LDOM：
请参见第 81 页的“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对于标记区域：
对于区域：
请参见第 19 页的“关于 Solaris 区域”。

存储迁移 - 阵列迁移

请参见第 84 页的“阵列迁移”。

虚拟机可用性

对于 LDom：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VCS”。
对于区域：
请参见第 19 页的“关于区域的 VCS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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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Solaris 区域的支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olaris 区域

■

关于区域的 VCS 支持

■

在区域中配置 VCS

■

向非全局区域添加 VxFS 文件系统

■

将 VxFS 作为 lofs 装入到非全球区域中

■

从全局区域直接将 VxFS 装入非全局区域

■

将 VxFS 作为 VxFS 装入到非全球区域中

■

将直接装入添加到区域配置中

■

在非全局区域 VxFS 装入相比从全局区域 VxFS 装入非全局区域的优点

■

SFCFSHA 装入

■

非全局区域中的并行 I/O 访问

■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

将 VxVM 卷导出到非全局区域

■

关于 SF Oracle RAC 对区域环境中 Oracle RAC 的支持

■

配置 Solaris 非全局区域以便进行灾难恢复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Solaris 区域的支持
关于 Solaris 区域

■

非全局区域 Storage Foundation 支持的软件限制

关于 Solaris 区域
Solaris Zones 是一种软件分区技术，它提供了一种虚拟化的操作系统服务，可以为
运行的应用程序创建隔离的环境。此隔离功能可以防止在一个区域运行的进程监视
或影响其他区域运行的进程。
可使用共享 IP 地址或独占 IP 地址配置非全局区域。共享 IP 区域与全局区域共享一
个网络接口，而独占 IP 区域不与全局区域共享网络接口。
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Administration: Oracle Solaris Zones, Oracle Solaris 10
Zone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Oracle Solaris 管理：Oracle Solaris 区域、
Oracle Solaris 10 区域和资源管理》）Solaris 操作环境文档。
Oracle 为 Oracle Solaris 区域功能提供定期更新和修补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与
Oracle 联系。

关于区域的 VCS 支持
Cluster Server (VCS) 为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提供应用程序管理和高可用性。
借助于智能监视框架 (IMF)，VCS 支持智能资源监视。Zone 代理可识别 IMF，并
对 IMF 通知使用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
有关智能监视框架 (IMF) 和智能资源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
理指南》。
有关如何为 Zone 代理执行智能资源监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VCS 如何与区域协同工作的概述
使用 VCS 可执行以下操作：
■

启动、停止、监视非全局区域并对其进行故障转移。

■

启动、停止、监视在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并对其进行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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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说明

VCS 对容器的建模方式

VCS 提供可识别区域的资源类型，以监视该区域内的应用程序。
对于可识别区域的资源，基于 C 的入口点从全局区域运行，并在
需要时从非全局区域获取信息。基于脚本的入口点在非全局区域
运行。如果出现任何基于配置的资源故障，VCS 会将带有该区域
的服务组或带有在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的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
一个节点。
您可以对 VCS 进行配置，以便使用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在安全的环境中运行。在此环境中，非全局区域与全局区
域可以进行安全通信。

在 VCS 环境中安装并配 安装并配置区域。创建具有标准应用程序资源类型（应用程序、
置区域
存储、网络）和 Zone 资源的服务组。VCS 将该区域作为资源进
行管理。然后，配置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
可以使用 hazonesetup 和 hazoneverify 实用程序创建和验
证配置。
配置 ContainerInfo 属性 服务组属性 ContainerInfo 指定区域相关信息。配置并启用
ContainerInfo 属性时，将允许该服务组中可识别区域的资源在区
域环境中运行。
VCS 定义服务组级别的区域信息，以便不必针对每种资源进行定
义。可以为 ContainerInfo 属性指定一个针对系统的值。
VCS 包含可识别区域的资源类型，可将这些资源类型配置为在非
全局区域内或全局区域上监视资源。例如，如果与区域共享某个
网络接口，关联的 NIC 资源应在全局区域中运行。如果要在非全
局区域内监视资源，可以定义服务组属性 ContainerInfo。
ResContainerInfo

如果要在服务组内配置多个区域资源，可以在资源级别为所有可
识别区域的代理设置 ResContainerInfo 属性。在这种情况下，不
能在服务组级别设置 ContainerInfo 属性。

关于 ContainerInfo 服务组属性
ContainerInfo 属性具有 Name 键、Type 键和 Enabled 键。Name 键定义容器的名
称。Type 键允许选择打算使用的容器类型。Enabled 键启用服务组内可识别区域的
资源。ContainerInfo 属性指定属于该服务组的资源将在本地区域内运行（如果这些
资源是可识别区域的资源）。
注意：可识别区域的资源是指能在本地区域中运行的资源。
将下列值分配给 ContainerInfo 属性：
■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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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名称。
■

Type (类型)
容器的类型。您可将此设置为 Zone。

■

Enabled
如果要禁用容器，则将该值指定为 0。如果要启用容器，则将该值指定为 1。如
果要启用物理到虚拟以及虚拟到物理的故障转移，请将此值指定为 2。当此值为
2 时，Zone 资源类似一个不存在的实体。

可以为该属性设置一个针对系统的值。

关于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
可识别区域的资源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属性已预先设置。它决定以下情况：
■

可识别区域的资源是否可在区域中运行。

■

是否将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中定义的容器信息传递给资源。

仅当配置了 ContainerInfo 服务组属性时，这些值才会有效。
属性的键如下：
可识别区域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定义包含以下值：
■

RunInContainer (RIC)
当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为 1 时，该资源的代理函数（入口点）将在本地容器
的内部运行。
当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为 0 时，该资源的代理函数（入口点）将在本地容器
的外部（在全局环境中）运行。
RunInContainer 值的限制是，仅脚本代理函数（入口点）可以在容器内运行。

■

PassCInfo (PCI)
PassCInfo 键的值为 1 时，代理函数（入口点）会接收在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中定义的容器信息。此值的一个使用示例为，将容器的名称传递给代理。

关于 ResContainerInfo 资源类型属性
为服务组中的每个可识别区域的资源设置 ResContainerInfo 属性。ResContainerInfo
属性具有 Name 键、Type 键和 Enabled 键。Name 键定义容器的名称。
将下列值分配给该属性：
■

Name：容器的名称。

■

Type：容器的类型。您可将此设置为 Zone。

■

Enabled：要启用容器，请将该值指定为 1。要禁用容器，请将该值指定为 0。
要启用从物理计算机到虚拟机以及从虚拟机到物理计算机的故障转移，请将该
值指定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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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资源级别设置了 ResContainerInfo 属性时，不需要在服务组级别设置
ContainerInfo 属性。如果要配置服务组中的多个区域资源，可以使用
ResContainerInfo 属性。

可识别区域的资源
表 2-1 中列出了各种资源类型的 ContainerOpts 属性默认值。可识别区域的资源的
ContainerOpts 属性具有预定义值。
注意：Veritas 建议不要修改 ContainerOpts 属性的值（Mount 代理除外）。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Mount 代理”。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网络代理”。
表 2-1

应用程序和资源类型的 ContainerOpts 属性默认值

资源类型

RunInContainer

PassCInfo

Apache

1

0

应用程序

1

0

ASMInst

1

0

ASMDG

1

0

Db2udb

1

0

NIC

0

1

IP

0

1

IPMultiNIC

0

1

IPMultiNICB

0

1

进程

1

0

Zone

0

1

Oracle

1

0

Netlsnr

1

0

Sybase

1

0

SybaseBk

1

0

ProcessOnOnly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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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

RunInContainer

PassCInfo

Project

0

1

关于 Mount 代理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修改 Mount 资源的 ContainerOpts 值。
在块设备未导出到区域的特定情况下，您可以在本地区域内使文件系统可用。在路
径包含全局区域的区域根目录的目录中装入块设备，例如：
BlockDevice = /dev/vx/dsk/dg/vol1
MountPoint = /zones/zone-test/root/mntpt

其中 /zones/zone-test 是本地区域的区域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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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代理支持装入点的以下配置

1

使用装入点将文件系统直接作为全局区域中可见的完整路径装入。此类装入的
典型 Mount 资源配置如下所示：
group mnt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1 = 1 }
)
Mount mnt-direct (
MountPoint = "/zones/zone-test/root/mnt"
BlockDevice = "/dev/vx/dsk/dg/vol"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2

回送文件系统装入全局区域中装入的文件系统的非全局区域内。此类装入的典
型 Mount 资源配置如下所示：
group loopbacksg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ContainerInfo@sysA = { Name = zone1, Type = Zone, Enabled
= 1 }
ContainerInfo@sysB = { Name = zone1, Type = Zone, Enabled
= 1 }
)
Mount zone_mnt (
MountPoint = "/export/home/zone1/root/lofs_mnt"
BlockDevice = "/mnt1/m1"
FSType = lofs
)
Zone z1 (
)
Mount global_mnt (
MountPoint = "/mnt1"
BlockDevice = "/dev/vx/dsk/tdg/tvol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zone_mnt requires z1
zone_mnt requires global_m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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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 NFS 的文件系统直接装入非全局区域内。此类装入的典型 Mount 资源配
置如下所示：
group mnt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1 = 1 }
ContainerInfo = { Name = zone-test, Type = Zone, Enabled
= 1 }
)
Mount mntnfs (
MountPoint = "/mnt"
BlockDevice = "system:/shared-dir"
FSType = nfs
FsckOpt = "-n"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 = 1, PassCInfo =
0 }
)

4

支持在非全局区域内直接装入 VxFS 文件系统。VCS Mount 代理支持在非全局
区域内直接装入 VxFS 文件系统。此类装入的典型 Mount 资源配置如下所示：
group mnt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ContainerInfo = { Name = zone-test, Type = Zone, Enabled
= 1 }
Administrators = { z_zoneres_sys1, z_zoneres_sys2 }
)
Mount mnt-zone-direct (
BlockDevice = "/dev/vx/dsk/data_dg/data_vol"
MountPoint = "/mnt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 = 1, PassCInfo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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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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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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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区域中的 Mount 资源联机
默认情况下 (RunInContainer = 0)，全局区域中的 Mount 资源为联机状态。如果要
使非全局区域内的 Mount 资源联机，请执行以下操作：
■

通过区域配置将块设备导出到区域。确保正确使用原始卷，以免可能发生数据
损坏。

■

修改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并设置 Name、Type 和 Enabled 键的值。
# hagrp -modify service_group ContainerInfo Name zone_name \
Type Zone Enabled 1

■

在资源级别覆盖 ContainerOpts 属性。

■

将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设置为 1，例如：
# hares -override Mountres ContainerOpts
# hares -modify Mountres ContainerOpts \
RunInContainer 1 PassCInfo 0

有关覆盖资源类型静态属性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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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Mount 资源设置属性值以用于 NFS 装入
对于 NFS 装入，必须在非全局区域中进行装入。
■

修改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并设置 Name、Type 和 Enabled 键的值。

■

在资源级别覆盖 ContainerOpts 属性。

■

将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设置为 1。
将 RIC 值设置为 1。当设置 RIC=1 时，请指定 MountPoint 属性相对于区域根
目录的值，例如：
BlockDevice = abc:/fs1
MountPoint = /mnt1

在 /zone_root/mnt1 中装入文件系统。

使用 VCS 配置在非全局区域中直接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配置在非全局区域中直接装入的典型步骤。
配置在非全局区域中直接装入

1

创建 VxVM 磁盘组和卷：
■

创建设备的 VxVM 磁盘组：
global# vxdg init data_dg c0t0d1

■

创建磁盘组的卷：
global# vxassist -g data_dg make data_vol 5G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2

创建一个区域：
■

创建区域 local-zone 的根目录并将其权限更改为 700：
global# mkdir -p /zones/local-zone
global# chmod 700 /zones/local-zone

■

在 Solaris 11 上，配置区域本地区域：
global# zonecfg -z local-zone
local-zone: No such zone configured
Use `create' to begin configuring a new zone.
zonecfg:local-zone>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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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cfg:local-zone> set zonepath=/zones/local-zone
zonecfg:local-zone> set ip-type=shared
zonecfg:local-zone> add net
zonecfg:local-zone:net> set physical=eri0
zonecfg:local-zone:net> set address=192.168.5.59
zonecfg:local-zone:net> end
zonecfg:local-zone > verify
zonecfg:local-zone > commit
zonecfg:local-zone > exit

此区域处于已配置状态。
■

安装区域：
global# zoneadm -z local-zone install

■

登录到区域控制台以从终端 1 设置该区域：
global# zlogin -C local-zone

■

从另一个终端引导该区域：
global# zoneadm -z local-zone boot

■

3

按照区域控制台终端 1 上的步骤设置该区域。
请参考 Oracle 文档，了解有关创建区域的更多信息。

将 VxVM 卷添加到区域配置中：
■

检查区域状态，如果正在运行，请停止区域：
global# zoneadm list -cv
ID NAME
0 global
2 local-zone

STATUS
running
running

PATH
/
/zones/myzone

BRAND
native
native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halt
■

将 VxVM 设备添加到区域配置中：
global# zonecfg -z local-zone
zonecfg:local-zone:fs> add device
zonecfg:local-zone:fs> set match=/dev/vxportal
zonecfg:local-zone:fs> end
zonecfg:local-zone:fs> add device

IP
shared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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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cfg:local-zone:fs> set match=/dev/fdd
zonecfg:local-zone:fs> end
zonecfg:local-zone:fs> add device
zonecfg:local-zone:fs> set match=/dev/vx/rdsk/data_dg/data_vol
zonecfg:local-zone:fs> end
zonecfg:local-zone:fs> add device
zonecfg:local-zone:fs> set match=/dev/vx/dsk/data_dg/data_vol
zonecfg:local-zone:fs> end
zonecfg:local-zone:fs> add fs
zonecfg:local-zone:fs> set dir=/etc/vx/licenses/lic
zonecfg:local-zone:fs> set special=/etc/vx/licenses/lic
zonecfg:local-zone:fs> set type=lofs
zonecfg:local-zone:fs> end
zonecfg:local-zone> verify
zonecfg:local-zone> commit
zonecfg:local-zone> exit
■

在 Solaris 11 上，必须将 fs-allowed 设置为 vxfs 以及设置区域配置中的
odm：
global#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set fs-allowed=vxfs,odm
zonecfg:myzone> commit
zonecfg:myzone> exit

请参见第 57 页的“将直接装入添加到区域配置中”。
请参见第 55 页的“将 VxFS 作为 VxFS 装入到非全球区域中”。
■

引导区域：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boot

4

在非全局区域内的卷上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

登录 local-zone：
global# zlogin myzone

■

在块设备上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bash-3.00# mkfs -F vxfs /dev/vx/dsk/data_dg/data_vol

5

在区域内创建装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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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 local-zone：
global# zlogin myzone

■

在非全局区域内创建装入点：
bash-3.00# mkdir -p /mydata

■

在装入点上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bash-3.00# mount -F vxfs /dev/vx/dsk/data_dg/data_vol /mydata

6

配置区域服务组：
■

在第一个节点上，创建与全局区域进行无密码通信的服务组：
global# hazonesetup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myzone \
-p password -s sysA,sysB

■

将服务组从第一个节点切换至第二个节点，然后运行 hazonesetup 命令，
以设置与下一个节点进行无密码通信。

■

针对群集内区域可以在其上联机的所有节点重复步骤 6。

请参见第 42 页的“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在故障转移服务组中配置区域资
源”。

7

在服务组内创建 Mount、DiskGroup 和 Volume 资源：
■

将 DiskGroup 资源添加到服务组：
global# hares -add dg_res DiskGroup zone_grp
global# hares -modify dg_res DiskGroup data_dg
global# hares -modify dg_res Enabled 1

■

将 Volume 资源添加到服务组：
global# hares -add vol_res Volume zone_grp
global# hares -modify vol_res Volume data_vol
global# hares -modify vol_res DiskGroup data_dg
global# hares -modify vol_res Enabled 1

■

将 Mount 资源添加到服务组：
global# hares -add mnt_res Mount zone_grp
global# hares -modify mnt_res BlockDev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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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vx/dsk/data_dg/data_vol
global# hares -modify mnt_res MountPoint /mydata
global# hares -modify mnt_res FSType vxfs
global# hares -modify mnt_res FsckOpt %-y
global# hares -modify mnt_res Enabled 1
■

创建服务组中资源之间的依赖性：
global# hares -link zone_res vol_res
global# hares -link vol_res dg_res
global# hares -link mnt_res zone_res

8

为 VxFS 直接装入的 Mount 资源设置 ContainerOpts 属性：
■

在 mnt_res 的资源级别覆盖 ContainerOpts 属性：
global# hares -override mnt_res ContainerOpts

■

将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设置为 1：
global# hares -modify mnt_res ContainerOpts RunInContainer \
1 PassCInf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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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覆盖资源类型静态属性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9

以下为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 VxFS 直接装入服务组的示例：
group zone_grp (
SystemList = {sysA = 0, sysB = 1 }
ContainerInfo = { Name = local-zone, Type = Zone, Enabled
= 1 }
Administrators = { z_zoneres_sysA, z_zoneres_sysB }
)
Mount mnt_res (
BlockDevice = "/dev/vx/dsk/data_dg/data_vol"
MountPoint = "/mydata"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 = 1, PassCInfo
= 0 }
)
DiskGroup dg_res (
DiskGroup = data_dg
)
Volume vol_res (
Volume = data_vol
DiskGroup = data_dg
)
Zone zone_res (
)
zone_res requires vol_res
vol_res requires dg_res
mnt_res requires zone_res

关于网络代理
将 IP 和 NIC 类型的资源配置为管理独占 IP 区域中的 IP 和 NIC 时，为这些资源启
用属性 ExclusiveIPZone。默认情况下禁用此属性。IP 代理和 NIC 代理默认情况下
采用本机区域（共享 IP）。
默认情况下， Cluster Server (VCS) 会使全局区域中的资源联机。

33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Solaris 区域的支持
在区域中配置 VCS

如果要使独占 IP 区域中的这些资源联机，请执行下列任务：
■

确保该资源位于已配置有效 ContainerInfo 属性值的服务组中。

■

将 ExclusiveIPZone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注意：独占 IP 区域支持 IP 和 NIC 网络代理。有关这些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关于 Zone 代理
Zone 代理可监视区域、使区域联机以及使区域脱机。有关该代理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创建具有组管理权限的用户帐户。区域资源的
DeleteVCSZoneUser 属性控制在区域资源脱机时是否删除该用户帐户。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关于配置物理服务器与虚拟服务器之间的故障转移
可将 VCS 配置为从物理系统故障转移到虚拟系统，反之亦然。物理系统到虚拟系
统的故障转移在 N + 1 环境中提供 N + N 体系结构。例如，多个包含应用程序的物
理服务器可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物理服务器上的容器。
请参见第 52 页的“物理到虚拟和虚拟到物理的故障转移配置（典型设置）”。

在区域中配置 VCS
在区域中配置 VCS 需要执行下列任务：
一

查看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35 页的“在区域中配置 VCS 的先决条件”。

二

确定区域根目录的位置，它可以位于本地存储或共享存储上。
请参见第 36 页的“确定区域根目录位置”。

三

在区域中安装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40 页的“关于在区域中安装应用程序”。

四

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并配置其资源。
请参见第 40 页的“配置应用程序的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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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中配置 VCS 的先决条件
查看在区域中配置 VCS 的以下先决条件：
■

对于 Oracle Solaris 11，VCS 仅支持区域根目录的 ZFS。

文件系统在非全局区域内的访问方法
文件系统装入必须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之一：
■

对区域配置使用环回文件系统。应用程序使用的所有装入都必须是区域配置的
一部分，并且必须在服务组中配置。例如，您可以创建区域 z-ora，并将包含应
用程序数据的文件系统定义为具有装入点 /oradata。创建区域时，可以在全局
区域中定义路径。例如 /export/home/oradata，它是非全局区域中的装入目录
映射到的路径。应用程序的 Mount 资源的 MountPoint 属性设置为
/export/home/oradata。确认 /export/home/oradata 是否通过 zonecfg -z
zone_name info 命令映射到 /oradata。还能够查看区域配置
/etc/zones/zone_name.xml 文件。Zone 资源取决于 Mount 资源。

■

在区域的根路径中装入文件系统。应用程序所使用且在区域中运行的所有文件
系统装入点都必须相对于区域的根目录进行设置。例如，如果 Oracle 应用程序
使用 /oradata，并且您使用 /z_ora 作为 zonepath 来创建区域，那么装入点必
须为 /z_ora/root/oradata。Mount 资源的 MountPoint 属性必须设置为此路
径。Mount 资源取决于 Zone 资源。

在区域中使用自定义代理
如果使用自定义代理，请查看在区域中使用自定义代理的以下有关信息：
■

如果使用自定义代理监视在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则可以使用 C++ 或基于脚
本的入口点。

■

如果希望自定义代理监视区域中的应用程序，请将自定义代理类型的
ContainerOpts 属性设为以下值：RunInContainer = 1 和 PassCInfo = 0。

■

如果不希望自定义代理监视区域中的应用程序，请将自定义代理类型的
ContainerOpts 属性设为以下值： RunInContainer = 0 和 PassCInfo = 0。

■

有两种主要情况可能希望使用 RunInContainer = 0 和 PassCInfo = 1，如下所
述。
■

第一种情况是 Zone 代理使用这些值。Zone 代理的入口点不能在非全局区域
内运行，但是此代理本身可管理区域。RunInContainer 需要的值为 0，因为
此代理必须在全局区域中运行。PassCInfo 的值为 1，因为 Zone 代理需要
来自 ContainerInfo 服务组属性的容器名称。

■

第二种情况是 IP 代理如何使用 RunInContainer 和 PassCInfo。IP 代理的入
口点必须在非全局区域外部运行，因为共享 IP 区域可能会导致网络堆栈并非
完全在非全局区域内运行。您无法执行 ifconfig 命令，然后从非全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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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探查 IP。使用区域选项在全局区域中运行 ifconfig 命令时，它将探查 IP
并使其可用于指定的区域。由于使用了此命令，因此需要容器名称，即使它
不能在容器中运行也是如此。这适用于所有的网络代理。
当非全局区域为独占 IP 区域类型时，如果区域处于运行状态，代理将在非全
局区域中运行基于脚本的入口点。如果区域不处于运行状态，代理将在全局
区域中运行基于脚本的入口点。
对于分配给独占 IP 区域的 NIC 以及将在独占 IP 区域内探查到的 IP，可以设
置适用于 NIC 和 IP 资源的 ExclusiveIPZone 属性。

确定区域根目录位置
每个区域在区域根目录中都有自己的文件系统层次结构部分。区域中运行的进程只
能访问区域根目录内的文件。
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设置区域根目录：
■

本地存储上的区域根目录
在此配置中，必须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配置并安装区域。
在区域根目录位于本地存储上时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配置受 VCS 控制的
区域

■

共享存储上的区域根目录
在此配置中，请从一个系统在共享存储中配置并安装区域，然后在群集中的每
个节点上重复此配置。
将区域根目录设置在共享存储上意味着，您只需要从一个系统在共享存储中安
装非全局区域。区域根目录可以故障转移到其它系统。为此，当存在区域时，
系统软件（包括修补程序）必须在每个系统上都相同。
在区域根目录位于共享存储上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配置受 VCS 控制的区
域

在本地磁盘上创建区域根目录
在群集各节点的本地磁盘上创建区域根目录。应用程序数据的文件系统位于共享设
备上，可以是环回类型，也可以是直接装入类型。对于直接装入文件系统，请使用
装入点（指定为以区域根目录开头的完整路径）从全局区域运行装入命令。对于环
回文件系统，启动区域之前请将其添加到区域的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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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集各节点的本地磁盘上创建区域根目录

1

使用 zonecfg 命令配置区域。
zonecfg -z newzone
zonecfg:newzone> create

2

设置 zonepath 参数来指定区域根目录的位置。
zonecfg:newzone> set zonepath=/export/home/newzone

3

对于独占的 IP 区域，请将 ip-tye 设置为独占：
zonecfg:newzone> set ip-type=exclusive

4

向区域配置添加网络接口。非全局区域需要执行此操作才能与在全局区域中运
行的 had 进行通信。
zonecfg:newzone> add net
zonecfg:newzone:net> set physical=bge1
zonecfg:newzone:net> set address=192.168.1.10
zonecfg:newzone:net> end

5

请确保可以从具有全局区域主机名的非全局区域对全局区域执行 ping 操作。可
能需要将全局区域主机名条目添加到非全局区域内的 /etc/hosts 文件，或在
非全局区域内启用 DNS 访问。

6

如果应用程序数据位于环回装入文件系统中，请在区域中创建环回文件系统。

7

退出 zonecfg 配置。
zonecfg> exit

8

创建区域根目录。
mkdir zonepath

9

设置区域根目录的权限。
chmod 700 zonepath

10 安装非全局区域。
zoneadm -z newzone install

11 在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的各个系统上，重复步骤 1 至步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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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应用程序数据位于环回文件系统中，请在共享存储上装入包含应用程序数
据的文件系统。

13 启动区域。
zoneadm -z newzone boot

14 如果应用程序数据位于直接装入文件系统上，请从全局区域使用以区域根目录
开头的完整路径来装入文件系统。

在共享存储上创建具有根目录的区域
在群集各节点上创建具有指向共享磁盘位置的根目录的区域。应用程序数据的文件
系统位于共享设备上，可以是环回类型，也可以是直接装入类型。对于直接装入文
件系统，请使用装入点（指定为以区域根目录开头的完整路径）从全局区域运行装
入命令。对于环回文件系统，启动区域之前请将其添加到区域的配置中。
在群集各节点的共享磁盘上创建区域根目录

1

在共享存储器上为区域根目录创建文件系统。要包含区域根目录的文件系统可
以与包含应用程序数据的文件系统位于同一磁盘组中。

2

使用 zonecfg 命令配置区域。
zonecfg -z newzone
zonecfg:newzone> create

3

设置 zonepath 参数来指定区域根目录的位置。
zonecfg:newzone> set zonepath=/export/home/newzone

4

向区域配置添加网络接口。非全局区域需要执行此操作才能与在全局区域中运
行的 had 进行通信。
zonecfg:newzone> add net
zonecfg:newzone:net> set physical=bge1
zonecfg:newzone:net> set address=192.168.1.10
zonecfg:newzone:net> end

