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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适用于 Microsoft 群集
的 SFW 解决方案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Microsoft 群集解决方案与 SFW

■

在 Microsoft 群集中使用 SFW 的优势

■

关于高可用性群集

■

关于校园群集

■

关于灾难恢复群集

■

关于 SQL Server 的解决方案指南

关于 Microsoft 群集解决方案与 SFW
可以将 Microsoft 群集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配合使用，以提
供下列解决方案：
■

同一站点上的主动/被动配置中的高可用性故障转移群集

■

双节点配置（每个节点位于单独的站点上）的校园群集

■

辅助站点上包含单独群集的灾难恢复，可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提供复制支持

示例配置不包括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有关如何向群集配置中添加 DMP 的说明，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
南》。

介绍适用于 Microsoft 群集的 SFW 解决方案
在 Microsoft 群集中使用 SFW 的优势

在 Microsoft 群集中使用 SFW 的优势
将 SFW 与 Microsoft 群集配合使用的优势之一是能够创建镜像仲裁资源，该资源可
提高仲裁的容错能力并保护群集。 Microsoft 群集采用仲裁体系结构，在这种结构
中，群集数据库位于仲裁资源内。 仲裁资源在恢复日志中维护着群集数据库以及关
键的恢复信息。
将 SFW 添加到配置可保护仲裁磁盘免于成为群集中的单故障点，因为 SFW 可提
供仲裁设备的动态卷和软件镜像。 如果仲裁资源出现故障，镜像将进行接管。
与单独使用 Microsoft 群集相比，使用 SFW 还具有其他优势。 SFW 可提高数据卷
的容错能力。 建议对日志卷进行镜像，此外还建议对数据卷采用镜像条带 RAID 布
局。 SFW 还提供多个磁盘组、多个镜像、容量管理和自动卷增长功能、联机存储
迁移、性能优化、热重定位、脏区日志记录、RAID-5 日志记录、Dynamic
Multi-Pathing 以及使用 FlashSnap 获得的增强快照功能。

关于高可用性群集
高可用性解决方案用于在计算机出现故障时使应用程序保持正常运行，此时可通过
冗余软件和硬件来使用数据和应用程序。 高可用性可以指提供容错能力的任何软件
或硬件，但通常情况下它与群集有关。
群集是一组作为单个系统协同工作的独立计算机，它的目的是确保业务关键型应用
程序和资源的高可用性。 群集作为单个系统进行管理，共享命名空间，并且专门用
于组件故障容错以及通过对用户透明的方式支持添加或删除组件。
群集系统优点众多，包括具备容错能力、高可用性、可伸缩性，简化了管理，以及
支持滚动升级。
在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高可用性群集中，可以在共享存储上配
置应用程序的动态群集磁盘组和卷，并将应用程序数据库和日志安装到相应的 SFW
卷。
下图显示了双节点高可用性配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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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校园群集

图 1-1

高可用性主动/被动配置

关于校园群集
校园群集即多节点群集，可提供灾难防护。 节点可位于相距数英里远的单独建筑物
中。 节点位于单个子网中，并通过光纤通道 SAN 进行连接。 每个节点都有各自的
存储阵列，并且包含另一阵列上的存储的镜像数据。
典型的校园群集包括两个站点；可以使用两个以上的站点提供附加冗余。
此外，与包含复制软件的更加复杂的 InfoScale 灾难恢复环境相比，该环境提供的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更加简单；但是，校园群集的扩展距离通常小于基于复制的解决
方案，这取决于硬件。
本地群集和校园群集都有 SFW 动态磁盘组和卷，但是在校园群集中，每个节点上
的卷都与另一个节点上的卷互为镜像。 在每个站点上，各磁盘组应包含相同数量的
用于镜像卷的磁盘。
下图显示了双节点校园群集配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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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灾难恢复群集

图 1-2

校园群集配置

关于灾难恢复群集
典型的灾难恢复配置要求在主站点上具有源主机，在辅助站点上具有目标主机。 应
用程序数据存储在主站点上并使用诸如 Volume Replicator 之类的工具复制到辅助
站点。 在正常运行期间由主站点提供数据和服务。 如果主站点发生灾难并且其中
的数据被损坏，则辅助节点主机可以接替主节点主机的角色提供数据。 可以在此主
机上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通过将 Volume Replicator 与 Microsoft 群集搭配使用，可以提供应用程序数据的复
制备份；发生断电或灾难后，可以使用此备份来进行恢复。 然而，此解决方案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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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用于灾难恢复的自动化故障转移功能（可通过将 Volume Replicator 与 Cluster
Server (VCS) 搭配使用实现灾难恢复）。
在典型的群集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中，主站点包含两个节点：SYSTEM1 和
SYSTEM2。 同样，辅助设置包含两个节点：SYSTEM3 和 SYSTEM4。 每个站点
都具有群集设置，已针对站点内的故障转移对节点进行相应设置。 在 Microsoft 群
集环境中，每个站点都有各自的仲裁卷。
如果 SYSTEM1 发生故障，该应用程序将在节点 SYSTEM2 上联机，并开始为请求
提供服务。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备份节点联机时可能会有短暂延迟，但是有效服务
的中断时间很短。 发生故障时（例如，在地震破坏了主站点所在的数据中心之后），
将激活复制解决方案。如果主站点存在灾难，辅助站点的 SYSTEM3 将进行接管。
复制到辅助站点的数据用于将应用程序服务还原到客户端。
下图显示了故障前灾难恢复配置的示例。
图 1-3

灾难恢复配置

下图显示了故障后灾难恢复配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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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故障后的灾难恢复

关于 SQL Server 的解决方案指南
下表列出了适用于 SQL Server 的可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为 Microsoft Exchange、Enterprise Vault 和其他应用程
序解决方案提供了单独的指南。
表 1-1

适用于 SQL Server 的 SFW HA 解决方案指南

书名

说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2008,
2008 R2, 2012, and 2012 R2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SQL 2008、2008
R2、2012 及 2012 R2 版
本）》）

针对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的 SQL Server 2008、2008 R2、2012 和 2012
R2 以及 Cluster Server 群集的解决方案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2008, 2008 R2,
2012, and 2012 R2（《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解决方案指
南（Microsoft SQL 2008、2008
R2、2012 及 2012 R2 版
本）》）

针对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或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2008 R2、2012 和 2012 R2 的快速恢
复解决方案。

■

高可用性 (HA)

■

校园群集

■

复制数据群集

■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或硬件阵列复制的灾难恢复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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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说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Microsoft
Clustering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2008, 2008 R2,
2012, and 2012 R2（《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Microsoft 群集解决方
案指南（Microsoft SQL 2008、
2008 R2、2012 及 2012 R2 版
本）》）

针对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 SQL Server
2008、2008 R2、2012 和 2012 R2 以及 Microsoft 群集的
解决方案：
■

高可用性 (HA)

■

校园群集

■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实现灾难恢复 (DR)

13

2
计划通过 SFW 在
Microsoft 群集中部署 SQL
Server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Microsoft 群集解决方案的 InfoScale 要求

■

计划 SQL Server 高可用性配置

■

计划校园群集配置

■

计划灾难恢复配置

Microsoft 群集解决方案的 InfoScale 要求
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以了解 Microsoft 群集的要求。
使用下列要求作为在 Microsoft 群集中结合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InfoScale
Storage 的准则：
■

要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的系统可以访问的一台 CD-ROM 驱动器。

■

每个系统需要为 SFW 提供 1 GB RAM。

■

可用于访问共享存储的 SCSI 或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

Microsoft 群集要求每个系统至少有两个网络适配器（一个 NIC 用于将每个系统
连接到公共网络，而另一个用于每个系统上的专用网络）。 Veritas 建议使用三
个网络适配器（两个 NIC 专门用于专用网络，另一个用于公共网络）。 通过单
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 NIC，以避免出现单故障点。

计划通过 SFW 在 Microsoft 群集中部署 SQL Server
计划 SQL Server 高可用性配置

■

强烈建议对公共网络和专用网络的网卡采用静态 IP 地址，Volume Replicator 配
置也要求如此。 您还需要为群集本身配置一个静态 IP 地址。 验证是否为各个
节点配置了名称解析。

■

验证 DNS 和 Active Directory 服务是否可用。 确保 DNS 中存在反向查找区域。
有关创建反向查找区域的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

Microsoft 群集要求为 SQL 提供至少两个磁盘，一个用于存储 SQL 数据库文件，
一个用于存储 SQL 日志文件。

■

下列要求适用于校园群集配置：
■

配置需要两个站点，每个站点需要一个存储阵列和同等数量的磁盘（用于镜
像卷）。

■

需要为存储和网络提供群集间的互联。

■

Microsoft 群集中的各个系统必须位于相同的 Windows Server 域并且必须使用
相同的操作系统版本。

■

InfoScale Storage 需要使用管理员权限来安装。

■

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需要重新启动，但重新启动活动群集节点会导致发生故
障转移。 因此，请先在非活动群集节点上使用滚动安装过程来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然后，将群集资源转移到其他节点，并在当前的非活动节点上进行安
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和升级指南》。

■

有关建立故障转移群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另外，您应该注意
以下 SFW 相关要求：设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
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 这意味着，在 SFW 环境中，您必须在创建 SFW 群集
磁盘组之前从群集中删除这些物理磁盘资源。 否则，会出现保留冲突。 创建
SFW 群集磁盘组后，您要将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而不是物理磁盘资源
添加到群集。

注意：可以在非 Microsoft 群集成员的计算机上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选件。
但是，如果计算机成为 Microsoft 群集中的第一个节点，则必须手动注册“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类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和
升级指南》。

计划 SQL Server 高可用性配置
您可以在 Microsoft 群集中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和 SQL Server 以在单个站点上
实现高可用性。
在高可用性配置示例中，您在 Microsoft 群集上创建具有主动/被动 SQL Server 配
置的虚拟服务器。 群集的活动节点承载虚拟服务器。 第二个节点是可在活动节点

15

计划通过 SFW 在 Microsoft 群集中部署 SQL Server
计划 SQL Server 高可用性配置

出现故障时接管并承载虚拟服务器的专用冗余服务器。 在高可用性配置中，两个节
点都位于同一站点上。
下图介绍了典型的双节点主动/被动配置。
图 2-1

高可用性主动/被动配置

以下是有关该配置的一些要点：
■

在主动节点 (SYSTEM1) 上配置 SQL 虚拟服务器。 如果 SYSTEM1 出现故障，
SYSTEM2 将成为主动节点，并且 SQL 虚拟服务器在 SYSTEM2 上进入联机状
态。

■

一个群集中可以有一台或多台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但每台服务器必须由使用
群集中的一组不同节点配置的单独应用程序组加以管理。

■

在一个或多个群集磁盘组所包含的卷中的共享存储上配置 SQL 数据库。

■

InfoScale Storage 使您可以创建一个动态镜像仲裁。 如果仲裁资源出现故障，
镜像将进行接管。
在这种配置中，Veritas 建议为仲裁创建三路镜像，以提高容错能力。 如果可
能，请勿将分配给仲裁的磁盘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

InfoScale Storage 使您可以为数据卷添加容错。 Veritas 建议镜像日志卷和数据
卷的镜像条带 RAID 布局。

在配置过程中，您将为以下项创建虚拟 IP 地址：
■

由 Microsoft 群集使用的群集 IP 地址

■

在所有节点上都应相同的 SQL 虚拟服务器 IP 地址

您应具有这些 IP 地址，然后才能开始部署环境。

针对使用 SFW 的 SQL Server 高可用性配置示例
该配置示例包括动态镜像的仲裁并需要在 SFW 中设置两个或多个动态群集磁盘组，
一个或多个用于应用程序和数据，一个用于动态镜像仲裁。
下列名称说明在安装和配置期间创建和使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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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对象

SYSTEM1 & SYSTEM2

服务器名称

SQL_GROUP

Microsoft SQL Server 资源组

SQLCLUST

SQL Server 高可用性 Microsoft 群集

SQLVS

Microsoft SQL Server 虚拟服务器

INST1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名称

INST1_DG

Microsoft SQL Server 卷的磁盘组

INST1_SYS_FILES

用于存储 Microsoft SQL Server 系统数据文件的卷

INST1_DB1_VOL

用于存储 Microsoft SQL Server 用户定义的数据库的卷

INST1_DB1_LOG

用于存储 Microsoft SQL Server 用户定义的数据库日志
文件的卷

INST1_DB1_FS

对于 SQL Server 2008，用于存储 FILESTREAM 文件组
的卷（如果实现了 FILESTREAM）

QUORUM_DG

仲裁卷的磁盘组

SQL_QRM

用于存储 Microsoft 群集仲裁的卷

有关磁盘组和卷配置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7 页的“计划 SFW 群集磁盘组和卷”。

配置高可用性的仲裁设备
正确的仲裁设备配置是使用 InfoScale Storage 提供最高可用性的关键。
虽然作为物理磁盘资源使用的单个基本磁盘可用作 Microsoft 群集仲裁设备，但这
会将一个非冗余组件引入原本具有高可用性的系统。
一般来说，包含专用的、三路镜像卷的磁盘组可成为理想的仲裁设备。 此类设备容
许两个磁盘出现故障（因为它是镜像的）及服务器和互连故障（因为 SFW 可在磁
盘和至少一台服务器运行时将其导入）。
一台服务器要想获得对包含群集仲裁设备的磁盘组的所有权，SFW 必须成功导入该
磁盘组，从而对其一半以上的磁盘形成 SCSI 保留状态。 由于存在这种行为，因此
包含奇数个磁盘的磁盘组最适合用作仲裁设备。
包含用作仲裁设备的卷的 SFW 群集磁盘组应该仅包含该卷。 只要仲裁设备更改所
有权，该磁盘组中的任何其他的卷将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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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校园群集配置
设置校园群集的过程与设置本地群集的过程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如下：
■

