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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

1.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简介

■

2.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

3.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示例

1

1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

关于通过存储虚拟化提高效率和生产率

■

Storage Foundation：联机存储管理的综合解决方案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集各种功能于一体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Veritas 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提供了一个集中式管理控制台。您可以用来监视、查看和管理存储
和群集资源，以及生成有关 Management Server 域中这些组件的报告。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有助于管理员集中管理各种数据中心环境。
您也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查看和报告未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的主机。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您可以创建用户凭据，以便授权用户
可以访问产品以执行敏感的管理任务。其他用户只能执行一些基本操作，或只能查
看信息。
典型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部署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

Management Server

■

托管主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部署也可能发现以下内容：
■

虚拟化环境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简介
关于通过存储虚拟化提高效率和生产率

■

SAN/NAS 或统一存储

■

SAN 交换结构

关于通过存储虚拟化提高效率和生产率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可通过存储虚拟化（即，采用多个物理存储设备并将它们
组合成可任意分配给应用程序和用户的逻辑（虚拟）存储设备）为您的企业增加价
值。
存储虚拟化在应用程序及其使用的存储之间提供抽象层。通过这种虚拟化，一个或
多个阵列中的物理存储对于应用程序来说就像是主机上的单个文件系统一样。这种
类型的虚拟表示形式（称为数据容器）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而磁盘组和卷是其中两
种最常见的形式。
借助于存储虚拟化，您管理的是数据容器而不是单独的存储块。这样，您便能够享
受在整个企业范围内管理服务器和存储的好处。
存储虚拟化提供的其他优势如下：
■

降低成本：应用程序可以灵活使用所需的存储。在最好、最可靠（也最昂贵）
的存储阵列上存储任务攸关的数据的同时，可以在价格较低的介质上存储相同
应用程序使用的其他数据。

■

更好地满足业务需求：存储分层（或存储服务质量 (QoSS)）使您可以置备和使
用价格最低但又能满足应用程序要求的存储层。

■

降低风险：通过将应用与存储技术决策分开，实现更高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

更好地管理存储：使用精简置备和回收，您可以更好地管理存储。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仍会通过新增功能来提高存储利用率和性能，例如 SmartIO
和灵活存储共享 (FS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的
SmartIO 功能支持将多供应商固态驱动器 (SSD) 用作读写缓存以提高总体 I/O 性
能。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的 FSS
功能可启用本地存储、群集范围内的网络共享。 本地存储的形式可以是直接连接存
储 (DAS)，也可以是内部磁盘驱动器。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Storage Foundation：联机存储管理的综合解决方案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将行业领先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Veritas File
System 和其他经过授权的产品相结合，为联机存储管理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解决
方案。 这些产品包括用于在整个企业中发现存储资源的实用程序和用于监视和管理
那些资源的实用程序。
借助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可以：

26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简介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集各种功能于一体

■

将物理磁盘分组为逻辑卷，以提高磁盘利用率并减少与存储相关的停机时间

■

在不同操作系统和存储阵列之间移动数据

■

平衡多个路径之间的 I/O 来提高性能

■

将数据复制到远程站点以获取更高的可用性

■

将不重要或过时的文件移至价格较低的存储，而无需更改用户或应用程序访问
这些文件的方式。通过为 LUN 定义各种级别的层，您可以更好地管理数据。

■

管理 Cluster Server 和 Application HA 群集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集各种功能
于一体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以一种集中式、标准化方式将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中的各种功能捆绑到一起，使数据中心更加高效地运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操作员不仅可以直观地查看单独的主机以及
主机后面的存储，还可以跨多个操作系统平台查看数据中心中运行的所有 Storage
Foundation 实例。将数据集中于一个位置，有助于操作员监视和管理整个数据中
心。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集中式管理和监视”。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发现、监视和管理”。