5

请确保可以从具有全局区域主机名的非全局区域对全局区域执行 ping 操作。可
能需要将全局区域主机名条目添加到非全局区域内的 /etc/hosts 文件，或在
非全局区域内启用 DNS 访问。

6

如果应用程序数据位于环回装入文件系统中，请在区域中创建环回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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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退出 zonecfg 配置。
zonecfg> exit

8

创建区域根目录。
mkdir zonepath

9

设置区域根目录的权限。
chmod 700 zonepath

10 在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的各个系统上，重复步骤 2 至步骤 9。
11 将包含共享存储（位于共享存储的其中一个系统上）的文件系统装入 zonepath
中指定的目录。

12 运行以下命令，在装入区域路径的系统上安装区域。
zoneadm -z newzone install

13 如果应用程序数据位于环回文件系统中，请在共享存储上装入包含应用程序数
据的文件系统。

14 启动区域。
zoneadm -z newzone boot

15 如果应用程序数据位于直接装入文件系统上，请从全局区域使用以区域根目录
开头的完整路径来装入文件系统。

执行初始内部区域配置
当在安装后首次引导区域时，该区域处于未配置状态。该区域没有命名服务的内部
配置。尚未设置其区域设置和时区，并且尚未执行各种其他配置任务。您需要在区
域安装后执行初始内部区域配置。
您可以按如下方法执行内部区域配置：
■

sysidcfg 工具

■

区域控制台登录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Oracle Solaris Administration: Oracle Solaris Zones,
Oracle Solaris 10 Zone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Oracle Solaris 管理：
Oracle Solaris 区域、Oracle Solaris 10 区域和资源管理》）指南中 Performing the
Initial Internal Zone Configuration（“执行初始内部区域配置”）部分的相关 Orac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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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区域中安装应用程序
执行以下任务可以在区域中安装应用程序：
■

如果已在群集各节点上以本地方式创建区域，请以相同方式在所有节点的所有
区域中安装应用程序。如果要安装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支持的应用程
序，请参见该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

■

在全局区域和当前已有的区域中安装代理软件包。以后安装区域时，在这些区
域中安装代理。
在 Solaris 11 上，需要分别在每个非全局区域中安装软件包。

■
■

必须定义应用程序所使用且在服务组配置的区域中已配置的所有装入点。

配置应用程序的服务组
您需要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和所需的资源依赖关系。下图显示了资源依赖关系的不
同示例。在一种情况下，区域根目录设置在本地存储器上。在另一种情况下，区域
根目录设置在共享存储器上。

资源依赖关系图解： 区域根目录位于本地磁盘上
以下资源依赖关系图显示了在本地磁盘上为环回文件系统和直接装入文件系统配置
的区域配置。
如果区域根目录位于群集文件系统，请确保包含区域资源的服务组是故障转移类型
的服务组。
图 2-1 说明了在具有应用程序环回文件系统的本地存储上设置区域根目录时的依赖
关系图。在下图中，可以使用 CFSMount 资源替换 Mount 资源，并使用 CVMVolDg
资源替换 DiskGroup 资源。在此配置中，请确定是否希望服务组是并行服务组。如
果是，则可能需要对服务组中的特定资源属性进行本地化。例如，您必须更改每个
节点的 IP 资源的地址属性。
图 2-1

具有环回文件系统的本地磁盘上的区域根目录
Application
IP
Zone

NIC

Mount
DiskGroup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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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说明了在具有应用程序直接装入文件系统的本地存储上设置区域根目录时的
依赖关系图。在下图中，可以使用 CFSMount 资源替换 Mount 资源，并使用
CVMVolDg 资源替换 DiskGroup 资源。在此配置中，请确定是否希望服务组是并行
服务组。如果是，则可能需要对服务组中的特定资源属性进行本地化。例如，您必
须更改每个节点的 IP 资源的地址属性。
具有直接装入文件系统的本地磁盘上的区域根目录

图 2-2

Application
IP

Mount
Zone

NIC
DiskGroup

管理
应用程序
文件系统的
装入和
卸载

在应用程序在区域中并行运行的典型使用情况下，可以在 Solaris 上执行以下配置。
可以配置包含区域资源（这些区域资源的区域根目录位于 VxVM 卷或 Zpool 上且未
在各节点之间共享）的并行服务组。应用程序的存储设置在各节点之间的共享存储
上，并使用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进行管理。可能需要对服务组中的特定
资源属性进行本地化。例如，可能必须更改 IP 资源的 Address 属性、DiskGroup
资源的 DiskGroup 属性或 Zpool 资源的 PoolName 属性。

资源依赖关系图解： 区域根目录位于共享磁盘上
以下资源依赖关系图显示了在共享磁盘上为环回文件系统和直接装入文件系统配置
的区域配置。
图 2-3 说明了在具有环回文件系统的共享存储上设置区域根目录时的依赖关系图。
在下图中，可以针对应用程序使用 CFSMount 资源替换 Mount 资源，并使用
CVMVolDg 资源替换 DiskGroup 资源。在此配置中，请确定是否希望服务组是并行
服务组。如果是，则可能需要对服务组中的特定资源属性进行本地化。例如，您必
须更改每个节点的 IP 资源的地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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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环回文件系统的共享存储上的区域根目录

图 2-3

应用程序

IP
Zone
Mount

Mount

DiskGroup/
Zpool

DiskGroup

NIC
Zone
root

应用程序
文件系统

图 2-4 说明了在具有应用程序直接装入文件系统的共享存储上设置区域根目录时的
依赖关系图。在下图中，可以针对应用程序使用 CFSMount 资源替换 Mount 资源，
并使用 CVMVolDg 资源替换 DiskGroup 资源。在此配置中，请确定是否希望服务
组是并行服务组。如果是，则可能需要对服务组中的特定资源属性进行本地化。例
如，您必须更改每个节点的 IP 资源的地址属性。
具有直接装入文件系统的共享存储上的区域根目录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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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组时，请使用以下原则：
■

将 Mount 资源的 MountPoint 属性设置为装入路径。

■

如果应用程序需要 IP 地址，请在服务组中配置 IP 资源。

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在故障转移服务组中配置区域资源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可帮助您在 VCS 下配置区域。本节包含基于区域根目录的

位置的典型方案。
故障转移方案中的两种区域配置典型设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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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存储上的区域根目录
在区域根目录位于本地存储上时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配置受 VCS 控制的
区域

■

共享存储上的区域根目录
在区域根目录位于共享存储上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配置受 VCS 控制的区
域

请考虑一个双节点（sysA 和 sysB）群集的示例。两个节点上均配置本地区域。
在区域根目录位于本地存储上时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配置受 VCS 控制的区
域

1

在 VCS 外部的第一个节点上引导非全局区域。
sysA# zoneadm -z local-zone boot

2

若要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请确保已为非全局区域配置 IP，并且可从
非全局区域解析全局区域的主机名。
# zlogin local-zone
# ping sysA

3

在第一个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这会在 VCS
配置中添加故障转移区域服务组和区域资源。
sysA# hazonesetup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local-zone\
-p password -a -s sysA,sysB

注意：如果您希望使用特定用户来进行无密码通信，请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
程序的 -u 选项。如果没有指定 -u 选项，则使用默认用户进行无密码通信。

4

将区域服务组切换到群集中的下一个节点。
sysA# hagrp -switch zone_grp -to sysB

5

在该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hazonesetup 实
用程序可检测 VCS 配置中是否存在区域服务组和区域资源，并更新相应配置，
以便进行无密码通信。
sysB# hazonesetup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local-zone\
-p password -a -s sysA,sysB

6

在群集中的所有其余节点上重复步骤 4 和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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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根目录位于共享存储上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配置受 VCS 控制的区域

1

使用所需存储资源（DiskGroup、Volume、Mount 等）配置故障转移服务组以
便在节点上装入区域根目录。设置存储资源之间的所需依赖关系
(DiskGroup->Volume->Mount)。确保配置所有存储资源的所有必需属性，以使
其在群集节点上联机。
sysA# hagrp -add zone_grp
sysA# hagrp -modify zone_grp SystemList sysA 0 sysB 1
sysA# hares -add zone_dg DiskGroup zone_grp
sysA# hares -add zone_vol Volume zone_grp
sysA# hares -add zone_mnt Mount zone_grp
sysA# hares -link zone_mnt zone_vol
sysA# hares -link zone_vol zone_dg
sysA# hares -modify zone_dg DiskGroup zone_dg
sysA# hares -modify zone_dg Enabled 1
sysA# hares -modify zone_vol Volume volume_name
sysA# hares -modify zone_vol DiskGroup zone_dg
sysA# hares -modify zone_vol Enabled 1
sysA# hares -modify zone_mnt MountPoint /zone_mnt
sysA# hares -modify zone_mnt BlockDevice /dev/vx/dsk/zone_dg/volume_name
sysA# hares -modify zone_mnt FSType vxfs
sysA# hares -modify zone_mnt MountOpt rw
sysA# hares -modify zone_mnt FsckOpt %-y
sysA# hares -modify zone_mnt Enabled 1

区域根目录位于 ZFS 文件系统上时，请使用以下命令：
sysA# hagrp -add zone_grp
sysA# hagrp -modify zone_grp SystemList sysA 0 sysB 1
sysA# hares -add zone_zpool Zpool zone_grp
sysA# hares -modify zone_zpool AltRootPath /zone_root_mnt
sysA# hares -modify zone_zpool PoolName zone1_pool
sysA# hares -modify zone_zpool Enabled 1

2

在第一个节点上使服务组联机。这会在第一个节点上装入区域根目录。
sysA# hagrp -online zone_grp -sys sysA

3

在 VCS 外部的第一个节点上引导本地区域。
sysA# zoneadm -z local-zone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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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请确保已为非全局区域配置 IP，并且可从
非全局区域解析全局区域的主机名。
# zlogin local-zone
# ping sysA

5

在第一个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使用步骤 1
中配置的服务组。这会向 VCS 配置添加区域资源。
sysB# hazonesetup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local-zone \
-p password -a -s sysA,sysB

注意：如果您希望使用特定用户来进行无密码通信，请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
程序的 -u 选项。如果没有指定 -u 选项，则使用默认用户进行无密码通信。

6

设置 Zone 资源及其他存储资源之间的适当依赖关系。Zone 资源应依赖于存储
资源（Mount 或 Zpool->Zone）。
sysA# hares -link zone_res zone_mnt

区域根目录位于 ZFS 文件系统上时，请使用以下命令：
sysA# hares -link zone_res zone_zpool

7

将服务组切换到群集中的下一个节点。
sysA# hagrp -switch zone_grp -to sysB

8

在该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hazonesetup 实
用程序可检测 VCS 配置中是否存在服务组和区域资源，并更新相应配置，以
便进行无密码通信。
sysB# hazonesetup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local-zone\
-p password -a -s sysA,sysB

9

在群集中所有其余节点上重复步骤 7 和步骤 8。

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在并行服务组中配置区域资源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可帮助您在 VCS 下配置区域。本节包含基于区域根目录位

置的典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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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并行服务组中的区域资源，区域根目录可以位于节点拥有的本地或共享存储
上。
请考虑一个双节点（sysA 和 sysB）群集的示例。区域 local-zone1 在 sysA 上配
置，local-zone2 在 sysB 上配置。
在区域根目录位于本地存储上时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配置受 VCS 控制的区
域

1

在 VCS 外部的所有节点上引导本地区域。
sysA# zoneadm -z local-zone1 boot
sysB# zoneadm -z local-zone2 boot

2

若要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请确保已为非全局区域配置 IP，并且可从
非全局区域解析全局区域的主机名。

3

在所有节点上连续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
sysA# hazonesetup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local-zone1\
-p password -a -l -s sysA,sysB
sysB# hazonesetup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local-zone2\
-p password -a -l -s sysA,sysB

注意：如果您希望使用特定用户来进行无密码通信，请使用 hazonesetup 命令
的 -u 选项。如果没有指定 -u 选项，则使用默认用户进行无密码通信。

4

在第一个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会在 VCS 配置中添加并行区域服
务组和区域资源。在其他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可检测 VCS 配置
中是否存在区域服务组和区域资源，并更新无密码通信的相应配置。

注意：在群集中正在运行区域的所有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此操作是
必需的，因为 hazonesetup 在本地区域内部运行 halogin 命令，该命令启用本地
区域和全局区域之间的无密码通信。
您可以对不同系统中的多个区域使用同一用户。请在对不同系统上的不同区域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时使用 -u 选项指定同一用户名。如果在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时未指定用户名，该实用程序将使用默认用户名 z_resname_hostname 为
非安全群集创建一个用户，并使用 z_resname_clustername 为安全群集创建一个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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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根目录位于节点拥有的共享存储上时，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配置受
VCS 控制的区域

1

使用所需存储资源（DiskGroup、Volume、Mount 等）配置并行服务组以便在
节点上装入区域根目录。设置存储资源之间的所需依赖关系
(DiskGroup->Volume->Mount)。确保配置所有存储资源的所有必需属性，以使
其在群集节点上联机。您可能需要对存储资源的特定属性进行本地化，以使其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并行联机。如果您具有并行服务组，并使用 Diskgroup 资
源，则必须本地化该资源的属性，否则可能会最终在非 CVM 环境中同时于 2
个节点上导入同一磁盘组。
sysA# hagrp -add zone_grp
sysA# hagrp -modify zone_grp Parallel 1
sysA# hagrp -modify zone_grp SystemList sysA 0 sysB 1
sysA# hares -add zone_dg DiskGroup zone_grp
sysA# hares -add zone_vol Volume zone_grp
sysA# hares -add zone_mnt Mount zone_grp
sysA# hares -link zone_mnt zone_vol
sysA# hares -link zone_vol zone_dg

有关配置存储资源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2

使 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联机。此命令会在所有节点上装入区域根目录。
sysA# hagrp -online zone_grp -any

3

在 VCS 外部的所有节点上引导本地区域。
sysA# zoneadm -z local-zone1 boot
sysB# zoneadm -z local-zone2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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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所有节点上连续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
sysA# hazonesetup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
local-zone1 -p password -a -l -s sysA,sysB
sysB# hazonesetup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
local-zone2 -p password -a -l -s sysA,sysB

在第一个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会在 VCS 配置中添加并行区域服
务组和区域资源。在其他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可检测 VCS 配置
中是否存在区域服务组和区域资源，并更新无密码通信的相应配置。
注意：如果您希望使用特定用户来进行无密码通信，请使用 hazonesetup 命令
的 -u 选项。如果没有指定 -u 选项，则使用默认用户进行无密码通信。

5

设置 Zone 资源及其他存储资源之间的适当依赖关系。Zone 资源应依赖于存储
资源 (Mount->Zone)。
sysA# hares -link zone_res zone_mnt

注意：在群集中正在运行区域的所有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此操
作是必需的，因为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在本地区域内部运行 halogin 命令，
该命令启用本地区域和全局区域之间的无密码通信。
您可以对不同系统中的多个区域使用同一用户。请在对不同系统上的不同区域
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时使用 -u 选项指定同一用户名。如果在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时未指定用户名，该实用程序使用默认用户名
sz_resname_hostname 为非安全群集创建一个用户，并使用
z_resname_clustername 为安全群集创建一个用户。

配置多个区域资源，使用相同 VCS 用户进行无密码通信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可帮助您在 VCS 下配置多个区域，使用相同的 VCS 用户在

非全局区域和全局区域之间进行无密码通信。
请考虑一个双节点（sysA 和 sysB）群集的示例。在两个节点上配置区域 local-zone1
和 local-zon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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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根目录位于本地存储上时，使用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在故障转移模式下配
置受 VCS 控制的区域

1

在 VCS 外部的第一个节点上引导本地区域。
sysA# zoneadm -z local-zone1 boot
sysA# zoneadm -z local-zone2 boot

2

在第一个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这将在 VCS
配置中添加故障转移区域服务组和区域资源，配置使用相同的 VCS 用户
(zone_user) 在非全局区域和全局区域之间进行无密码通信。
sysA# hazonesetup -g zone1_grp -r zone1_res -z local-zone1\
-u zone_user -p password -a -s sysA,sysB
sysA# hazonesetup -g zone2_grp -r zone2_res -z local-zone2\
-u zone_user -p password -a -s sysA,sysB

3

将区域服务组切换到群集中的下一个节点。
sysA# hagrp -switch zone1_grp -to sysB
sysA# hagrp -switch zone2_grp -to sysB

4

在该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hazonesetup 实
用程序检测 VCS 配置中是否存在区域服务组和区域资源，并更新无密码通信
的相应配置。
sysB# hazonesetup -g zone1_grp -r zone1_res -z local-zone1\
-u zone_user -p password -a -s sysA,sysB
sysB# hazonesetup -g zone2_grp -r zone2_res -z local-zone2\
-u zone_user -p password -a -s sysA,sysB

5

在群集中的所有其余节点上重复步骤 3 和步骤 4。

修改服务组配置
如果要修改服务组的配置，请执行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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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管理区域的配置

1

运行 hazonesetup 脚本来设置区域配置。
# hazonesetup [-t] -g sg_name -r res_name -z zone_name\
[-u user_name] -p password [-a] [-l] -s systems

其中包含下列值：
-t

更新 VCS 区域用户的密码。

-g sg_name

要在 VCS 配置中创建的区域服务组的名称。

-r res_name

要在 VCS 配置中创建的区域资源的名称。

-z zone_name 在系统上配置的区域的名称。
-u user_name

在本地区域和全局区域之间进行无密码通信所使用的 VCS 用户的名
称。如果未指定用户名，则使用默认用户名。

-p password

用于无密码通信的 VCS 用户的密码。
如果启用了 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则密码长度应至少为六个
字符。

-a

填充该组的 AutoStartList。

-l

配置并行服务组。如果未指定 -l 选项，则会在默认情况下创建故障转
移服务组。

-s systems

需要配置区域服务组的系统的逗号分隔列表，例如： sys1、sys2、
sys3。

如果服务组不存在，该脚本会创建一个服务组。
该脚本将类型为 Zone 的资源添加到服务组。该脚本登录到此区域，并运行
halogin 命令。它还会创建一个具有组管理权限的用户帐户，以便在 VCS 的
全局区域和本地区域之间启用无密码通信。

2

修改资源依赖关系以反映区域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依赖关系图。
请参见第 40 页的“配置应用程序的服务组”。

3

保存服务组配置并使该服务组联机。

验证区域配置
运行 hazoneverify 命令以验证区域配置。
该命令验证下列要求：
■

承载服务组的系统具有运行区域所需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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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组不能有多个类型为 Zone 的资源。

■

Zone 资源的依赖关系是正确的。

验证区域配置

1

如果使用自定义代理，请确保资源类型已添加到 APP_TYPES 或 SYS_TYPES
环境变量中。
请参见第 35 页的“在区域中使用自定义代理”。

2

运行 hazoneverify 命令以验证区域配置。
# hazoneverify servicegroup_name

同步所有群集节点的区域配置
使用 hazoneconfigsync 命令同步所有群集节点的区域配置。hazoneconfigsync
命令可传播在一个节点上对其他群集节点所做出的区域配置更改。
同步所有群集节点上的非全局区域的配置
◆

运行 hazoneconfigsync 命令。
# hazoneconfigsync<comma separated zone names>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hazoneconfigsync(1M) 手册页。

执行维护任务
如有必要，请执行以下维护任务：
■

确保区域配置文件在所有节点上始终是一致的。/etc/zones/zone_name.xml
文件仅位于全局区域。

■

当在一个节点上添加修补程序或升级操作系统时，请确保在所有节点上升级软
件。

■

确保应用程序配置在所有节点上都相同。如果在一个节点上更新应用程序配置，
则在所有节点上应用相同的更新。

51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Solaris 区域的支持
在区域中配置 VCS

更新用于无密码通信的 VCS 用户的密码
在区域资源联机的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

1

sysA# hazonesetup -t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local-zone\
-u zoneuser -p new_password -a -s sysA,sysB

将区域服务组切换到群集中的下一个节点。

2

sysA# hagrp -switch zone_grp -to sysB

在该节点上运行 hazonesetup 实用程序并指定正确的参数。

3

sysB# hazonesetup -t -g zone_grp -r zone_res -z local-zone\
-u zoneuser -p new_password -a -s sysA,sysB

在群集中的所有其余节点上重复步骤 2 至步骤 3。

4

对区域进行故障排除
使用以下信息对 Cluster Server (VCS) 和区域进行故障排除：
■

VCS HA 命令不起作用。
建议的操作：
■

验证是否安装了 VCS 软件包。

■

从区域运行 halogin 命令。
有关 halogin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

■

验证 VCS 凭据。请确保密码未发生更改。

■

确认 VxSS 证书未到期。

资源没有在区域中联机。
建议的操作：
■

验证是否正确安装了 VCS 和代理软件包。

■

验证是否在区域中安装了应用程序。

■

验证资源的配置定义。

物理到虚拟和虚拟到物理的故障转移配置（典型设置）
在此配置中，具有两个物理节点。一个节点运行未配置区域的 Solaris (sysA)，另一
个节点运行配置了区域的 Solaris (sy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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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如果需要
Zone资源，
则它不会管理
实际实体

可将故障转移到区域并恢复的应用程序服务组
sysA

sysB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Zone

Zone

Mount

Mount

DiskGroup

DiskGroup

Solaris

Solaris

应用程序资源位
于非全局区域中

在 main.cf 配置文件中，定义了容器的名称、类型以及是否在服务组定义中启用该
容器。
ContainerInfo@sysA = {Name = Z1, Type = Zone, Enabled = 2}
ContainerInfo@sysB = {Name = Z1, Type = Zone, Enabled = 1}

在 sysA 上，将 Enabled 的值设置为 2 以忽略区域，以便应用程序在物理系统上运
行。当服务组故障转移到 sysB 时，应用程序会在故障转移之后在该区域内运行，
因为 sysB 上的 Enabled 值已设置为 1。应用程序同样可以从 sysB 故障转移到
sysA。
如果将 ContainerInfo::Enabled 设置为 2，Zone 代理基于相应组的状态报告资源状
态。
在 ContainerInfo::Enable 设置为 2 的节点（在本示例中为 sysA）上，必须禁用 IMF
监视。
◆

要禁用 IMF 监视，请将 IMF 属性的 Mode 键的值设置为 0：
# hares -override zone_res IMF
# hares -local zone_res IMF
# hares -modify zone_res IMF Mode 0 MonitorFreq 5 \
RegisterRetryLimit 3 -sys sysA

向非全局区域添加 VxFS 文件系统
有三种方法可以向非全局区域提供 VxFS 文件系统。
■

将 VxFS 作为 lofs 装入到非全球区域中

■

从全局区域直接将 VxFS 装入非全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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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VxFS 作为 VxFS 装入到非全球区域中

将 VxFS 作为 lofs 装入到非全球区域中
以前在全局区域中创建的 VxFS 文件系统可以通过环回文件系统装入在非全局区域
中使用。如果使文件系统在非全局区域中可用的唯一目的是与一个或多个非全局区
域共享此文件系统的访问，则此功能特别有用。例如，如果某配置文件在特定文件
系统中可用，但非全局区域需要此配置文件，则可以使用环回文件系统装入与非全
局区域共享此文件系统。
以下命令将文件系统 /mnt1 的访问作为环回文件系统装入与现有非全局区域 newzone
共享：
# zonecfg -z newzone
zonecfg:newzone> add fs
zonecfg:newzone:fs> set dir=/mnt1
zonecfg:newzone:fs> set special=/mnt1
zonecfg:newzone:fs> set type=lofs
zonecfg:newzone:fs> end
zonecfg:newzone> verify
zonecfg:newzone> commit
zonecfg:newzone> exit
dir 的值是非全局区域中的目录。special 的值是本地区域内文件系统的装入点。

以后也可以将此装入称为 VxFS 环回装入。
小心： 通过环回文件系统装入与非全局区域共享文件系统，可以从所有非全局区域
同时访问此文件系统。仅当希望对文件系统进行共享只读访问时，才应使用此方
法。

从全局区域直接将 VxFS 装入非全局区域
要在非全局区域中直接装入 VxFS 文件系统，装入目录必须在非全局区域中，装入
必须从全局区域中进行。以下过程使用 /zonedir/newzone/root/dirmnt 装入路径
将目录 dirmnt 装入到非全局区域 newzon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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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支持将全局区域 /etc/vfstab 文件中的 VxFS 项直接装入到非全局区域，
因为在执行 /etc/vfstab 时可能还不会引导非全局区域。
通过直接装入将文件系统委派到非全局区域后，可以通过 mount 命令（不是 df 命
令）在全局区域中看到此装入点。
在非全局区域中直接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1

登录到此区域并创建装入点：
global# zlogin newzone
newzone# mkdir dirmnt
newzone# exit

2

从全局区域装入文件系统：
■

非群集文件系统：
global# mount -F vxfs /dev/vx/dsk/dg/vol1 /zonedir/zone1\
/root/dirmnt

■

群集文件系统：
global# mount -F vxfs -o cluster /dev/vx/dsk/dg/vol1 \
/zonedir/zone1/root/dirmnt

3

登录到非全局区域并确保文件系统已装入：
global# zlogin newzone
newzone# df | grep dirmnt
/dirmnt (/dirmnt):142911566 blocks 17863944 files

将 VxFS 作为 VxFS 装入到非全球区域中
您可以在非全局区域内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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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全局区域内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1

检查区域状态并停止该区域：
global# zoneadm list -cv
ID NAME
0 global
1 myzone

STATUS
running
running

PATH
/
/zone/myzone

BRAND
solaris
solaris

IP
shared
shared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halt

2

向区域配置添加设备：
global#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vxportal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fdd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vx/rdsk/dg_name/vol_name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vx/dsk/dg_name/vol_name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fs
zonecfg:myzone:fs> set dir=/etc/vx/licenses/lic
zonecfg:myzone:fs> set special=/etc/vx/licenses/lic
zonecfg:myzone:fs> set type=lofs
zonecfg:myzone:fs> end
zonecfg:myzone> verify
zonecfg:myzone> commit
zonecfg:myzone> exit

3

在 Solaris 11 上，必须将 fs-allowed=vxfs,odm 设置为区域的配置：
global#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set fs-allowed=vxfs,odm
zonecfg:myzone> commit
zonecfg:myzone> exit