校园群集的节点位于单独的建筑物。 因此，硬件设置需要采用允许这些连接的
SAN 互联。

■

在校园群集中，每个节点都有其各自的存储阵列，而不是拥有在两个群集之间
共享的存储阵列。

■

本地群集和校园群集都有 SFW 动态磁盘组和卷，但是在校园群集中，每个节点
上的卷都与另一个节点上的卷互为镜像。

■

每个站点上的各磁盘组必须包含相同数量的用于镜像卷的磁盘。

有关磁盘组和卷配置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7 页的“计划 SFW 群集磁盘组和卷”。
尽管采用 Microsoft 群集的校园群集设置在不使用 InfoScale Storage 的情况下也可
以工作，但相对于单独使用 Microsoft 群集而言，结合 InfoScale Storage 使用此技
术可带来一些关键优势。 通过在跨多个站点的多个磁盘上发挥作用的动态镜像卷，
SFW 可保护群集中的仲裁资源免受群集中单个故障点的影响。
大多数客户使用硬件 RAID 来保护仲裁磁盘，但是在自然灾难导致主节点及其挂接
的存储关闭时，硬件 RAID 不起作用。 如果群集失去仲裁资源，群集将出现故障，
因为所有群集服务器都无法获得对仲裁资源的控制权，并最终无法获得对群集的控
制权。 仅靠 Microsoft 群集无法为仲裁磁盘提供容错。
下图显示了具有跨群集的镜像存储和镜像仲裁资源的 Microsoft 校园群集配置。 该
4 路镜像仲裁具有一组额外的镜像以提高冗余。

18

计划通过 SFW 在 Microsoft 群集中部署 SQL Server
计划校园群集配置

图 2-2

典型的校园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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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校园群集故障情形
安装的 Microsoft 校园群集和 InfoScale Storage 可能出现不同的故障或恢复情形。
当群集服务器出现故障时，站点可能出现以下情形：
■

如果站点未拥有该仲裁卷且群集脱机，另一个站点上的仲裁和数据卷保持联机，
而且其他群集资源保持联机或转移到该站点。 Storage Foundation 可以使拥有
的群集节点保持联机并获得仲裁组中的 50% 的磁盘所有权。

■

如果拥有仲裁卷的站点脱机，余下的站点无法获取仲裁卷的控制权，这是因为
它不能保留仲裁组中一半以上的磁盘。 这是一项保护措施，可防止多个节点将
它们能访问的群集磁盘组成员联机。

只有两个站点协调以确保主服务器确实发生故障后，才能执行两个站点间的手动群
集故障转移。 如果主服务器仍然处于活动状态，而您将包含群集仲裁的群集磁盘组
手动地导入辅助（故障转移）服务器，这将出现裂脑情形。 在两个节点上导入相同
的磁盘组时可能会独立更新各个镜像卷的 plex，由此出现裂脑情形，可能导致数据
丢失。
有关手动故障转移情形的其他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22 页的“Microsoft 群集仲裁和法定仲裁”。
下表列出了发生的故障情形和结果。
表 2-1

故障情形和可能后果列表

故障情形

后果

注释

应用程序故障

故障转移

如果服务因出现应用程序故障而停止，此应用
程序会自动故障转移到另一站点。

故障转移

假定有一个双节点群集对，其中的单个节点发
生故障会导致群集故障转移。 将群集资源从故
障节点转移到余下的活动节点将会出现短暂的
群集资源服务中断。

无服务中断。

被动站点（站点 B）出故障不会中断向主动站
点（站点 A）提供的服务。

可能意味着服务因应用程序
故障、NIC 故障或数据库表
脱机而停止。
服务器故障（站点 A）
可能意味着拔掉了电源线、
系统挂起、或者出现导致系
统停止响应的另一个故障。
服务器故障（站点 B）
可能意味着拔掉了电源线、
系统挂起、或者出现导致系
统停止响应的另一个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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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情形

后果

注释

部分 SAN 网络故障

无服务中断。

假设每个群集节点装有某种类型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解决方案，那么从单个群
集节点拔去一条 SAN 光纤电缆应该不会影响
该节点上运行的任何群集资源，因为底层 DMP
解决方案应该会顺畅地处理 SAN 光纤路径故
障转移。

无服务中断。

对于群集节点的标准双 NIC 配置（一个 NIC
用于公共群集网络，还有一个 NIC 用于专用心
跳网络），禁用专用心跳网络的 NIC 应该不会
影响群集软件和群集资源，因为群集软件直接
通过公共网络来路由心跳数据包。

公共 IP 网络故障

故障转移。

可能意味着公共 NIC 或
LAN 网络发生故障。

继续镜像。

当活动节点上的公共 NIC 出故障或者公共 LAN
出故障时，客户端无法访问活动节点，因而将
发生故障转移。

可能意味着 SAN 光纤通道
电缆未连接到站点 A 或站点
B 存储。

专用 IP 心跳网络故障
可能意味着专用 NIC 或连接
的网络电缆出现故障。

公共和专用 IP 或网络故障

无服务中断。 在出现“网络分裂”之前拥有仲裁资源的站点
无公共 LAN 访 依然是该仲裁资源的所有者，并且是唯一继续
可能意味着包括专用和公共
问。
正常运行的群集节点。 另一群集节点上运行的
NIC 连接的 LAN 网络发生
群集软件会自我终止，因为它已失去仲裁资源
故障。
继续镜像。
的群集仲裁。
失去网络连接（SAN 和
无服务中断。
LAN），存储的心跳和连接 同一节点中的
失效
磁盘正在运
行。 镜像未工
可能意味着所有网络和 SAN
作。
连接被切断，例如在建筑间
使用了用于以太网和存储的
单条管道。

在出现“网络分裂”之前拥有仲裁资源的节点/
站点依然是该仲裁资源的所有者，并且是唯一
继续正常运行的群集节点。 另一群集节点上运
行的群集软件会自我终止，因为它已失去仲裁
资源的群集仲裁。 默认情况下，Microsoft 群
集的 clussvc 服务会尝试每隔一分钟自动启动
一次，因此在 LAN/SAN 通信重新建立后，
Microsoft 群集的 clussvc 会自动启动，并且将
能够重新加入现有群集。

站点 A 或站点 B 上的存储
阵列故障

无服务中断。
同一节点中的
磁盘正在运
可能意味着拔掉了电源线或
行。 镜像未工
者出现导致阵列停止响应的
作。
存储阵列故障。

校园群集在两个站点间均等地划分，每个站点
分有一个阵列。 一个存储阵列完全失效应该不
会影响群集或任何当前联机的群集资源。 不
过，出现此存储故障后，您将无法在节点间移
动任何群集资源，因为任何一个节点都将无法
获得群集磁盘组中过半数的磁盘。

站点 A 故障（电源）

如果出故障的站点包含拥有仲裁资源的群集节
点，那么整个群集都将脱机，并且如不进行手
动干预，将无法在其余活动站点上联机。

意味着失去对站点 A（包括
服务器或存储）的所有访
问。

手动故障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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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情形

后果

站点 B 故障（电源）

无服务中断。
同一节点中的
意味着失去对站点 B（包括
磁盘正在运
服务器或存储）的所有访
行。 镜像未工
问。
作。

注释
如果出故障的站点不包含拥有仲裁资源的群集
节点，则群集将仍处于活动状态，并拥有该站
点出故障前在此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的所有群
集资源。

Microsoft 群集仲裁和法定仲裁
本节介绍 Microsoft 群集中的仲裁和法定仲裁。
■

请参见第 22 页的“Quorum”。

■

请参见第 22 页的“仲裁资源的群集所有权”。

■

请参见第 23 页的“vxclus 实用程序”。

Quorum
仲裁资源在恢复日志中维护群集数据库以及关键的恢复信息。 仲裁资源必须可通过
SCSI 或光纤通道总线为所有节点所用。 仅对 Microsoft 群集而言，仲裁磁盘必须位
于单个物理磁盘上。 然而，对于 SFW，仲裁磁盘可以是跨多个磁盘和群集节点的
镜像卷。
仲裁资源还可以确定群集的所有权。 控制群集的节点脱机时，其他节点会使用质询/
防护协议来确定哪一节点可以控制仲裁资源和群集。

仲裁资源的群集所有权
Microsoft 群集质询/防护协议使用对计算机之间 SCSI 总线的低级总线重置，以尝试
获取对仲裁资源的控制。
重置 SCSI 总线后，在仲裁磁盘上为每台服务器保留的内容将丢失。 每台服务器有
大约 10 秒的时间用于重新建立保留，这转而会使其他服务器了解其仍在正常工作，
即使其他服务器不一定能够与其进行通信也是如此。
如果活动群集服务器未在该时限内在仲裁资源上重新建立 SCSI 保留，则服务器上
的应用程序将传输到最新建立 SCSI 保留的服务器。 提供应用程序服务的新服务器
现在可能变得稍慢一些，但客户端仍将获得其应用程序服务。 IP（Internet 协议）
地址和网络名称仍随之发生变化，应用程序将根据定义的依赖关系重新构建，客户
端仍将获得服务，在群集的状态方面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当仲裁设备是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中的卷时，质询/防护协议更为复杂。 一
台服务器要想获得对包含群集仲裁设备的磁盘组的所有权，该服务器上的 SFW 必
须成功导入该磁盘组，获得对磁盘组中一半以上磁盘的 SCSI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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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校园群集配置在每个站点上具有偶数个磁盘，因此故障转移无法自动进行。 在
站点发生故障后，必须使用手动 CLI 命令 vxclus enable 使辅助节点上的群集磁
盘组进入联机状态。

vxclus 实用程序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用于强制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的 vxclus 命令行实用程
序。 vxclus enable 命令会在注册表中创建一个条目，此条目可使群集磁盘组在具
有少数磁盘的节点上联机。 运行 vxclus enable 后，可以使磁盘组资源在 Microsoft
群集中进入联机状态。 群集磁盘组进入联机状态后，将禁用 vxclus 功能。
警告：在使包含少数群集磁盘的群集磁盘组联机时，确保在使该磁盘组联机之前和
之后，其他大多数磁盘组磁盘在其他任何群集节点上未处于联机状态。 如果大多数
磁盘组磁盘在其他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则会发生数据损坏。
有关 vxclus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vxclus 实用程序还支持从 SAN 启动，但您必须具有支持此功能的硬件存储阵列。

计划灾难恢复配置
在主站点上创建高可用性群集后，可以创建辅助站点群集用于灾难恢复。
该灾难恢复解决方案需要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在典型的群集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中，主站点包含两个节点：SYSTEM1 和
SYSTEM2。 同样，辅助设置包含两个节点：SYSTEM3 和 SYSTEM4。 每个站点
都具有群集设置，已针对站点内的故障转移对节点进行相应设置。 至少需要两个磁
盘组：一个用于应用程序，另一个用于仲裁资源卷。 仲裁卷不会从主站点复制到辅
助站点。 每个站点都有各自的仲裁卷。
下图显示了主站点上的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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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DR 配置主站点

下图显示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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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两个站点的 DR 配置

分别在每个站点上创建仲裁磁盘组；不会复制仲裁磁盘组，因为每个群集都有自己
的仲裁。
有关磁盘组和卷配置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7 页的“计划 SFW 群集磁盘组和卷”。
下图显示了有关配置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卷组的详细信息。 Microsoft SQL
Server 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在受 RVG 控制的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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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典型的 Volume Replicator RVG 配置

针对使用 SFW 和 Volume Replicator 的 SQL Server 的灾难恢复配
置示例
该示例设置有四台服务器，两台用于主站点，另两台用于辅助站点。 这些节点形成
两个独立的群集，一个位于主站点，而另一个位于辅助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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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名称说明在 Microsoft 群集上使用 SFW 和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用于灾难恢
复的两个站点时创建和使用的对象。
主站点
SYSTEM1 & SYSTEM2

服务器名称

SQL_GROUP

Microsoft SQL Server 虚拟服务器组

SQLCLUST

Microsoft 群集

SQLVS

Microsoft SQL Server 虚拟服务器

SQL_IP

Microsoft SQL 虚拟服务器 IP 地址资源

INST1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例名称

INST1_DG

Microsoft SQL 卷的磁盘组

INST1_SYS_FILES

用于存储 Microsoft SQL Server 系统数据文件的卷

INST1_DB1_VOL

用于存储 Microsoft SQL Server 用户定义的数据库的
卷

INST1_DB1_LOG

用于存储 Microsoft SQL Server 用户定义的数据库日
志文件的卷

INST1_DB1_FS

对于 SQL Server 2008，用于存储 FILESTREAM 文
件组的卷（如果实现了 FILESTREAM）

QUORUM_DG

用于对仲裁进行镜像的仲裁卷磁盘组

SQL_QRM

用于存储 Microsoft 群集仲裁的卷

辅助站点
SYSTEM3 & SYSTEM4

辅助站点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节点

所有其他参数都与主站点上的相同。
DR 组件
INST1_RDS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数据集 (RDS) 名称

INST1_RVG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卷组 (RVG) 名称

INST1_REPLOG

Volume Replicator Replicator Log 卷

INST1_RVG_RES

复制卷组资源名称

VVR_IP

SQL RVG IP 地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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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通过 SFW 在
Microsoft 群集中部署 SQL
Server 的工作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高可用性 (HA) 配置的工作流

■

校园群集配置的工作流

■

灾难恢复配置的工作流

■

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工作流

■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高可用性 (HA) 配置的工作流
您可以在 Microsoft 群集中安装并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和 SQL Server 以在单个
站点上实现高可用性。
表 3-1