关于集中式管理和监视
在许多数据中心内，有效的存储管理要求许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执行不同的操
作。例如，存储管理员会监视并置备相应的阵列存储，而服务器管理员的任务是确
保对卷和文件系统的高效使用。应用程序管理员会监督消耗存储的应用程序和数据
库。
有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所有这些任务都可以通过一个中心点
执行：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借助于该控制台，管理员可
以很容易地收集信息，监视和分配资源，以及在整个数据中心的主机、数据库、应
用程序和存储资源上执行操作。因此，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
台统筹了服务器管理员、存储管理员和应用程序管理员的不同角色和任务。
中心管理员还可以生成状态报告和清单报告，并将这些报告分发给需要该信息的其
他人。
这一集中式操作和报告功能与平台和供应商无关。在各种各样的操作系统之间以及
在来自多个硬件供应商的存储阵列上都可以收集信息和执行操作。此外，还可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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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管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为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安装的许可证。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作为瘦客户端运行）可通过任何支
持的 Web 浏览器进行访问。该控制台还提供一个到各个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的进入点。
请参见第 27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集各种功能于一体”。

关于发现、监视和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包括 Storage Foundation 主机、DMP、VCS
和 ApplicationHA 的发现、管理和活动监视。
系统管理员可以监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托管主机的资源，选
择一个托管主机，然后在相关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中主动管理其属性 - 这一
切都可以在同一个浏览器窗口中毫无差错地完成。例如，系统管理员想要恢复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列出的故障磁盘。管理员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选择该故障磁盘，并深入查看该磁盘的详细信息，然后管理
该磁盘的恢复操作。
请参见第 27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集各种功能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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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

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主页

■

关于全局控制板

■

关于透视图中的元素

■

关于查看摘要信息

■

关于选择对象

■

关于深入了解所选对象的详细信息

■

关于搜索对象

■

关于查看解决方案

■

关于查看报告

■

关于查看任务

■

关于查看连接性图

■

关于访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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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使透视图驱动的、基于角色的访问变得更容易，有助于
更好地管理数据中心内的不同资产。通过任务导向的界面和一致的用户界面元素放
置，在透视图之间导航和执行所需操作变得更为容易。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透视图中的元素”。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主页”。
请参见第 43 页的“关于查看解决方案”。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搜索对象”。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访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帮助”。

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主页
图 2-1 会显示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主页。单击图标可以执行特定类别任务
或查看与数据中心有关的特定类别信息。例如，单击“Availability (可用性)”可以
针对群集和服务组执行任务。
图 2-1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可以使用下列选项：
■

Global Dashboard (全局控制板)：提供数据中心总体状况（故障、风险、平台
分布、对象状态）和清单信息。您也可以创建自定义控制板。请参见第 31 页的
“关于全局控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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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s (设置)：使用此选项可以设置 Management Server 环境。例如，添加
托管主机、配置虚拟化服务器、上传解决方案、配置 SAN 交换机、配置存储磁
盘阵列等等。
管理员需要首先执行设置方面的操作，然后使用透视图执行特定任务。例如，
首先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添加磁盘阵列，然后使用“Storage (存储)”
透视图监视这些磁盘阵列。
“Settings (设置)”也称为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

■

■

透视图：根据用户的角色和要执行的任务的性质，这些任务划分为以下透视图：
■

Storage (存储)：可供查看存储磁盘阵列的信息、相关故障和风险、SAN 交
换结构、交换机，以及生成存储利用率报告。您也可以针对磁盘阵列执行动
态多径处理方面的操作。

■

Server (服务器)：可供查看主机和应用程序（数据库、Microsoft Exchange、
虚拟业务服务）信息，查看相关故障和风险，以及生成主机、卷、磁盘等报
告。您可以创建磁盘组、卷、文件系统，配置 Application HA，以及针对主
机执行动态多径处理方面的操作。“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提供了与 VEA
Java GUI 类似的用户界面和功能。