如果要在区域内使用 ufs、nfs 和 zfs，请设置 fs-allowed=vxfs,odm,nfs,ufs,z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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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导区域：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boot

5

登录到非全局区域，然后在非全局区域内创建文件系统：
global# zlogin myzone
myzone# mkfs -F vxfs /dev/vx/rdsk/dg_name/vol_name

6

在非全局区域内创建装入点并装入此文件系统：
myzone# mkdir /mnt1
myzone# mount -F vxfs /dev/vx/dsk/dg_name/vol_name /mnt1

不支持从非全局区域将 VxFS 文件系统装入为群集文件系统。

将直接装入添加到区域配置中
也可以使用 zonecfg 将非全局区域配置为在该区域引导时自动直接装入 VxFS 文件
系统。在装入文件系统之前，运行 fsck 命令。如果 fsck 命令失败，则该区域无法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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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接装入添加到区域配置中

1

检查状态并停止该区域：
global# zoneadm list -cv
ID NAME
0 global
1 myzone

STATUS
running
running

PATH
/
/zone/myzone

BRAND
solaris
solaris

IP
shared
shared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halt

2

向区域配置添加设备：
global#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vxportal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fdd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fs
zonecfg:myzone:fs> set dir=/dirmnt
zonecfg:myzone:fs> set special=/dev/vx/dsk/dg_name/vol_name
zonecfg:myzone:fs> set raw=/dev/vx/rdsk/dg_name/vol_name
zonecfg:myzone:fs> set type=vxfs
zonecfg:myzone:fs> end
zonecfg:myzone> add fs
zonecfg:myzone:fs> set dir=/etc/vx/licenses/lic
zonecfg:myzone:fs> set special=/etc/vx/licenses/lic
zonecfg:myzone:fs> set type=lofs
zonecfg:myzone:fs> end
zonecfg:myzone> verify
zonecfg:myzone> commit
zonecfg:myzone> exit

3

在 Solaris 11 上，必须将 fs-allowed=vxfs,odm 设置为区域的配置：
global#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set fs-allowed=vxfs,odm
zonecfg:myzone> commit
zonecfg:myzone> exit

如果要在区域内使用 ufs、nfs 和 zfs，请设置 fs-allowed=vxfs,odm,nfs,ufs,zfs。

58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Solaris 区域的支持
在非全局区域 VxFS 装入相比从全局区域 VxFS 装入非全局区域的优点

4

引导区域：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boot

5

保证文件系统已装入：
myzone# df | grep dirmnt
/dirmnt (/dirmnt):142911566 blocks 17863944 files

在非全局区域 VxFS 装入相比从全局区域 VxFS 装入
非全局区域的优点
与从全局区域直接装入非全局区域相比，在非全局区域直接装入 VxFS 文件系统具
有以下几个优点：
■

在非全局区域直接装入 VxFS 时，区域管理员可以利用 VxFS 文件系统的优点。

■

限制其他非全局区域对 VxFS 文件系统的可见性和访问。

■

区域管理员可以在区域内直接装入和卸载文件系统。

SFCFSHA 装入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HA) 支持在组合为一个群集的多
个节点上使用同一文件系统。VxFS 支持在非全局区域中共享或委派群集装入的文
件系统。
注意：对于 Solaris 11，无法在 VxFS 或 CFS 中创建非全局区域根目录。Solaris
11 上唯一支持的非全局区域根目录的文件系统是 zfs。
请参见第 54 页的“将 VxFS 作为 lofs 装入到非全球区域中”。
在非全局区域中支持 SFCFSHA 的要求与在全局区域中支持 SFCFSHA 的要求类
似。某些要点如下：
■

同时支持 lofs 和直接装入；Veritas 建议直接装入。

■

设备必须在所有节点上可见并共享。

■

所有节点上的区域配置都必须相同。区域名称可以不同。

不支持从非全局区域将 VxFS 文件系统装入为群集文件系统。
Veritas File System 5.0 Maintenance Pack 1 以及更高版本提供对非全局区域中
SFCFSHA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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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全局区域中直接将 VxFS 文件系统作为群集文件系统装入

1

登录到此区域并创建装入点：
global# zlogin newzone
newzone# mkdir dirmnt
newzone# exit

2

从全局区域装入文件系统。
群集文件系统：
global# mount -F vxfs -o cluster /dev/vx/dsk/dg/vol1 \
/zonedir/zone1/root/dirmnt

注意：同一节点的不同非全局区域之间不可存在 SFCFSHA 群集。

注意：群集文件系统不得用作非全局区域配置的一部分。它应当通过 VCS 用作
main.cf 配置的一部分，或者应当从全局区域手动装入。使用 LOFS 在非全局区域
内装入群集文件系统时，由于群集文件系统已装入全局区域，因此请勿在区域配置
中使用任何与群集文件系统相关的选项。

非全局区域中的并行 I/O 访问
并行 I/O 允许多个进程读取和写入同一文件，不会禁止其他 read(2) 或 write(2) 调
用。POSIX 语义需要对文件的 read 和 write 调用与其他 read 和 write 调用序列
化。并行 I/O 通常用于访问数据时需要较高性能并且不会对同一文件执行重叠写入
操作的应用程序。
Storage Foundation 还为非全局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提供并行 I/O 支持。这意味
着非全局区域中的一个进程可以与全局区域或非全局区域中的其他进程同时访问该
文件。使用并行 I/O 时，应用程序或运行的线程负责协调对同一文件的写入活动。
要对文件启用并行的 I/O 顾问操作，应用程序必须执行以下活动：
fd=open(filename, oflag)
ioctl(fd, VX_SETCACHE, VX_CONCURRENT)
write(fd, buff, numof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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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是特别针对 Oracle 10gR2 或更
高版本设计的，用于增强文件管理功能和磁盘 I/O 吞吐量。ODM 功能最适用于驻留
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中的数据库。ODM 使用特殊的 I/O 优化，使得 Oracle
10gR2 或更高版本用户可以提高 I/O 密集型工作负载的数据库吞吐量。
非全局区域中支持 Veritas Extension for ODM。要在非全局区域中运行 Oracle 11g
R2 并使用 ODM，Oracle 软件的版本必须为 11.2.0.3。
如果在使用 VRTSodm 软件包时安装和删除软件包，请务必小心。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考以下内容：
■

请参见第 73 页的“在非全局区域中安装软件包”。

■

请参见第 73 页的“使用非全局区域配置删除软件包 ”。

启用通过 VxFS 从非全局区域访问 ODM 文件
本节介绍如何启用通过 VxFS 从非全局区域访问 ODM 文件：
■

在 Solaris 11 上：
■

不存在现有区域时。
请参见第 61 页的“在 Solaris 11 上：如果没有现有域，则启用通过 VxFS 从
非全局区域访问 ODM 文件”。

■

存在现有区域时。
请参见第 63 页的“在 Solaris 11 上：如果有现有域，则启用通过 VxFS 从非
全局区域访问 ODM 文件”。

在 Solaris 11 上：如果没有现有域，则启用通过 VxFS 从非全局区域访问 ODM 文
件

1

在全局区域中安装 SF。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和升级指南》。

2

进入同一安装程序的 pkgs 文件夹后，为安装设置发布服务器：
global# pkg set-publisher -P -g VRTSpkgs.p5p 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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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具有以下配置的区域：
zonecfg:myzone> create
create: Using system default template 'SYSdefault'
zonecfg:myzone> set zonepath=/export/home/myzone
zonecfg:myzone> set fs-allowed=default,vxfs,odm
zonecfg:myzone> add fs
zonecfg:myzone:fs> set dir=/etc/vx/licenses/lic
zonecfg:myzone:fs> set special=/etc/vx/licenses/lic
zonecfg:myzone:fs> set type=lofs
zonecfg:myzone:fs> end
zonecfg:myzone:fs> remove anet linkname=net0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vxportal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fdd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odm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verify
zonecfg:myzone> commit

4

安装区域：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install

5

启动区域。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boot

6

配置区域：
global# zlogin -C myzone

7

在区域中安装 VRTSvxfs、VRTSodm 和 VRTSvlic：
myzone# pkg install --accept VRTSvxfs VRTSodm VRTSv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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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区域内启用 vxodm 服务：
myzone# svcadm enable vxodm

9

在本地区域中执行 mount -p | grep odm 并确认输出类似于以下内容：
/dev/odm - /dev/odm odm - no
nodevices,smartsync,zone=myzone,sharezone=5

10 在进入全局区域后取消设置发布服务器：
global# pkg unset-publisher Veritas

在 Solaris 11 上：如果有现有域，则启用通过 VxFS 从非全局区域访问 ODM 文件

1

检查全局区域中是否已安装 SF。否则，请在全局区域安装 SF。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和升级指南》。

2

2. 进入在全局区域安装 SF 使用的同一安装程序的 pkgs 文件夹后，为安装设
置发布服务器。
global# pkg set-publisher -P -g VRTSpkgs.p5p Veritas

3

检查该区域处于运行状态还是已安装状态。如果 VCS 正在运行，则将其关闭：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shutdown

4

将 fs-allowed 设置为 default,vxfs,odm：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set fs-allowed=default,vxfs,odm
zonecfg:myzone> verify
zonecfg:myzone> commit

5

在区域配置文件中添加许可证目录为 fs：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add fs
zonecfg:myzone:fs> set dir=/etc/vx/licenses/lic
zonecfg:myzone:fs> set special=/etc/vx/licenses/lic
zonecfg:myzone:fs> set type=lofs
zonecfg:myzone:fs> end
zonecfg:myzone> verify
zonecfg:myzone>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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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区域配置文件中添加 vxportal、fdd 和 odm 这三台设备：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vxportal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fdd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odm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verify
zonecfg:myzone> commit

7

引导区域：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boot

8

在区域中安装 VRTSvxfs、VRTSodm 和 VRTSvlic：
myzone# pkg install --accept VRTSvxfs VRTSodm VRTSvlic

9

在区域内启用 vxodm 服务：
myzone# svcadm enable vxodm

10 在本地区域中执行 mount

–p | grep odm 并确认输出类似于以下内容：

/dev/odm - /dev/odm odm - no
nodevices,smartsync,zone=myzone,sharezone=5

11 11. 在进入全局区域后取消设置发布服务器：
global# pkg unset-publisher Veritas

将 VxVM 卷导出到非全局区域
可以使用 zonecfg 命令导出卷设备节点，从而在非全局区域中使用。以下过程可使
得卷 vol1 可以在非全局区域 myzone 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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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将原始卷导出到非全局区域存在安全隐患。区域管理员可能会创建格式错误
的文件系统，日后在尝试装入时可能会导致系统混乱。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写入原
始卷、导出到非全局区域、使用 dd 之类的实用程序，都可能会导致数据损坏。
将 VxVM 卷导出到非全局区域

1

在全局区域中创建 vol1 卷：
global# ls -l /dev/vx/rdsk/rootdg/vol1
crw------1 root
root
301, 102000 Jun 3
12:54 /dev/vx/rdsk/rootdg/vol1crw------1 root sys
301,
10200
0 Jun 3 12:54 /devices/pseudo/vxio@0:rootdg,vol1,102000,raw

2

向非全局区域 myzone 添加卷设备 vol1：
global#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add device
zonecfg:myzone:device> set match=/dev/vx/rdsk/mydg/vol1
zonecfg:myzone:device> end
zonecfg:myzone> commit

3

确保在非全局区域可以看到此设备：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halt
global# zoneadm -z myzone boot

4

验证 /myzone/dev/vx 包含原始卷节点，并且非全局区域可以对原始卷节点执
行 I/O。
现在，可以使用导出的设备执行 I/O 或创建文件系统。

Oracle Solaris 全局区域中的 VxVM 设备
在 Oracle Solaris 运行环境下，每个卷节点条目对应采用同一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
的两个物理节点，分别为：/devices 和 /dev。物理节点显示如下：
/devices raw volume node : /devices/pseudo/vxio@0:
dgname,volname,minor_number,raw
/devices block volume node : /devices/pseudo/vxio@0:
dgname,volname,minor_number,blk
/dev raw volume node : /dev/vx/rdsk/dgname/volumename
/dev block volume node : /dev/vx/dsk/dgname/volum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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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给出 /devices 中的示例值：
ls -l /devices/pseudo/vxio*vol1*
brw------1 root
sys
302, 66000 Mar 25
17:21 /devices/pseudo/vxio@0:mydg,vol1,66000,blk
crw------1 root
sys
302, 66000 Mar 25
17:21 /devices/pseudo/vxio@0:mydg,vol1,66000,raw

以下示例给出 /dev 中的示例值：
ls -l /dev/vx/*dsk/mydg/vol1
brw------crw-------

1 root
1 root

root
root

302, 66000 Mar 25 17:21 /dev/vx/dsk/mydg/vol1
302, 66000 Mar 25 17:21 /dev/vx/rdsk/mydg/vol1

从非全局区域删除 VxVM 卷
执行以下过程将从非全局区域删除 VxVM 卷。
从非全局区域删除 VxVM 卷

1

必须先停止本地区域，然后再修改配置。

2

从非全局区域 myzone 中删除卷设备 vol1：
global# 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remove device match=/dev/vx/rdsk/rootdg/vol1
zonecfg:myzone> end
zonecfg:myzone> commit

关于 SF Oracle RAC 对区域环境中 Oracle RAC 的支
持
此版本支持各全局区域中两个非全局区域的安装和配置。SF Oracle RAC 群集必须
由来自不同全局区域的非全局区域构成。
注意：SF Oracle RAC 不支持由同一全局区域中的非全局区域构成的群集。
SF Oracle RAC 以及所需的代理均在全局区域中运行。Oracle RAC 在非全局区域
中运行。您必须使用独占 IP 区域配置非全局区域。独占 IP 区域不会与全局区域共
享网络接口。
使用 SF Oracle RAC，您可以启动、停止和监视非全局区域，并为非全局区域中的
Oracle RAC 实例提供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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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说明了区域环境中的 SF Oracle RAC 配置。
SF Oracle RAC 与区域环境中的 Oracle RAC

图 2-6

Oracle RAC - 集群 A
sys1_zone1

sys2_zone1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

Oracle RAC - 集群 B
sys1_zone2

sys2_zone2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

全局区域 sys1
中的 SF Oracle RAC

全局区域 sys2
中的 SF Oracle RAC

共享存储

支持的配置
SF Oracle RAC 针对区域环境支持的配置如下所示：
体系结构

Solaris SPARC 系统

Oracle RAC 版本

11.2.0.3

操作系统版本

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Solaris 版）》以了解支
持的 OS 版本。

区域 IP 地址类型

独占 IP 区域

注意：对于独占 IP 区域，每个非全局区域至少需要三个网络
接口，一个作为公共链接，两个作为专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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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非全局区域内的所有专用接口都必须在 LLT 下配置为专用接口。如果您计划
跨全局区域只有一个非全局区域群集，建议为非全局区域配置的专用接口的名称和
数量与全局区域中为配置 LLT 使用的专用接口的名称和数量相同。不过，如果您在
非全局区域中将一部分 LLT 接口配置为专用接口，在发生网络分裂的情况下 Oracle
Clusterware 将作出群集重新配置决定。

支持区域环境中的 SF Oracle RAC 的已知问题
本节介绍支持区域环境中的 SF Oracle RAC 的已知问题。

CFS Mount 代理不支持在非全局区域装入 VxVM 设备
CFS Mount 代理不支持在非全局区域装入 VxVM 设备，因为非全局区域内的 CVM
二进制文件 (/etc/vx/bin/vxclustadm) 不起作用或不存在。
解决方法：请在非全局区域根目录 (/zoneroot/root/mnt_point) 下直接装入存
储。此时存储便可供非全局区域使用。

VCS 代理的问题
如果非全局区域的主机名与非全局区域的名称不同，您会看到为非全局区域配置的
VCS 代理发生意外情况。
解决方法：请确保非全局区域的主机名与非全局区域的名称相同。

使借助于直接装入文件系统配置的非全局区域不受 VCS 控制
会导致相应的区域资源出现故障或变为脱机
使借助于直接装入文件系统配置的非全局区域不受 VCS 控制会导致相应的区域资
源出现故障或变为脱机。区域状态显示为 down，相应区域资源出现故障或变为脱
机。结果，VCS 无法使区域资源联机。
解决方法：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全局区域。

2

卸载正由区域使用且仍处于装入状态的 装入点：
# umount -o mntunlock=VCS /mount_point

3

停止区域：
# zoneadm -z zone_name halt

这会将非全局区域的状态更改为 installed 或 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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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运行区域的情况下为 PrivNIC 资源显示的错误消息
如果为非全局区域环境中的某个区域配置了 PrivNIC 资源且相应的区域并未运行，
则会在 VCS 引擎日志文件 /var/VRTSvcs/log/engine_*.log 中显示以下错误消
息：
VCS ERROR V-16-20035-0 (sys1)
PrivNIC:ora_priv:monitor:Zone [zone1] not running.

重新启动 VCS 时显示的警告消息
当您重新启动 VCS 时，会在区域中启动多用户服务之前显示以下警告消息：
VCS WARNING V-16-10001-14056 (sys1)
Zone:vcszoneres:monitor:Zone is running without specified
milestone [multi-user-server] online - returning offline.

可以放心忽略该消息。

非全局区域安装程序日志包含警告消息
非全局区域安装程序日志包含与 VRTS 软件包相关的警告消息。
解决方法：
安装新的非全局区域前，您必须将区域路径的父目录设置为 755。区域的父目录可
从完整的区域路径派生，方法为在包含区域名称的完整区域路径上运行 dirname 命
令。

CFS 装入的问题
如果全局区域上的 CFS 装入点作为 lofs 文件系统装入到非全局区域，那么在使用
hares 或 umount 命令卸载了 CFS 装入点后，尝试在全局区域装入 CFS 装入点失
败并返回以下错误：
VCS WARNING V-16-20011-5508 (sys1)
CFSMount:ocrvote_mnt:online:Mount Error :
UX:vxfs mount: ERROR: V-3-21264:
/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is already mounted,
/ocrvote is busy,allowable number
of mount points exceeded

解决方法：
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步骤：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全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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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在全局区域上卸载的 CFS 和 lofs 装入点：
# cat /etc/mnttab |grep mount_point

例如：
# cat /etc/mnttab |grep ocrvote/ocrvote \
/zonevol/sys1_zone1/root/ocrvote lofs \
dev=53859d8 12971587943

3.

卸载 CFS 和 lofs 装入点：
# umount /zonevol/sys1_zone1/root/mount_point

4.

检查是否存在任何活动的 CFS 和 lofs 装入点：
# cat /etc/mnttab |grep mount_point

5.

使用以下任一方法在全局区域上装入 CFS 和 lofs 装入点。
使用 hares 命令：
# hares -online res_name -sys sys_name

手动：
# mount -F vxfs -o cluster /dev/vx/dsk/\
dg_name/vol_name /mount_point

6.

检查 CFS 装入点是否装入成功：
# cat /etc/mnttab |grep mount_point

例如：
# cat /etc/mnttab |grep ocrvote/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
/ocrvote vxfsrw,suid,delaylog,largefiles,qio,cluster,\
ioerror=mdisable,crw,dev=53859d8 129715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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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主站点上，创建非全局区域并配置其网络参数。
■

使用 zonecfg 命令在主站点上创建非全局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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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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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主站点上关闭此区域。

3

使用特定于复制的命令将复制从主站点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

4

在辅助站点上重复步骤 1。

5

在主群集和辅助群集上执行步骤 6、步骤 7、步骤 8 和步骤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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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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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向服务组添加下列 VCS 复制资源之一，以便管理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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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VRPrimary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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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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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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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从 DiskGroup 资源到复制资源的依赖关系。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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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8

基于 VVR 复制的非全局区域的资源依赖关系图示例
Zone

Mount
RVGPrimary

当站点中的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复制资源确保下列各项：
■

基础复制设备处于主要模式下，基础存储及最终的区域根目录转入读写模式。

■

远程设备处于辅助站点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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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全局区域 Storage Foundation 支持的软件限制
本节介绍本版本中非全局区域 Storage Foundation 支持的软件限制。

非全局区域中不支持管理命令
只有全局区域支持所有管理任务（例如重定卷的大小、向卷集添加卷以及重新组织
文件系统）。因此，VxFS 和 VxVM 均不支持非全局区域中的管理命令（例如
fsadm、fsvoladm）和管理 io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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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将 VxFS 文件系统作为非全局区域的根
当前，对于 Solaris 11，非全局区域的根不能位于 VxFS 文件系统上。

不支持 QIO 和 CQIO
VxFS 不支持在非全局区域中使用 Quick I/O 和 Cached Quick I/O。

在非全局区域中安装软件包
在 Solaris 11 上，当在全局区域中安装软件包时该软件包不会自动传播到非全局区
域。有关在非全局区域内安装软件包的说明，请参考该产品的安装指南。

使用非全局区域配置删除软件包
如果非全局区域是系统配置的一部分，且 VRTSodm 软件包已安装，则请确保在删
除 VRTSodm 软件包或卸载产品之前，每个非全局区域中的 /dev/odm 均已卸载。
这样可以确保不存在可能阻止全局区域卸载 odm 模块的非全局区域 odm 模块引用。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卸载非全局区域中的 /dev/odm：
global# zlogin myzone
myzone# svcadm disable vxodm

在非全局区域中卸载 VRTSvxfs 和 VRTSvlic 软件包之前，需要从区域配置中删除
本地区域内使用 LOFS 装入的 /etc/vx/licenses/lic 文件。这特定于 Solaris
11。
删除区域配置

1

如果正在运行 Solaris 11，请输入以下命令：
zoneadm -z myzone shutdown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remove fs
dir=/etc/vx/licenses/lic
zonecfg:myzone> verify
zonecfg:myzone> commitzoneadm -z myzone boot

2

卸载 VRTSvxfs 和 VRTSvlic 软件包。
在从 VRTSvxfs 的全局区域删除软件包的过程中。删除所有使用 LOFS 装入的
vxfs 装入路径和使用 vxfs 装入的装入路径（通过在区域配置文件中设置
type=vxfs，可自动在非全局区域内装入），因为它会干扰在全局区域中卸载
VRTSvxfs 软件包。应该在停止区域后通过修改区域配置文件来执行这些删除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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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所有使用 LOFS 装入的 vxfs 装入路径和使用 vxfs 装入的装入路径
◆

输入以下命令：
zoneadm -z myzone haltzonecfg -z myzone
zonecfg:myzone> remove fs dir=/dirmnt
zonecfg:myzone> verify
zonecfg:myzone> commit
zonecfg:myzone> endzoneadm -z myzone boot

不能将根卷添加到非全局区域
不能将根卷添加到非全局区域。

一些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操作可能导致卷设备名称不同步
如果将卷导出到非全局区域，一些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操作可能导致全局和
非全局卷设备名称不同步，这可能会造成数据损坏。这是因为 Solaris 运行环境区
域支持不识别 devfsadm(1M) 命令，因此区域配置没有根据 /dev 或 /devices 命名
空间的更改进行更新。
以下操作能导致设备名称不同步：
■

删除卷

■

导入磁盘组

■

逐出磁盘组

■

重命名磁盘组或卷

■

对磁盘组进行 Reminor 操作

■

重新启动 vxconfigd 或重置内核

为防止设备名称不同步，如果卷被导出到非全局区域，并且在此卷发生可能导致设
备名称不同步的操作，请使用 zonecfg 命令从区域配置中删除此卷，并使用 zoneadm
命令重新启动此区域。
请参见 zonecfg(1M) 和 zoneadm(1M) 手册页。
注意：此问题适用于在更改之前非全局区域中 /dev 或 /devices 设备节点被更改
并配置的所有 Solaris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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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Solaris 项目的支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olaris 项目

■

关于 Solaris 项目的 VCS 支持

■

在 Solaris 项目中配置 VCS

关于 Solaris 项目
Solaris 操作系统提供了项目工具来标识工作负载。项目充当一个管理标记，可用于
以一种有用的方式将相关的工作组合在一起。您可以为销售应用程序创建一个项
目，而为营销应用程序创建另一个项目。通过将与销售应用程序相关的所有进程放
置在销售项目中，将营销应用程序放置在营销项目中，可以按某种对业务有意义的
方式分离并控制工作负载。
属于多个项目的用户可以同时在多个项目中运行进程。这种多项目方法使用户可以
同时参与多个工作负载。某个进程启动的所有进程都继承父进程的项目。因此，切
换到启动脚本中的一个新项目将运行新项目中的所有子进程。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Solaris 操作环境文档《系统管理指南：Solaris Containers
- 资源管理和 Solaris 区域》。

关于 Solaris 项目的 VCS 支持
VCS 为在 Solaris 项目中运行的应用程序提供应用程序管理和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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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CS 如何与 Solaris 项目协同工作的概述
使用 VCS 可执行以下操作：
■

启动、停止、监视 Solaris 项目，以及对其进行故障转移。

■

启动、停止、监视在 Solaris 项目内运行的应用程序，以及对其进行故障转移。

VCS 对容器的建模方式
VCS 以及所需的代理均在全局区域中运行。对于在 Solaris 项目中运行的应用程序，
代理可以在该项目内运行 online 入口点。如果任何资源出现故障，VCS 会对该服
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在 VCS 环境中安装和配置项目
安装和配置项目。创建具有标准应用程序资源类型（应用程序、存储、网络）和
Project 资源的服务组。VCS 将项目作为资源进行管理。然后，配置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

配置 ContainerInfo 属性
服务组属性 ContainerInfo 指定有关 Solaris 项目的信息。配置并启用 ContainerInfo
属性后，将允许该服务组中可识别项目的资源在项目环境中运行。VCS 在服务组级
别定义了项目信息，这样就不必为每个资源定义项目信息。您需要为 ContainerInfo
属性指定一个针对系统的值。

关于 ContainerInfo 服务组属性
ContainerInfo 属性具有 Name 键、Type 键和 Enabled 键。Name 键定义容器的名
称。Type 键允许选择打算使用的容器类型。Enabled 键用于在服务组中启用可识别
项目的资源。ContainerInfo 属性指定是否可以使用具有容器的服务组。
将下列值分配给 ContainerInfo 属性：
■

名称
容器的名称。

■

Type (类型)
容器的类型。您可将此设置为 Project。

■

Enabled
如果要禁用容器，则将该值指定为 0。如果要启用容器，则将该值指定为 1。如
果要启用物理到虚拟以及虚拟到物理的故障转移，请将此值指定为 2。当该值为
2 时，Project 资源类似一个不存在的实体。