在 Microsoft 高可用性群集中通过 InfoScale Storage 部署 SQL
Server 的过程

操作

说明

了解配置

请参见第 15 页的“计划 SQL Server 高可用性配置”。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设置群集环境的存储硬件。

■

验证将要安装 SQL 的系统的 DNS 项。

请参见第 34 页的“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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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建立 Microsoft 群集

在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前建立群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安装带有 Microsoft 故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和升级指南》。
转移群集选件的 InfoScale
Storage
配置和管理磁盘组和卷

■

使用 VEA 控制台为应用程序和仲裁资源创建磁盘组和卷。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的任务”。

注意：设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
本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 要在创建 SFW 群集磁盘组时使
用这些磁盘，必须先从群集删除物理磁盘资源。 否则，会出
现保留冲突。
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

使用仲裁磁盘的镜像卷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

■

为仲裁磁盘组创建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

■

将群集仲裁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请参见第 58 页的“用于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的任务”。
创建 SQL 虚拟服务器资
源组

■

在群集中创建 SQL Server 资源组。

■

添加 VMDG 磁盘组资源。

请参见第 63 页的“为 SQL Server 实例创建资源组”。
安装 SQL Server

■

■

■

验证群集配置

装入为数据文件（位于您执行安装操作的节点）创建的磁盘组
和卷。
请参见第 56 页的“管理磁盘组和卷”。
安装软件。 确保将数据文件安装到共享存储上动态卷的路径。
请参见第 65 页的“将 SQL 安装在 InfoScale Storage 环境中”。
验证资源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66 页的“SQL Server 的依赖关系图”。

将联机 SQL Server 群集组移至第二个节点，然后移回第一个节
点。
请参见第 67 页的“验证 Microsoft 群集中的 SQL 组”。

校园群集配置的工作流
您可以在 Microsoft 校园群集中安装和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和 SQL Server。
此配置工作流介绍在每个单独的站点分别具有一个节点的双节点校园群集。
设置校园群集的过程与设置本地群集的过程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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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群集的节点位于单独的建筑物。 因此，硬件设置需要采用允许这些连接的
SAN 互联。

■

在校园群集中，每个节点都有其各自的存储阵列，而不是拥有在两个群集之间
共享的存储阵列。

■

本地群集和校园群集都有 SFW 动态磁盘组和卷，但是在校园群集中，每个节点
上的卷都与另一个节点上的卷互为镜像。 每个站点上的各磁盘组必须包含相同
数量的用于镜像卷的磁盘。

■

对于校园群集，可以启用站点分配，将磁盘分配到一个或其他校园群集站点。

表 3-2

在 Microsoft 校园群集中部署 SQL Server 与 InfoScale Storage
的过程

操作

说明

了解配置

请参见第 18 页的“计划校园群集配置”。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设置群集环境的存储硬件。

■

验证将要安装 SQL 的系统的 DNS 项。

请参见第 34 页的“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建立 Microsoft 群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设置 Microsoft 群集以后连接两个校园群集节点。
请参见第 31 页的“校园群集：连接两个节点”。

安装带有 Microsoft 故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和升级指南》。
转移群集选件的 InfoScale
Storage
配置和管理磁盘组和卷

■

使用 VEA 控制台为应用程序和仲裁资源创建磁盘组和卷。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的任务”。
确保您在每个站点配置的磁盘组包含相同的磁盘数，并确保配
置了镜像卷。
请参见第 42 页的“为校园群集创建磁盘组和卷时的注意事项”。
创建磁盘组以后，请将磁盘添加到校园群集站点以启用站点分
配。
请参见第 46 页的“将磁盘添加到校园群集站点”。

注意：设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
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 要在创建 SFW 群集磁盘组时使用这些
磁盘，必须先从群集删除物理磁盘资源。 否则，会出现保留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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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

使用仲裁磁盘的镜像卷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

■

为仲裁磁盘组创建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

■

将群集仲裁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请参见第 58 页的“用于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的任务”。
创建 SQL 虚拟服务器组

■

创建 SQL 服务器群集组。

■

添加 VMDG 磁盘组资源。

请参见第 63 页的“为 SQL Server 实例创建资源组”。
安装 SQL Server

■

■

■

验证群集配置

装入为数据文件（位于您执行安装操作的节点）创建的磁盘组
和卷。
请参见第 56 页的“管理磁盘组和卷”。
安装软件。 确保将数据文件安装到共享存储上动态卷的路径。
请参见第 65 页的“将 SQL 安装在 InfoScale Storage 环境中”。
验证资源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66 页的“SQL Server 的依赖关系图”。

将联机 SQL Server 群集组移至第二个节点，然后移回第一个节
点。
请参见第 67 页的“验证 Microsoft 群集中的 SQL 组”。

校园群集：连接两个节点
配置 Microsoft 群集后，在两个站点之间建立必要的连接。群集在服务器 A 上已处
于活动状态，因此 Microsoft 群集现在已经控制着服务器 A 上的群集存储，并且操
作系统无法同时访问此存储的两个节点。
连接两个节点

1

在两个站点上的三个网卡之间连接相应的电缆。

2

通过存储互联连接两个站点上的两台交换机。

3

测试两个站点之间的连接。测试群集中所有网络适配器卡的 IP 地址。 打开命
令窗口，然后键入 ping ipaddress，其中 ipaddress 是另一节点上的对应网
络适配器。

灾难恢复配置的工作流
在主站点上创建高可用性群集之后，可以在辅助站点群集上安装和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和 SQL Server，以便进行灾难恢复。
此灾难恢复解决方案需要 Volume Repl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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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在 Microsoft 群集中部署 SQL Server 与 SFW 和 Volume
Replicator 以便进行灾难恢复的过程

操作

说明

确保您已对主站点进行高 有关在主站点设置高可用性的详细信息：
可用性设置，包括灾难恢
请参见第 28 页的“高可用性 (HA) 配置的工作流”。
复所需的选件
检查先决条件和计划信息 验证辅助站点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4 页的“Microsoft 群集解决方案的 InfoScale 要求”。

注意：如果 DR 站点位于其他网段，请确保为虚拟服务器分配两
个 IP 地址，一个用于主站点，一个用于 DR 站点。
了解 DR 配置。
请参见第 23 页的“计划灾难恢复配置”。
查看如何在辅助站点创建 确保您遵循辅助站点对于 IP 地址、磁盘组和卷、SQL Server 资
并行高可用性配置
源组以及 SQL Server 安装的要求和准则。
请参见第 70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为 SQL Server 创建并行环境”。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设置群集环境的存储硬件。

■

验证将要安装 SQL 的系统的 DNS 项。

请参见第 34 页的“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建立 Microsoft 群集

在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前建立群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安装带有 Microsoft 故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和升级指南》。
转移群集选件的 InfoScale
Storage
配置和管理磁盘组和卷

■

使用 VEA 控制台创建磁盘组和卷。
确保下列各项与主站点上的群集完全相同：
磁盘组名称
卷名称和大小
驱动器盘符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的任务”。

注意：设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
本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 要在创建 SFW 群集磁盘组时使
用这些磁盘，必须先从群集删除物理磁盘资源。 否则，会出
现保留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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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

使用仲裁磁盘的镜像卷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

■

为仲裁磁盘组创建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

■

将群集仲裁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请参见第 58 页的“用于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的任务”。
创建 SQL 虚拟服务器组

■

创建 SQL 服务器群集组。 确保它的名称与主站点上的相同。

■

添加 VMDG 磁盘组资源。

请参见第 63 页的“为 SQL Server 实例创建资源组”。
安装 SQL Server

在辅助站点上启动 SQL 安装前，请注意下列要求：
■

■

■

■

确保使 SQL Server 网络名称资源在主站点上脱机。 这也将
使依赖资源脱机。
装入为数据文件（位于您执行安装操作的节点）创建的磁盘组
和卷。
在安装过程中，为 SQL 虚拟服务器指定与主站点上相同的名
称。
确保将数据文件安装到共享存储上动态卷的路径。

请参见第 65 页的“将 SQL 安装在 InfoScale Storage 环境中”。
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的安全性

同时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所有节点上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的安全性。
请参见第 71 页的“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的安全性”。

了解 Volume Replicator
组件

请参见第 70 页的“Volume Replicator 组件概述”。

为 Volume Replicator 创
建群集资源

■

为复制卷组 (RVG) 创建 IP 地址。

■

为复制卷组 (RVG) 创建网络名称资源。

请参见第 73 页的“为 Volume Replicator 创建资源”。
设置 RDS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向导创建复制数据集 (RDS)。
请参见第 74 页的“配置 Volume Replicator：设置 RDS”。

创建 RVG 资源（主站点 同时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创建 RVG 资源。
和辅助站点）
请参见第 84 页的“创建 RVG 资源”。
设置 SQL Server 资源依 更改 SQL Server 资源属性，以使它依赖于 RVG 资源而不是
赖关系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请参见第 85 页的“设置 SQL Server 资源对 RVG 资源的依赖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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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工作流
SFW HA 产品包括用于各种应用程序和配置解决方案的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对于 Microsoft 群集，校园群集配置解决方案在 Configuration Center 中作为工作流
提供，其中包含链接到相应主题的联机帮助。
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中的 Microsoft 校园群集工作流

1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启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

从“开始”>“程序”> Veritas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从“开
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

在“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键入
Run，然后按 Enter 键打开“运行”对话框。
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 scc，然后单击“OK (确定)”。

2

单击展开针对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解决方案。

3

单击展开 Microsoft 校园群集工作流。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使用以下过程可以配置硬件并验证 DNS 设置。 对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重复此过程。
配置硬件

1

安装必需的网络适配器和 SCSI 控制器或光纤通道 HBA。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网络适配器。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Microsoft 群集错误地声明系统关闭，
Veritas 建议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 有关此过程的详
细信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3

为专用心跳使用独立集线器或交换机。 对于双节点群集，可以使用交叉以太网
电缆。

4

验证是否每个系统均可以访问存储设备。 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识别挂接的共享
磁盘并且挂接的共享磁盘都可见。

验证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从控制面板中，访问“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窗口。

2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如下所示：
■

从“Advanced (高级)”菜单中，单击“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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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dapters and Bindings (适配器和绑定)”选项卡中，确保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 如有必要，请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至列表顶部。

3

确保已启用 DNS 名称解析功能。 确保使用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为专用网
络配置的适配器。
执行以下任务：
■

在“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窗口中，双击公共网络的适配器以
访问其属性。 在“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对话框的“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单击“Properties (属性)”。

■

在“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对话框的“General (常规)”选项卡上，
选中“Internet Protocol (TCP/IP) (Internet 协议 (TCP/IP))”复选框，然
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

选择“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
地址)”选项并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值是否正确。

■

单击“Advanced (高级)”。

■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已选中“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复选框。 确保在“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此连接的 DNS 后缀)”字段中输入了正确的域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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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SFW 存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的任务

■

计划 SFW 群集磁盘组和卷

■

为校园群集创建磁盘组和卷时的注意事项

■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为 DR 配置创建卷时的注意事项

■

查看可用的磁盘存储

■

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

■

将磁盘添加到校园群集站点

■

为高可用性群集创建动态卷

■

为校园群集创建动态卷

■

管理磁盘组和卷

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的任务
您可以使用 InfoScale Storage 来为群集环境创建 SFW 动态群集磁盘组和卷。
下表列出了配置磁盘组和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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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操作

配置磁盘组和卷的任务
说明

规划要创建的磁盘组和卷 请参见第 37 页的“计划 SFW 群集磁盘组和卷”。
如果您要创建校园群集或灾难恢复配置，请查看其他信息。
请参见第 42 页的“为校园群集创建磁盘组和卷时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43 页的“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为 DR 配置创建
卷时的注意事项”。
配置磁盘组

使用 VEA 控制台创建磁盘组。
请参见第 44 页的“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

注意：设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
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 要在创建 SFW 群集磁盘组时使用这些
磁盘，必须先从群集删除物理磁盘资源。 否则，会出现保留冲
突。
对于校园群集，将磁盘添 要在校园群集上实现基于站点的卷分配，您需要将磁盘组中的磁
加到站点
盘添加到校园群集站点。
请参见第 46 页的“将磁盘添加到校园群集站点”。
配置卷

使用 VEA 控制台创建卷。
请参见第 47 页的“为高可用性群集创建动态卷”。
请参见第 51 页的“为校园群集创建动态卷”。

了解如何将磁盘组和卷逐 在安装应用程序时，您可能需要将磁盘组和卷逐出和导入其他群
出和导入群集节点
集节点。
请参见第 56 页的“管理磁盘组和卷”。

计划 SFW 群集磁盘组和卷
动态群集磁盘组是用作单个存储库，并可能会由其他计算机访问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集合。 在每个磁盘组内，可以包含采用不同布局的动态卷。
注意：仅在群集的一个节点上创建群集磁盘组和卷。 这些卷可以由高可用性群集中
的其他节点进行访问，具体方法是先从当前节点中逐出群集磁盘组，然后在所需的
节点上将其导入。 在校园群集中，卷是跨存储阵列镜像的。
在创建磁盘组之前，请考虑以下事项：
■

所需的卷配置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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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盘组所需的 LUN 数。

■

备份和恢复操作对磁盘组设置的影响。

■

依赖于流量负载的数据库和日志的大小。

■

Exchange 所需的磁盘组和卷的数量。 通常，SFW 磁盘组对应于 Exchange 存
储组，并且具有单独的卷用于每个数据库和事务日志。

■

对于校园群集，请考虑以下事项：

■

■

每个站点上的磁盘组和磁盘数
对于校园群集，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必须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