■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可供查看已配置的虚拟化服务器、相关虚拟机的信
息，查看相关故障和风险，以及生成虚拟化对象和相关存储的报告。您也可
以针对 VMware ESX 服务器执行动态多径处理方面的操作。

■

Availability (可用性)：可供执行与群集、虚拟业务服务和服务组有关的操
作。例如，您可以创建服务组、虚拟业务服务以及恢复计划。您也可以生成
高可用性对象报告。“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提供了与 VCS Java GUI
和 VCS 管理控制台 (VCSMC) 类似的用户体验和功能。

SFHA Licensing (SFHA 许可)：提供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许
可证信息、许可证部署详细信息以及报告。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搜索对象”。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选择对象”。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访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帮助”。

关于全局控制板
全局控制板快速直观地地提供了其他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透视图
中的信息摘要。它包含图形表和图表，用于显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所有对象的状态和清单。
全局控制板包含一组可自定义的交互式控制板，每个控制板位于一个单独的选项卡
上。默认情况下提供以下两个控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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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概述)

包括有关故障、风险、对象状态和使用情况的信息。

Inventory (清单)

包括清单计数和分发。

表 2-1

全局控制板概述

如果要...

执行以下操作...

从控制板导航（深化）到透视图

单击图表或表右上角的向右箭头图标。
将提示您确认导航。

从控制板中删除图表或表

单击图表或表右上角的取消固定图标。您可以将鼠标悬
停在图标上以查看标签“Remove from Dashboard (从
控制板中删除)”。
将提示您确认删除。

将图表或表移动到其他位置

将光标置于图表或表的标题栏上并进行拖动。

将图表或表添加到现有控制板

在透视图中的任意“Overview (概述)”选项卡上，在要
添加的图表或表的右上角，单击固定图标。您可以将鼠
标悬停在图标上以查看标签“Add to Dashboard (添加
到控制板)”。
在“Add to Dashboard (添加到控制板)”窗口中，选
择控制板的名称并单击“OK (确定)”。

创建自定义控制板

在透视图中的任意“Overview (概述)”选项卡上，在图
表或表的右上角，单击固定图标。您可以将鼠标悬停在
图标上以查看标签“Add to Dashboard (添加到控制
板)”。
在“Add to Dashboard (添加到控制板)”窗口中，键
入新控制板的名称并单击“Create (创建)”。

重命名自定义控制板

在控制板中，右键单击选项卡的名称并单击“Rename
(重命名)”。输入新的名称并单击“OK (确定)”。

删除自定义控制板

在控制板中，右键单击选项卡的名称并单击“Delete (删
除)”。将提示您确认删除。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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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透视图中的元素
图 2-2 显示了“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的控制台。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其他视图中使用了类似的用户
界面元素。
图 2-2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的
用户界面元素

用户界面元素如下所述：
表 2-2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的
用户界面元素

编号

用户界面元素

1

选项卡：列出有关特定对象的详细信息。例如，“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列出了服务组及其属性。

2

内容窗格：基于您在导航树中的选择，内容窗格将显示有关所选对象的详细信
息。您可以双击记录以查看其详细信息。

3

导航树：使用它可以在“Data Center (数据中心)”节点下的各个组织和各个对
象之间进行导航。对于所有透视图，“Data Center (数据中心)”为父节点。未
分类文件夹包含当前未添加到任何组织的对象。可以使用“Organize (组织)”
选项将对象从未分类文件夹移动到所需组织。

注意：未分类文件夹包含不同的对象，具体视透视图而定。例如，在存储透视
图中，未分类文件夹包含磁盘阵列。对于可用性透视图，群集放置在未分类文
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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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用户界面元素

4

透视图：列出可用的透视图。

5

部分：列出每个透视图的各个部分。例如，透视图的解决方案以及可以为透视
图生成的报告的类型。

6

表分页：显示指定页上的记录。

7

任务窗格：显示最新任务的列表及状态。

8

属性窗格：列出与内容窗格中所选记录相关的其他属性。可以将字段从内容窗
格移动到属性窗格。
请参见第 36 页的“将字段移动到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属性窗格”。