可以为该属性设置一个针对系统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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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
可识别项目的资源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属性已预先设置。它决定以下情况：
■

可识别项目的资源是否可在项目中运行。

■

是否将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中定义的容器信息传递给资源。

仅当配置了 ContainerInfo 服务组属性时，这些值才会有效。
属性的键如下：
可识别项目类型的 ContainerOpts 资源类型属性定义包含以下值：
■

RunInContainer
当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为 1 时，只有该资源的 online 代理函数（入口点）将
在项目内部运行。
当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为 0 时，该资源的代理函数（入口点）将在本地容器
的外部（在全局环境中）运行。
RunInContainer 值的限制是，仅脚本代理函数（入口点）可以在容器内运行。

■

PassCInfo
PassCInfo 键的值为 1 时，代理函数会接收在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中定
义的容器信息。此值的一个使用示例为，将容器的名称传递给代理。

可识别项目的资源
目前，Process、Application 和 Oracle 资源可识别项目。如果为 Solaris 项目配置
的服务组包含除 Process、Application 或 Oracle 以外的资源，Veritas 建议将
RunInContainer 设置为 0。

关于 Project 代理
Project 代理可监视 Solaris 项目，以及使 Solaris 项目联机和脱机。
有关该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在 Solaris 项目中配置 VCS
在项目中配置 VCS 需要执行下列任务：
一

查看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78 页的“在项目中配置 VCS 的先决条件”。

二

确定项目根目录的位置，它可以位于本地存储或共享存储上。

三

在项目中安装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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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并配置其资源。

在项目中配置 VCS 的先决条件
查看在项目中配置 Cluster Server (VCS) 的以下先决条件：VCS 仅支持进程、应用
程序和 Oracle 代理。

在项目中使用自定义代理
如果使用自定义代理，请查看有关在项目中使用自定义代理的以下信息：
■

如果使用自定义代理监视在项目中运行的应用程序，请确保这些代理使用基于
脚本的入口点。VCS 不支持在项目内部运行 C++ 入口点。

■

如果希望自定义代理监视项目中的应用程序，则对于自定义代理类型，应为
ContainerOpts 属性设置以下值： RunInContainer = 1 和 PassCInfo = 0。

■

如果不希望自定义代理监视项目中的应用程序，则对于自定义代理类型，应为
ContainerOpts 属性设置以下值： RunInContainer = 0 和 PassCInfo = 0。

有关示例，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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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支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术语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部署模型

■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中部署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的优点

■

功能

■

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

分层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

系统要求

■

产品版本说明

■

产品授权

■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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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Veritas 卷从控制域导出到来宾域

■

为来宾域置备存储

■

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快照克隆逻辑域引导磁盘

■

支持使用配置为 DMP 模式的防护实时迁移 Solaris LD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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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软件限制

■

已知问题

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是一项虚拟化技术，利用该技术可以在同一物理系统
上创建独立的虚拟机环境。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提供从所有物理设备中抽
象出来的虚拟化计算环境，允许在一个系统上对工作负载进行整合与集中管理。逻
辑域可以是指定的角色，例如控制域、服务域、I/O 域和来宾域。每个域都是完整
的虚拟机，可在其中独立启动、停止和重新启动操作系统。
注意：VCS 将 LDOM 视为与物理计算机类似。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术语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中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的过程中使用了
下列术语。
表 4-1

列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术语

术语

定义

逻辑域

在同一物理主机中具有自身的操作系统、资
源和身份的逻辑域或虚拟机。

虚拟机管理程序

通过一个稳定的接口（称为 sun4v 体系结构）
为逻辑域中运行的操作系统提供一组硬件特
定支持功能的固件层。虚拟机管理程序介于
操作系统和硬件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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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与虚拟机管理程序和逻辑域进行通信以便对
发生的更改（如添加和删除资源或创建逻辑
域）进行序列化的软件。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可以提供一个管理
界面并跟踪系统中物理设备和虚拟设备之间
的映射。

控制域

为系统提供一个用于设置和卸除逻辑域的配
置平台的主域。
使用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软件可以管
理逻辑域的创建和物理资源的分配。

I/O 域

用于控制以物理方式直接访问输入/输出设备
（如 PCI Express 卡、存储单元和网络设备）
的操作。默认的 I/O 域是控制域。

来宾域

使用由控制域和 I/O 域提供的虚拟设备并在控
制域的管理下运行。

虚拟设备

由虚拟机管理程序提取并提供给平台内的逻
辑域的物理系统硬件，包括 CPU、内存和 I/O
设备。

逻辑域通道 (LDC)

逻辑域通道是由虚拟机管理程序创建的点对
点全双工链接。LDC 可在虚拟设备和来宾域
之间提供一个数据路径并在各个逻辑域之间
建立虚拟网络。

虚拟磁盘客户端

来宾域中的一个 Solaris 内核模块，用于控制
该域可以识别的虚拟磁盘，从而为应用程序
提供标准的设备接口。

虚拟磁盘服务器

控制域中负责将各种后端设备作为虚拟磁盘
导出到来宾域的一个 Solaris 内核模块。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部署模型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是 Solaris SPARC 平台上的虚拟化技术，使用该技
术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系统上创建独立的虚拟机环境。这使您可以在一个系统上整合
并集中管理工作量。
Storage Foundation 在下列三个部署模型中支持逻辑域：
■

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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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只有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才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

分层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Cluster Server 配
置模型”。

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5.0 MP1 版本中引入了对此模型的支持，并且在此版本中仍然支持此模型。
请参见第 88 页的“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请参见第 136 页的“设置 Cluster Server 以在逻辑域发生故障时对逻辑域进行故障转
移”。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在 5.0 MP3 版本中引入了对此模型的支持。
请参见第 91 页的“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请参见第 84 页的“功能”。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已知问题”。
注意：SFCFSHA 堆栈可以在物理服务器内部或物理服务器之间跨多个 I/O 域进行
安装。
请参见第 134 页的“Cluster Server 限制”。

分层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此配置仅添加了 I/O 防护支持。
请参见第 98 页的“分层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中部署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的优点
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带来了多项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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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标准化
无论如何承载操作系统，存储管理工具的一致性均可节省管理员的时间并降低环境
的复杂度。
控制域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能够提供与非虚拟环境中一样的命令集、存储命名
空间和环境。

阵列迁移
可以通过一个中心位置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的数据迁移，从而可以通过由
Storage Foundation 托管主机使用的一个阵列来迁移所有存储。
在 Storage Foundation Manager 1.1 及更高版本中提供了这一强大的集中数据迁移
功能。

在物理环境与虚拟环境之间移动存储
Storage Foundation 可以让您更轻松、更安全地将数据从物理环境迁移到虚拟环
境。
借助 Storage Foundation，管理员不再需要将数据从源复制到目标，而只需将同一
存储或用于迁移测试的存储副本再分配到虚拟环境中。

引导映像管理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用户可以在此环境中利用即时快照等功能来包含引导映
像，并从控制域的中央位置对映像进行管理。

功能
本节介绍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中使用产品时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中的一些功能。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
以下功能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vxloadm 实用程序允许从控制域访问 VxVM 卷中包含的文件系
统
vxloadm 实用程序允许从来宾域外部（即从控制域中）访问 VxVM 卷中包含的文件

系统。通过使用 vxlo 驱动程序对该卷中包含的所有分区进行映射来完成此操作。
如果这些分区包含有效的文件系统，则可以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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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 vxloadm 实用程序

1

检查是否已在内存中加载驱动程序：
# modinfo| grep vxlo
226 7b3ec000

2

3870 306

1

vxlo (Veritas Loopback Driver 0.1)

运行 vxloadm 实用程序：
# /etc/vx/bin/vxloadm

3

现在，您可使用此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85 页的“vxloadm 实用程序使用示例”。

4

完成操作后，Veritas 建议使用 vxloadm 实用程序卸载 vxlo 驱动程序：
# rem_drv vxlo
# modinfo| grep vxlo
226 7b3ec000

3870 306

1

vxlo (Veritas Loopback Driver 0.1)

# modunload -i 226

其中，226 是使用 modinfo | grep vxlo 命令获取的模块 ID。

vxloadm 实用程序使用示例
使用 vxloadm addall 命令可以创建对 VxVM 卷中包含的各个分区进行映射的设
备。例如：
# /etc/vx/bin/vxloadm addall vol1 /dev/vx/dsk/testdg/vol1

此操作会在 /dev/vxlo/dsk/ 和 /dev/vxlo/rdsk/ 目录中为卷中包含的每个片或
每个分区创建设备节点条目。
# ls -l /dev/vxlo/dsk/
lrwxrwxrwx 1 root root 46 Sep 25 14:04 vol1s0
-> ../../../devices/pseudo/vxlo@0:vol1s0,1,blk
lrwxrwxrwx 1 root root 46 Sep 25 14:04 vol1s3
-> ../../../devices/pseudo/vxlo@0:vol1s3,2,blk
# ls -l /dev/vxlo/rdsk/
lrwxrwxrwx 1 root root 46 Sep 25 14:04 vol1s0
-> ../../../devices/pseudo/vxlo@0:vol1s0,1,raw
lrwxrwxrwx 1 root root 46 Sep 25 14:04 vol1s3
-> ../../../devices/pseudo/vxlo@0:vol1s3,2,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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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loadm get 命令显示使用 vxloadm 实用程序创建的所有当前映射分区的列
表。例如：
# /etc/vx/bin/vxloadm get
VxVM

INFO V-5-1-0

NAME

MOUNT
OFFSET
C/H/S
VxVM INFO V-5-1-15260 vol1s0
6180
6787/1/618
VxVM INFO V-5-1-15260 vol1s3
4326000 50902/1/618

FILENAME
/dev/vx/dsk/testdg/vol1
/dev/vx/dsk/testdg/vol1

使用相应的文件系统命令访问文件系统。例如：
# fstyp /dev/vxlo/rdsk/vol1s0
ufs
# mount -F ufs /dev/vxlo/dsk/vol1s0 /mnt

使用 vxloadm delete 删除卷的分区映射。例如：
# /etc/vx/bin/vxloadm delete vol1s0
# /etc/vx/bin/vxloadm delete vol1s3

注意：此 vxloadm 实用程序仅可在目前未由来宾域使用或打开的卷上使用。

vxformat 实用程序自动对受来宾域中的 VxVM 卷支持的虚拟磁
盘进行重新标记
vxformat 实用程序使用户能够对受 VxVM 卷支持的虚拟磁盘自动进行重新标记。

此实用程序只能从来宾域内执行。
在具有现有分区的 VxVM 卷的大小增大，并且需要从来宾域中访问新的大小时，此
vxformat 实用程序特别有用。
成功进行重新标记的要求
■

仅当可以找到新的柱面大小并且该大小与每个现有分区的起始位置和大小均对
齐时，才能成功进行重新标记。
如果 vxformat 命令无法找到此柱面大小，则会显示以下描述消息并退出：
Cannot re-label device /dev/rdsk/c0t1d2s2 since we failed to
find new cylinder size that's aligned with all the existing
partitions

■

仅当可用块大于每个非 s2 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时，才能成功进行重新标记。
否则，vxformat 命令会显示以下消息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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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ot re-label device /dev/rdsk/c0d2s2 since the last sector of
a
non-s2 parti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available blocks

vxformat 实用程序使用示例
使用 vxformat 命令重新标记虚拟磁盘。例如：
# /etc/vx/bin/vxformat c0d1s2
rawpath: /dev/rdsk/c0d1s2
Old disk capacity: 2097000 blocks
New disk capacity: 4194000 blocks
Device /dev/rdsk/c0d1s2 has been successfully re-labeled.
Please use prtvtoc(1) to obtain the latest partition table information

如果基础设备大小未发生更改，则 vxformat 命令会显示以下消息且不会更改标签。
例如：
# /etc/vx/bin/vxformat c0d1s2
Old disk capacity: 2343678 blocks
New disk capacity: 2343678 blocks
size of device /dev/rdsk/c0d2s2 is unchanged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功能
SFHA Solutions 支持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下列功能。

来宾域迁移
Storage Foundation 的以下所有部署模型均支持来宾域迁移功能的冷迁移、热迁移
和实时迁移：
■

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

分层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虚拟 I/O 动态重新配置
以下所有部署模型均支持虚拟 I/O 动态重新配置功能：
■

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

分层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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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调整以单片形式导出的卷的大小： 应可以在来宾中以动态方式立即看到
新的大小。
如果调整以完整磁盘形式导出的卷的大小： 即使可以在来宾中以动态方式看到新的
大小，但是除非调整虚拟磁盘中的标签以反映新的扇区，否则无法利用在卷中分配
的新空间。对标签进行该调整操作时应谨慎。

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图 4-1 说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逻辑域的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
模型。
逻辑域的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图 4-1

来宾域
（虚拟机）
UFS

控制域
（I/O 控制点）
虚拟磁盘服务器

VxFS

卷
虚拟磁盘客户端

VxVM/CVM
DMP

域通道
虚拟机管理程序
服务器

存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如何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中工作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支持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逻辑域中的单节点、多节点和多节点高可用性配置。
图 4-1 说明了此模型中各种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组件产品的推荐位置。
下面指出了各种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组件产品的推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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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单节点配置，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包括 DMP）位于控制域
中，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位于来宾域中。

■

对于群集节点，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位于控制域中，VxFS 位于来
宾域中。
请参见第 125 页的“使用 Cluster Volume Manager 进行群集”。
请参见第 126 页的“在逻辑域中的多个节点上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请参见第 128 页的“控制域中用于提供高可用性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

对于高可用性环境中的群集节点，请将 Cluster Server (VCS) 安装在控制域中。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VCS”。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Cluster Server
配置模型”。
请参见第 142 页的“配置 VCS 以便在出现故障时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

来宾域中的 VxFS 驱动程序当前不能与控制域中的 VxVM 驱动程序进行交互。
这样就使某些需要直接与 VxVM-VxFS 协调的功能在此种配置中无法使用。
请参见第 89 页的“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限制”。
注意：VxFS 也可以位于控制域中，但来宾域和控制域中的两个 VxFS 实例之间
不会相互协调。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限制
下列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功能在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中受到限
制：
■

Smartmove 和精简回收 — 这些功能需要 VxVM 和 VxFS 之间的协调，因此在
此模型中不受支持。

■

VxVM 卷快照 - 由于来宾域中的 VxFS 无法与控制域中的 VxVM 相互协调，因
此，为包含 VxFS 文件系统的 VxVM 卷创建数据一致的快照需要在创建快照之
前关闭应用程序并卸载文件系统。

■

使用 vxresize 调整 VxVM 卷以及该卷上任何类型的文件系统的大小 - 调整来宾
域上其基础设备由控制域中的 VxVM 卷提供支持的任何类型的文件系统的大小，
需要分别调整 VxVM 卷以及来宾域中的文件系统的大小。
如果要增大来宾域中其基础设备由 VxVM 卷提供支持的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必须首先使用 vxassist 命令增大控制域中的卷的大小，然后使用 fsadm 命令
增大来宾域中的文件系统的大小。
另一方面，要减小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必须首先使用 fsadm 命令减小来宾
域中的文件系统的大小，然后使用 vxassist 命令减小控制域中的卷的大小。使
用 vxassist 命令时，需要使用该命令的 -f 选项，如以下示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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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assist -g [diskgroup] -f shrinkto volume length

小心：不要将基础卷大小减小到小于来宾域中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因为这样
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

不支持将卷集导出到来宾域。

■

在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中不支持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

多卷 DST

■

文件级别的 Smartsync

■

由于 VxFS 位于来宾域中而 VxVM 安装在控制域中，因此下列 VxFS 可调参数
并未根据基础卷布局设置为默认值：
■

read_pref_io

■

write_pref_io

■

read_nstream

■

write_nstream

如果需要，可以在 /etc/vx/tunefstab 文件中根据基础卷布局设置这些可调参
数的值。
有关如何调整 I/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在此部署模型不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90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支持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图 4-2

来宾域
（虚拟机）

控制域
（I/O 控制点）

VxFS
VxVM/CVM
虚拟磁盘服务器

DMP
虚拟磁盘客户端
虚拟磁盘
（路径 A）

虚拟磁盘
（路径 B）

域通道
Hypervisor
服务器
路径 A
路径 B
存储

图 4-2 说明来宾逻辑域的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如何在来宾域中
工作
在此部署模型中，整个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共同位于来宾域中。
Veritas 建议将要导出的磁盘的所有路径导出到一个来宾域中，并让 DMP 在该来宾
域中执行磁盘多径处理。
注意：此外也可以使 VxVM 堆栈在来宾中具有完整功能（基于来宾的模型限制仍适
用），此时 DMP 只能看到通往每个磁盘的一条路径，而控制域或 I/O 域中的 DMP
负责管理通往这些磁盘的多条路径。这意味着包括精简回收在内的所有功能都可以
使用。
请参见第 99 页的“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启用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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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此模型中，只有完整的 SCSI 磁盘可以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和 DMP 下使用。不支持非 SCSI 设备（卷、文件、盘片等）。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和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可以在来宾域的单节点、多节点和多节点高可用性配
置下运行。
■

对于单节点配置，VxVM（包括 DMP）和 VxFS 共同位于来宾域中。

■

对于群集节点，CVM 也可以在来宾域内使用。与常规物理节点一样，要构成由
逻辑域来宾组成的 CVM 群集，需要在组成该群集的各个来宾域之间共享存储的
可见性。
有关 CVM 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有关安装和配置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和升级指南》

■

对于高可用性环境中的群集节点，请将 Cluster Server (VCS) 安装在来宾域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文档。

■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在下列配置中支持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

一个主机上的一个来宾域充当 VVR 主域，另一个主机上的另一个来宾域充
当 VVR 辅助域。

■

两个来宾域位于同一物理主机上，但必须分别将 LUN 或磁盘导出到这两个
来宾域的数据卷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中。

在此模型中，来宾的引导磁盘可以为 VxVM 卷。有关此支持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来宾域的引导磁盘”。

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SFCFSHA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HA) 允许群集服务器同时装入和
使用一个文件系统，如同使用该文件系统的所有应用程序都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同一个服务器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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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持的具有 SFCFSHA 和多个 I/O 域的配置
图 4-3

跨越两个来宾域的 SFCFSHA 群集

服务器 (T5240)
来宾域 1
节点 1
IPMP

来宾域 2

SFCFS
集群

节点 2
HB

HB

DMP

DMP

I/O 域
VSW 0
公共

VDS 0

IPMP

I/O 域
VSW 1
专用

VSW 1
专用

物理适配器

VDS 0

VSW 0
公共

物理适配器
公共网络

IPMP = IP 多径
HB = LLT 心跳链接
原始磁盘路径

存储

VSW = 虚拟交换机
VDS = 虚拟磁盘服务
SFCFS = Storage Foundation
集群文件系统

图 4-3 显示了每个来宾域从两个 I/O 域中获取网络和磁盘存储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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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两个来宾域的 SFCFSHA 群集

图 4-4

服务器 1
来宾域 1

服务器 2
来宾域 2

SFCFS
集群

节点 1
IPMP

94

节点 2

HB

IPMP

DMP

HB
DMP

I/O 域
主
VSW 0
VSW 1
公共
VDS0 专用

I/O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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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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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P = IP 多径
HB = LLT 心跳链接
原始磁盘路径

VSW = 虚拟交换机
VDS = 虚拟磁盘服务
SFCFS = Storage Foundation
集群文件系统

图 4-4 显示了每个来宾域从该物理服务器上的两个 I/O 域中获取网络和磁盘存储冗
余。来宾群集跨越两台物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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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四个来宾域的 SFCFSHA 群集

图 4-5

服务器 1
来宾域 1

服务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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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

IPMP

来宾域 4
节点 4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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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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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 = 虚拟交换机
VDS = 虚拟磁盘服务
SFCFS = Storage Foundation
集群文件系统

图 4-5 显示了每个来宾域从该物理服务器上的两个 I/O 域中获取网络和磁盘存储冗
余。来宾群集跨越两台物理服务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支持
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96

跨越四个来宾域的 SFCFSHA 群集

图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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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显示了每个来宾域从四个 I/O 域的两个域中获取其磁盘存储冗余。每个来宾
从所有四个 I/O 域中获取其网络冗余。

SFCFSHA 限制
根据配置模型的不同，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具有下列限制。
来宾域中的 SFCFSHA 配置限制：
■

当一个或多个来宾域共享某个磁盘组时，不支持使用 VVR 复制该共享磁盘组。

■

如果要在来宾域中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请使用不同的 HBA 向同一物理节
点上的多个来宾域导出物理设备。否则，只要其中有一个来宾域终止，I/O 防护
就会隔离该设备。此情形也会导致其他来宾域无法访问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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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要向多个来宾域导出同一物理设备，Veritas 建议禁用 I/O 防护。如
果在 LDOM 上使用防护，则每台物理机上只能有群集 LDOM 的 1 个节点。如果
在同一物理机上需要同一群集 LDOM 的多个节点，请使用 CPS 服务器。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限制
下列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功能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域环境中
受到限制。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Bunker 复制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当前不支持将来宾域配置为 Bunker 复制模式中
的某个 Bunker 节点。以后的版本中可能会删除此限制。

使用 vxassist 的 mirror=ctlr 选项在控制器之间进行镜像
当前，来宾域中的所有虚拟磁盘都位于同一虚拟控制器 c0 下。如果 vxassist 尝试
查找第二个控制器以便放置镜像，则会失败，从而使该命令失败。
所有磁盘都归入 c0 控制器，即使在后端使用不同的物理路径导出，并且它们来自
不同的 HBA 也是如此。

绕过 DMP SCSI
虚拟磁盘客户端 (VDC) 驱动程序（而不是 SCSI 驱动程序）控制来宾域中的所有虚
拟磁盘。
因此，无法通过 DMP 构建 SCSI 数据包并将该数据包向下发送。即使将可调参数
dmp_fast_recovery 设置为 on 也无济于事。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vxesd) 结构监视功能
vxesd 后台驻留程序的功能之一就是，在 HBA API 中注册以侦听架构事件。即使将

HBA API 加载到来宾域中，但由于当前来宾域中没有直接连接的 HBA 的概念，此
API 也就没有任何用处。因此，vxesd 也就不具备此功能。

路径的物理 WWN
要创建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SFG)，必须具有物理 WWN。此物理全球通用 ID 不能从
来宾域内部获取，因为这些 ID 是由 DMP 通过 HBA API 提取的，而 HBA API 当前
在来宾域内无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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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说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逻辑域的分层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图 4-7

来宾域
VCS/ApplicationHA
SF

域通道

控制域

备用 I/O 域

VCS

VCS

DMP

DMP

存储

将 DMP 用作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多径处理解决
方案
通过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您可以选择管理以下域中的系统存储的多
个路径：
■

控制域

■

I/O 域

■

来宾域

对于具有多个 I/O 域的配置，Veritas 建议您使用 DMP 管理 I/O 域内部的路径。
注意：如果不使用多径处理解决方案，则在访问同一设备时可能会出现数据损坏等
意外。
通过在控制域中使用 DMP，您可以在来宾内使用所有 Storage Foundation (SF) 功
能。您必须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启用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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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99 页的“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启用 DMP”。
您可以在来宾域中启用 DMP 路径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在来宾域中启用 DMP 路径故障转移”。
您可以在来宾域中启用 I/O 防护。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在来宾域中启用 I/O 防护”。

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启用 DMP
本节介绍如何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启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图 4-8 说明了 DMP 的体系结构。
DMP 模型

图 4-8
来宾域 1

来宾域 2

来宾域 3

来宾域 4

SF

SF

SF

SF

域通道

控制域

备用 I/O 域

DMP

DMP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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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启用 DMP

1

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安装 VRTSvxvm 和 VRTSaslapm 软件包。
有关手动安装 DMP 的信息：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和升级指南》。
注意：已将与 DMP 安装和配置相关的信息合并到《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
和升级指南》中。

2

在可配置为来宾域的 DMP 元节点上创建虚拟磁盘服务 (VDS) 设备。
例如：
# ldm add-vdsdev /dev/vx/dmp/xyz vol0015-001-p1@primary-vds0
# ldm add-vdsdev /dev/vx/dmp/xyz vol0015-001-p2@alternate-vds0

3

配置时，将 DMP 元节点从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导出：
# ldm add-vdsdev /dev/vx/dmp/xyz vol0015-001-p1@primary-vds0
# ldm add-vdsdev /dev/vx/dmp/xyz vol0015-001-p2@alternate-vds0
# ldm add-vdisk timeout=30 vdsk0015-001-p1 \
vol0015-001-p1@primary-vds0 hsxd0015
# ldm add-vdisk timeout=30 vdsk0015-001-p2 \
vol0015-001-p2@alternate-vds0 hsxd0015

此操作允许来宾域中的 DMP 可以看到两个访问存储的路径，一个通过控制域
访问，另一个通过备用域访问。
来宾域中的 DMP 可以应对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出现的故障。

在来宾域中启用 DMP 路径故障转移
在 Oracle VM Server 的配置中，虚拟磁盘客户端 (VDC) 驱动程序的超时默认设置
为零，表示无限大。这会导致在控制域或备用 I/O 域意外崩溃时，故障 I/O 不会返
回到来宾域。结果，来宾域无法返回故障 I/O，并且无法通过备用域路由故障 I/O。
如果此问题发生，或为了避免此问题发生，您必须设置 VDC 驱动程序超时。
有两种方法可以设置 VDC 驱动程序超时：
全局修改导出到当前来宾域的所有 LUN。这 请参见第 101 页的“全局更改 VDC 驱动程序超
要求重新启动所有来宾域。
时”。
手动将每个 LUN 直接导出到来宾域，并将超 请参见第 101 页的“更改每个 LUN 的 VDC 驱
时参数设置为 30 秒。不需要重新启动。
动程序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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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更改 VDC 驱动程序超时

1

在每个来宾域上，编辑 /etc/system 文件并添加以下行，以将 VDC 驱动程序
超时设置为 30 秒：
set vdc:vdc_timeout=30

2

重新启动来宾域。

更改每个 LUN 的 VDC 驱动程序超时

1

使用四个内部磁盘创建主域，并将来宾域所需的所有 SAN LUN 分配到主域。

2

从主域中删除一半的系统 I/O：
# ldm remove-io pci_Xprimary_domain_name

其中 pci_x 是您系统的 PCI 总线的名称。
其中 prinary_domain_name 是主域的名称。
例如：
# ldm remove-io pci_@400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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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另外四个内部磁盘上创建备用 I/O 域，并添加已从主域删除的 I/O：
# ldm add-io pci_Xprimary_domain_name