■

每个卷都应为镜像卷，并且卷的一个 plex 在站点 A 的存储阵列上，而卷的
另一个 plex 在站点 B 的存储阵列上。

在 Microsoft 群集中，计划包含磁盘组以用于镜像仲裁资源。 如果可能的话，请
使用小磁盘。 Microsoft 建议使用大小为 500 MB 的仲裁磁盘。 建议的磁盘数如
下：
■

在高可用性配置中，Veritas 建议至少将 3 个磁盘用于镜像仲裁资源。

■

在校园群集配置中，由于每个站点都必须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因此 Veritas
建议采用 4 路镜像仲裁，每个站点上 2 个镜像。

以下主题提供了对特定配置的其他准则：
■

请参见第 42 页的“为校园群集创建磁盘组和卷时的注意事项”。

■

请参见第 43 页的“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为 DR 配置创建卷时的注意事
项”。

SQL Server 高可用性群集存储配置示例
SQL Server 的磁盘组数量取决于计划的数据组织形式。 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需安
装在服务器的本地驱动器中。 数据文件及日志等其他相关文件或 FILESTREAM 文
件组（如果已实现）位于群集磁盘组中的共享存储。
Veritas 建议您将数据库文件和日志文件置于单独的卷。
Veritas 建议您将 FILESTREAM 文件组（针对 SQL Server 2008、2008 R2 或
2012）置于单独的卷。
您可以为系统数据文件创建至少一个磁盘组。 您可能需要为用户数据库创建额外磁
盘组。
下图显示在 Microsoft 群集环境中配置 SQL Server 的磁盘组和卷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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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Microsoft 高可用性群集中的 SQL 的 SFW 磁盘组和卷

SQL 磁盘组 INST1_DG 包含以下卷：
■

INST1_DB1_VOL 包含 SQL 数据库。 每个数据库通常都位于一个单独的卷。

■

INST1_DB1_LOG 包含事务日志。

39

配置 SFW 存储
计划 SFW 群集磁盘组和卷

■

INST1_SYS_FILES 包含 Microsoft SQL Server 系统数据文件的卷。

此配置是一个简单的示例。 建议根据您的环境来实现磁盘组和卷布局。
注意：对于 SQL Server 2008、2008 R2 或 2012，如果实现了 FILESTREAM，配
置也应该包含一个用于 FILESTREAM 文件组的单独卷。

校园群集存储配置示例
针对 SQL Server 的校园群集存储配置类似于高可用性存储配置。
请参见第 38 页的“SQL Server 高可用性群集存储配置示例”。
请注意，校园群集中的每个磁盘组跨越两个站点上的储存阵列。 站点 A 上的数据和
数据库日志镜像到站点 B。每个镜像卷可以包含两个以上的磁盘，但磁盘数目必须
为偶数，例如四个。 所有应用程序数据都可以位于一个包含多个磁盘的大型镜像卷
中，但两个站点上的磁盘数目须相同才能进行镜像。
四路仲裁卷镜像可提供额外的冗余。 最低配置为双路镜像。 如有可能，请使用小
磁盘作为仲裁卷。 Microsoft 建议使用大小为 500 MB 的仲裁卷。
下图显示一个 Microsoft 群集环境中的校园群集存储配置示例。
图 4-2

Microsoft 校园群集中的 SFW 磁盘组和卷

SQL Server 灾难恢复存储配置示例
下图显示一个 Microsoft 群集灾难恢复配置主站点上的 SQL Server 的磁盘组和卷配
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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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灾难恢复配置中的 SQL 虚拟服务器的 SFW 磁盘组和
卷

图 4-3

SQL 集群系统

SYSTEM1 SYSTEM2

SQL_QRM

镜像仲裁
磁盘组

INST1_DB1_VOL

INST1_DB1_LOG

INST1_SYS_FILES

INST1_REPLOG

SQL 磁盘组

警告：在配置辅助站点上的磁盘组和卷时，请确保使用的磁盘组和卷名称与主站点
上的相同。
SQL 磁盘组 INST1_DG 至少包含下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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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1_DB1_VOL 包含 SQL 数据库。 每个数据库通常都位于一个单独的卷。

■

INST1_DB1_LOG 包含事务日志。

■

INST1_SYS_FILES 包含 Microsoft SQL Server 系统数据文件的卷。

■

INST1_REPLOG 包含 Volume Replicator 的复制器日志。

对于 SQL Server 2008 或 2008 R2，如果实现了 FILESTREAM，配置也应该包含
一个用于 FILESTREAM 文件组的单独卷。

为校园群集创建磁盘组和卷时的注意事项
为校园群集创建磁盘组时，请确保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物理站点上具有相同数目的磁
盘。 将每个卷创建为镜像卷，并且卷的一个 plex 在站点 A 的存储阵列上，而卷的
另一个 plex 在站点 B 的存储阵列上。
Veritas 建议将 SFW 可识别站点分配功能用于校园群集存储。 可识别站点分配可以
确保对卷增长、子磁盘移动和磁盘重定位等操作保留站点边界限制。
为校园群集启用可识别站点分配要求在 VEA 中执行以下步骤：
■

在创建磁盘组后，使用站点名称来标记磁盘以启用可识别站点分配。 这是一项
单独的操作，在 VEA 中将此操作称作向站点添加磁盘。
举例来说，假设您有一个包含四个磁盘的磁盘组。 Disk1 和 Disk2 实际位于站
点 A 上。Disk3 和 Disk4 实际位于站点 B 上。因此，您需将 Disk1 和 Disk2 添
加到 site_a，将 Disk3 和 Disk4 添加到 site_b。

■

在创建卷期间，将卷的站点类型指定为“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 这可
确保将卷限制为选定站点上的磁盘。

注意：热重定位操作不受站点边界的限制。 如果热重定位导致数据越过了站点边
界，则会将卷的“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属性更改为“Siteless (无站点)”。
这样更改是为了不禁用热重定位。 以后如果要还原站点边界，可以将越过站点边界
的数据重定位回原站点上的磁盘，然后将受影响卷的属性改回来。
有关可识别站点分配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为校园群集创建卷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

在选择磁盘时，将卷配置为“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并从站点列表中
选择校园群集的两个站点。

■

对于卷属性，请选择“mirrored (镜像)”和“mirrored across enclosures (跨磁
盘阵列镜像)”选项。

■

Veritas 建议为新卷使用简单镜像（连续）或条带镜像选项。 条带镜像的性能比
连续镜像更高。

42

配置 SFW 存储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为 DR 配置创建卷时的注意事项

选择条带镜像后，选择两个列以条带化镜像到第二个磁盘阵列的一个磁盘阵列。
■

在为站点已分离卷创建卷的过程中，您仅可以创建与站点数量一样多的镜像。
但是，创建卷过程完成后，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其他镜像。

■

选择“mirrored (镜像)”和“mirrored across (跨磁盘镜像)”选项而两个磁盘阵
列不符合要求时，会导致新卷创建操作失败。

■

您不能选择 RAID-5 用于镜像。

■

建议不要选择“stripe across enclosures (跨磁盘阵列条带)”，否则您需要四个
磁盘阵列，而不是两个。

■

日志记录会降低性能。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为 DR 配置创建卷时的
注意事项
在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为 DR 配置创建磁盘组和卷之前，请考虑以下事项：
■

不要求也不建议复制系统数据库。 确保系统数据库未放置在要复制的卷上。

■

不要将驱动器盘符分配给复制器日志卷。 这将限制对该卷的访问，并避免潜在
的数据破坏。 您可以在使用该向导设置复制数据集时，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

Volume Replicator 不支持这些类型的卷：
■

Storage Foundation（软件）RAID 5 卷

■

包含脏区日志 (DRL) 的卷

■

其名称中包含逗号的卷

■

对于复制器日志卷，除以上类型外，还要确保该卷没有 DCM。

警告：请勿使用不受 Volume Replicator 支持的卷类型。

查看可用的磁盘存储
在创建磁盘组和卷之前，您可能需要查看可用的磁盘存储。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无法使
用不是管理员组成员的帐户（如来宾用户）登录 VEA GUI。此问题发生的原因是此
类用户不具有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中 Veritas 文件夹的
“写”权限。权宜之计是，操作系统管理员用户可以使用 Veritas 文件夹属性的
“Security (安全)”选项卡为来宾用户设置“Write (写入)”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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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可用的磁盘存储

1

从“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
如果出现提示，请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2

单击“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Connect (连接)”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

4

在 VEA 配置树中，展开“hostname (主机名)”>“StorageAgent (存储代
理)”，然后单击“Disks (磁盘)”。
这会显示当前系统可访问的、提供可用存储的磁盘的内部名称，如 Harddisk1、
Harddisk2 等。该列表包括本地系统内部的磁盘和任何可用的外部存储。

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
通过共享存储上的卷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以便在群集中的节点之间共享这些卷。
创建动态磁盘组的过程中需要为其分配名称。选择在环境中唯一的名称。记录下该
名称，稍后将需要该名称。
若要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请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VEA
可以在一台服务器上调用，并可用于连接到其他所有服务器。然而，VEA 还可以在
客户端系统上启动，并可用于远程管理所有服务器。
注意：设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磁盘创建物理磁盘
资源。要在创建 SFW 群集磁盘组时使用这些磁盘，必须先从群集删除物理磁盘资
源。否则，会出现保留冲突。 在创建 SFW 群集磁盘组后，将 Volume Manager 磁
盘组资源添加到群集，而不是物理磁盘资源。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群集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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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

1

从“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
如果出现提示，请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2

单击“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Connect (连接)”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Connect
(连接)”。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
和域。

4

要启动“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请展开
主机节点下的树视图，右键单击“Disk Groups (磁盘组)”图标，然后从上下
文菜单中选择“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5

在“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的“Welcome
(欢迎)”界面上，单击“Next (下一步)”。

6

按如下方式提供有关群集磁盘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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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Group name (组名称)”字段中，输入磁盘组的名称（例如
INST1_DG）。
注意：动态磁盘组名称中最多可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 它不得包含空格、
斜杠 (/)、反斜杠 (\)、感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 而且，名称的
第一个字符不能为句点。

■

单击“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群集组)”对应的复选框。

■

在“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磁盘，然后使用“Add
(添加)”按钮将其移到“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列表中。

■

（可选）选中“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
名前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的标识符。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
为包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TestGroup2 以
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通过
Windows 磁盘管理 (LDM) 所创建的类型的磁盘组。

■

单击“Next (下一步)”。

7

单击“Next (下一步)”接受包含选定磁盘的确认界面。

8

单击“Finish (完成)”以创建新的磁盘组。

将磁盘添加到校园群集站点
对于校园群集存储，Veritas 建议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可
识别站点分配。 要启用可识别站点的分配功能，请在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后为这些
磁盘指定一个站点名称。 在 VEA 中，分配站点名称被视为向站点添加磁盘。
例如，Disk1 和 Disk2 实际位于站点 A 上；Disk3 和 Disk4 实际位于站点 B 上。因
此，您需将 Disk1 和 Disk2 添加到 site_a，将 Disk3 和 Disk4 添加到 site_b。
向站点添加磁盘

1

从 VEA 控制台，右键单击需要添加到站点的磁盘，然后选择“Add Disk to
Site (向站点添加磁盘)”。
磁盘必须属于动态磁盘组才能添加到站点。

2

在“Add Disk to a Site (向站点添加磁盘)”屏幕中，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选择“Select a new site (选择一个新站点)”并指定新站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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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名称可以包含任意字母数字值和有效字符，如句点 (.)、短划线 (-) 和下
划线(_)。 它不能超过 31 个字符。 站点名称不区分大小写；所有名称都将
转换为小写形式。
■

选择“Available Sites (可用站点)”并从列表中选择一个站点。

3

从“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列中，选择要添加到指定站点的一个或多个
磁盘。

4

单击“OK (确定)”。

为高可用性群集创建动态卷
使用此过程可为高可用性群集中的磁盘组创建卷。 对于校园群集中的卷，请改为使
用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51 页的“为校园群集创建动态卷”。
以下主题提供了 DR 配置的其他准则：
请参见第 43 页的“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为 DR 配置创建卷时的注意事项”。
注意：将驱动器盘符分配给卷时，确保驱动器盘符在所有节点上都可用。
创建动态卷

1

从“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
如果出现提示，请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2

单击“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Connect (连接)”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Connect
(连接)”。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
和域。

4

要启动新建卷向导，请展开主机节点下的树视图显示所有磁盘组。右键单击某
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New Volume (新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例如 INST1_DG。

5

在“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的起始屏幕上，单击“Next (下一
步)”。

6

按以下方式为卷选择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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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相应的磁盘组名称显示在“Group name (组名称)”下拉列表中。
例如，INST1_DG。

■

对于“Site Preference (站点首选项)”，请将设置保留为“Siteless (无站
点)”（默认设置）。

■

自动磁盘选择为默认设置。 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然后使用“Add (添加)”和“Remove (删除)”
按钮将相应的磁盘移到“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列表中。 建议您
手动选择磁盘。

7

■

此外，还可以选中“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卷
禁用磁道对齐。 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卷不会将数据块与磁盘上物理磁道
的边界对齐存储。

■

单击“Next (下一步)”。

按以下方式指定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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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卷名。
注意：卷名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 它不得包含空格、斜杠 (/)、反斜
杠 (\)、感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而且，名称的第一个字符不能
为句点。

■

提供卷的大小。 如果单击“Max Size (最大大小)”按钮，则“Size (大小)”
框中将显示一个值，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此布局的可能的最大卷大小。

■

选择布局类型。

■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Columns (列)”框和“Stripe unit size (条
带单元大小)”框中输入值。 系统会提供默认值。