9

菜单栏：提供对帮助的访问权限。在透视图中，菜单栏还会提供“Search (搜
索)”选项来搜索透视图中的对象。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访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帮助”。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搜索对象”。

关于查看摘要信息
所有透视图中的所有对象都存在“Overview (概述)”选项卡。它提供了数据中心内
整体存储和高可用性统计信息的快照，包括有关故障、警报、存储分配和按供应商
分解以及其他透视图特定信息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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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数据中心摘要

表 2-3

用户界面元素

编号

用户界面元素

1

单击可将 Portlet 添加到全局控制板。

2

单击图例可打开或关闭图表中值的显示。

关于选择对象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可以使用以下方法选择对象。可用的选项取决于
您的权限、透视图和对象。
■

导航树：在导航树中，选择所需的对象，然后单击右键查看其上下文相关菜单。

■

内容窗格：在内容窗格中，选择所需的记录，然后单击右键查看可用选项。按
Ctrl 或 Shift 可选择多条记录。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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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字段移动到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属性窗格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灵活地在内容窗格和属性窗格之间来回移
动字段。它可以帮助您对所选存储对象的相关程度最高或经常使用的字段进行分
组。如图 2-4 中所示，“State (状态)”字段已从内容窗格中删除，并且显示在
“Properties (属性)”窗格下。
图 2-4

字段的选择和删除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关于深入了解所选对象的详细信息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通过双击可提供从内容窗格中表上的对象记录
导航到导航树中其节点的快捷方式。
仅当双击的对象类型为树中显示的对象类型时，才可执行此操作。如果是这样，则
双击内容窗格上的记录会选择树中的相应对象。否则，双击内容窗格上的记录不会
选择树中的相应对象。
例如，如果您在内容窗格中显示数据中心的主机列表，则可以过滤到一个特定的主
机，然后双击该主机转至它在树中的节点。但是，如果您在内容窗格中显示主机的
磁盘列表，然后双击记录，由于磁盘不会在树中显示，因此不会找到主机的节点。
如果您在树中双击其他透视图上的对象，则控制台要求您确认导航到其他透视图。
然后，控制台会打开新透视图的浏览器选项卡，其中包含在树中选定的对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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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您双击“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的主机磁盘阵列，该操作会将您导
航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假定您具有查看该透视图的权限）。
在某些情况下，内容窗格中的选项卡会在底部显示子选项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
单击来选择记录会在子选项卡中显示有关该对象的详细信息。
也可以通过数据中心“Overview (概述)”选项卡中每个透视图的“Faults and Risks
(故障和风险)”图表，深入了解树中出现故障或存在风险的对象。此导航需要分两
步执行。首先双击图表上的对象类型。将显示该类型的出现故障或存在风险的对象
的表。如果对象属于树中显示的类型，则您可以双击表中的记录以导航到树中的相
应对象。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选择对象”。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全局控制板”。

关于搜索对象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使用菜单栏上的“Search (搜索)”按钮
在以下透视图中搜索主要对象：
Server (服务器)

对象包括主机和相关对象，如磁盘组、磁盘、卷、快照、
RVG、磁盘阵列和启动器。您还可以在此视图中搜索可用的
其他对象，包括数据库、Exchange Server 和软件包。

Availability (可用性)

对象包括群集和相关对象，如服务组、系统和资源。

Storage (存储)

对象可能包括磁盘阵列、阵列端口、LUN/LDEV、RAID 组、
交换结构、交换机、物理磁盘、精简池、存储等级、共享、
存储卷和配额树。可用对象取决于安装的加载项。例如，交
换结构和交换机对象需要 Fabric Insight Add-on。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对象包括虚拟化服务器、虚拟机和 Datastore。