其中 pci_x 是您系统的 PCI 总线的名称。
其中 primary_domain_name 是主域的名称。
例如：
# ldm add-io pci_@400 primary

4

在主域上，创建来宾域。在示例中，其中一个 LUN 的基于磁盘阵列的名称为
xyz，来宾域为 hsxd0015：
# ldm add-vdsdev /dev/vx/dmp/xyz vol0015-001-p1@primary-vds0
# ldm add-vdsdev /dev/vx/dmp/xyz vol0015-001-p2@alternate-vds0
# ldm add-vdisk timeout=30 vdsk0015-001-p1 \
vol0015-001-p1@primary-vds0 hsxd0015
# ldm add-vdisk timeout=30 vdsk0015-001-p2 \
vol0015-001-p2@alternate-vds0 hsxd0015

对于来宾域中的每个 SAN LUN 存在同一组命令，该组命令中包含四个命令。
三个 SAN LUN 用于来宾域中的 SAN 引导，剩下的一个用于应用程序数据。来
宾域中的每个 LUN 都有一个主域的路径备份，以及一个备用域的备份。这就
意味着，每个 LUN 只能在每个域中使用一个 LDC。另外，由于您使用的是
DMP，即使 LUN 拥有两个以上来自阵列的路径，您仍只能在每个域中使用 1
个 LDC。

在来宾域中启用 I/O 防护
从 6.0.5 版本开始，LDOM 来宾可将 SCSI-3 PR 防护用于由 I/O 域中的 DMP 设备
支持的虚拟设备。
注意：主 IO 域和备用 IO 域都应当具有 Storage Foundation 6.1.1 或更高版本。
有关配置 I/O 防护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如何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中工作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支持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逻辑域中的单节点、多节点和多节点高可用性配置。
下面指出了各种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组件产品的可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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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来宾域内部的单节点配置，可将单节点 Cluster Server (VCS) 或
ApplicationHA 放置在来宾域中。可将 Cluster Server (VCS) 放置在控制域中，
用于管理来宾域。如果为来宾域提供了多个 I/O 域中的存储 I/O 服务，则可将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放置在 I/O 域和来宾域中
请参见第 151 页的“关于为使用多个 I/O 域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配置
VCS”。

■

对于群集节点，可将 VCS 放置在控制域中用于管理来宾域，也可将其放置在来
宾域中实现应用程序可用性。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限制
当 VCS 安装在控制域中以管理来宾域，同时 VCS 也安装在这些来宾域中进行应用
程序管理，则不支持对两种群集配置 I/O 防护。

系统要求
有关系统要求，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

硬件要求
有关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支持的硬件的信息，请访问 Oracle 网站。

产品版本说明
在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前，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

产品授权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或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的客户有权在每个授权许可服务
器或 CPU 上使用无限数目的逻辑域。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本节介绍如何在多个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要安装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环境，必须按顺序阅读完下列各节：
■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安装和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及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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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在控制域或来宾域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在来宾域中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验证配置”。

要安装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环境（其中包括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必须按顺序阅读完下列各节：
■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安装和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及域”。

■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在控制域或来宾域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验证配置”。

要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请参见以下
各节：
■

请参见第 142 页的“配置 VCS 以便在出现故障时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安装和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及域
有关安装和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以及配置控制域和来宾域的说
明，请参考 Oracle 文档。

在控制域或来宾域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本节介绍如何在控制域或来宾域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要安装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整个堆栈均必须位于控制域中，并且
VxFS 必须位于来宾域中。
使用《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和升级指南》中的步骤在控制域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

安装该产品。
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和升级指南（Solaris 版）》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Solaris 版）》。

安装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要安装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环境，整个堆栈均必须位于来宾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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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允许将卷用作来宾主机上引导设备的虚拟磁盘，则必须在控制域中安装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根据需要采用 SF 或 SFCFSHA 配置和升级指南中的步骤在来宾域中安装 SF 或
SFCFSHA。
安装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

安装该产品。
对于 SF，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和升级指南（Solaris 版）》
对于 SF，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Solaris 版）》。
对于 SFCFSHA，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南（Solaris 版）》
对于 SFCFSHA，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Solaris 版）》。

在来宾域中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本节介绍如何在来宾域中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在来宾域中安装 VxFS
◆

■

在 Solaris 11 上：
如果来宾 OS 是 Oracle Solaris 11，请参考该产品的安装指南来在来宾域中
安装 VxFS。

验证配置
验证控制域和来宾域中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考 Oracle 文档。
验证控制域和来宾域中的 安装。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下列指南：
■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Solaris 版）》。

■

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
指南（Solaris 版）》

将 Veritas 卷从控制域导出到来宾域
使用以下过程可将 VxVM 磁盘组从非逻辑域环境迁移到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
注意：本节仅适用于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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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示例中，控制域名为 primary，来宾域名为 ldom1。每个步骤中的提示会显
示在哪个域中运行命令。
使用 ldm 命令基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数据卷创建虚拟磁盘

1

目标主机上的 VxVM 磁盘组将导入到控制域中，之后可从控制域中查看这些
卷。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以便在系统之间移动磁盘组。

2

在控制域 (primary) 中，使用 options=slice 选项配置一个将包含 VxFS 或
UFS 文件系统的 VxVM 卷作为盘片导出的服务：
primary# ldm add-vdiskserverdevice options=slice \
/dev/vx/dsk/dg-name/volume_name \
volume_namevolume_name@primary-vds0

小心： 默认情况下，卷在来宾域中显示为完整磁盘。虚拟磁盘客户端驱动程序
在虚拟磁盘的块 0 上写入 VTOC，这将以写入 VxVM 卷的块 0 而告终。由于
VxVM 卷的块 0 中包含用户数据，因此这可能导致数据损坏。使用
options=slice 可将卷作为盘片导出到来宾域，不会导致对块 0 进行任何写
入，因此保留了用户数据。

3

将导出的磁盘添加到来宾域中：
primary# ldm add-vdisk vdisk1 volume_name
volume_name@primary-vds0 ldom1

4

启动来宾域，并确保新虚拟磁盘可见。
primary# ldm bind ldom1
primary# ldm start ld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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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新虚拟磁盘设备节点条目未显示在 /dev/[r]dsk 目录中，则在来宾域中运
行 devfsadm 命令：
ldom1# devfsadm -C

在本示例中，新磁盘显示为 /dev/[r]dsk/c0d1s0。
ldom1# ls -l /dev/dsk/c0d1s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62 Sep 11 13:30 /dev/dsk/c0d1s0 ->
../../devices/virtual-devices@100/channel-devices@200/disk@1:a

6

在磁盘上装入文件系统以访问应用程序数据：
ldom1# mount -F vxfs /dev/dsk/c0d1s0 /mnt
ldom1# mount -F ufs /dev/dsk/c0d1s0 /mnt

为来宾域置备存储
使用以下过程可为来宾域置备存储。既可以置备引导磁盘，也可以置备数据磁盘。
注意：本节仅适用于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对于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模型：
请参见第 91 页的“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如何在来宾
域中工作”。

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来宾域的数据磁盘
以下过程使用 VxVM 卷作为来宾域的数据磁盘（虚拟磁盘）。
VxFS 可以用作基于数据磁盘的文件系统。
示例控制域名为 primary，来宾域名为 ldom1。每个步骤中的提示显示要在哪个域
中运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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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数据磁盘

1

创建已为其分配一些磁盘的 VxVM 磁盘组（在本示例中为 mydatadg）：
primary# vxdg init mydatadg TagmaStore-USP0_29 TagmaStore-USP0_30

2

创建具有所需布局的 VxVM 卷（在本示例中将创建一个简单卷）：
primary# vxassist -g mydatadg make datavol1 500m

3

配置将卷 datavol1 作为虚拟磁盘导出的服务：
primary# ldm add-vdiskserverdevice /dev/vx/dsk/mydatadg/datavol1 \
datadisk1@primary-vds0

4

将导出的磁盘添加到来宾域中。
primary# ldm add-vdisk vdisk1 datadisk1@primary-vds0 ldom1

5

启动来宾域，并确保新虚拟磁盘可见：
primary# ldm bind ldom1
primary# ldm start ldom1

6

如果新虚拟磁盘设备节点条目未显示在 /dev/[r]dsk 目录中，则在来宾域中运
行 devfsadm 命令：
ldom1# devfsadm -C

7

在尝试访问磁盘之前，使用 format 命令标记磁盘来创建有效的标签。
请参见 format(1M) 手册页。

8

创建 c0d1s2 作为磁盘的文件系统。
ldom1# mkfs -F vxfs /dev/rdsk/c0d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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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装入文件系统。
ldom1# mount -F vxfs /dev/dsk/c0d1s2 /mnt

10 验证是否已创建文件系统：
ldom11# df -hl -F vxfs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capacity Mounted on
/dev/dsk/c0d1s2 500M 2.2M 467M 1% /mnt

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来宾域的引导磁盘
使用以下过程可置备来宾域的引导磁盘。
注意：此部署模型适用于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
VxVM 卷默认显示为完整磁盘，可用作来宾域的引导磁盘。
以下过程概述了如何将 VxVM 卷用作引导磁盘。
示例控制域名为 primary，来宾域名为 ldom1。每个步骤中的提示显示要在哪个域
中运行命令。
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来宾域的引导磁盘

1

在控制域上，创建一个大小为 Solaris 10 安装所建议的大小的 VxVM 卷。在本
示例中，将创建一个 7GB 的卷：
primary# vxassist -g boot_dg make bootdisk-vol 7g

2

通过将 /dev/vx/dsk/boot_dg/bootdisk1-vol 卷导出为虚拟磁盘来配置一个
服务：
primary# ldm add-vdiskserverdevice \
/dev/vx/dsk/boot_dg/bootdisk1-vol bootdisk1-vol@primary-vds0

3

将导出的磁盘添加到 ldom1 中：
primary# ldm add-vdisk vdisk1 bootdisk1-vol@primary-vds0 \
ldom1

4

按照 Oracle 建议的步骤安装和引导来宾域，并将虚拟磁盘 vdisk1 用作网络、
CD 或 ISO 映像安装过程中的引导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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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支持使用 VxVM 或任何其他第三方卷管理软件将此类引导磁盘封装在来宾
中。

将 VxVM 镜像卷用作 Ldom 的引导设备
VxVM 镜像卷作为 Ldom 的引导设备

图 4-9
LDOM

引导磁盘 (c0d0)

运行 VxVM 的控制域
vdisk

bootdg
镜像卷

Disk1

Disk2

为了提供高可用性和冗余的来宾引导磁盘，Veritas 建议您将镜像卷用作引导磁盘的
后端存储。
下面是使用此配置的一些优势：
■

您需要只使用单个 LDC 通道将单个“虚拟磁盘”导出到来宾 LDOM 中。这可节
省控制域中利用的整体 LDC 通道。

■

可在单个中央位置中管理引导磁盘，也可在控制域的一个磁盘组中管理引导磁
盘。

■

使用控制域中的 VxVM 快照功能，可轻松创建引导映像的快照。

■

如果 VxVM 在控制域中执行镜像或者将单个设备导出到 LDOM，则即使主引导
磁盘出现故障，卷仍可在控制域中保持启用状态,并且可以使用 LDOM 中的同一
设备进行访问。

■

不需要执行额外的步骤来封装来宾内的引导磁盘以进行镜像，因为引导磁盘在
控制域中已执行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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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宾域配置引导磁盘
本节介绍如何为来宾域配置引导磁盘。
VxVM 卷默认显示为完整磁盘，可用作来宾域的引导磁盘。
以下过程概述了如何将 VxVM 卷用作引导磁盘。
示例控制域名为 primary，来宾域名为 ldom1。每个步骤中的提示显示要在哪个域
中运行命令。
为来宾域配置引导磁盘

1

在控制域上，创建所需大小的 VxVM 卷，用以承载来宾引导映像。在本示例
中，将创建一个 7GB 的卷：
primary# vxassist -g boot_dg make bootdisk1-vol 7g

Veritas 建议使用镜像卷来存储引导映像：
primary# vxassist -g boot_dg make bootdisk1-vol 7g \
layout=mirror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了解更多选项。

2

通过将 /dev/vx/dsk/boot_dg/bootdisk1-vol 卷导出为虚拟磁盘来配置一个
服务：
primary# ldm add-vdiskserverdevice \
/dev/vx/dsk/boot_dg/bootdisk1-vol bootdisk1-vol@primary-vds0

3

将导出的磁盘添加到 ldom1 中：
primary# ldm add-vdisk vdisk1 bootdisk1-vol@primary-vds0 ldom1

4

按照 Oracle 建议的步骤安装和引导来宾域，并将虚拟磁盘 vdisk1 用作网络、
CD 或 ISO 映像安装过程中的引导磁盘。

注意：不支持使用 VxVM 或任何其他第三方卷管理软件将此类引导磁盘封装在来宾
中。完整的 SCSI 磁盘可以封装，而卷中的虚拟磁盘则无法封装。

升级期间将 VxVM 快照用作引导映像的备份副本
您能够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快照功能保留来宾引导映像的备份副
本。
Veritas 建议使用以下配置：
■

控制域中使用 VxVM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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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来宾 LDom 引导映像有一个镜像 VxVM 卷。

■

为便于管理，您可能希望将所有 LDOM 引导映像卷分组到单独的磁盘组。

升级来宾引导映像

1

在同步操作系统文件系统后关闭来宾：
# sync
# init 0

2

停止并取消绑定来宾：
# ldm stop guest
# ldm unbind guest

3

（可选）拍摄 VxVM 卷的快照时，需要通过执行 vxsnap prepare 命令来分配
DCO 对象。Veritas 建议创建 DCO 镜像以实现冗余。如果您选择这样做，请
将两个具有合理大小（例如 2GB）的磁盘添加到包含引导卷的磁盘组：
# vxdg -g disk_group adddisk [ disk3 disk4 ]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您已执行步骤 3，请为 DCO 在磁盘组中准备单独磁盘，以执行快照操
作：
# vxsnap -g disk_group prepare boot_volume [alloc=disk3 disk4]

■

如果您已跳过步骤 3，请准备引导卷，以执行快照操作：
# vxsnap -g disk_group prepare boot_volume

5

确保已完全同步卷的镜像 Plex：
# vxtask list
vxtask list 命令的输出将显示当前是否正在进行同步操作。如果正在执行此

类任务，则您需要等到它完成。
# vxsnap -g disk_group print

对于原始和快照卷，它应该会显示脏区百分比为 0% 且有效百分比为 100%。
如果不是，请等待原始和快照卷完成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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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拍摄引导卷的快照，并指定要用于备份的 Plex 名称。
# vxsnap -g disk_group make \
source=boot_volume/new=backup_vol/plex=backup_plex

其中 backup_plex 是要用于备份的 plex。
此操作将创建快照卷，方法是使用 backup_plex。此快照卷可用于将引导映像
恢复到拍摄的时间点。

7

确保已完全同步新的快照卷：
# vxtask list
vxtask list 命令的输出将显示当前是否正在进行同步操作。如果正在执行此

类任务，则您需要等到它完成。
# vxsnap -g disk_group print

对于原始和快照卷，它应该会显示脏区百分比为 0% 且有效百分比为 100%。
如果不是，请等待原始和快照卷完成同步。

8

绑定和重新启动来宾并引导来宾：
# ldm bind guest
# ldm start guest

来宾现在将从主 Plex 进行引导。

9

为所需来宾执行升级。

10 一旦成功升级，请将快照卷重新连接到原始引导卷。此操作会导致备份 Plex 作
为镜像重新连接回引导卷，从而重新使用两个镜像 Plex 实现卷冗余。
# vxsnap -g disk_group reattach backup_vol source=boot_volume

还原原始环境
如果升级失败，则您可以选择先恢复到原始引导环境，然后使用以下步骤进行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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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原始环境

1

停止并取消绑定来宾：
# ldm stop guest
# ldm unbind guest

2

从备份快照卷还原引导卷：
# vxsnap -g disk_group restore boot_volume source=backup_vol

此操作可将引导映像还原到升级前拍摄快照的时间点。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升级期间将 VxVM 快照用作引导映像的备份副本”。

3

确保已完全还原引导卷
# vxtask list
vxtask list 命令的输出将显示当前是否正在进行同步操作。如果正在执行此

类任务，则您需要等到它完成。
# vxsnap -g disk_group print

对于原始和快照卷，它应该会显示脏区百分比为 0% 且有效百分比为 100%。
如果不是，请等待原始和快照卷完成同步。

4

绑定并重新启动来宾：
# ldm bind guest
# ldm start guest

5

验证是否已正确还原引导环境。

6

将快照卷重新连接到作为 Plex 的源卷。此操作会导致备份 Plex 作为镜像重新
连接回引导卷，从而重新使用两个镜像 Plex 实现卷冗余：
# vxsnap -g disk_group reattach backup_vol source=boot_volume

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快照克隆逻辑域引导
磁盘
下面着重介绍使用 VxVM 快照从现有逻辑域克隆引导磁盘的步骤，并利用了第三镜
像断开快照。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来宾域的引导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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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显示了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快照克隆逻辑域引导磁盘的示例。
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快照克隆逻辑域引导磁盘的示例

图 4-10

来宾：ldom1

来宾：ldom2
克隆

c0d0s2

通过导出大型卷
bootdisk1-vol 创建
vdisk1

c0d0s2

vdisk1

vdisk2

通过导出快照卷
SNAP-bootdisk1-vol
创建 vdisk2

快照
bootdisk1-vol

SNAP-bootdisk1-vol

控制域

在此过程之前，ldom1 已将其引导磁盘包含在大型卷
/dev/vx/dsk/boot_dg/bootdisk1-vol 中。
此过程包含下列步骤：
■

克隆逻辑域配置以形成新的逻辑域配置。
此步骤是 Solaris 逻辑域过程，可以使用下列命令实现：
# ldm list-constraints -x
# ldm add-domain -i

有关克隆逻辑域配置以形成新的逻辑域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Oracle 文档。
请参见《Oracle VMServer for SPARC 管理指南》。
■

克隆配置后，请克隆引导磁盘并将其置备到新的逻辑域中。
要创建具有与 ldom1 不同的配置的新逻辑域，请跳过此克隆配置步骤并单独创
建所需的逻辑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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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快照克隆引导磁盘

1

创建源卷 bootdisk1-vol 的快照。要创建该快照，可以采用卷中的一些现有
ACTIVE Plex，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向卷中添加新的快照镜像：
primary# vxsnap [-b] [-g diskgroup] addmir volume \
[nmirror=N]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默认情况下，如果不使用 nmirror 属性指定其他镜像数，vxsnap addmir 命令
将向卷中添加一个快照镜像。镜像在完全同步之前一直保持 SNAPATT 状态。
-b 选项可用于在后台执行同步操作。完成同步后，镜像被置于 SNAPDONE
状态。
例如，以下命令将两个镜像添加到磁盘 mydg10 和 mydg11 上的卷 bootdisk1-vol
中：
primary# vxsnap -g boot_dg addmir bootdisk1-vol \
nmirror=2 alloc=mydg10,mydg11

如果对 vxsnap addmir 命令指定 -b 选项，则可以使用 vxsnap snapwait 命
令来等待快照 Plex 完成同步，如以下示例所示：
primary# vxsnap -g boot_dg snapwait bootdisk1-vol nmirro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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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创建第三镜像断开快照，请使用下列形式的 vxsnap make 命令：
小心：在执行 vxsnap 命令创建快照之前关闭来宾域。
primary#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
source=volume[/newvol=snapvol] \
{/plex=plex1[,plex2,...]|/nmirror=number]}

通过断开原始卷中的一个或多个现有的 Plex，可以指定以下任一属性来创建新
的快照卷 snapvol：
plex

指定现有卷中要断开的 Plex。此属性只能用于 ACTIVE 状态的 Plex。

nmirror 指定要断开的 Plex 的数目。此属性只能用于 SNAPDONE 状态的 Plex。可能
已经使用 vxsnap addmir 命令将这样的 Plex 添加到卷中。

从卷中的一个或多个 ACTIVE 或 SNAPDONE Plex 创建的快照已经按照定义
进行同步。
如果出于备份目的，那么包含一个 Plex 的快照卷就足够了。
例如，
primary# vxsnap -g boot_dg make \
source=bootdisk1-vol/newvol=SNAP-bootdisk1-vol/nmirror=1

此处 bootdisk1-vol 是源；SNAP-bootdisk1-vol 是新卷，1 是 nmirror 值。
快照卷的块设备将是 /dev/vx/dsk/boot_dg/SNAP-bootdisk1-vol。

3

将 /dev/vx/dsk/boot_dg/SNAP-bootdisk1-vol 文件作为虚拟磁盘导出，以
此配置服务。
primary# ldm add-vdiskserverdevice \
/dev/vx/dsk/boot_dg/SNAP-bootdisk1-vol vdisk2@primary-vds0

4

首先将导出的磁盘添加到 ldom1 中。
primary# ldm add-vdisk vdisk2 \
SNAP-bootdisk1-vol@primary-vds0 ldom1
primary# ldm bind ldom1
primary# ldm start ld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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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其主引导磁盘 vdisk1 启动并引导 ldom1。
primary# ldm bind ldom1
primary# ldm start ldom1

6

如果新虚拟磁盘设备节点条目未显示在 /dev/[r]dsk 目录中，则在来宾域中运
行 devfsadm 命令：
ldom1# devfsadm -C

其中 vdisk2 是 c0d2s# 设备。
ldom1# ls /dev/dsk/c0d2s*
/dev/dsk/c0d2s0 /dev/dsk/c0d2s2 /dev/dsk/c0d2s4 /dev/dsk/c0d2s6
/dev/dsk/c0d2s1 /dev/dsk/c0d2s3 /dev/dsk/c0d2s5 /dev/dsk/c0d2s7

7

装入 c0d2s0 的根文件系统并修改 /etc/vfstab 条目，以将所有 c#d#s# 条目
都更改为 c0d0s#。必须执行此操作，因为 ldom2 是新的逻辑域，并且操作系
统设备树中的第一个磁盘总是被命名为 c0d0s#。

8

从其主引导磁盘 vdisk1 停止并取消绑定 ldom1。
primary# ldm stop ldom1
primary# ldm unbind ldom1

9

在更改 vfstab 文件之后，请卸载文件系统并从 ldom1 取消绑定 vdisk2：
primary# ldm remove-vdisk vdisk2 ldom1

10 将 vdisk2 绑定到 ldom2，然后启动并引导 ldom2。
primary# ldm add-vdisk vdisk2 vdisk2@primary-vds0 ldom2
primary# ldm bind ldom2
primary# ldm start ldom2

引导 ldom2 后，它将在控制台上显示为 ldom1，因为主机名和 IP 地址等其他
主机特定参数仍然是 ldom1 的参数。
ldom1 console login:

11 要更改这些参数，请使 ldom2 处于单用户模式并运行 sys-unconfig 命令。

118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支持
支持使用配置为 DMP 模式的防护实时迁移 Solaris LDOM

12 重新启动 ldom2。
在重新启动期间，操作系统会提示您配置主机特定参数（如主机名和 IP 地址），
您必须输入与 ldom2 对应的参数值。

13 指定所有这些参数后，ldom2 将会成功引导。

支持使用配置为 DMP 模式的防护实时迁移 Solaris
LDOM
请设想存在这样的情况，来宾域构成了一个群集并且该群集中配置了 I/O 防护。如
果属于群集的其中一个来宾域需要从一个物理系统迁移到另一个物理系统，则须考
虑以下事项。

先决条件
■

Veritas 建议将配置为群集一部分的 LDOM 放置在不同 Solaris 主机上。

■

当来宾域从一个物理主机迁移到另一个物理主机时，
■

如果来宾域通过控制域受 VCS 管理，并且数据磁盘和协调器磁盘从上述
Veritas 合格阵列分配，则您可以使用 LDOM 代理中的 ReregPGR 属性。
■

建议在迁移后立即在来宾域中手动运行 vxdmpadm pgrrereg 命令。

■

如果已启用 ReregPGR 并且使用 hagrp -migrate VCS 命令来进行迁
移，则 VCS 将自动重新注册密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VCS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LDOM 代理”部分。

仅以下阵列经过测试并建议使用 vxdmpadm pgrrereg 命令：
■

Fujitsu ETERNUS DX440 S2

■

Fujitsu ETERNUS DX80 S2

■

EMC symmetrix VMAX

■

EMC symmetrix DMX

■

Hitachi VSP

例如，此环境的典型设置配置如下：

1

控制域和 I/O 域内部的 OS：Solaris 11.1。

2

OVM 版本：3.0

3

来宾 LDOM 内部的 OS：Solaris 11.1。

4

仅在 LDOM 内部配置的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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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典型设置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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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主站点上，使用 ldm 命令创建来宾域，并配置网络相关参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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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主站点上关闭来宾域。

4

使用特定于复制的命令将复制从主站点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

5

在辅助站点上重复步骤 1。

6

在主群集和辅助群集上执行步骤 7、步骤 8、步骤 9 和步骤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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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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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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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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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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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添加从 DiskGroup 资源到复制资源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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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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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3

基于 VVR 复制的来宾域的资源依赖关系图示例
LDom

Mount
RVG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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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限制
下节介绍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的一些限制以及这些软件限制对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的功能有何影响。

当 I/O 域失败时，完成 vxdisk scandisks 或 vxdctl enable 命令将需
要花费较长时间 (2791127)
当 I/O 域失败时，完成来自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的 vxdisk scandisks
或 vxdctl enable 命令将需要花费较长时间。vdc_ioctls（如 DKIOCGGEOM 和
DKIOCINFO）也将花费更多时间来返回。这些问题似乎是由于在 Solaris 操作系统层
执行的重试操作数所致。
将 vdc_timeout 值降低为较低值可能有助于减少时间。已优化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代码以尽可能避免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环境中进行此类
vdc_ioctl 调用。此更改将显著减少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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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的完整解决方案可能要求在 Solaris 操作系统级进行更改。

调整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被导出为磁盘片或完整磁盘）大
小时不会动态地在来宾域中反应新的卷大小
对已导出到来宾域中的 VxVM 卷调整大小时，虚拟磁盘仍然显示原来的卷大小。在
调整卷大小后，虚拟磁盘驱动程序不会更新后端卷的大小。
Oracle 具有针对此问题的 RFE（CR 6699271 动态虚拟磁盘大小管理）。
解决方法： 必须停止并重新绑定来宾域才能反映新大小。
此 Oracle 错误已在 Oracle 修补程序 139562-02 中修复。

已知问题
下节介绍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的一些已知问题以及这些已知问题对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的功能有何影响。

基于来宾的已知问题
下面列出的是此版《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支持》中最新的已知问题。

封装非 SCSI 磁盘可能失败 (1745409)
尝试封装非 SCSI 磁盘时，如果该磁盘是一个磁盘片或以片形式导出的磁盘，则可
能会失败，并显示如下错误：
VxVM vxslicer ERROR V-5-1-599 Disk layout does not support swap
shrinking
VxVM vxslicer ERROR V-5-1-5964 Unsupported disk layout.
Encapsulation requires at least 0 sectors of unused space either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the disk drive.