■

要选择镜像条带，请单击“Mirrored (镜像)”复选框和“Striped (条带)”
单选按钮。

■

在“Mirror Info (镜像信息)”区域中，选择适当的镜像选项。

■

确保未选中“Enable logging (启用日志记录)”。

■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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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分配给卷。 必须在群集中的所有系统上都使用相同的驱
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指定驱动器盘符前，请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
并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Browse (浏览)”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
文件夹。

■

如果为 Volume Replicator 创建 Replicator Log 卷，请选择“Do not assign
a drive letter (不指定驱动器盘符)”。

9

单击“Next (下一步)”。

10 按如下所述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复选框，然后单击
“NTFS”。

■

对于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并且仅对于 Replicator Log 卷，请清除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复选框。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为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选择“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以
节省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
可能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此卷安装 SQL Server，请不要选中“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复选框。 SQL Server 安装
不能复制压缩文件夹或加密文件夹上的文件。

■

单击“Next (下一步)”。

11 单击“Finish (完成)”以创建新卷。
12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仅在群集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群集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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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园群集创建动态卷
本节将指导您完成在动态磁盘组上为校园群集创建卷的过程。
有关如何为其他类型的群集创建卷，请参见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47 页的“为高可用性群集创建动态卷”。
开始之前，请查看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42 页的“为校园群集创建磁盘组和卷时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46 页的“将磁盘添加到校园群集站点”。
注意：为卷分配驱动器盘符时，请确保所分配的驱动器盘符可用于所有节点。
创建动态卷

1

从“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
如果出现提示，请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如果 VEA 已连接至相应的主机，请跳至步骤 4）

2

单击“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Connect (连接)”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Connect
(连接)”。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
和域。

4

要启动新建卷向导，请展开主机节点下的树视图显示所有磁盘组。右键单击某
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New Volume (新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例如 INST1_DG。

5

在“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的起始屏幕上，单击“Next (下一
步)”。

6

按如下所述为卷选择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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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name (组名称)

确保选择适当的磁盘组。

Site preference (站点首选项) 选择“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选项。
Select site from (从以下范围
内选择站点)

选择校园群集站点。按 CTRL 可选择多个站点。

注意：如果未列出任何站点，则说明磁盘尚未添加到站
点中。

Auto select disks (自动选择磁 对于校园群集，建议采用自动选择磁盘的方式。SFW 将
盘)
自动根据下列条件选择磁盘：
■

■

端口分配（选择具有两个不同端口的磁盘）。请注
意，在可用磁盘列表中，每个磁盘名后面的项都以
端口号开头。 例如，在 P3C0T2L1 条目中，P3 是
指端口 3。
磁盘上的可用空间量。SFW 将选取两个具有最多空
间的磁盘（从每个阵列中选取一个）。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 如果您手动选择磁盘，请使用“Add (添加)”和
择磁盘)
“Remove (删除)”按钮将相应磁盘移至“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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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
用磁道对齐)

单击“Next (下一步)”。

此外，还可以选中“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
对齐)”，以对卷禁用磁道对齐。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
卷不会将数据块与磁盘上物理磁道的边界对齐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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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如下所述指定卷属性。

Volume name (卷名称)

为卷指定一个名称。

注意：卷名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
它不得包含空格、斜杠 (/)、反斜杠 (\)、感
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而且，
名称的第一个字符不能为句点。
Size (大小)

为卷指定一个大小。 如果单击“Max Size
(最大大小)”，“Size (大小)”框将显示在
动态磁盘组中卷采用这种布局时最大可以
具有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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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 (布局)

确保选中“Mirrored (镜像)”复选框。
按如下所述选择布局类型：
选择“Concatenated (连续)”或“Striped
(条带)”。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Columns
(列)”框和“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元大
小)”框中输入值。系统会提供默认值。此
外，还要单击“Stripe Across (跨条带)”
复选框，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Ports (端
口)。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单击“Mirror across (跨磁盘镜像)”，并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Enclosures (磁盘阵
列)”。
创建站点分离的卷时，按照校园群集的要
求，镜像数量必须与站点数量相对应。如
果需要，您可以在创建卷后添加更多镜像。

Enable logging (启用日志记录)

确保此选项未选中。

单击“Next (下一步)”。

8

在“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对话框中，为卷指定
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必须在群集中的所有系统上都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
装入点。指定驱动器盘符前，请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
并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Browse (浏览)”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
文件夹。

9

单击“Next (下一步)”。

10 按如下所述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复选框，然后单击
“NTFS”。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为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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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以
节省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
可能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

单击“Next (下一步)”。

11 单击“Finish (完成)”以创建新卷。
12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仅在群集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群集磁盘组和卷。

管理磁盘组和卷
在设置 SFW 环境的过程中，请参考有关管理磁盘组和卷的以下准则：
■

初始创建磁盘组时，磁盘组将导入创建它的节点上。

■

一次仅可在一个节点上导入磁盘组。

■

若要将磁盘组从一个节点移至另一节点，请卸载磁盘组中的卷，从磁盘组的当
前节点中逐出磁盘组，将其导入新节点并装入卷。

导入磁盘组和装入卷
请使用 VEA 控制台导入磁盘组和装入卷。
导入磁盘组

1

在 VEA 控制台“Groups (组)”选项卡或树视图中，右键单击磁盘组中的磁盘
名称或者组名称。

2

在菜单中，单击“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

装入卷

1

如果未导入磁盘组，请将其导入。

2

要验证是否已导入磁盘组，请在 VEA 控制台中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
然后检查状态是否为已导入。

3

右键单击卷，单击“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4

在“Drive Letter and Paths (盘符和路径)”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
并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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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Browse (浏览)”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
文件夹。

5

单击“OK (确定)”。

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请使用 VEA 控制台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卸载卷和逐出动态磁盘组

1

在 VEA 树视图中，右键单击卷，单击“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2

在“Drive Letter and Paths (盘符和路径)”对话框中，单击“Remove (删
除)”。单击“OK (确定)”继续操作。

3

单击“Yes (是)”确认。

4

在 VEA 树视图中，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单击“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盘组)”。

5

单击“Ye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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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用于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的任务

■

为仲裁资源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和镜像卷

■

为仲裁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

将仲裁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用于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的任务
将 SFW 与 Microsoft 群集配合使用的优势之一是能够创建镜像仲裁资源，该资源可
提高仲裁的容错能力并保护群集。
下表列出了用于实施镜像仲裁资源的任务。
表 5-1
操作

用于实施镜像仲裁资源的任务
说明

为仲裁资源创建动态群集 为仲裁资源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和镜像卷。
磁盘组和镜像卷。
请参见第 59 页的“为仲裁资源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和镜像卷”。
将 Volume Manager 磁盘 为您创建用于仲裁的磁盘组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组资源添加到群集
创建新的仲裁组，然后为您创建用于仲裁的磁盘组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请参见第 59 页的“为仲裁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实施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为仲裁资源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和镜像卷

操作

说明

将群集仲裁资源更改为动 更改群集仲裁属性以使用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态镜像仲裁资源
配置仲裁时，选择“Node and Disk Majority (节点和磁盘多数)”
或“No Majority: Disk Only (无多数: 仅磁盘)”选项。
请参见第 60 页的“将仲裁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为仲裁资源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和镜像卷
使用 SFW 为仲裁磁盘创建单独的群集磁盘组。 Microsoft 建议使用大小为 500 MB
的仲裁磁盘。
注意：如果向此磁盘组添加其他卷，那么任何与这些卷的运行相关的故障都可能会
导致仲裁卷发生中断性的故障转移。 如果此组中的卷发生大量的读/写活动，则
Microsoft 群集对仲裁卷的访问会发生延迟，从而可能导致故障转移。
Veritas 建议对仲裁磁盘组进行以下配置以创建镜像仲裁卷：
■

对于故障转移群集，请使用三个小磁盘；您至少需要两个磁盘。

■

对于校园群集，请使用四个小磁盘。

创建镜像卷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

选择“Concatenated (连续)”布局。

■

选中“Mirrored (镜像)”复选框。

■

对于高可用性故障转移群集，请指定三个镜像。

■

对于校园群集，请指定四个镜像。

提供了有关创建群集磁盘组和卷的详细步骤。
请参见第 44 页的“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
请参见第 47 页的“为高可用性群集创建动态卷”。

为仲裁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您可以为仲裁添加与您创建的磁盘组对应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您不需
要对此资源设置任何依赖。
您可以先为仲裁资源创建一个服务或应用程序，设置其名称（如 QUORUM），然后将
资源添加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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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仲裁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1

从“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单击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2

通过单击“Failover Cluster Manager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启动故障转移
群集管理器管理单元。

3

验证群集在创建磁盘组的同一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4

在“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的左窗格中，右键单
击“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然后选择“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Create Empty Service or Application (创建空服务
或应用程序)”。

5

右键单击该新组并将其重命名，例如 QUORUM。

6

右键单击 QUORUM，然后选择“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More
resources (更多资源)”>“Add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7

右键单击中间窗格中的“New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8

在“Properties (属性)”对话框的“General (常规)”选项卡中，在“Resource
Name (资源名称)”字段中键入资源名称，如 QUORUM_DG_RES。

9

在“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上的“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字段
中，键入您之前为仲裁创建的磁盘组名称，然后单击“OK (确定)”关闭该对话
框。

10 在左窗格中右键单击仲裁磁盘组资源（如 QUORUM_DG_RES），然后选择“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该资源联机)”。
这样在仲裁组（如 QUORUM）下创建了指定的磁盘组资源（QUORUM_DG_RES 资
源）。

将仲裁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在为仲裁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之后，您可以更改群集仲裁属性以使用
该资源。这会将仲裁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请使用以下过程来配置群集仲裁设置并将仲裁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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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仲裁更改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1

在故障转移群集管理中，右键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节点，然后选择“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Configure Cluster Quorum Settings (配置群集仲
裁设置)”。
将打开“Configure Cluster Quorum Wizard (配置群集仲裁向导)”。

2

查看屏幕，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3

选择“Node and Disk Majority (节点和磁盘多数)”或“No Majority: Disk
Only (无多数：仅磁盘)”单选按钮，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选择要指定为仲裁的磁盘见证的存储资源，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这是之前为仲裁磁盘组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例如
QUORUM_DG_RES。

5

查看“Confirmation (确认)”屏幕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单击“Finish (完成)”关闭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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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 SQL Server 和配置资
源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和配置 SQL Server 的任务

■

为 SQL Server 实例创建资源组

■

安装 SQL Server 的先决条件

■

将 SQL 安装在 InfoScale Storage 环境中

■

SQL Server 的依赖关系图

■

验证 Microsoft 群集中的 SQL 组

安装和配置 SQL Server 的任务
下表显示了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部署 SQL Server 与 SFW 的过程。
表 6-1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安装和配置 SQL Server 的任务

操作

说明

配置 SQL Server 的磁盘 ■
组和卷

如果尚未完成此步骤，请使用 VEA 控制台来配置 SQL Server
的磁盘组和卷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的任务”。

创建 SQL 虚拟服务器资
源组

■

在群集中创建 SQL Server 资源组。

■

添加 VMDG 磁盘组资源。

请参见第 63 页的“为 SQL Server 实例创建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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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安装 SQL Server

■

■

■

查看安装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64 页的“ 安装 SQL Server 的先决条件”。
装入为数据文件（位于您执行安装操作的节点）创建的磁盘组
和卷。
请参见第 56 页的“管理磁盘组和卷”。
安装软件。 确保将数据文件安装到共享存储上动态卷的路径。
请参见第 65 页的“将 SQL 安装在 InfoScale Storage 环境中”。

验证资源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66 页的“SQL Server 的依赖关系图”。

验证群集配置

将联机 SQL Server 群集组移至第二个节点，然后移回第一个节
点。
请参见第 67 页的“验证 Microsoft 群集中的 SQL 组”。

为 SQL Server 实例创建资源组
在安装 SQL Server 前您必须：
■

创建 SQL Server 资源组。

■

向您为 SQL Server 创建的 SFW 磁盘组添加资源。

SQL 虚拟服务器安装要求将系统数据库文件放置在单独的卷上。在安装前，为包含
该卷的磁盘组创建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创建该资源将使 SQL 可以监视
系统数据库文件。
如果您为 SQL Server（例如为用户数据库）创建了其他 SFW 磁盘组，则也为这些
数据库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SQL Server 安装会将所需的 SQL Server 资源添加到资源组，并为它们设置相应的
依赖关系。
注意：在创建资源之前，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启动群集服务。

63

安装 SQL Server 和配置资源
安装 SQL Server 的先决条件

创建 SQL Server 资源组并添加磁盘组资源

1

从“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单击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通过单击“Failover Cluster Manager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启动故障转移
群集管理器管理单元。
确保已连接到所需的群集。

2

在左窗格中，右键单击“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然
后选择“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Create Empty Service or Application
(创建空服务或应用程序)”。将创建名为新服务或应用程序的空组。右键单击
它并重命名，例如 SQL_GROUP。

3

在左窗格中，右键单击您创建的组，然后选择“Add a resource (添加资
源)”>“More resources (更多资源)”>“Add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4

在中心面板的“Disk Drives (磁盘驱动器)”下，双击“New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以打开其“Properties (属性)”对
话框。

5

在“Properties (属性)”对话框的“General (常规)”选项卡上，键入资源的名
称。
例如，键入 SQL_DG_RES。

6

在“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的“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字段中，
键入先前为应用程序创建的磁盘组的名称（例如 INST1_DG），然后单击“OK
(确定)”关闭该对话框。