对于每个对象搜索，您可以使用属性、条件（运算符）和值指定一个或多个参数。
预定义的属性随所选对象类型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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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Search (搜索)”窗口

您可以为经常查看的对象创建搜索，并保存搜索供以后使用。对于透视图中的主要
对象，如“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的主机，您还可以选择将搜索查询保存为树
中的智能文件夹。
请参见第 38 页的“创建新的搜索查询”。
请参见第 39 页的“管理已保存的搜索查询”。
请参见第 40 页的“创建搜索并将其保存为智能文件夹”。
请参见第 41 页的“管理智能文件夹”。

创建新的搜索查询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使用菜单栏上的“Search (搜索)”按钮
在“Server (服务器)”、“Availability (可用性)”、“Storage (存储)”和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中搜索各种对象。
可以为透视图中经常查看的对象创建搜索，并保存以供日后使用。
注意：对于透视图中的主要对象，如“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的主机，您还可
以选择将搜索查询保存为树中的智能文件夹。
请参见第 40 页的“创建搜索并将其保存为智能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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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搜索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单击菜单栏上的“Search
(搜索)”。

2

如果以前已保存查询，这些查询将显示在“Search (搜索)”窗口中。单击“New
Search (新建搜索)”。

3

从下列选项中进行选择：
Search for (搜索)

选择要搜索的对象

Select columns (选择列)

选择要出现在搜索结果中的列。您还可以单击
“Custom Name (自定义名称)”字段，并为该列
键入一个自定义名称。

Operator (操作员)

向搜索查询添加规则时，可以选择 AND 或 OR。
不能在搜索查询内混合使用运算符。
但是，如果选择了 AND 作为运算符，且您的查询
包含使用同一属性的多个规则，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将 OR 运算符应用于使用
同一属性的规则。

Attribute (属性)

选择要为其指定值的属性。

Condition (情况)

选择条件，例如“Starts With (开始于)”。

Value (值)

根据属性键入或选择值。值字符串不区分大小写。

Add (添加)

单击此选项可向搜索查询添加其他参数。

Remove (删除)

单击此选项可从查询中删除参数。

4

单击窗口底部的“Search (搜索)”按钮。此时会显示结果。

5

要保存搜索查询以供将来使用，请单击“Save (保存)”并指定名称及（可选）
说明。单击“Save (保存)”，然后单击“OK (确定)”。要查看已保存搜索列
表上的查询，请单击“Saved Queries (保存的查询)”。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搜索对象”。

管理已保存的搜索查询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在“Search (搜索)”窗口中管理先前创
建并保存的搜索查询。您可以修改、重命名和删除保存的搜索查询。请参见以下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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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0 页的“修改保存的搜索”。
请参见第 40 页的“重命名保存的搜索”。
请参见第 40 页的“删除保存的搜索”。
修改保存的搜索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单击菜单栏上的“Search (搜索)”。

2

选择要修改的已保存搜索查询。

3

单击“Modify (修改)”。

4

根据需要更改搜索参数。

5

要保存更改，请单击“Save (保存)”。

重命名保存的搜索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单击菜单栏上的“Search (搜索)”。

2

在已保存搜索的列表中，单击要重命名的搜索所在行中的“Rename (重命名)”
列中的图标。

3

根据需要更改名称或说明，然后单击“Rename (重命名)”。

删除保存的搜索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单击菜单栏上的“Search (搜索)”。

2

选择要删除的搜索查询。

3

单击“Delete (删除)”列中的图标。搜索查询已删除。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搜索对象”。

创建搜索并将其保存为智能文件夹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使用树中的“Smart Folders (智能文件
夹)”节点创建和保存有关当前透视图中主对象的搜索。例如，在“Server (服务
器)”透视图中，可以使用“Smart Folders (智能文件夹)”按各种属性搜索主机。
注意：要搜索除透视图中主对象之外的对象，请使用菜单栏上的“Search (搜索)”
按钮。
请参见第 38 页的“创建新的搜索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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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搜索并将其保存为智能文件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展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Smart Folders (智能文件夹)”，然后单击“New Smart Folder
(新建智能文件夹)”。