这是因为在这类磁盘上安装操作系统时，需要将后端设备的整体大小指定为片 s0
的大小，让磁盘上不能有任何可用空间。
引导磁盘封装需要在磁盘结尾或开始处留有可用空间，以便继续操作。

在拒绝群集中的另一个节点后，来宾域仅显示一个 PGR 键而
非两个 PGR 键
在拒绝群集中的另一个节点后，有关来宾域节点的配置信息仅显示一个 PGR 键而
非两个 PG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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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94 页的图 4-4。
在两台容纳两个来宾的物理主机上对主 I/O 域和备用 I/O 域执行一系列重新启动操
作时，就会出现此情况。在某些时候，会报告协调器磁盘上缺少某个键。
此问题正在调查中。只要有 1 个 PGR 键，vxfen 驱动程序仍可运行。这是一个不
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不会导致任何立即中断。找到缺少键的根本原因后，Veritas
将更新此问题。

在镜像卷上执行 I/O 时磁盘路径出现间歇性脱机
测试 4 节点来宾群集（其中每个节点从同一主机内的多个 I/O 域获得其网络和虚拟
磁盘资源）内的 SFCFSHA 堆栈时会出现此问题。
请参见第 93 页的“所支持的具有 SFCFSHA 和多个 I/O 域的配置”。
在来宾内的镜像卷上执行 I/O 时，会发现虚拟磁盘出现间歇性脱机，即使至少有一
个提供了该磁盘路径的 I/O 域已启动并正在运行，也是如此。

Split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已知问题
下面列出的是此版《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对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支持》中最新的已知问题。

在服务域中缓存写入到后端卷上的数据
这是客户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评估其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时发现的
问题。发生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可能会将写入虚拟磁盘的数据先缓存到服务域中，
然后才将其有效写入虚拟磁盘后端。如果在缓存数据时服务域发生崩溃，则可能导
致潜在数据丢失。
Oracle (Sun) 错误 ID：6684721（文件支持的虚拟 I/O 应同步）
此 Oracle (Sun) 错误已在 Oracle (Sun) 修补程序 139562-02 中修复，该修补程序
已由 138888-07 废弃。

重新启动控制域时无法从来宾中访问卷
如果重新启动主域，对此卷的所有访问都会挂起。这是因为重新启动控制域之后，
与卷对应的虚拟磁盘没有恢复联机状态。
此问题已确定并修复，Oracle (Sun) 错误 ID：6795836（vd_setup_vd() 应更好地
处理 vd_identify_dev() 的错误）
此 Oracle (Sun) 错误已在 Oracle (Sun) 修补程序 141777-01 中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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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多个节点
使用 CVM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 Cluster Volume Manager 进行群集

■

在逻辑域中的多个节点上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

控制域中用于提供高可用性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使用 Cluster Volume Manager 进行群集
有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群集功能 (CVM)，就可以通过群集来访问逻辑卷和
原始的设备应用程序。
在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模型中，CVM 位于控制域中，VxFS 位于来宾域中。
在此模型中，CVM 在群集中的多个物理节点之间提供控制域级别的高可用性和共享
存储可见性。
请参见第 128 页的“控制域中用于提供高可用性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在基于来宾的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模型中，CVM 位于来宾域中，在充当群集
节点的多个来宾域之间提供来宾域级别的高可用性和共享存储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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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域中的多个节点上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要在 Solaris 逻辑域环境中的多个节点上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必须完成下列
操作，这些操作与在单个节点上执行的操作相同：
■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安装和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及域”。

■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在控制域或来宾域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在来宾域中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验证配置”。

重新配置 Cluster Volume Manager 的群集代理
本节仅适用于拆分 Storage Foundation 模型。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CVM，有必要执行下列其他配置步骤：
■

请参见第 126 页的“删除 vxfsckd 资源”。

■

请参见第 127 页的“在组中创建 CVMVolDg”。

删除 vxfsckd 资源
在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VM 后，请删除 vxfsckd 资源。
删除 vxfsckd 资源

1

使配置可写入：
# haconf -makerw

2

删除该资源：
# hares -delete vxfsckd

3

将配置的属性设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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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停止这些资源：
# hastop -all

5

重新启动这些资源。
# hastart

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运行 hastart 命令。

在组中创建 CVMVolDg
下列过程在给定组中创建 CVMVolDg。
创建 CVMVolDg

1

使配置可写入：
# haconf -makerw

2

添加 CVMVolDg 资源：
# hares -add name_of_resource CVMVolDg name_of_group

3

将磁盘组名称添加到资源：
# hares -modify name_of_resource CVMDiskGroup diskgroup_name

4

使该属性成为系统的本地属性：
# hares -local name_of_resource CVMActivation

5

将该属性添加到资源。
# hares -modify name_of_resource CVMActivation \
activation_value -sys nodename

在每个节点上重复此步骤。

6

如果要监视卷，请输入下列命令：
# hares -modify name_of_resource CVMVolume \
name_of_volume

在数据库环境里，Veritas 建议监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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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改此资源，以便此资源的故障不会导致整个组关闭：
# hares -modify name_of_resource Critical 0

8

启用资源：
# hares -modify name_of_resource Enabled 1

9

将配置的属性设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10 验证配置：
# hacf -verify

这样会将该资源放入 main.cf 文件。

控制域中用于提供高可用性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群集的主要优点在于能够防止受到硬件故障的影响。如果主节点发生故障或因其他
原因而无法使用，则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将其执行操作传送给群集中的备用节点从而
继续运行。
CVM 可以部署在由运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的多个物理主机组成的控制
域中，为控制域提供高可用性。
图 5-1 说明了一种 CVM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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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CVM 配置

图 5-1

主机 A

主机 B

来宾：ldom1
VxFS[/fs1]

来宾：ldom2
VxFS[/snapfs1]

c0d0s2

c0d0s2

通过导出
共享卷和
快照创建 vdisk

vdisk1

vdisk1

控制域 A

控制域 B
shared-dg1

vol1

snap-vol1

shared-dg1
vol1

snap-vol1

共享存储

如果控制域遇到硬件或软件故障，从而导致该域关闭，则运行在该主机上的来宾域
中的所有应用程序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应用程序可以故障转移到在该群集的另一个
活动节点上运行的来宾域内并重新启动。
小心：因此，根据个别应用程序的设置，来宾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可能继续运行，
也可能超时。用户需要决定是否需要在故障转移到的控制域中的另一个来宾域上重
新启动该应用程序。如果从这两个来宾域中同时访问基础共享卷，则可能会导致数
据损坏。
共享卷及其快照可以用作来宾域的支持存储。
注意：创建联机快照的行为当前会被禁止，因为来宾域中的文件系统无法与控制域
中的 VxVM 驱动程序相互协调。
请确保在创建快照之前已关闭要创建快照的卷。
以下示例过程显示了在此类环境下是如何管理共享卷的快照的。在此示例中，datavol1
是来宾域 ldom1 正在使用的共享卷，c0d1s2 是可以从 ldom1 看到的此卷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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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datavol1 的快照

1

卸载 c0d1s0 上的所有 VxFS 文件系统。

2

停止并取消绑定 ldom1：
primary# ldm stop ldom1
primary# ldm unbind ldom1

这样可以确保所有文件系统元数据都刷新到后端卷 datavol1 中。

3

创建 datavol1 的快照。
有关创建和管理第三镜像断开快照的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
指南》。

4

快照操作完成后，请重新绑定并重新启动 ldom1。
primary# ldm bind ldom1
primary# ldm start ldom1

5

ldom1 启动后，请在 c0d1s0 上重新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注意：如果在来宾域内配置了 CVM，并且打算对来宾域进行迁移，请执行此步
骤：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将 LLT peerinact 参数的值设置为较高的值。将该参数
的值设置为非常高的值的目的在于：迁移逻辑域时，群集中的其他成员不会将
系统抛出群集。
如果未配置 CVM 堆栈，则这些应用程序会停止。
有关 LLT 可调参数的配置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使用控制域的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卷向来宾置备存储
使用多个物理主机的控制域的无共享存储所创建的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卷可用于向来宾域置备存储。FSS 卷在控制域群集节点中进行镜像处理。一台物理
主机上的来宾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可故障转移到另一台包含控制域群集活动节点的
物理主机上运行的来宾中。使用控制域中的 FSS 卷可进行实时逻辑域迁移，即使迁
移过程中的目标主机没有整个 FSS 卷存储的访问权限也不例外。
图 5-2 说明了已置备给来宾域的 FSS 卷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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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备给来宾域的 FSS 存储

图 5-2

主机 A

主机 B

来宾：ldom1

来宾：ldom2

c0d0s2

c0d0s2

通过导出在
DAS 存储上创建并在
两台主机上镜像的
FSS 卷创建虚拟磁盘

vdisk1

控制域 B

控制域 A
FSS-dg1
FSS-vol1

vdisk2

FSS-dg1

FSS-vol2

FSS-vol1

FSS-vol2

FSS 存储
本地/DAS 存储

本地/DAS 存储

注意：执行实时 LDOM 迁移时，请确保源物理主机和目标物理主机中的 Support
Repository Updates (SRU) 相互兼容。有关 LDOM 迁移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当某个物理主机运行 LDOM（来宾域）并将一个 FSS 卷作为根磁盘或数据磁盘，
且此物理主机上的该 FSS 卷无法使用本地存储时，Veritas 建议使用高速 GAB 互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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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以实现
高可用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VCS

■

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Cluster Server 配置模型

■

VCS 环境中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域迁移

■

关于为使用多个 I/O 域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配置 VCS

■

配置 VCS 以使用多个 I/O 域中的服务管理逻辑域

■

配置逻辑域上的 VCS 以使用多个 I/O 域中的服务来管理应用程序

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VCS
Cluster Server (VCS) 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提供高可用性 (HA)。VCS
可配置为监视逻辑域、逻辑域的服务以及在逻辑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也可配置为
仅监视逻辑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Cluster Server 配
置模型”。
表 6-1 列出了故障情形和 VCS 故障转移选项，根据这些信息，您可以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规划您的 VC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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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VCS 为逻辑域故障提供的故障转移选项

故障情形

VCS 故障转移

逻辑域及其存储或交换机发生 VCS 在不同节点之间对逻辑
故障
域进行故障转移

典型 VCS 配置
VCS 安装在每个节点的控制
域中。
请参见第 136 页的“设置
Cluster Server 以在逻辑域发
生故障时对逻辑域进行故障转
移”。

在逻辑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发 VCS 在不同逻辑域之间对应
生故障
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VCS 安装在每个节点的来宾
域中。

或

请参见第 140 页的“设置
Cluster Server 以在应用程序
发生故障时对逻辑域内运行的
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运行应用程序的逻辑域发生故
障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使用 VCS 管理逻辑域的优
点
下面列出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C 环境中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管理逻
辑域的优点：
■

VCS 可以正常响应用户发起的本机域迁移（实时/热/冷迁移）操作。

■

VCS 提供命令行界面 hagrp -migrate 来实时迁移群集节点之间处于脱机和联
机状态的域。

■

在联机、故障转移和切换期间，VCS 可以根据配置文件创建逻辑域。

■

VCS 可以在多个 I/O 域环境中提供高可用性逻辑域。

■

在多个 I/O 域环境中，即使在控制域维护（重新启动/关闭）期间，VCS 也可确
保逻辑域的可用性。

■

VCS 支持动态重新配置指定给活动逻辑域的内存和 CPU。

■

VCS 具有跨群集节点同步逻辑域配置文件的命令。

■

VCS 支持同时在控制域（之间）和来宾域（之间）建立分层群集。控制域群集
为逻辑域（基础结构）提供可用性，而来宾域群集则为应用程序提供可用性。

来宾域内存和 CPU 的动态重新配置
VCS 支持对分配给来宾域的内存和 CPU 进行动态重新配置。可以通过修改 LDom
资源的 Memory 和 NumCPU 属性的值来动态地重新配置来宾域的内存和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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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域的 AdaptiveHA
Cluster Server (VCS) 支持包含资源的服务区的 AdaptiveHA (AHA) 以监视逻辑域
(LDom)。AdaptiveHA 使 VCS 可以动态地选择最大可用 CPU 和内存系统以对逻辑
域进行故障转移。可以通过将包含 LDom 资源的服务组的 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
为 BiggestAvailable 来启用 AdaptiveHA。AdaptiveHA 会定期评估逻辑域所需的
CPU (vCPU) 和内存。AHA 还会评估物理服务器的可用空闲 CPU (vCPU) 和内存。
VCS 使用这些值，同时基于 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作出对逻辑域进行故障转移的
决定。
有关 AdaptiveHA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有关 LDom 代理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Cluster Server 要求
安装要求：
请参见第 103 页的“系统要求”。
对于控制域上安装了 VCS 的配置模式：
■

VCS 需要共享存储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间都是可见的。

■

在每个群集节点上配置逻辑域。

■

逻辑域的引导设备和应用程序数据必须驻留在共享存储中。

对于来宾域上安装了 VCS 的配置模式：
■

VCS 要求应用程序数据驻留在共享存储中。

■

每个节点可以有多个逻辑域。

■

每个逻辑域都可以有其自己的引导设备。

Cluster Server 限制
根据配置模型的不同，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VCS 具有下列限制。
在控制域中进行 VCS 配置的限制：
■

每个在 VCS 下配置的逻辑域必须至少有两个 VCPU。如果只有一个 VCPU，控
制域会始终显示逻辑域具有 100% 的 CPU 使用率。这是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问题。

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后，来宾域中的 VCS 配置限制：
■

不要向同一物理节点上的多个来宾域导出物理设备。例如：如果在来宾域中配
置 I/O 防护，并且其中有一个来宾域终止，则 I/O 防护也会隔离其他来宾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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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协调器磁盘和数据磁盘，如果形成群集的多个来宾域位于同一物理主机，
则必须从不同 HBA 提供磁盘。

■

为协调器磁盘和数据磁盘导出的磁盘必须是完整磁盘且与 SCSI 兼容。

Cluster Server 的已知问题
下节介绍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VCS 的已知问题。

关闭控制域会导致来宾域崩溃 (1631762)
设置

两个 Oracle SPARC Enterprise T5240 服务
器物理框，每个框中都有一个控制域和一个
来宾域。每个物理框中的来宾域形成一个双
节点群集。这些节点在下文中命名为节点 0
和节点 1。

症状

正常关闭节点 0 的控制域导致节点 0 的来宾
域崩溃。

分析

即使来宾域能够在控制域关闭之后继续运行，
节点 0 和节点 1 之间的心跳也会随控制域的
关闭而丢失。因此，该群集会形成两个单独
的子群集，这两个子群集无法看到彼此的心
跳。
I/O 防护可解决裂脑情况，并确定只有一个子
群集将继续运行，而另一个子群集则出现混
乱。因此，节点 0 出现混乱是预期行为。

解决方案:

无；这是预期行为。但是，Veritas 建议保持
控制域的高可用性，以便 SFCFSHA 和 SF
for Oracle RAC 堆栈能够在来宾域中正常运
行。
如果在两个来宾（节点 0 和节点 1）之间设置
了虚拟专用 LLT 心跳，则来宾不会崩溃。

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Cluster
Server 配置模型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配置 Cluster Server (VCS) 时，需要了解
一些与逻辑域、网络和逻辑域需要运行的存储设备有关的特定信息。
您需要了解下列有关逻辑域的信息：
■

逻辑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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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节点的主网络接口的名称

■

逻辑域使用的虚拟交换机

■

逻辑域使用的存储的名称和类型

VCS 如何配置取决于您是否希望在发生故障时 VCS 对逻辑域或应用程序进行故障
转移：
■

请参见第 136 页的“设置 Cluster Server 以在逻辑域发生故障时对逻辑域进行故
障转移”。

■

请参见第 140 页的“设置 Cluster Server 以在应用程序发生故障时对逻辑域内运
行的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VCS”。

设置 Cluster Server 以在逻辑域发生故障时对逻辑域进行故障转移
图 6-1 显示了控制域中安装的 Cluster Server (VCS) 为逻辑域及其资源提供高可用
性的典型配置。
使用在控制域中安装的 VCS 实现逻辑域高可用性的典型设置

图 6-1

ldom1

控制域

逻辑域

控制域

逻辑域

ldom1
VCS

ldom1
VCS

虚拟层
物理层

VCS 专用网络
Node1

Node2

引导设备

应用程序
存储

公共网络

逻辑域高可用性的典型双节点 VCS 配置具有以下软件和硬件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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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系统的 Node1 和 Node2 上安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

■

为每个系统挂接共享存储。

■

带有共享引导设备的两个节点上同时存在逻辑域 (ldom1)。

■

每个 LDom 都具有一个已安装的操作系统。

■

VCS 安装在每个节点的控制域中。
配置 VCS 以便在出现故障时对逻辑域进行故障转移的工作流程

图 6-2
用于 VCS 监视
LDom：

设置所需硬件
（系统、网络和存储）
安装 Solaris 10/11 并配置
LDom
在每个服务器的控制域上
安装 VCS
在控制域中为 LDom 创建
VCS 服务组

配置方案
图 6-3 显示了逻辑域资源的基本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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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逻辑域资源依赖于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
LDom

网络

存储

网络配置
使用 NIC 代理监视主要网络接口，无论是虚拟接口还是物理接口。使用运行
ifconfig 命令时出现的界面。
建议监视的网络设备。
图 6-4 是逻辑域服务组的一个示例。逻辑域资源需要网络 (NIC) 资源和存储（Volume
和 DiskGroup）资源。
有关 NIC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存储配置
根据存储配置的不同，请使用 Volume、DiskGroup 和 Mount 代理的组合或磁盘代
理来监视逻辑域的存储。
注意：对于控制域中存在 VCS 的配置，Veritas 建议由 LDom 存储的 VxVM 管理卷
或卷中的平面文件。

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公开的卷
建议将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公开的卷用作控制域配置中 Cluster
Server (VCS) 的存储解决方案。使用 Volume 和 DiskGroup 代理监视 VxVM 卷。
VCS 可与 VxVM 一起为高可用性应用程序提供卓越的保护。
图 6-4 显示了一个依赖于 Volume 和 DiskGroup 资源的逻辑域资源。
图 6-4

根据所在环境的不同，该逻辑域资源可依赖于 NIC、Volume 和
DiskGroup 等资源。
LDom
LDom

Volume

DiskGroup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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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Volume 和 DiskGroup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映像文件
使用 Mount、Volume 和 DiskGroup 代理监视映像文件。
图 6-5 显示了 LDom 资源如何依赖于包含映像文件的资源。
图 6-5

LDom 资源与不同的存储资源结合使用
LDom
LDom

Mount

NIC

Volume

DiskGroup

有关 Mount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配置逻辑域
必须执行下列步骤来配置逻辑域。
配置逻辑域

1

确保网络和存储设置符合 VCS 要求。
请参见第 134 页的“ Cluster Server 要求”。

2

确保已在逻辑域中安装了必需的 Solaris 操作系统。

3

使用相同的配置和引导设备在每个系统上创建逻辑域 (ldom1)。

在控制域中安装 Cluster Server
必须在每个系统的控制域中安装 Cluster Server (VCS)。
在控制域中安装 VCS
◆

在每个系统的控制域中安装并配置 VCS。

在控制域中安装 VCS 的过程与 VCS 的常规安装过程非常相似。但是，必须指定控
制域名称作为要安装 VCS 的主机名称。
有关 VCS 安装和配置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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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逻辑域创建 VCS 服务组
您也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或者通过命令行来创建和管理
服务组。
有关使用和管理服务组的完整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验证逻辑域服务组故障转移
在不同情况下验证配置。

使用 hagrp -switch 命令
将逻辑域服务组切换至群集中的另一个节点，以确保服务组能够故障转移。如果所
有资源都适当进行了配置，服务组将在第一个节点上关闭并在第二个节点上启动。

其他验证方案
在所有这些验证方案中，都要停止或移动逻辑域，或者停止该逻辑域的一种资源。
VCS 会检测故障或者移动，然后故障转移受影响的逻辑域或不采取措施。
以下列表列出了一些快速的测试方案：
■

在 VCS 控制之外停止逻辑域。VCS 会将逻辑域故障转移到另一个节点。

■

输入 hagrp -online 命令后，以通过 VCS 启动逻辑域。在关闭逻辑域后，通
过运行该逻辑域的节点上的 VCS 将该逻辑域移到另一个节点。在另一个节点上
引导不受 VCS 控制的逻辑域，服务组将在运行该逻辑域的节点上联机。

设置 Cluster Server 以在应用程序发生故障时对逻辑域内运行的应用
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图 6-6 说明了一个典型的 Cluster Server (VCS) 设置，用于为来宾域中运行的应用
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140

VCS：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以实现高可用性
关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的 Cluster Server 配置模型

使用在来宾域中安装的 Cluster Server 为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的典型设置

图 6-6

应用程序
控制域

逻辑域

控制域

逻辑域

ldom1

ldom2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VCS

VCS

虚拟层
物理层
VCS 专用
网络

节点 1

节点 2

引导
设备

应用程序
存储

引导
设备

公共网络

可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以保证在逻辑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具有高可用性的典型双节
点 VCS 配置具有以下基础结构：
■

在每个系统的 Node1 和 Node2 上安装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软件。

■

为每个系统挂接共享存储。

■

在可能具有本地引导设备的两个节点上创建逻辑域。

■

每个 LDom 都具有一个已安装的操作系统。

■

在每个节点的来宾域中安装 VCS。

工作流程：
■

设置来宾域并安装 Solaris OS

■

将 VCS 安装在来宾域中

■

在来宾域中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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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以便在出现故障时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要使 VCS 能够管理来宾域中的应用程序，必须在每个系统的来宾域中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 VCS 以便管理来宾域中的应用程序

1

在每个系统的来宾域中安装和配置 VCS。
有关安装和配置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2

使用专用虚拟交换机为专用互联创建两个虚拟 NIC。
如果希望在同一控制域的不同逻辑域之间进行故障转移，则可以配置没有物理
网络接口的虚拟交换机。

3

为要监视的应用程序配置 VCS 服务组。
■

配置 Mount 和 Disk 资源以监视存储。

■

配置 NIC 资源以监视网络。

■

使用应用程序特定代理配置应用程序资源。

有关在 VCS 中配置应用程序和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
指南》。
有关存储和网络捆绑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VCS 环境中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域
迁移
VCS 支持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域的冷迁移、热迁移和实时迁移（也
称为域迁移）。
通过域迁移，可以在不同的主机系统之间迁移来宾域。在其中启动迁移的系统是源
系统， 将域迁移到的系统是目标系统。
在执行迁移操作期间，要迁移的域会从源系统转移到目标系统上的已迁移域。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2.0 版本之前，域迁移属于热迁移。热迁移是一种
使要迁移的域在迁移之前进入挂起状态的迁移。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2.1 引入了实时迁移，这种迁移使活动域在迁移时能
够继续运行，从而提高了性能。
除了实时迁移之外，还可以迁移绑定域或不活动域。对于绑定域或不活动域的迁移
属于冷迁移。
可以使用域迁移执行如下任务：
■

平衡不同系统之间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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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来宾域继续运行时执行硬件维护

热迁移概述
源系统上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会接受迁移域的请求，然后与在目标系统上
运行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建立安全网络连接。在建立此连接后，就会执行
迁移。
迁移操作分以下几个阶段执行：
第 1 阶段

在与目标主机上运行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进行连接后，将有关源系
统和源域的信息传送到目标主机。目标主机上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使用此信息执行一系列检查以确定是否可以迁移。这些检查因源域的状态而
异。例如，如果源域处于活动状态，则 Logical Domains Manger 所执行的一
组检查将不同于域处于绑定或不活动状态时执行的检查。

第 2 阶段

在第 1 阶段中执行的所有检查均已通过后，源系统和目标系统就做好了迁移
准备。源系统上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会挂起源域。在目标系统上，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会创建一个域用来接收源域。

第 3 阶段

对于活动域，下一阶段是将该域的所有运行时状态信息传送到目标系统中。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通过虚拟机管理程序检索此信息。在目标系统上，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将此状态信息安装在虚拟机管理程序中。

第 4 阶段

转交 - 在传送所有状态信息后，会在目标域恢复执行时（如果源系统处于活动
状态）执行转交。源系统上的 Logical Domain Manager 会销毁源域。从这时
起，目标域就成正在运行的域的唯一版本。

实时迁移概述
源系统上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会接受迁移域的请求，然后与在目标系统上
运行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建立安全网络连接。在建立此连接后，就会执行
迁移。
迁移操作分以下几个阶段执行：
第 1 阶段

在源系统与在目标系统中运行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进行连接后，该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会将有关源系统及要迁移域的信息传送到目标系
统。该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使用此信息执行一系列检查以确定是否可
以迁移。该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会对打算迁移的域执行状态相关检查。
对活动域所执行的这些检查不同于对绑定域或不活动域执行的检查。

第 2 阶段

在第 1 阶段中执行的所有检查均已通过后，源系统和目标系统就做好了迁移
准备。在目标系统上，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会创建一个域用来接收域。
如果打算迁移的是非活动域或绑定域，则迁移操作会转到第 5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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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阶段