7

右键单击新命名的资源，然后选择“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该资源联
机)”。

安装 SQL Server 的先决条件
在开始安装 SQL Server 之前，注意 SFW 环境中的以下安装先决该条件：
■

确保为 SQL Server 创建了 SFW 磁盘组和卷。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的任务”。

■

确保创建了 SQL Server 资源组并为 SQL Server 磁盘组添加了该资源。
请参见第 63 页的“为 SQL Server 实例创建资源组”。

■

确保已将 SQL Server 的 SFW 群集磁盘组导入到第一个节点，并且已装入卷。
请参见第 56 页的“管理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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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每个节点具有与群集中其他所有节点一样的本地驱动器盘符，以便二进制
文件安装在每个群集节点上完全相同的路径中。

■

如果要在辅助站点上进行安装以用于灾难恢复配置，请确保在主站点上使 SQL
网络名称资源脱机，然后才可以在辅助站点上开始进行安装。这也将使依赖资
源脱机。如果站点位于相同的子网中，因此使用相同的 SQL IP 地址，请确保主
站点上 IP 地址资源处于脱机状态，然后在辅助站点上开始进行安装。
请参见第 70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为 SQL Server 创建并行环境”。

■

确保已为每个节点上的 sysadmin 服务器角色（从 SQL Management Studio 控
制台）授予了 [NT AUTHORITY\SYSTEM] 帐户。

将 SQL 安装在 InfoScale Storage 环境中
在开始之前，检查安装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64 页的“ 安装 SQL Server 的先决条件”。
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安装期间，请分别安装第一个（主动）节点和其他节点。
有关详细的安装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在逐步完成整个安装过程后，使用
以下准则通过 SFW 创建将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正常工作的安装：
■

确保将数据文件的安装路径设置为您为 SQL Server 系统数据文件（例如
INST1_SYS_FILES）创建的 SFW 卷的驱动器盘符和位置。允许路径的其余部分
(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保持不变。该路径在所有节点上都
必须相同。
安装程序将在指定的群集（共享）磁盘上安装系统数据库。系统数据库必须在
群集磁盘上，以便在节点之间共享它们（并在需要时进行故障转移），因为这
些数据库包含在每个节点上都必须相同的特定用户登录和数据库对象信息。虚
拟服务器名称将允许用户访问联机节点。

■

如果安装多个实例，请指定实例名称；每个群集仅允许一个默认实例。在所有
群集节点上安装该实例时，请指定相同的实例名称。

■

在安装期间您必须分配唯一的虚拟服务器名称，例如 SQLVS。在所有群集节点
上安装该 SQL 实例时，请指定相同的虚拟服务器名称。
对于灾难恢复配置，在辅助站点上进行安装时，您必须为 SQL 虚拟服务器指定
与主站点上的 SQL 虚拟服务器相同的名称。

■

配置虚拟服务器时，指定 SQL 虚拟服务器的 IP 地址。

■

对于群集组，指定先前配置的 SQL Server 资源组。
请参见第 63 页的“为 SQL Server 实例创建资源组”。

■

安装后，验证是否已根据 Microsoft 说明正确安装了 SQL Server。检查 SQL 虚
拟服务器组是否具有正确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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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选中该复选框为文件 I/O 流访问启用 FILESTREAM，则安装过程会
创建文件共享类型的资源 SQL Server FILESTREAM 共享。将通过在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SQL Server 和 SQL Server 网络名称资源上设置的相应依赖
关系创建它。
请参见第 66 页的“SQL Server 的依赖关系图”。
■

在高可用性群集的第一个节点上完成创建后，使 SQL 虚拟服务器组在活动节点
上保持联机状态。在 SFW 磁盘组中卸载卷，从磁盘组的当前节点中逐出磁盘
组，将其导入新节点并装入卷。
请参见第 56 页的“管理磁盘组和卷”。

■

使用相同的准则，在其他被动节点上安装 SQL Server。确保在每个节点的相同
本地驱动器上安装二进制文件。

SQL Server 的依赖关系图
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后，将创建依赖于 SQL 网络名称和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的 SQL Server 资源。
注意：如果在 SQL Server 安装期间启用了 FILESTREAM 文件 I/O 流功能，则会创
建依赖于 SQL 网络名称资源、SQL Server 资源和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的
FILESTREAM 资源。
下图指示了建立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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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完成 SQL 安装后的依赖关系图

验证 Microsoft 群集中的 SQL 组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验证安装：在节点间移动群集，观察它是否正确地故障转移。
对群集故障转移功能的最终测试包括关闭当前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并在群集故障
转移到其他节点后使其恢复联机状态。
有关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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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置灾难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 SQL 的灾难恢复辅助站点的任务;

■

验证主站点配置

■

在辅助站点上为 SQL Server 创建并行环境

■

Volume Replicator 组件概述

■

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的安全性

■

为 Volume Replicator 创建资源

■

配置 Volume Replicator：设置 RDS

■

创建 RVG 资源

■

设置 SQL Server 资源对 RVG 资源的依赖关系

■

正常的 Volume Replicator 操作和恢复过程

配置 SQL 的灾难恢复辅助站点的任务;
在主站点上使用 SFW 和 SQL Server 创建高可用性 Microsoft 群集之后，您可以配
置灾难恢复的辅助站点。
此灾难恢复解决方案需要 Volume Replicator。
其他详细信息，请参见《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下表说明配置灾难恢复辅助站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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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配置灾难恢复辅助站点的过程

操作

说明

验证主站点配置。

请参见第 69 页的“验证主站点配置”。

检查先决条件和计划信息 验证辅助站点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4 页的“Microsoft 群集解决方案的 InfoScale 要求”。

注意：如果 DR 站点位于其他网段，请确保为虚拟服务器分配两
个 IP 地址，一个用于主站点，一个用于 DR 站点。
了解 DR 配置。
请参见第 23 页的“计划灾难恢复配置”。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并行配 确保您遵循辅助站点对于 IP 地址、磁盘组和卷、SQL Server 资
置
源组以及 SQL Server 安装的要求和准则。
请参见第 70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为 SQL Server 创建并行环境”。
了解 Volume Replicator
组件

请参见第 70 页的“Volume Replicator 组件概述”。

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的安全性

同时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所有节点上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的安全性。
请参见第 71 页的“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的安全性”。

为 Volume Replicator 创
建群集资源

■

为复制卷组 (RVG) 创建 IP 地址。

■

为复制卷组 (RVG) 创建网络名称资源。

请参见第 73 页的“为 Volume Replicator 创建资源”。
设置 RDS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向导创建复制数据集 (RDS)。
请参见第 74 页的“配置 Volume Replicator：设置 RDS”。

创建 RVG 资源（主站点 同时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创建 RVG 资源。
和辅助站点）
请参见第 84 页的“创建 RVG 资源”。
设置 SQL Server 资源依 更改 SQL Server 资源依赖关系属性，以便使其依赖 RVG 资源而
赖关系
不是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请参见第 85 页的“设置 SQL Server 资源对 RVG 资源的依赖关
系”。

验证主站点配置
设置主站点以实现高可用性后才可配置辅助站点。
请参见第 28 页的“高可用性 (HA) 配置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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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站点上为 SQL Server 创建并行环境
在主站点上通过 Microsoft 群集设置 SFW 环境后，在辅助站点上完成相同的任务，
然后再进行 SQL 安装。
请参见第 28 页的“高可用性 (HA) 配置的工作流”。
但是，请注意下列准则和例外：
■

如果 DR 站点位于其他网段，请确保为虚拟服务器分配两个 IP 地址，一个用于
主站点，一个用于 DR 站点。

■

在为辅助站点创建磁盘组和卷时，请确保以下项与主站点上的群集完全相同：
■

群集磁盘组名称

■

卷名称和大小

■

驱动器盘符

■

为 SQL Server 资源组指定与主站点上的名称相同的名称。

■

在开始 SQL 安装之前，确保在主站点上使 SQL Server 网络名称资源脱机。 这
还会使依赖性的 SQL 资源脱机。 此外，如果辅助站点在相同的子网中，请在主
站点上使 IP 地址资源脱机。

■

在安装期间，为 SQL 虚拟服务器指定与主站点上的名称相同的名称。

在开始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之前，必须在辅助站点上完成设置并行配置的所有
步骤，包括以下步骤：
■

已配置磁盘组和卷

■

已在所有节点上安装 SQL Server

Volume Replicator 组件概述
下表介绍必须配置的 Volume Replicator 组件。
表 7-2

Volume Replicator 组件

组件

说明

复制卷组 (RVG)

RVG 由 SFW 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个卷组成。对主节点主机上的
RVG 所做的更新会被发送到配置的辅助节点主机。 因此，在辅
助节点主机上有一个对应 RVG 具有同名磁盘组和同名卷。 数据
卷的大小应该相同。 为提高冗余性，您可以有选择性地配置多个
辅助主机，每个辅助主机都具有相同的相应 RVG 副本。
磁盘组中的 RVG 是用于复制的容器，因此，如果您具有多个磁
盘组，则需要为每个磁盘组创建单独的 RVG。 一个磁盘组中可
以具有多个 RVG，但 RVG 不能跨越磁盘组。

70

配置灾难恢复
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的安全性

组件

说明

复制数据集 (RDS)

主节点主机上的 RVG 和辅助节点主机上的所有对应 RVG 构成一
个复制数据集 (RDS)。

复制器日志卷

每个 RVG 都必须具有关联的复制器日志。 主站点上的复制器日
志卷会保留发送到辅助站点的所有 RVG 更新的副本。 辅助站点
上的复制器日志会被保留下来，以便在主站点无法正常工作而辅
助站点需要成为新的主站点时可以使用此日志。 两个站点上的日
志卷必须同名。 Veritas 建议使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复制器日
志卷大小相同。

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的安全性
作为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的第一个配置步骤，您必须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所
有群集节点上配置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 (VxSAS)。
Microsoft 群集组可以处于联机或脱机状态。
配置 VxSAS 服务时，请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必须使用管理权限登录用来启动向导的服务器。

■

指定的帐户必须对所有指定主机具有管理权限以及作为服务登录的权限。

■

避免指定空密码。 在 Windows Server 环境中，登录服务权限不支持密码为空
的帐户。

■

确保可从本地主机访问要在其上配置 VxSAS 服务的主机。

有关此所需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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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xSAS 服务

1

通过以下方式启动向导：选择“开始”>“程序”> Veritas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VVR Security Service
Configuration Wizard (VVR Security Service 配置向导)”，或（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选择“开始”屏幕中的“应用程序”菜单。
或者，从命令提示中运行 vxsascfg.exe 以启动向导。
阅读“Welcome (欢迎)”页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2

填写“Account Information (帐户信息)”面板，如下所示：
Account name
(domain\account) (帐户名
(域\帐户))

输入管理帐户名称。

Password

指定密码

如果已经为要成为 RDS 一部分的一个主机配置了 VxSAS 服务，请确保在其他
主机上配置 VxSAS 服务时指定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面板上，选择要配置的主机所属的域：
选择域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窗格列出 Windows 网上邻居中
的所有域。
通过双击相应的名称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名称从“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列表移到“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列
表。

添加域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域名，请单击“Add domain (添加域)”。
此操作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指定域名。 单击“Add
(添加)”将名称添加到“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列表中。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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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Host Selection (主机选择)”面板上，选择所需的主机：
选择主机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窗格列出指定域中的主机。
通过双击相应的主机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主机从“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列表移到“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
机)”列表。 将 Shift 键和向上键或向下键结合使用可以选择
多个主机。

添加主机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主机名，请单击“Add Host (添加主机)”。
在“Add Host (添加主机)”对话框的“Host Name (主机
名)”字段中，指定所需的主机名或 IP。 单击“Add (添加)”
将名称添加到“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列表中。

选择主机名之后，“Configure (配置)”按钮将处于启用状态。 单击“Configure
(配置)”继续配置 VxSAS 服务。

5

完成配置后，“Configuration Results (配置结果)”页会显示操作是否成功。
如果操作不成功，该页面将显示帐户更新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以及可能的失
败原因和解决故障的建议。
在防火墙设置中为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 VxSAS 服务时，尽管“Host
Selection (主机选择)”对话框可能会列出跨防火墙的计算机，但 VxSAS 向导
可能无法配置这些节点。 在这种情况下，请在跨防火墙的计算机上本地配置
VxSAS 服务。
单击“Back (上一步)”可更改先前提供的任何信息。

6

单击“Finish (完成)”退出该向导。

为 Volume Replicator 创建资源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使用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工具为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创建
资源。 创建要用于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的网络名称资源和 IP 地址资源。
单独的有效 IP 地址是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所必需的，因为在辅助群集上发生灾
难之前，应用程序 IP 必须处于脱机状态，而 Volume Replicator IP 必须处于联机状
态。
为主站点创建资源，然后重复该过程在辅助站点上创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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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创建网络名称资源和 IP 地址资源

1

右键单击应用程序组，然后选择“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Client
Access Point (客户端访问点)”。

2

在“New Resource (新建资源)”向导的“Client Access Point (客户端访问点)”
面板中，指定以下设置：
■

在“Name (名称)”字段中，为网络名称资源指定名称。 默认采用您选择的
组的名称。 除节点和虚拟服务器的名称外，可以指定任意名称。 为辅助站
点创建资源时分配的网络名称必须与主站点的网络名称不同。

■

选择网络并指定 IP 地址。

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Confirmation (确认)”面板上，查看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4

完成配置后，单击“Finish (完成)”。

5

重复相同的过程以在辅助站点上创建 IP 和网络名称资源。

6

使资源联机。

配置 Volume Replicator：设置 RDS
对于您为应用程序创建的每个磁盘组，在主节点主机和辅助主机上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通过“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集向导)”，您可
以为两个站点配置 RDS。
请参见第 74 页的“设置 RDS 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75 页的“创建复制数据集 (RDS)”。