3

在“Create Smart Folder (创建智能文件夹)”窗口中，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
择：
Operator (操作员)

选择对其他参数是使用 AND 运算符还是使用 OR
运算符。不能在搜索查询内混合使用运算符。

Attribute (属性)

选择要为其指定值的属性。

Condition (情况)

选择条件，例如“Starts With (开始于)”。

Value (值)

根据属性键入或选择值。值字符串不区分大小写。

Add (添加)

单击此选项可向搜索查询添加其他参数。

Delete (删除)

单击此选项可从查询中删除参数。

4

如果要预览查询结果，请单击“Preview (预览)”。

5

要将搜索查询保存为智能文件夹以供将来使用，请单击“Save (保存)”并指定
名称及（可选）说明。单击“Save (保存)”，然后单击“OK (确定)”。

6

要查看树中的新智能文件夹，请展开“Smart Folders (智能文件夹)”，然后
选择智能文件夹。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搜索对象”。
请参见第 41 页的“管理智能文件夹”。

管理智能文件夹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管理先前保存为智能文件夹的搜索查询。
您可以修改、重命名、复制和删除智能文件夹。
请参见第 42 页的“修改智能文件夹”。
请参见第 42 页的“重命名智能文件夹”。
请参见第 42 页的“复制智能文件夹”。
请参见第 42 页的“删除智能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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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智能文件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展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Smart Folders (智能文件夹)”。

3

右键单击要修改的智能文件夹，然后选择“Modify (修改)”。

4

根据需要更改搜索参数。

5

单击“Save (保存)”。

重命名智能文件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展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Smart Folders (智能文件夹)”。

3

右键单击要重命名的智能文件夹，然后选择“Rename (重命名)”。

4

根据需要更改名称或说明，然后单击“Save (保存)”。

复制智能文件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展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Smart Folders (智能文件夹)”。

3

右键单击要复制的智能文件夹，然后选择“Copy (复制)”。

4

根据需要编辑副本的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Save (保存)”。

删除智能文件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展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Smart Folders (智能文件夹)”。

3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智能文件夹，然后选择“Delete (删除)”。

4

单击“Delete (删除)”以确认删除。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搜索对象”。
请参见第 40 页的“创建搜索并将其保存为智能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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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看解决方案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适用于所选透视图的解决方案。例如，
在图 2-6 中，恢复计划显示为适用于“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的解决方案。
图 2-6

适用于“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的解决方案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还以加载项的形式提供其他功能。成功部署
加载项后，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相关页面上会显示附加用户界面元素（例
如，选项卡）。例如，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启用存储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后，将显示存储磁盘阵列的附加选项卡。可用加载项将在“Settings (设
置)”>“Deployment (部署)”>“Repository (存储库)”下列出。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关于查看报告
您可以生成和查看特定于透视图的报告。图 2-7 显示了存储透视图的报告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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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Storage (存储)”透视图的 Management Server 报告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关于查看任务
您可以利用任务查看最近在数据中心内执行的操作。根据操作的性质，您可以查看
以下任务：
■

与数据中心内的常规配置相关的任务和审核。例如，添加主机、刷新存储库或
将虚拟化服务器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中。要查看此类别的任务，请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导航到“Settings (设置)”，然后选择“Audit
(审核)”和“Tasks (任务)”部分。

■

对于每个透视图，在数据中心级别，“Tasks (任务)”选项卡提供与透视图相关
的任务的详细信息。例如，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在删除卷时，
“Tasks (任务)”选项卡下面将列出“Delete Volume (删除卷)”任务。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搜索对象”。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关于查看连接性图
“Connectivity Graph (连接性图)”窗口显示某个对象到其存储组件的连接。例
如，对于主机，您可以查看链接到 HBA（HBA 又链接到磁盘阵列）的主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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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查看“Server (服务器)”和“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以下对象的连接性
图。
表 2-4