如果要迁移的域是活动域，则会将其运行时状态信息传送到目标系统。该域
会继续运行，同时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会踪操作系统对此域所做的修
改。源系统上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通过源虚拟机管理程序在源系统
上检索此信息，然后将此信息发送到目标系统上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目标系统上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会将此信息安装到目标系统上的虚
拟机管理程序。

第 4 阶段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挂起要迁移的域。此时，所有剩余的已修改状态信
息都将重新复制到目标系统。这样，对域就没有或几乎没有可察觉的中断。
中断程度因工作负载而异。

第 5 阶段

执行从源系统上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到目标系统上的 Logical Domains
Manager 的转交。当已迁移的域恢复执行时（如果要迁移的域处于活动状态）
会执行转交，并且将销毁源系统上的域。从这时起，目标域就成为正在运行
的域的唯一域版本。

使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2.1 时，尝试执行的默认域迁移为实时迁移。如
果已安装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版本为 2.0，则域迁移默认为热迁移。有
关支持的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管理指南》中
的“迁移域”。
Cluster Server (VCS) 为迁移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来宾域提供以下支持：
请参见第 145 页的“VCS 发起的服务组（其中含有配置用来监视 Oracle VM for SPARC
来宾域的 LDom 资源）迁移”。
请参见第 146 页的“由 VCS 管理的用户发起的 Oracle VM 来宾域迁移”。
对于来宾域的迁移，请确保已在目标计算机上定义在要迁移的来宾域中使用的每个
虚拟磁盘后端。已定义的虚拟磁盘后端必须具有与源计算机相同的卷和服务名称。
同样，要迁移的域中的每个虚拟网络设备都必须在目标计算机上具有对应的虚拟网
络交换机。每个虚拟网络交换机都必须与源计算机上已连接设备的虚拟网络交换机
具有相同的名称。有关来宾域的完整迁移要求列表，请参阅您所使用的相应 Oracle
VM for SPARC 版本的管理指南。
注意：如果在打算进行迁移的逻辑域内配置了 CVM，请执行此步骤：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将 LLT peerinact 参数的值设置为较高的值。将该参数的值
设置为非常高的值的目的在于：迁移逻辑域时，群集中的其他成员不会将系统抛出
群集。
如果未配置 CVM 堆栈，则这些应用程序会停止。
有关 LLT 可调参数的配置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如果控制域将 FSS 卷导出为来宾域，那么即使存储未以物理方式连接到源系
统和目标系统的主机进行迁移，也仍会执行实时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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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30 页的“使用控制域的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卷向来宾置备存储”。

VCS 发起的服务组（其中含有配置用来监视 Oracle VM for
SPARC 来宾域的 LDom 资源）迁移
本节介绍如何由 Cluster Server (VCS) 发起服务组迁移。
VCS 包含用于发起服务组迁移的“迁移”操作。LDom 代理包含用于发起来宾域迁
移的“迁移”入口点。
有关 VCS 发起的迁移支持的服务组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Solaris 上的《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由 VCS 发起服务组迁移

1

来宾域必须符合内存、CPU、固件版本、OVM 版本等方面的域迁移要求。
有关域迁移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文档。

2

迁移服务组时，请输入：
# hagrp -migrate service_group -to sys_name

3

对于 VCS 发起的服务组迁移，LDom 代理的 UserName 和 Password 属性属
于强制属性。服务组迁移配置示例：
group sg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LDom ldmres1 (
LDomName = ldm1
CfgFile = "/etc/ldm1.xml"
NumCPU = 16
Memory = 8G
Password = aabbccddee
UserName = user1
)

请参考 Oracle 文档，了解授权非 root 用户执行逻辑域管理器命令的步骤。

4

来宾域迁移命令使用物理系统名称，如果 VCS 节点名称与与物理系统名称不
同，则必须使用各 VCS 节点上的物理系统名称配置 VCS 的 PhysicalServer 属
性（系统级别)。在各 VCS 节点上，输入：
# haconf -makerw
# hasys -modify node_name PhysicalServer nod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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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不支持在一个系统上一次迁移多个来宾域，而且不论
该系统属于迁移源还是迁移目标都是如此。尝试使用 VCS 发起的迁移操作在两个
系统之间一次迁移多个服务组时，该操作不受支持。
VCS 发起的迁移也不支持在一个服务组中配置多个 LDom 资源。

迁移相关问题的故障排除
尝试将一个服务组从节点 A 迁移至节点 B 并同时尝试将另一个服务组从节点 B 迁
移至节点 A 时，服务组在源节点中保持 ONLINE|STOPPING|MIGRATING 状态并
在目标节点中保持 OFFLINE|STARTING|MIGRATING 状态。
使用旧版本 OVM for SPARC 软件时，如果尝试在两个系统之间按相反方向迁移两
个来宾，您会发现两个迁移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且 ldm 命令挂起。这会导致 LDom 资
源进入 ADMIN WAIT 状态，而且监视功能会超时
解决 ldm 命令挂起问题：

1

重新启动 ldmd 服务：
# svcadm restart svc:/ldoms/ldmd:default

2

清除服务组状态：
# hagrp -flush -forc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由 VCS 管理的用户发起的 Oracle VM 来宾域迁移
VCS 支持以下三种类型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域迁移：
■

群集中不同 VCS 节点之间的来宾域迁移，例如：
sys1# ldm migrate ldom1 sys2

■

从 VCS 节点到非 VCS 节点的来宾域迁移，例如：
sys1# ldm migrate ldom1 sys3

■

在迁移到目标系统期间重命名逻辑域，例如：
sys1# ldm migrate ldom1 sys2:ldom2

执行域迁移之前的先决条件
在执行域迁移前，请执行下列先决条件：
■

验证 LDom 类型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值是否为 1。请注意，默认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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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您打算迁移的 LDom 的 LDom 资源处于稳定的 ONLINE 或 OFFLINE 状态。

■

要在迁移逻辑域时对其进行重命名，请使用目标节点的目标 LDom 名称本地化
VCS 中 LDom 资源的 LDomName 属性。重命名逻辑域时，VCS 可在迁移后继
续监视 LDom。

■

确保在迁移前配置了 LDom 的 CfgFile 属性。

■

确保在迁移之前设置 RemoveLDomConfigForMigration 属性。如果设置此属性，
LDom 代理将从调用脱机或清理操作的系统上删除 LDom 配置。在 LDom 故障
转移到目标节点，并迁移回源节点的情况下，此安排会很有帮助。如果源节点
上存在 LDom 配置，则不会进行迁移。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 LDom 代理属性说明。

具有 VCS 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域迁移支持的部署模型
下面列出了具有 VCS 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域迁移支持的部署模型：
■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当控制域中安装有 VCS 以管理来宾域时迁移 Oracle VM 来宾
域”。

■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当控制域中安装了 VCS 且来宾域中安装了单节点 VCS 以监
视来宾域中的应用程序时迁移 Oracle VM 来宾域”。

■

请参见第 149 页的“当来宾域中安装有 VCS 群集以管理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2.1 及更高版本应用程序时迁移 Oracle VM 来宾域”。

■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当来宾域中安装有 VCS 群集以管理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版本 2.0 应用程序时迁移 Oracle VM 来宾域”。

当控制域中安装有 VCS 以管理来宾域时迁移 Oracle VM 来宾域
当控制域中安装有 VCS 以管理来宾域时，使用下列信息执行迁移。
当控制域中安装有 VCS 时执行 LDom 迁移
◆

使用 ldm 命令执行迁移。
ldm migrate [-f] [-n] [-p password_file] source_ldom \
[user@target_host[:target_ldom]

例如：
Sys1# ldm migrate ldom1 Sys2

图 6-7 说明了控制域之间存在 VCS 群集时的逻辑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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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域之间存在 VCS 群集时的逻辑域迁移

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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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控制域中安装了 VCS 且来宾域中安装了单节点 VCS 以监视来宾
域中的应用程序时迁移 Oracle VM 来宾域
在下列情况下，请使用与之相对应的信息执行迁移：
■

控制域安装有 VCS

■

控制域中的 VCS 管理来宾域中的应用程序，并且

■

来宾域中安装的单节点 VCS 监视来宾域中的应用程序。

当控制域中安装有 VCS 以管理来宾域中的应用程序时执行 LDom 迁移
◆

使用 ldm 命令执行迁移。
ldm migrate [-f] [-n] [-p password_file] source_ldom \
[user@target_host[:target_ldom]

例如：
Sys1# ldm migrate ldom1 Sy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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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说明了当不同的控制域之间存在 VCS 群集并且来宾域中的单节点 VCS 监视
应用程序时的逻辑域迁移。
当不同的控制域之间存在 VCS 群集并且来宾域中的单节点 VCS
监视应用程序时的逻辑域迁移

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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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宾域中安装有 VCS 群集以管理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2.1 及更高版本应用程序时迁移 Oracle VM 来宾域
如果您希望在不同的来宾域之间配置了 VCS 群集时迁移来宾域，请执行下列过程
之一。
当来宾域中安装有 VCS 以管理来宾域中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2.1 及更高
版本应用程序时执行 LDom 迁移
◆

使用 ldm 命令执行迁移。
ldm migrate [-f] [-n] [-p password_file] source_ldom \
[user@target_host[:target_ldom]

例如：
Sys1# ldm migrate ldom1 Sy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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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在逻辑域内配置了 CVM，请执行此步骤：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将 LLT peerinact 参数的值设置为较高的值。将该参数的值
设置为非常高的值的目的在于：迁移逻辑域时，群集中的其他成员不会将系统抛出
群集。
如果未配置 CVM 堆栈，则这些应用程序会停止。
有关 LLT 可调参数的配置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当来宾域中安装有 VCS 群集以管理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版本 2.0 应用程序时迁移 Oracle VM 来宾域
该域迁移属于热迁移。
注意：您不必启动和停止 LLT 以及 GAB。在热迁移中，LLT 和 GAB 会以正常方式
重新启动。
当来宾域中安装有 VCS 时对 LDom 执行域迁移

1

停止 VCS 引擎。在包含打算迁移的逻辑域的系统上使用 hastop -local -force
命令。请执行此步骤，以便 GAB 不必在迁移完成时终止 Cluster Server (VCS)
引擎进程。当配置没有与群集中的其他成员同步时，GAB 希望所有客户端进行
重新配置和重新启动。

2

如果在逻辑域内配置了 CVM，请执行此步骤。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将 LLT
peerinact 参数的值设置为较高的值。将该参数的值设置为非常高的值的目的在
于：迁移逻辑域时，群集中的其他成员不会将系统抛出群集。如果未配置 CVM
堆栈，则这些应用程序会停止。
有关 LLT 可调参数的配置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3

如果在逻辑域内的单实例模式中配置了防护，请执行此步骤。取消配置并卸载
逻辑域中的 vxfen 模块。请执行此步骤，以便 GAB 不会在逻辑域迁移完成时
导致节点出现混乱。

4

使用 ldm 接口从控制域中迁移逻辑域。等待迁移完成。
ldm migrate [-f] [-n] [-p password_file] source_ldom \
[user@target_host[:target_ldom]

例如：
Sys1# ldm migrate ldom1 Sys2

5

如果已经执行步骤 3，请执行此步骤。在逻辑域中加载并配置 vxfen 模块。有
关 I/O 防护及其管理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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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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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经执行步骤 2，请执行此步骤。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将 LLT peerinact
参数的值重置为其原始值。
有关 LLT 可调参数的配置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7

使用 hastart 命令启动逻辑域内的 VCS 引擎。

图 6-9 说明了当不同的控制域之间存在 VCS 群集并且来宾域中的单节点 VCS 监视
应用程序时的逻辑域迁移。
当不同的来宾域之间存在 VCS 群集时的逻辑域迁移

图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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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使用多个 I/O 域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配置 VCS
利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虚拟化技术，可以创建多个 I/O 域（控制域和
备用 I/O 域），从而为来宾逻辑域提供冗余存储服务和网络服务。配置为使用多个
I/O 域的典型群集设置具有两个物理系统。在每个物理系统上，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
通过后端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向逻辑域提供 I/O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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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系统 A 和系统 B 上的来宾逻辑域使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的存
储服务和网络服务

如果其中有一个域中的存储服务或网络服务发生故障，则来宾逻辑域会继续在同一
物理系统上运行，因为它从另一个 I/O 域获取 I/O 服务。不过，当物理系统上两个
I/O 域中的服务均发生故障时，该物理系统上的逻辑域就会失败。
在多个 I/O 域上配置 Cluster Server (VCS) 以管理逻辑域。当两个域中的服务均发
生故障时，VCS 可将一个系统中的逻辑域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统上的逻辑域。
注意：当所有 I/O 域中的 I/O 服务均发生故障或者控制域发生故障时，会执行故障
转移。

关于备用 I/O 域
备用 I/O 域是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提供的一项 Oracle 技术，可为物理系
统上的来宾域提供高可用性存储服务和网络服务。

设置备用 I/O 域
在将系统设置为支持逻辑域时，控制域（主域）拥有该物理系统上的所有 I/O 设备。
要创建备用 I/O 域，您需要放弃控制域中某一 PCI Express 总线的所有权并将其分
配给逻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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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创建备用 I/O 域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Oracle Solaris 文档。

配置 VCS 以使用多个 I/O 域管理逻辑域
继续配置 Cluster Server (VCS)。请参见第 153 页的“配置 VCS 以使用多个 I/O 域中
的服务管理逻辑域”。

配置 VCS 以使用多个 I/O 域中的服务管理逻辑域
VCS 使用多个 I/O 域中的 I/O 服务向逻辑域提供高可用性。VCS 可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的 I/O 服务失败时在不同系统之间对 LDOM 进行故障转移。如果某个 I/O
域继续提供服务，LDom 将继续在相同系统上运行，并且不需要进行故障转移。
VCS 使用服务组和资源来管理提供给逻辑域的存储服务和网络服务。这些服务组由
AlternateIO 资源监视。AlternateIO 服务组向 LDom 代理提供有关存储和网络服务
状态的信息。当这两个 I/O 域中的服务均发生故障时，VCS 会对逻辑域进行故障转
移。
要将 VCS 配置为管理逻辑域，请执行下列任务：
■

确定支持的存储服务和网络服务

■

确定构成 VCS 群集的节点数

■

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安装并配置 VCS

■

配置存储服务

■

配置存储服务组

■

配置网络服务组

■

将服务组配置为监视多个 I/O 域中的服务

■

配置 AlternateIO 资源

■

为逻辑域配置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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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在物理系统上将 VCS 配置为管理逻辑域的工作流程

使用多个 I/O 服务的逻辑域的典型设置
来宾逻辑域使用多个 I/O 域中的 I/O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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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显示用于监视使用多个 I/O 域中 I/O 服务的逻辑域的 VCS 配置

系统 A、系统 B - T5440 服务器
LDom SG - 逻辑域服务组
AlternateIO SG - AlternateIO 服务组
Storage SG - 存储服务组
Network SG - 网络服务组

确定支持的存储服务和网络服务
下列后端存储服务和网络服务可导出到逻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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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服务

后端设备

要使用的 VCS 代理

存储

LUN、共享磁盘

Disk

平面文件

Mount

zpool

Zpool

Veritas CVM 卷

CVMVolDG

NIC

NIC

网络

确定构成 VCS 群集的节点数
构成 VCS 群集的节点总数取决于物理系统数与每个物理系统上控制域数和备用 I/O
域数之和的乘积。
例如，如果有两个物理系统，每个物理系统都有一个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则需要
将 VCS 配置为四节点群集。

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安装并配置 VCS
在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安装并配置 VCS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配置存储服务
根据存储服务的不同，配置过程也有所不同。
■

LUN、共享磁盘或 CVM 卷
请参见第 156 页的“通过 LUN、共享磁盘或 CVM 卷配置虚拟磁盘。”。

■

ZFS 卷
请参见第 159 页的“当后端设备为 ZFS 卷时配置存储服务”。

■

平面文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LDom 管理指南》。

■

Zpoo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LDom 管理指南》。

通过 LUN、共享磁盘或 CVM 卷配置虚拟磁盘。
可使用以下过程通过 LUN、共享磁盘或 CVM 卷来配置虚拟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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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虚拟磁盘

1

将磁盘服务的物理磁盘后端路径添加到主域。
# ldm add-vdsdev backend_path1 volume@primary-vds0

其中 backend_path1 是主域中虚拟磁盘后端的路径。

2

将磁盘服务的物理磁盘后端路径添加到在步骤 1 中添加的磁盘备用 I/O 域。
# ldm add-vdsdev backend_path2 volume@alternate-vds0

其中 backend_path2 是备用 I/O 域中的虚拟磁盘后端路径。

3

将虚拟磁盘导出到来宾域。
# ldm add-vdisk disk_name volume@primary-vds0 ldom_name
# ldm add-vdisk disk_name volume@alternate-vds0 ldom_name

其中 disk_name 是虚拟存储设备的名称。
其中 ldom_name 是逻辑域的名称。
注意：请勿将 Options 属性的值设置为独占（即 excl）。如果设置为独占，
逻辑域将无法使用多径处理功能。
有关配置虚拟磁盘多径处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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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一个 CVM 卷示例图

图 6-13

T5440

T5440

来宾域
CVM 卷

CVM

来宾域
CVM 卷

CVM 卷

DMP

CVM 卷

DMP

CVM

CVM

主节点

备用 I/O

DMP

DMP

CVM

主节点

备用 I/O

DMP

DMP

SFCFSHA
群集

数据

将 DMP 与虚拟磁盘配置结合使用
如果导出到来宾域的磁盘与每个 I/O 域之间存在多个 I/O 路径，请在每个 I/O 域中
安装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使用 DMP 节点名称作为后端设备，以配置被
导出到来宾域的虚拟磁盘。
必须在来宾域中使用 DMP 进行路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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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分层 DMP 如何一起工作

图 6-14

T5440

T5440

来宾域

DMP 节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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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域

DMP 节点名称

mpgroup=data

I/O 域
主

DMP 节点名称

I/O 域
备用

DMP

mpgroup=data

I/O 域
主

DMP

DMP

I/O 域
备用
DMP

数据
当后端设备为 ZFS 卷时配置存储服务
如果将 ZFS 卷作为后端存储导出到逻辑域，则需要

1

导出在控制域中创建的 ZFS 卷。

2

导出在备用 I/O 域中创建的 ZFS 卷。
注意：确保在两个域中创建的 ZFS 卷大小相符。

3

DMP 节点名称

根据从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导出的卷在逻辑域中创建 ZFS 根池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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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存储服务组
VCS 代理用于管理可供来宾逻辑域使用的存储服务。根据后端存储设备的不同，应
使用适当的 VCS 代理。有关支持的 VCS 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确定支持的存储
服务和网络服务。
注意：必须在群集中的每个物理系统上配置存储服务组。
图 6-15

显示物理系统上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的存储服务组

来宾逻辑域

系统 A

LDOM
服务组1

备用 I/O
服务组1

存储
服务组1

网络
服务组1

存储
服务组1

网络
服务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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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说明

本地化资源属性值

可能需要根据后端存储设备的类型对 VCS 资源属性进行本地化。
例如，对于 Disk 资源，如果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的后端存储路
径不同，则需要对 partition 属性进行本地化。

Disk disk1
(
Partition @primary = \
"/dev/rdsk/c3t50060E8000C46C50d2s2"
Partition @alternate = \
"/dev/rdsk/c1t50060E8000C46C50d2s2"
)
服务组类型

用于管理控制域中存储服务的服务组和用于管理备用 I/O 域中存储
服务的服务组必须配置为并行服务组。

配置 SystemList 属性

修改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以添加在物理系统上配置的控制域
和备用 I/O 域的主机名。

配置 Phantom 资源

如果所有资源均为 Disk 类型，请配置 Phantom 资源。
Disk 资源属于 OnOnly 类型，不用于确定服务组的状态。Phantom
资源使 VCS 能够确定不包含 OnOff 资源的并行服务组的状态。
有关 Phantom 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main.cf 配置中存储服务组配置的一个示例（对于具有两个物理系统的设置）

控制域主机名 – primary1、primary2
备用域主机名 - alternate1、alternate2
group primary1-str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alternate1 = 1 }
AutoStartList = { primary1, alternate1 }
Parallel = 1
)
Disk disk1
(
Partition @primary1 = "/dev/rdsk/c3t50060E8000C46C50d2s2"
Partition @alternate1 = "/dev/rdsk/c1t50060E8000C46C50d2s2"
)
Phantom p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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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primary2-strsg (
SystemList = { primary2 = 0, alternate2 = 1 }
AutoStartList = { primary2, alternate2 }
Parallel = 1
)
Disk disk2
(
Partition @primary2 = "/dev/rdsk/c3t50060E8000C46C50d2s2"
Partition @alternate2 = "/dev/rdsk/c1t50060E8000C46C50d2s2"
)
Phantom ph2 (
)

配置网络服务组
VCS 代理用于管理可供来宾逻辑域使用的网络资源。根据后端存储设备的不同，应
使用适当的 VCS 代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确定支持的存储服务和网络服
务”。
注意：必须在群集中的每个物理系统上配置网络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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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显示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中的网络服务组

来宾逻辑域

系统 A

LDOM
服务组1

备用 I/O
服务组1

存储
服务组1

网络
服务组1

对每个物理系统上的网络服务组执行配置步骤。

存储
服务组1

网络
服务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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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说明

本地化网络资源属性

您可能需要根据后端网络设备对 VCS 资源进行本地化。
例如，对于磁盘代理，如果从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导出的网
络设备不同，则需要对 Device 属性进行本地化。
NIC primary1-network
(
Device @primary = nxge3
Device @alternate = nxge4
)

服务组类型

用于管理控制域中网络服务的服务组和用于管理备用 I/O 域
中网络服务的服务组必须配置为并行服务组。

配置 SystemList 属性

修改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以添加在物理系统上配置的
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的主机名。

配置 Phantom 资源

如果所有资源均为 NIC 类型，请配置 Phantom 资源。
NIC 资源属于 OnOnly 类型，不用于确定服务组的状态。
Phantom 资源使 VCS 能够确定不包含 OnOff 资源的并行
服务组的状态。
有关 Phantom 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main.cf 中网络服务组配置的一个示例（对于具有两个物理系统的设置）

控制域主机名 – primary1、primary2
备用域主机名 - alternate1、alternate2
group primary1-nw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alternate1 = 1 }
AutoStartList = { primary1, alternate1 }
Parallel = 1
)
NIC nicres1 (
Device @primary1 = nxge3
Device @alternate1 = nxge1
)
Phantom ph3 (
)
group primary2-nws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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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List = { primary2= 0, alternate2 = 1 }
AutoStartList = { primary2, alternate2 }
Parallel = 1
)
NIC

nicres2(
Device @primary2= nxge3
Device @alternate2 = nxge1
)

Phantom ph4 (
)

将服务组配置为监视多个 I/O 域中的服务
要监视从后端设备导出到逻辑域的存储服务和网络服务，可以为 AlternateIO 资源
配置一个服务组。
有关该服务组的配置说明：
■

将该服务组配置为并行或故障转移服务组。请参见“AlternateIO 资源的服务组
配置的类型”。

■

如果将多个存储服务导出到一个逻辑域，则可以配置单独的服务组来监视每个
存储服务。例如，可以配置单独的服务组来监视 LUN 和 ZFS 卷存储服务。

■

该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只能包含位于群集中每个物理系统上的控制域的主
机名。

■

使用为每个节点配置的存储服务组列表本地化该服务组的 StorageSG 属性。

■

为故障转移类型的服务组启用 preonline 触发器
# hagrp -modify aiosg TriggerPath bin/AlternateIO

其中 aiosg 是该服务组的名称
# hagrp -modify aiosg TriggersEnabled PREONLINE

AlternateIO 资源的服务组配置的类型
服务组类型

条件

Parallel

如果存储服务可供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同时访问，则 AlternateIO
资源的服务组必须配置为并行服务组。
例如，共享 LUN、共享磁盘、CVM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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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转移

如果存储服务只能在群集中的一个物理系统（控制域和备用 I/O
域）上进行访问，则将 AlternateIO 资源的服务组配置为故障转
移服务组。
例如，zpool。

配置 AlternateIO 资源
AlternateIO 资源可监视导出到来宾逻辑域的存储服务和网络服务。AlternateIO 资
源与存储资源或网络资源无关。不过，这种资源的状态取决于存储服务组或网络服
务组的状态。
图 6-17

显示 AlternateIO 资源与存储资源或网络资源没有任何依赖关系。

配置参数

说明

StorageSG 属性

此属性是一个键值对。存储服务组为键，而该键的值可以为 0 或
1。
将该键的值设置为 1 可使服务组在 AlternateIo 资源联机时联机，
并使服务组在 AlternateIo 资源脱机时脱机。
使用在每个节点上配置的存储服务组列表本地化 AlternateIO 资源
的 StorageSG 属性。

AlternateIO altiores1
(
StorageSG @primary1 = { primary1-strsg1 = 1 }
StorageSG @primary2 = { primary2-strsg1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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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说明

NetworkSG 属性

此属性是一个键值对。网络服务组为键，而该键的值可以为 0 或
1。
将该键的值设置为 1 可使服务组在 AlternateIo 资源联机时联机，
并使服务组在 AlternateIo 资源脱机时脱机。
使用在每个节点上配置的网络服务组列表本地化 AlternateIO 资源
的 NetworkSG 属性。

AlternateIO altiores1
(
NetworkSG @primary1 = { primary1-nwsg = 0 }
NetworkSG @primary2 = { primary2-nwsg = 0 }
)
preonline 触发器

对于 StorageSG 或 NetworkSG 属性中配置的任何服务组，如果
要将该参数的值设置为 1，请在服务组级别配置 preonline 触发
器。
配置 preonline 触发器可确保 StorageSG 属性中列出的服务组在
所有系统（启动故障转移或手动切换的系统除外）上均处于脱机
状态。
有关启用 preonline 触发器的信息，请参见“配置服务组以监视多
个 I/O 域中的服务”。

AlternateIO 资源的示例服务组配置
假设存储服务组和网络服务组为并行类型。
group aio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primary2 = 1 }
AutoStartList = { primary1, primary2 }
Parallel = 1
)
AlternateIO aiores1 (
StorageSG @primary1 =
StorageSG @primary2 =
NetworkSG @primary1 =
NetworkSG @primary2 =
)