设置 RDS 的先决条件
创建 RDS 之前，请检查设置是否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验证已创建用于 SQL 用户数据库文件和日志文件的磁盘组和卷。 如果之前未创
建复制器日志卷，则可在运行向导时创建。

■

验证已配置 VxSAS。

■

验证辅助站点上的 SQL 虚拟服务器网络名称资源处于脱机状态。 这也会使所有
依赖 SQL 的资源脱机。如果 SQL IP 地址资源在相同的子网上，请确保它也处
于脱机状态。

■

如果您要从远程客户端或非主节点主机配置 RDS，请确保已将需要配置 RDS
的主节点主机连接到 V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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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保已在配置复制之前设置 IP 首选项，无论 Volume Replicator 是使用 IPv4
还是使用 IPv6 地址。默认设置为 IPv4。
当您在配置复制的过程中指定主机名时，Volume Replicator 将使用与主机名关
联的 IP 地址来解析这些主机名。此设置决定着 Volume Replicator 使用何种 IP
协议来解析主机名。
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Control Panel (控制面
板)”>“VVR Configuration (VVR 配置)”>“IP Settings (IP 设置)”选项卡）
可设置 IP 首选项。

■

验证要包含在 RDS 的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卷不属于以下类型，因为 Volume
Replicator 不支持以下类型的卷：
■

Storage Foundation（软件）RAID-5 卷

■

包含脏区日志 (DRL) 的卷

■

其名称中包含逗号的卷

■

其大小与主节点上的不同的辅助节点卷

■

复制卷
对于复制器日志卷，除这些类型外，请确保此类卷不包含 DCM。

创建复制数据集 (RDS)
可通过以下方式创建复制数据集 (RDS)。
创建复制数据集

1

从导入群集磁盘组的主节点上的群集节点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从“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然后，连接到本地系统。

2

在左侧窗格的树中，右键单击“Replication Network (复制网络)”节点并选
择“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设置复制数据集)”。

3

阅读“Welcome (欢迎)”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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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Replicated Data Set and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复制数据集和复制卷
组)”面板上输入名称，如下所示：
复制数据集名称

输入 RDS 的名称。
例如，指定 INST1_RDS。

复制卷组名称

输入 RVG 的名称。 同一名称可用于主 RVG 和辅助 RVG。
例如，指定 INST1_RVG。

主节点主机

默认情况下，选择本地主机。 要指定其他主机名，请确保所需
主机已连接到 VEA 控制台，并在“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
机)”列表中将其选中。 如果所需主机未连接到 VEA，则它不
会显示在列表中。 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 VEA 控制台连接到
主机。

单击“Next (下一步)”。

5

按如下方式选择要复制的动态磁盘组和卷。
动态磁盘组

从列表中选择相应的动态磁盘组。 无法在 RDS 中添加多个磁盘组。

选择卷

通过选中卷的复选框从表中选择所需的数据卷。 要选择所有卷，请选
中“Select Volumes (选择卷)”表左上角的复选框。
要选择多个卷，请按 Shift 或 Control 键，同时使用向上键或向下键。
默认情况下，将为所有选定卷添加具有镜像 plex 的 DCM 日志。 如果
磁盘空间不足，无法创建具有镜像 plex 的 DCM，则会创建单个 plex。

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通过选择下列操作之一完成“Select or Create a Volume for Replicator Log (为
复制器日志选择或创建卷)”面板：
■

要选择现有卷，请选择表中的卷并单击“Next (下一步)”。
例如，选择 INST1_REPLOG。
如果该卷未显示在表中，请单击“Back (上一步)”并验证在上一页中是否
未选择复制器日志卷。

■

如果您没有为复制器日志创建卷或者要创建新卷，请单击“Create Volume
(创建卷)”。在“Create Volume (创建卷)”对话框中填写信息，如下所
示：
Name (名称)

输入卷的名称。

Size (大小)

输入卷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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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 (布局)

选择相应的卷布局。

磁盘选择

如果您希望由 Volume Replicator 为复制器日志选择磁盘，请
选择“Select Disks Automatically (自动选择磁盘)”。
如果要从“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窗格中为复制器日志
选择特定磁盘，请选择“Select Disks Manually (手动选择磁
盘)”。 双击磁盘或者单击“Add (添加)”即可将磁盘移动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窗格中。

单击“OK (确定)”。 将在“Replicator Log (复制器日志)”面板中创建并
显示卷。单击“Next (下一步)”。 此时出现“Summary (摘要)”面板。

7

查看“Summary (摘要)”面板中的信息。 如果要更改任何信息，请单击“Back
(上一步)”。
单击“Create Primary RVG (创建主 RVG)”创建 RVG。

8

成功创建主 RVG 后，Volume Replicator 将显示以下消息：
RDS with Primary RVG has been created successfully. Do you want
to add Secondary host to this RDS for replication now?

单击“Yes (是)”立即将辅助节点主机添加到主 RDS。 此时出现“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指定用于复制的辅助节点主机)”面板。

9

在“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指定用于复制的辅助节点主
机)”面板中，输入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辅助节点主机未连接到 VEA，向导将在您单击“Next (下一步)”时尝试连
接到 VEA。 等待连接过程完成，然后再次单击“Next (下一步)”。
■

如果辅助节点主机上不存在与主节点主机上相同的包含所需数据卷和复制
器日志卷的磁盘组，Volume Replicator 将显示一条消息。 请仔细阅读该消
息。
■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自动创建磁盘组和关联卷的选项仅在如下情况下可
用：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具有所需数量的同一类型的磁盘，且这些磁盘不
小于主节点主机上的磁盘空间。否则，可以使用该向导手动创建磁盘组
和卷。

■

单击“Yes (是)”以自动创建磁盘组、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将自动选
择任何可用磁盘，以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磁盘组。

■

单击“No (否)”以手动创建磁盘组、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在“Create
Dynamic Disk Group on Secondary Host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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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组)”面板上完成操作。 如果已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了与主节点
主机上相同的动态磁盘组，则不会出现此面板。
填写此面板中的信息，如下所示：
创建群集组

只有在需要创建群集磁盘组时才选择此选项。 从“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窗格选择所需磁盘。 双击磁盘或者单击
“Add (添加)”即可将磁盘移动到“Selected Disks (选定
的磁盘)”窗格中。 要选择所有可用磁盘，请选择“Add
All (全部添加)”选项。

创建动态磁盘组

单击“Create Dynamic Disk Group (创建动态磁盘组)”
继续创建磁盘组。将创建与主节点主机上的磁盘组名称相
同的磁盘组。

创建磁盘组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此时出现“Volume Information
on Connected Hosts (连接主机的卷信息)”面板。
按照步骤 10 中的描述完成此面板。
■

如果辅助节点主机上存在与主节点主机上相同的磁盘组（不包含任何数据
卷或复制器日志），则 Volume Replicator 会显示一条消息。请仔细阅读该
消息。
■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自动创建卷的选项仅在如下情况下可用：属于磁盘组
一部分的磁盘具有与主节点主机上的磁盘相同或更大的空间，且有足够
的空间来创建与主节点主机上具有相同布局的卷。 否则，可以使用该向
导手动创建所需的卷。

■

单击“Yes (是)”以自动创建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在辅助节点上自动创建配置后，继续执行步骤 11。

■

单击“No (否)”以使用“Volume Information on Connected Hosts (连
接主机的卷信息)”面板手动创建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10 如果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已连接到 VEA，则“Volume Information on
Connected Hosts (连接主机的卷信息)”面板将显示有关辅助节点上卷的可用
性的信息。
如果辅助节点主机上也有主节点主机上提供的所有所需卷，则不会出现此面
板。
如果辅助节点主机上未创建所需的数据卷或复制器日志卷，则该面板将根据辅
助节点主机上的卷名称显示相应消息。 按如下方式创建所需的卷：
■

对于每个未创建的所需卷，请单击“Create Volume (创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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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e Volume (创建卷)”对话框将验证有关主节点主机的信息，并显示
卷名称和大小。
填写此面板中的信息，如下所示：
Name (名称)

显示为主卷指定的名称。

Size (大小)

显示为主卷指定的名称。

Layout (布局)

可让您指定卷布局。 根据您的要求选择相应的卷布局。

Disks
Selection (磁
盘选择)

可让您指定磁盘选择方法。
如果您希望由 Volume Replicator 选择磁盘，请选择“Select Disks
Automatically (自动选择磁盘)”选项。
选择“Select Disks Manually (手动选择磁盘)”选项，以使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窗格中的特定磁盘创建卷。 双击磁
盘或者选择 Add (添加) 即可将磁盘移动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的
磁盘) 窗格中。

单击“OK (确定)”创建所需的卷。
■

针对每个未创建的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重复上述步骤。

■

创建完所有卷之后，将更新卷信息面板。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所需的卷已经创建，但不符合复制的条件，则不符合条件的原因将根据卷
名称进行指示。
“Volume Information on Connected Hosts (连接主机的卷信息)”面板会启用
相应选项，将不符合条件的卷转换为 Volume Replicator 可接受的格式。
填写此面板中的信息，如下所示：
Recreate
Volume (重新
创建卷)

如果辅助节点上提供所需的数据卷，但大小超过主卷，将启用此选项。
单击此选项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确认是否要重新创建卷。

警告：此操作将首先删除该卷，导致卷中已存在的数据丢失。
选择“Yes (是)”以使用“Create Volume (创建卷)”对话框重新创建
卷。

Remove DRL
(删除 DRL)

如果辅助节点上提供所需的数据卷，但卷中包含 DRL，将启用此选项。
单击此选项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确认是否要删除该日志。 单击
“Yes (是)”确认删除 DRL。

Remove DCM 如果辅助节点上提供所需的复制器日志卷，但卷中包含 DCM 日志，将
(删除 DCM)
启用此选项。 单击此选项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确认是否要删除该
日志。 单击“Yes (是)”确认删除 DCM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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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
Volume (扩展
卷)

如果辅助节点上提供所需的数据卷，但大小小于主卷，将启用此选项。
单击此选项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确认是否要扩展卷。
单击“Yes (是)”将卷扩展到所需大小。

将不符合条件的卷转换为 Volume Replicator 可接受的格式后，单击“Next (下
一步)”。
如果辅助节点上的卷已经属于另一个 RDS，向导将不允许您继续执行操作。
如果要使用同一个卷，则必须从主 RVG 删除相应主卷或删除另一个 RDS。

11 完成“Edit Replication Settings (编辑复制设置)”面板，以便为辅助节点主
机指定基本和高级复制设置，如下所示：
■

要修改基本设置的默认值，请从下拉列表中为每个属性选择所需的值，如
下所示：
主站点 IP

显示主站点上要用于复制的 IP 地址。 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可用于
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一个。 如果列表中未
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段以添加 IP 地址。

辅助站点 IP

如果辅助站点已连接到 VEA，则显示辅助站点上要用于复制的 IP
地址。 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可用于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希望使用的一个。 如果列表中未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
段以添加 IP 地址。

复制模式

选择所需的复制模式：Synchronous (同步)、Asynchronous (异步)
或 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 默认模式为同步改写。
“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可在典型操作条件下启用
同步更新。 如果辅助站点从主站点断开连接，并且写入操作发生
在主站点，则复制模式将临时切换为“Asynchronous (异步)”。
“Synchronous (同步)”仅在辅助站点成功接收更新后确定主站
点上应用程序的更新是否完成。
“Asynchronous (异步)”在复制器日志中的 Volume Replicator
更新之后确定主站点上应用程序的更新是否完成。 Volume
Replicator 从复制器日志中将数据写入数据卷，并将更新异步复制
到辅助站点。

注意：如果辅助站点设置为同步复制模式并且断开连接，则具有
NTFS 或 ReFS 文件系统的主数据卷可能会显示为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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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器日志保
护

当主 RVG 中的所有卷都包含 DCM 日志时，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
的默认模式为 AutoDCM。 在复制器日志溢出时，会启用 DCM。
当复制器日志溢出，并且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连接丢失时，
DCM 选项会对辅助节点主机启用复制器日志保护。 仅当主 RVG
下的所有数据卷都包含与其关联的 DCM 日志时，此选项才可用。
“Off (关闭)”选项将禁用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
针对 Bunker 节点。 默认情况下，复制器日志保护会设置为 Off (关
闭)。 因此，如果由于 Bunker RLINK 致使主 RLINK 溢出，则会将
此 RLINK 分离。
“Override (改写)”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辅助节点仍处于
连接状态，并且复制器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入，直到复制器
日志中具有 5% 或 20 MB（取两者中较少者）的可用空间为止。
如果辅助节点由于断开连接或管理操作而变为不活动节点，则将禁
用复制器日志保护，并且复制器日志将溢出。
“Fail (失败)”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
止写入，直到复制器日志中具有 5% 或 20 MB（取两者中较少者）
的可用空间为止。 如果主 RVG 和辅助 RVG 之间的连接中断，则
对主 RVG 进行的任何新写入操作都将失败。

■

Primary
RLINK Name
(主 RLINK 名
称)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主 RLINK 名称。 如果未指定任何名
称，Volume Replicato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Secondary
RLINK Name
(辅助 RLINK
名称)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辅助 RLINK 名称。 如果未指定任何
名称，Volume Replicato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要在不修改高级复制设置的情况下继续执行操作，请单击“Next (下一步)”。
此时出现“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面板。
继续前进到步骤 12。