具有连接性图的对象

透视图

可用的连接性图

Server (服务器)

■

■
■

■

Storage (存储)

Database (数据库)：显示已连接的主机和磁盘阵列。
可以展开主机以显示卷、路径和 HBA。可以展开磁盘阵
列以显示阵列端口。如果已启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则磁盘阵列可显示与其他对象（如 LUN 和物理磁盘）的
连接。
Host (主机)：显示已连接的 HBA 和磁盘阵列。
Volume (卷)：显示已连接的路径、HBA 和磁盘阵列。可
以展开磁盘阵列以显示阵列端口。如果已启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则磁盘阵列可显示与其他对象（如 LUN
和物理磁盘）的连接。
Disk Group (磁盘组)：显示已连接的 HBA 和磁盘阵列。
可以展开磁盘阵列以显示阵列端口。

Enclosure (磁盘阵列)：显示已连接的主机。如果已启用 Fabric
Insight Add-on，则显示交换机和交换结构连接性。

以下是有关使用“Connectivity Graph (连接性图)”窗口的一些提示：
■

将鼠标悬停在对象上，可在弹出窗口中显示对象类型和名称

■

双击对象可将其展开（并非所有对象都会展开），再次单击可将其关闭。

■

单击“Zoom (缩放)”并拖动滑块，可进行放大或缩小。

■

单击“Properties (属性)”旁边的双箭头可打开和关闭“Properties (属性)”窗
格。

查看连接性图

1

在透视图中，导航到树中的对象。

2

右键单击该对象，然后单击“Connectivity Graph (连接性图)”。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关于访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帮助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访问产品联机帮助：
■

联机模式：在此帮助模式下，帮助内容托管在 Web 上，您需要访问指定服务器
来使用联机帮助。它含有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及其加载项的帮助。如需获得最新联机帮助，请使用联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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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机模式：在脱机模式下，您需要首先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下载并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帮助加载项。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帮助加载项会安装所需的帮助组件。成功安装该加载项后，您可以查
看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及其支持的加载
项的帮助。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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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示
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创建卷

■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创建服务组，将其添加到群
集并使其联机

■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进行的 Cluster Server 故障
排除

■

示例：确保对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卷提供正确的保护级别

■

示例：通过防火练习提高服务组的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准备情况

■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识别应用程序的性能问题

■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迁移卷

■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识别并减少存储浪费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创
建卷
如果您是拥有 Admin 角色的用户，那么您将负责管理数据中心中已安装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套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您提供了一个适用
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的集中式管理控制台。您可以使
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来监视、直观查看和管理存储资源。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示例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创建卷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套件包括多个 Veritas 产品和可选的授权功能，如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和 Volume Replicator
(VVR)。您可以使用这些产品来管理数据中心内的存储资源。例如，您可以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将物理磁盘作为卷（逻辑设备）进行管理。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以下示例描述了如何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在 UNIX 或 Linux
托管主机上创建卷。
本示例使用以下名称：
Example_vol

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创建的卷。

Example_linux_host

在其上创建 Example_vol 卷的 Linux 托管主
机。

要在 Example_linux_host 托管主机上创建 Example_vol 卷，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开
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并选择主机。

■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Create Volume (创建卷)”。

■

展开主机，然后查找用于创建卷的磁盘组。右键单击并选择“Create Volume
(创建卷)”。

■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右键单击并选择“Create Volume
(创建卷)”。

■

在用于创建新卷的向导面板中，输入以下信息：

Create Volume (创建卷)

选择要在其上创建 Example_vol 卷的磁盘组。

Disks selection option (磁盘选择选项)