{
{
{
{

primary1-strsg = 0 }
primary2-strsg = 0 }
primary1-nwsg = 0 }
primary2-nwsg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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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逻辑域配置服务组
VCS 使用 LDOM 代理管理来宾逻辑域。逻辑域资源与 AlternateIO 资源之间存在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图 6-18

显示 LDom 服务组与 AlternateIO 服务组之间的依赖关系

LDOM
服务组

备用 I/O
服务组

配置说明：
■

将该服务组为故障转移类型的服务组。

■

LDOM 服务组中的 SystemList 属性只能包含群集中每个物理系统上控制域的主
机名。

■

LDOM 服务组必须与 AlternateIO 服务组之间存在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为开展计划维护而重新启动或关闭主域时，如果需要来宾域即便在此时也能使用。
使来宾域可用

1

对于群集中需要在主/控制域维护期间也能使用的所有关键 LDOM 资源，将
LDOM 资源属性 DomainFailurePolicy 设置为 { primary=ignore, alternate1=stop
}。此设置可确保当关闭主/控制域以进行计划维护时来宾域不会关闭。
# hares -modify DomainFailurePolicy ldmres primary ignore \
alternate1 stop

2

将 LDOM 服务组属性 SysDownPolicy 设置为 AutoDisableNoOffline。此设置
可确保 VCS 不会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即便关闭了处于联机状态的服务组
所在的主/控制域。
# hagrp -modify ldmsg SysDownPolicy AutoDisableNo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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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维护目的关闭控制域时，群集中的服务组会被自动禁用。一旦控制域重新
联机，请通过执行以下命令清除自动禁用的系统：

3

# hagrp -autoenable ldmsg -sys primary1

一旦完成控制域维护工作，请将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设置为其原始值（默
认：{primary = stop}）。此外，请重置服务组属性 SysDownPolicy：

4

# hares -modify ldmres DomainFailurePolicy primary stop
# hagrp -modify ldmsg SysDownPolicy -delete AutoDisableNoOffline

LDom 服务组的示例配置
LDom 服务组必须与 AlternateIO 服务组之间存在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group ldm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primary2 = 1 }
AutoStartList = { primary1, primary2 }
SysDownPolicy = { AutoDisableNoOffline }
)
LDom ldmres (
LDomName = ldg1
DomainFailurePolicy={ primary=ignore,
alternate1="stop"}
)

故障转移方案
方案

控制域

备用 I/O 域

VCS 行为

每个存储服务组
的状态

Online

Online

不故障转移

Offline/FAULT

Online

不故障转移

Online

脱机/FAULT

不故障转移

Offline/FAULT

Offline/FAULT

故障转移

Online

Online

不故障转移

Offline/FAULT

Online

不故障转移

Online

脱机/FAULT

不故障转移

Offline/FAULT

Offline/FAULT

故障转移

每个网络服务组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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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控制域

备用 I/O 域

VCS 行为

域状态

Up

Up

不故障转移

Up

down

不故障转移

Down

Up

故障转移 *

Down

down

故障转移 **

* 如果控制域的 LDom 资源属性 DomainFailurePolicy 已设置为 ignore，并且 LDom
服务组属性 SysDownPolicy 已设置为 AutoDisableNoOffline，则 VCS 行为将为“不
进行故障转移”，并且服务组处于自动禁用状态。
** 如果控制域和其他 I/O 域的 LDom 资源属性 DomainFailurePolicy 已设置为
ignore，并且 LDom 服务组属性 SysDownPolicy 已设置为 AutoDisableNoOffline，
则 VCS 行为将为“不进行故障转移”，并且服务组处于自动禁用状态

配置使用多个 I/O 域的 VCS 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时的
建议
■

对 StorageSG 属性中的服务组执行联机和脱机操作
要手动使在 StorageSG 属性中配置的服务组联机或脱机，请不要使用 AlternateIO
资源或其服务组
而应使用在 StorageSG 属性中配置的服务组。

■

冻结 AlternateIO 资源的服务组
在使 AlternateIO 资源的 StorageSG 属性中配置的服务组联机或脱机之前，冻
结 AlternateIO 服务组。如果不冻结该服务组，则逻辑域的行为将是未知的，因
为它依赖于 AlternateIO 服务组。

■

为存储服务组配置 preonline 触发器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配置 preonline 触发器：
当 AlternateIO 资源的 StorageSG 属性中配置的服务组属于故障转移类型，并
且在群集中的其他物理系统上意外将存储服务组联机时。
由于配置为监视后端存储服务的资源位于各物理系统上的不同服务组中，因此，
可以在其他物理系统中将存储服务组联机。因此，VCS 无法防止在多个系统中
将资源联机。这可能导致数据损坏。
注意：在每个节点上针对存储服务组执行此过程。
为 StorageSG 属性中列出的每个服务组配置 preonline 触发器
■

运行以下命令：

170

VCS：配置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以实现高可用性
配置 VCS 以使用多个 I/O 域中的服务管理逻辑域

# hagrp -modify stg-sg TriggerPath bin/AlternateIO/StorageSG
# hagrp -modify stg-sg TriggersEnabled PREONLINE

其中 stg-sg 表示存储服务组的名称
■

为虚拟磁盘设置连接超时周期
当磁盘设备不可用时，来宾域与虚拟磁盘之间的 I/O 服务将被阻止。
Veritas 建议为每个虚拟磁盘设置连接超时周期，使应用程序在设定的周期后超
时，而不会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运行以下命令：
# ldm add-vdisk timeout=seconds disk_name \
volume_name@service_name ldom

■

当所有 I/O 域关闭时，对 LDom 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如果服务组的属性
SysDownPolicy 设置为 AutoDisableNoOffline，则当服务组在其上处于联机状态
的系统关闭时，服务组状态会更改为 OFFLINE|AutoDisabled。在自动启用服务
组并在任何其他节点上使服务组联机之前，必须确保在已关闭的系统（控制域）
上停止来宾域。如果主域的故障策略设置为忽略，则这一点尤其重要。

考虑以下情形：默认情况下，LDom 资源的 DomainFailurePolicy 设置为
{primary=”stop”}。
为开展维护而重新启动或关闭主域时，如果需要来宾域即便在此时也能使用。
■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将更改为 {primary=ignore, alternate1=stop} 或
{primary=ignore, alternate1=ignore}。
此时即便主域重新启动或关闭，来宾域也不会停止

■

SysDownPolicy 属性将设置为 AutoDisableNoOffline 以进行计划维护。节点关
闭时，VCS 不会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相反该组将处于自动禁用状态。

关闭控制域以进行维护时，来宾域可以继续正常工作，并通过备用 I/O 域提供 I/O
服务。
如果控制域正在进行维护，并且备用 I/O 域由于以下原因之一失败：
■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设置为 {primary=ignore, alternate1=stop} 并且仅备用
I/O 域中的 I/O 服务不可用（I/O 域处于活动状态，但是网络或存储丢失）。

■

DomainFailurePolicy 属性设置为 {primary=ignore, alternate1=ignore} 并且备用
I/O 域已关闭（域处于非活动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来宾域将无法正常工作，并且无法关闭来宾域，因为无法访问来宾
域。在此类情况下，您必须执行以下步骤以使 LDom 服务组在任何其他可用节点上
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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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LDom 服务组联机

1

如果可以启动主域，则启动主域并停止来宾域：
# ldm stop ldom_name

如果不可以，请从控制台关闭物理系统的电源，以使来宾域停止。

2

自动启用服务组：
# hagrp -autoenable group -sys system

3

使 LDom 服务组联机：
# hagrp -online group -any

配置为故障转移类型的 AlternateIO 资源的示例 VCS 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altio-cluster (
UserNames = { admin = XXXXXXXXXXX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
system primary1 (
)
system alternate1 (
)
system primary2 (
)
system alternate2 (
)
group aio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primary2 = 1 }
AutoStartList = { primary1 }
TriggerPath = "bin/AlternateIO"
TriggersEnabled @primary1 = { PREONLINE }
TriggersEnabled @primary2 = { PREONL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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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eIO altiores
StorageSG @primary1
StorageSG @primary2
NetworkSG @primary1
NetworkSG @primary2
)

//
//
//
//
//
//

(
=
=
=
=

{
{
{
{

primary1-strsg = 1 }
primary2-strsg = 1 }
primary1-nwsg = 0 }
primary2-nwsg = 0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aiosg
{
AlternateIO altiores
}

group ldom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primary2 = 1 }
AutoStartList = { primary1 }
SysDownPolicy = { AutoDisableNoOffline }
)
LDom ldmguest (
LDomName = ldg1
)
requires group aiosg online local hard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ldomsg
{
LDom ldg1
}

group primary1-str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alternate1 = 1
AutoStart = 0
Parallel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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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Path = "bin/AlternateIO/StorageSG"
TriggersEnabled @primary1 = { PREONLINE }
TriggersEnabled @alternate1 = { PREONLINE }
AutoStartList = { primary1, alternate1 }
)
Zpool zpres1 (
PoolName @primary1= zfsprim
PoolName @alternate1 = zfsmirr
ForceOpt = 0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primary1-strsg
//
{
//
Zpool zpres1
//
}

group primary1-nwsg (
SystemList = { primary1 = 0, alternate1 = 1 }
Parallel = 1
)
Phantom ph1 (
)
NIC nicres1 (
Device @primary1 = nxge3
Device @alternate1 = nxge4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primary1-nwsg
{
Phantom p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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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xy nicres1
// }

group primary2-strsg (
SystemList = { primary2 = 0, alternate2 = 1 }
Parallel = 1
TriggerPath = "bin/AlternateIO/StorageSG"
TriggersEnabled @primary2 = { PREONLINE }
TriggersEnabled @alternate2 = { PREONLINE }
)
Zpool zpres2 (
PoolName @ primary2 = zfsprim
PoolName @ alternate2 = zfsmirr
ForceOpt = 0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primary2-strsg
//
{
//
Zpool zpres2
//
}

group primary2-nwsg (
SystemList = { primary2 = 0, alternate2 = 1 }
Parallel = 1
)
Phantom ph2 (
)
NIC nicres2 (
Device @primary2 = nxge3
Device @alternate2 = nxge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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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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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primary2-nwsg
{
Phantom ph2
Proxy nicres2
}

配置逻辑域上的 VCS 以使用多个 I/O 域中的服务来管
理应用程序
本节介绍如何配置逻辑域上的 Cluster Server (VCS) 以使用多个 I/O 域中的服务来
管理应用程序。
逻辑域上已配置了典型的双节点 VCS 群集设置，其中每个来宾
域都可从多个 I/O 域接收 I/O 服务

图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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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来宾域的典型双节点 VCS 群集会在来宾域之间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以
保持应用程序的高度可用性。
在使用来自多个 I/O 域的服务的来宾域上配置 VCS

1

设置所需的硬件、系统、存储和网络。

2

在物理系统上安装操作系统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Oracle 文档。

3

设置备用 I/O 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管理指南》。

4

设置来宾域并为来宾域提供来自所有 I/O 域的 I/O 服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管理指南》。
在设置来宾域的过程中，您可以选择以下操作之一：
■

将本地磁盘或 SAN 磁盘用作来宾域的引导磁盘

■

将 SAN 磁盘用作应用程序的数据磁盘

如果您计划迁移来宾域，请将 SAN 磁盘用作引导磁盘和数据磁盘。
■

5

如果存储设备包含每个 I/O 域的多个路径，则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在来宾域上安装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将所有路径导出到每个 I/O 域中的存储设备。位于来宾域的 DMP 负责
I/O 域之间的路径管理。

■

在 I/O 域和来宾域上安装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将每个 I/O 域中的 DMP 节点导出到来宾域。位于来宾域的 DMP 负责
I/O 域之间的路径管理。

将 VCS 安装在来宾域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6

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和《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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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适用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的 SF
Oracle RAC 支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部署 SF Oracle RAC

■

配置方案示例

■

准备在逻辑域环境中部署 SF Oracle RAC

■

两台主机的 I/O 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

两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

单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

单台主机的 I/O 域和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关于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部署 SF
Oracle RAC
Oracle 提供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以前称为逻辑域）是向逻辑容器分
配处理器、内存、磁盘或网络设备等资源，并在物理主机中将这些资源作为逻辑域
进行管理的一种技术。得到的逻辑域有其自身的操作系统，并在其领域中独立管理
资源。
逻辑域经设置后可充当以下任一角色：

适用于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的 SF Oracle RAC 支持
配置方案示例

控制域

控制域是有权访问系统中所有物理资源的物理主机。在此域上安装
用于管理来宾和 I/O 域的 Oracle VM Server 软件。控制域也可以
充当 I/O 域，并向其他来宾域提供服务。

I/O 域

I/O 域可以直接访问 I/O 设备。一个逻辑域设置中最多可以有两个
I/O 域。当 I/O 域向其他来宾域提供 I/O 服务时，它又称为服务域。

来宾域

来宾域使用服务域提供的服务来访问物理设备。来宾域以独立实体
的形式存在，拥有虚拟资源和自身的操作系统副本。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为部署 SF Oracle RAC 提供了颇具成本效益的备用
体系结构。同一台物理服务器可供不同逻辑域中的多个应用程序使用，从而确保最
佳的资源利用率。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依赖于具体的硬件，适用于最新的
SUN CoolThreads 服务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配置方案示例
以下服务器配置用于本文档中所述的方案示例：
服务器

Oracle Sun SPARC Enterprise T-3 服务器

处理器

基于 24 T3 的处理器（4 核，每核 6 个线程）

内存

8 GB

PCI 设备

每条总线 2 块 NIC 卡 + 1 块 HBA 卡，所有板载硬盘驱动器均
属于一条 PCI 总线

操作系统

Solaris 11 Update 1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版本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3.0

数据库版本

Oracle RAC 11g R2
有关所支持的 Oracle 数据库版本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https://sort.veritas.com/scl

SF Oracle RAC 版本

SF Oracle RAC 7.3

安装和设置说明

有关说明，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
和升级指南 (7.3)》

部署方案示例如下：
■

两台主机的 I/O 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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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两台主机的 I/O 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

两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182 页的“两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

单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184 页的“单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

单台主机的来宾域和 I/O 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186 页的“单台主机的 I/O 域和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准备在逻辑域环境中部署 SF Oracle RAC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环境中部署 SF Oracle RAC 之前，请先完成以下
任务：
1.

安装 Oracle VM Server 软件。

2.

将物理主机配置为主域。
默认情况下，该主域将充当控制/IO/服务域。

3.

创建新的逻辑域配置。

两台主机的 I/O 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本节介绍需要执行哪些任务才能在两台主机上设置 I/O 域，以便能够部署 SF Oracle
RAC。
此方法的优点如下：
■

主机上的计算资源可供其他逻辑域使用。

■

对存储的直接访问确保获得更好的数据库性能。

此方法的缺点是，如果 I/O 负载较重，则其他逻辑域上的 I/O 延迟将会很高。
图 7-1 说明了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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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主机的 I/O 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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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台主机上设置 I/O 域以部署 SF Oracle RAC

1

完成设置逻辑域环境的准备步骤。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准备在逻辑域环境中部署 SF Oracle RAC”。

2

创建辅助 I/O 域。

Hypervisor

LDomManager

vsw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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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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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置备从主域到辅助 I/O 域的 PCI 总线。

4

在主域中创建虚拟网络服务。
辅助 I/O 域会将连接到该服务的虚拟接口用作其公共接口。辅助 I/O 域上保留
的接口将用于 LLT 心跳。

5

在主域上创建虚拟磁盘服务。
辅助 I/O 域会将连接到该服务的虚拟磁盘用作其根磁盘。

6

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安装方法在辅助 I/O 域上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安装 OS 后，所置备的 PCI 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将出现在辅助 I/O 域中。

7

在第二台主机上重复步骤 2 至 6。

8

安装并配置 SF Oracle RAC。

9

设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两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本节介绍了需要执行哪些任务才能在两台主机上设置来宾域，以便能够部署 SF
Oracle RAC。
此方法的优点如下：
■

该配置提供完全虚拟化的域。

■

其他逻辑域可以有效利用硬件资源。

此方法的缺点是，由于从虚拟域到物理磁盘之间不存在直接磁盘访问，因此磁盘访
问时间有轻微的滞后。
图 7-2 说明了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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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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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台主机上设置来宾域以部署 SF Oracle RAC

1

完成设置逻辑域环境的准备步骤。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准备在逻辑域环境中部署 SF Oracle RAC”。

2

在主域上创建虚拟磁盘和网络服务。
虚拟服务将绑定到为来宾逻辑域创建的虚拟设备。来宾逻辑域通过与这些虚拟
服务连接的虚拟设备访问物理硬件。为存储中的每个磁盘分配各自的服务。这
有助于保持来宾域中磁盘的顺序。

3

创建来宾域。

4

在来宾域上创建虚拟设备，并将其绑定到在主域上创建的虚拟服务。

5

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安装方法在来宾域上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6

在第二台主机上重复步骤 2 至 5。

7

安装并配置 SF Oracle RAC。

8

设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单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本节介绍了需要执行哪些任务才能在单台主机上设置来宾域，以便能够部署 SF
Oracle RAC。
注意：建议另外使用一台具有相同配置的物理主机，将此设置用作四节点群集。
此方法的优点如下：
■

减少所用物理服务器的数量将会带来颇具成本效益的设置。

■

该设置易于创建和维护，并且可伸缩和可移植。

■

可以将多个系统中的多个来宾逻辑域结合在一起，以形成一个更大的群集。

■

如果主域重新启动，只有挂接到该主域的来宾逻辑域才受到影响。挂接到辅助
服务域的来宾逻辑域仍可以使用。请注意，关闭主域会停止所有域。

此方法的缺点如下：
■

硬件故障将会成为单点故障，使所有关联的域停止工作。

■

在 T2000 服务器上创建此设置几乎会消耗所有的物理资源。

图 7-3 说明了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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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主机的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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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isk `n`

vol `n`

HBA 2

PCI - B

控制 I/O 的
主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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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台主机上设置来宾域以部署 SF Oracle RAC

1

完成设置逻辑域环境的准备步骤。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准备在逻辑域环境中部署 SF Oracle RAC”。

2

在 T5k、T4 或 T2000 服务器上创建独立的 PCI 配置。
每条总线有 2 块 NIC 卡和 1 块 HBA 卡。

3

创建一个主域和一个辅助域。
必须配置主域，以便将其用作控制域和 I/O 域（主服务域）。最初必须将辅助
域配置为 I/O 域。接下来配置辅助 I/O 域，以便将其用作辅助服务域。主域用
于创建和分配该辅助服务域的服务。
主服务域和辅助服务域通过各自的路径引用存储。

4

在主服务域上创建磁盘和网络服务并将其分配到来宾逻辑域 A。

5

使用主服务域为辅助服务域创建并分配一组不同的磁盘和网络服务。这可以确
保辅助服务域提供来宾逻辑域 B 的服务。

6

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安装方法在辅助服务域和来宾逻辑域上安装 Solaris 操作系
统。

7

安装并配置 SF Oracle RAC。
注意：设置出现 NIC 不可用的情况时用作低优先级心跳链接的公共链接。

8

设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单台主机的 I/O 域和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
库的 SF Oracle RAC
本节介绍了需要执行哪些任务才能在单台主机上设置来宾域，以便能够部署 SF
Oracle RAC。
注意：建议另外使用一台具有相同配置的物理主机，将此设置用作四节点群集。
此方法的优点如下：
■

与方案 3 不同，此方案可以随时将来宾逻辑域添加到主机，而前者将利用所有
的资源，因而没有添加更多逻辑域的余地。

■

与方案 3 相比，此设置会带来更好的磁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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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主域重新启动，只有挂接到该主域的来宾逻辑域才受到影响。挂接到辅助
服务域的来宾逻辑域仍可以使用。请注意，关闭主域会停止所有域。

此方法的缺点在于，硬件故障将会成为单点故障，使所有关联的域停止工作。
图 7-4 说明了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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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主机的 I/O 域和来宾域上采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 SF
Oracle RAC

图 7-4

公共交换机

互联交换机

物理主机
来宾 LDom A

控制 I/O 的
主域

辅助服务域

SF Oracle RAC
（带有 Oracle
RAC 数据库）

SF Oracle RAC
（带有 Oracle
RAC 数据库）

vnet 0
vnet 1
vdisk `n`

e1000g0 e1000g1 mount

vol `n`

由主域控制的 LDom Manager

NIC 1

NIC 2

vds `n`

e1000g0 e1000g1

HBA 1
NIC 3

虚拟交换机服务

vsw `n`

虚拟磁盘服务

虚拟网络设备

vnet `n`

共享存储

虚拟磁盘

vdisk `n`

专用互联
逻辑域通道

NIC 4

共享存储

图例
存储链接

vds `n`

PCI - A

e1000g0 e1000g1

Hypervisor

vsw1

vol `n`

HBA 2

PCI - B

vs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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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台主机上设置来宾域以部署 SF Oracle RAC

1

完成设置逻辑域环境的准备步骤。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准备在逻辑域环境中部署 SF Oracle RAC”。

2

在 T2000 服务器上创建独立的 PCI 配置。
每条总线有 2 块 NIC 卡和 1 块 HBA 卡。

3

创建辅助 I/O 域。

4

置备从主域到辅助 I/O 域的 PCI 总线。

5

在主域上创建虚拟磁盘服务。辅助 I/O 域会将连接到该服务的虚拟磁盘用作其
根磁盘。

6

在主服务域上创建磁盘和网络服务并将其分配到来宾域。

7

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安装方法在辅助服务域和来宾域上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

8

安装并配置 SF Oracle RAC。
配置 SF Oracle RAC 后执行下列步骤：

9

■

设置出现 NIC 不可用的情况时用作低优先级心跳链接的公共链接。

■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后运行命令 oifcfg。
要解决来宾逻辑域和辅助 I/O 逻辑域上接口名称不一致的问题，必须执行此
操作。

■

手动配置 MultiPrivNic。

设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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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持在 FSS 环境中实时迁
移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环境中的实时迁移

■

在灵活存储共享 (FSS) 环境中执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系统的实时迁
移

关于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环境中的实时迁
移
您可以在 FSS 环境中将适用于 SPARC 系统的 Oracle VM Server 从一个控制域迁
移到另一个控制域。SF Oracle RAC 和 SFCFSHA 环境目前已针对本支持进行了测
试。
迁移要求原始控制域上 Oracle VM Server 可访问的所有设备在新的控制域上也能够
进行访问。但是，挂接到 FSS 环境中控制域的 DAS 磁盘在新的控制域上无法访
问。因此，迁移要求从 VxVM 配置删除本地 DAS 设备，以便从 Oracle VM Server
取消导出这些设备。迁移过程中，通过使用远程节点上的存储，可以让所有正在运
行的应用程序和装入点继续保持活动状态。
从源控制域导出的所有设备都必须在要迁移 Oracle VM Server 的目标控制域上退
出。
建议将源控制域和目标控制域的固件和体系结构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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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活存储共享 (FSS) 环境中执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系统的实时迁移
通过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可在 FSS 环境中执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系
统的实时迁移。
在 FSS 环境中执行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系统的实时迁移

1

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群集中，验证每个 FSS 卷是否具有跨目标控
制域的群集节点的镜像。
# vxprint

2

从 VxVM 配置中删除 DAS 设备。
# vxdmpadm exclude dmpnodename=vm_diskname
# vxdisk list

从 DMP 排除 DAS 设备后，这些设备将作为“远程磁盘”在 vxdisk list 中
可见。

3

验证迁移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和装入点是否能够使用远程 plex 正常运行。
# cfsmntadm display

4

取消从 Oracle VM Server 中导出设备。
# ldm remove-vdisk vdisk_nameoracle_vm_name

5

迁移 Oracle VM Server 系统。
# ldm migrate oracle_vm_namecontroldomain_name

6

验证迁移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和装入点是否能够使用远程 plex 正常运行。
# cfsmntadm display

如果您计划将迁移后的系统移回原始控制域，请确保迁回后再次将 DAS 设备导出
到 Oracle VM Server，并将这些设备添加到 VxVM 配置以便能够在本地访问。
# ldm add-vdisk vdisk_name vdsdev@vds oracle_vm_name
# vxdmpadm include dmpnodename=vm_diskname

将本地 DAS 设备添加到 VxVM 配置后，本地 plex 将自动重新同步，无需任何手动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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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验证本地 plex 和 DAS 设备的状态：
# vxprint
# vxdisk list -o all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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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何处查找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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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何处查找更多信息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

Solaris 虚拟化文档

■

服务和支持

■

关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可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获取 Adobe
可移植文档格式 (PDF) 的最新文档。
有关此版本中文档更改的信息，请参见版本说明。
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文档的最新版本。每个指南的第 2 页提供了文档版本信息。每个
文档的标题页上提供了出版日期。定期更新文档以纠正错误或更正内容。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您需要指定产品和平台并应用其他筛选条件来查找相应文档。

Solaris 虚拟化文档
有关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以前为 Solaris 逻辑域）、标记区域、项目以
及区域安装和配置的信息，请参见以下 Oracle 站点：www.oracle.com。
Oracle 为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标记区域以及区域功能提供定期的更新
和修补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与 Oracle 联系。

何处查找更多信息
服务和支持

服务和支持
要访问自助服务知识库，请访问以下 URL：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html

关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是一个网站，可自动处
理和简化某些最耗时的管理任务。SORT 有助于您更高效地管理数据中心，并充分
利用 Veritas 产品。
SORT 可以帮助您执行以下操作：
为下一次安装或升级做准 ■
备

管理风险

提高效率

■

列出产品安装和升级要求，包括操作系统版本、内存、磁盘空
间和体系结构。
分析系统以确定是否已做好安装或升级 Veritas 产品的准备。

■

从中央储存库下载最新的修补程序、文档和高可用性代理。

■

访问硬件、软件、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最新兼容性列表。

■

■

从中央储存库获取有关对修补程序、阵列特定模块
(ASL/APM/DDI/DDL) 和高可用性代理所做更改的自动电子邮
件通知。
确定并降低系统和环境风险。

■

显示数百个 Veritas 错误代码的说明和解决方案。

■

根据产品版本和平台查找并下载修补程序。

■

列出已安装的 Veritas 产品和许可证密钥。

■

调整并优化您的环境。

注意：SORT 的某些功能并非对所有产品都可用。 访问 SORT 不需要额外费用。
要访问 SORT，请转到：
https://sort.ver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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