■

要指定高级复制设置，请单击“Advanced (高级)”。
按如下方式完成“Advanced Replication Settings (高级复制设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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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ncy
默认情况下，延迟保护设置为“Off (关闭)”。 选择此选项后，将
Protection (延 禁用“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和“Low Mark Value (低标记
迟保护)
值)”。 选择“Fail (失败)”或“Override (改写)”选项启用延迟保
护。
当辅助站点断开连接时，“Override (改写)”选项的运行方式与
“Off (关闭)”选项相同；当辅助站点连接时，则与“Fail (失败)”
选项相同。
High Mark
仅当将“Latency Protection (延迟保护)”设置为“Override (改
Value (高标记 写)”或“Fail (失败)”时，才会启用此选项。 它指定辅助站点位于
值)
主站点之后所依据的最大挂起更新数。 默认值为 10000，但您可
以指定所需的限制。
为了确保延迟保护最有效，高标记值和低标记值之间的差异不能太
大。
Low Mark
仅当将“Latency Protection (延迟保护)”设置为“Override (改
Value (低标记 写)”或“Fail (失败)”时，才会启用此选项。 当复制器日志中的更
值)
新达到“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时，继续停止对主站点的
写入，直到复制器日志中挂起的更新数降到“Low Mark Value (低
标记值)”为止。 默认值为 9950，但您可以指定所需的限制。
Protocol (协议) UDP/IP 是默认的复制协议。 为常规辅助站点选择 TCP/IP 或
UDP/IP。 如果 Bunker 辅助站点上的存储可直接从主站点进行访
问，则使用 STORAGE 协议，否则，请使用 TCP/IP 或 UDP/IP。

注意：如果 Bunker 辅助站点的复制协议设置为 STORAGE，则
只能通过所需的协议（UDP/IP 或 TCP/IP）删除并重新创建 Bunker
对该复制协议进行更改。 不能使用“Change Replication Settings
(更改复制设置)”选项更改 STORAGE 协议。
Packet
Size(Bytes)
(数据包大小
(字节))

默认值为 1400。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数据传输所需的数据包大小。
数据包大小的默认单位为字节。 只有在协议为 UDP/IP 时才可以设
置数据包大小。
某些防火墙不支持大于 1400 字节的数据包。 要在这种防火墙中进
行复制，请使用默认数据包大小以确保所有 Volume Replicator 操
作均按照需要执行。 还可以通过从列表中选择，将数据包大小设
置为 1300。 可以指定的最小数据包大小为 1100 字节。

注意：如果需要将数据包大小设置为不同于列表中提供的值，请
使用命令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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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width (带 默认情况下，Volume Replicator 使用最大可用带宽。
宽)
要控制 Volume Replicator 用于复制的带宽，请选择“Specify
Limit (指定限制)”，然后在所提供的字段中指定带宽限制。默认
单位为 MB/秒 (Mbps)，允许的最小值为 1 Mbps。
Enable
Compression
(启用压缩)

如果要为辅助节点主机启用压缩，请启用此选项。

完成“Advanced Replication Settings (高级复制设置)”面板后，单击“OK
(确定)”。 向导将返回到“Edit Replication Settings (编辑复制设置)”面
板。单击“Next (下一步)”。 此时出现“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面板。

12 按如下方式从“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面板选择相应选项：
■

要立即添加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请使用下列选项之一选择“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Synchronize
对于初始设置，请使用此选项同步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此设置
Automatically (自 是默认设置。
动同步)
选择此选项后，默认情况下 Volume Replicator 将执行智能同步
复制，以仅复制卷上文件系统使用的块。如果需要，可以禁用智
能同步。

注意：智能同步仅适用于具有 NTFS 和 ReFS 文件系统的卷，
不适用于原始卷或具有 FAT 文件系统的卷。
Synchronize
如果要使用此方法，则必须首先创建检查点。
from Checkpoint
如果主数据卷包含大量数据，可以使用备份还原方法首先针对现
(从检查点同步)
有数据将辅助站点与检查点进行同步。 还原完成之后，使用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选项从检查点
启动复制；此操作可将辅助站点和执行备份还原期间发生的写操
作进行同步。

■

要添加辅助站点而不启动复制，请取消选择“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
制)”选项。 之后您可以通过使用辅助 RVG 右键菜单中的“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选项启动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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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Next (下一步)”显示“Summary (摘要)”面板。

13 查看“Summary (摘要)”面板中的信息。
单击“Back (上一步)”更改您指定的任何信息或单击“Finish (完成)”将辅助
站点添加到 RDS 并退出向导。

创建 RVG 资源
若要启用灾难恢复设置，则配置 Volume Replicator 后，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创
建复制卷组 (RVG) 资源。
将 RVG 资源添加到 SQL Server 资源组。
将 RVG 资源配置为依赖于 Volume Replicator IP 资源和相应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由于 RVG 无法跨磁盘组，因此如果您为应用程序配置了多个磁盘组，请为每个磁
盘组创建单独的 RVG 资源。
创建复制卷组 (RVG) 资源

1

在故障转移群集管理中，展开“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然后右键单击您创建的 SQL Server 虚拟服务器组，并选择“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More resources (更多资源)”>“Add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添加复制卷组)”。
新的复制卷组会显示在“Disk Drives (磁盘驱动器)”下的中心面板中。

2

右键单击“New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新复制卷组)”，然后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3

在“Properties (属性)”对话框的“General (常规)”选项卡上，在“Resource
Name (资源名称)”字段中键入 RVG 资源的名称。

4

在“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选项卡上，添加 RVG 资源的依赖关系：
■

单击“Click here to add a dependency (单击此处添加依赖关系)”

■

从“Resource (资源)”下拉列表中，选择为 RVG 创建的网络名称。 单击
“Insert (插入)”。

■

单击“Click here to add a dependency (单击此处添加依赖关系)”

■

从“Resource (资源)”下拉列表中，选择为应用程序磁盘组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单击“Insert (插入)”。

5

在“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上，指定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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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rvgName 字段中，键入您在“General (常规)”选项卡上为 RVG 指定
的名称。

■

在 dgName 字段中，键入在 VEA 中为应用程序磁盘组分配的名称。

6

单击“OK (确定)”以关闭“Properties (属性)”对话框。

7

右键单击 RVG 资源并单击“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该资源联机)”。

8

在辅助站点上重复执行相同的步骤来创建 RVG 资源。

设置 SQL Server 资源对 RVG 资源的依赖关系
先前已将 SQL Server 资源设置为依赖于为应用程序创建的磁盘组所对应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在为该磁盘组添加 RVG 资源后，必须更改依赖关系。 将数
据库资源设置为依赖于 RVG 资源。
您必须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 RVG 资源上设置依赖关系。
下图指示了所需的依赖关系。
图 7-1

SQL Server 的依赖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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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SQL Server 资源依赖关系属性

1

确保 SQL Server 资源处于脱机状态。

2

右键单击 SQL Server 资源，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3

在“Properties (属性)”对话框上，选择“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选项卡。

4

在“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选项卡上进行适当的选择，以便执行以下操
作：

5

■

将复制卷组资源添加到依赖关系。

■

从依赖关系中删除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群集配置现已完成。 使整个 SQL_GROUP 组在主群集上联机。

正常的 Volume Replicator 操作和恢复过程
以下主题介绍了正常的 Volume Replicator 操作和恢复。
■

请参见第 86 页的“监视复制的状态”。

■

请参见第 86 页的“执行计划的迁移”。

■

请参见第 87 页的“复制恢复过程”。

监视复制的状态
在常规操作条件下，您可以使用以下项监视复制的状态：
■

VEA GUI

■

命令行界面 (CLI)

■

性能监视器 (perfmon)

■

Alerts (警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执行计划的迁移
您可能希望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辅助主机以进行维护和测试辅助主机的就绪情况。下
列过程介绍了一组常规任务。
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辅助主机

1

分离用户数据库。有关说明，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请注意，master、model 和 tempdb 数据库是不可分离的。

2

使 RVG 资源在两个群集上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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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以下方式使用迁移选项将主要角色传输到辅助主机：
■

从 VEA 屏幕中右键单击主站点 RVG，然后选择“Migrate (迁移)”。

■

选择辅助主机，然后单击“OK (确定)”。复制角色将迁移到辅助主机。

4

为新主节点上的卷指定驱动器盘符。请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主节点的相
同。

5

使 RVG 资源在两个群集上联机。

6

使 SQL 组在新主节点上联机。

7

挂接数据库。有关说明，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现在，您可以使用复制的数据验证该应用程序在新的主站点上是否正常运行。
在验证后，您可以使用上述一组相同任务将角色恢复到原始状态。
您对新主节点上的数据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复制到原始主节点，也就是现在的
辅助节点。

复制恢复过程
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您必须将 SQL Server 转移到辅助主机上。
原始主节点主机再次正常工作后，您可以将主节点角色恢复到原始主节点主机。

启动辅助节点主机上的应用程序
如果主节点主机上出现灾难恢复情景，请使用下列步骤来启动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SQL Server。
启动辅助节点主机上的应用程序

1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VEA GUI 控制台左窗格中，右键单击复制网络内的所需
辅助 RVG 节点。

2

选择“Takeover (接管)”，然后按照向导中的说明执行接管操作。
您可以选择使用以下选项执行接管：
■

执行“Takeover with fast-failback (使用快速故障回复接管)”选项以在原
主节点再次可用时轻松还原。在执行“Takeover with fast-failback (使用快
速故障回复接管)”时，请确保未选择“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
同步)”选项。

■

执行“Takeover without fast-failback (不使用快速故障回复接管)”选项。
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将原主节点与新主节点完全同步。该过程可能需要
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数据卷的大小。只有在同步完成后，您才能将主节
点角色迁移回原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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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管之后，现有的辅助节点成为新的主节点。

3

为新主节点上的卷指定驱动器盘符。请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主节点的相
同。

4

使 SQL 组联机。

5

挂接数据库。有关说明，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现在便能开始使用新主节点上的应用程序。

还原主节点主机
在发生灾难后，如果原主节点再次变为可用时，您可能希望将主节点角色恢复为该
主机。
将主节点角色还原到原主节点主机

1

分离用户数据库。有关说明，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请注意，master、model 和 tempdb 数据库是不可分离的。

2

使两个群集上的 RVG 资源都脱机。

3

根据您执行使用还是不使用快速故障回复接管选项，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选择“Takeover with the Fast-failback (使用快速故障回复接管)”选
项，在恢复原主节点后，该节点将处于“Acting as Secondary (作为辅助
节点)”状态。如果原主节点不处于“Acting as Secondary (作为辅助节
点)”状态，请验证是否已还原网络连接。

要同步此原主节点和新主节点，请使用新主节点的右键菜单中的
“Resynchronize Secondaries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选项。
■

如果选择“Takeover without the Fast-failback (不使用快速故障回复接管)”
选项，在执行操作后，您必须使用“Make Secondary (变为辅助节点)”选
项来将原主节点转换为辅助节点。
在执行“Make Secondary (变为辅助节点)”操作前，原主节点的 RVG 和
新主节点的 RVG 将显示在不同的 RDS 中。但是，在执行此操作之后，它
们将被合并到一个 RDS。
在执行“Make Secondary (变为辅助节点)”操作之后，原主节点将被转换
为辅助节点。右键单击此辅助 RVG，然后选择“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
制)”和“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选项。

4

在同步完成后，请执行迁移操作以将主节点角色转移到原主节点。要执行此操
作，请右键单击主节点 RVG，然后选择菜单中的“Migrate (迁移)”。

5

请确保这些卷保留了与发生灾难之前相同的驱动器盘符。

6

将辅助节点上 RVG 资源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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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原主节点上的 SQL 组联机。

8

在原主节点上挂接数据库。有关说明，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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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现有的 Microsoft 故障转
移群集中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在现有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在现有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为应用程序配置高可用性后，可能需要将应用程序数
据从现有的磁盘移动到 InfoScale Storage 控制的存储磁盘中。此任务包括：在所有
群集系统中安装 InfoScale Storage，将已配置的基本磁盘转换为动态磁盘，然后将
动态磁盘组资源添加到应用程序角色中。
注意：
■

您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才能成功安装 InfoScale Storage。同样，开始将基本磁
盘转换为动态磁盘之前，需要使应用程序角色脱机。这些过程会导致应用程序
停机。

■

有关使用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执行的步骤，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以获取详细信
息。有关使用 VEA 执行的步骤，请参考“SFW 管理员指南”，获取有关磁盘
和卷任务的详细信息。

在现有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在现有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配置 InfoScale Storage

要在现有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配置 InfoScale Storage，请执行下列步骤：

1

在所有群集系统上安装 InfoScale Storage。在安装期间必须选择“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选项。
注意：安装过程结束时，需要重新启动系统。要确保减少停机，可以先将
InfoScale Storage 安装在应用程序角色处于联机状态的群集系统以外的其他群
集系统上。在所有这些系统均完成安装之后，再在应用程序角色处于联机状态
的系统上启动安装。

2

重新启动群集系统之后，使用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停止应用程序角色，以使资
源脱机。

3

检查资源依赖关系，并记下存储资源的依赖关系。

4

从应用程序角色中删除现有的基本磁盘存储资源。

5

从可用存储中删除基本磁盘。
此步骤可从应用程序角色中删除基本磁盘资源并使磁盘脱机。

6

使用 VEA，使基本磁盘联机。

7

使用步骤 6 中联机的基本磁盘，创建新的群集动态磁盘组。创建动态磁盘组之
前，确保磁盘中最少有 16MB 的可用空间。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时需要
此空间。

8

使用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将步骤 7 中创建的动态磁盘组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添加到应用程序角色中。

9

按照步骤 3 中记录的信息，设置资源依赖关系。
现在，所有之前的存储资源依赖关系均必须替换为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
源。

10 使应用程序角色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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