指定是否要手动选择磁盘。

Volume Attributes (卷属性)

输入 Example_vol 卷的参数。

Create cache volume (创建缓存卷)

输入 Example_vol 卷的快照缓存卷参数。

Create File System - File System Options 选择创建新文件系统的文件系统选项。
(创建文件系统 - 文件系统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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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mount options (高级装入选项)

创建新文件系统时，输入文件系统选项和装
入选项。

Create Volume Summary (创建卷摘要)

单击“Finish (完成)”以创建卷。

现在，您已成功在 Linux 托管主机 Example_linux_host 上创建了 Example_vol 卷。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创
建服务组，将其添加到群集并使其联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提供了一个集中式管理控制台。您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执行与 VCS 相关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其中包括以下操作：
■

向群集中添加服务组。

■

使服务组联机。

■

使服务组脱机。

■

切换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

■

将服务组设为本地或全局。

以下示例描述了如何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向以全局方式配置
的群集中添加服务组并使其联机。
本示例使用以下名称：
Example_cluster

向其中添加服务组的以全局方式配置的群集。

Example_sg

要添加到 Example_cluster 群集并使其联机
的“Failover (故障转移)”类型的服务组。

作为创建 Example_sg 服务组的一部分，您需要添加以下资源并建立依赖关系：
资源名称

资源类型

vol_1

Volume (卷)

dg_1

Disk group (磁盘组)

配置这些资源的依赖关系时，请选择 vol_1 作为父资源，选择 dg_1 作为子资源。
要创建 Example_sg 服务组并将其添加到 Example_cluster 群集中，请执行以下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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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后
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以
查找 Example_cluster 群集。

■

右键单击 Example_cluster 群集，然后选择“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

■

在创建服务组并将其添加到群集的向导面板中，输入以下信息：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组)

将服务组的名称指定为 Example_sg。
将服务组的类型指定为“Failover (故障转
移)”。

注意：所输入的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服务
组的名称仅可以包含字母、数字、连字符或
下划线。
Configure System List (配置系统列表)

在“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字段中
选择服务组的一个或多个主机，然后将其移
至“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
序的系统)”字段。

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

指定 vol_1 和 dg_1 资源的名称和类型。将这
些资源添加到“Resource List (资源列表)”
表中。

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

选择 vol_1 作为父资源，dg_1 作为子资源。
单击“Link (链接)”将所选资源添加到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表中。单击
“Finish (完成)”。

要查看已添加到 Example_cluster 群集中的 Example_sg 服务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后
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以
查找 Example_cluster 群集，然后展开该群集。

■

展开“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然后选择 Example_sg 服务组。

■

单击“Overview (概述)”选项卡。

默认情况下，已添加到 Example_cluster 群集中的 Example_sg 服务组处于脱机模
式。要将 Example_sg 服务组置于可响应的正常运行状态，必须手动使其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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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 Example_sg 服务组联机，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后
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以
查找 Example_cluster 群集。

■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 Example_sg 服务组。

■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Online (联机)”。

■

在“Online Service Group (使服务组联机)”面板中，选择要在其上使服务组
联机的主机并单击“OK (确定)”。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加载项安装使用指
南》。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进
行的 Cluster Server 故障排除
Cluster Server (VCS) 是一个适用于 Unix、Linux 和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
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线中的高可用性群集解决方案。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是 Storage Foundation HA 产品的集中式管理控制
台，使您可以利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执行各种与 VCS 相关的操作。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群集、服务组和复制功能提供了应用
程序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Availability (可
用性)”透视图为您提供了数据中心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状态的快照。它包括服务
组状态、关联的故障、风险、群集详细信息以及复制。此整合视图可让您执行下列
操作：
■

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中查看可用对象的状态。这些对象包括服务
组、群集、系统和虚拟业务服务。您可以在数据中心级别在“Overview (概述)”
中的“Object Status (对象状态)”下查看状态。

■

在数据中心和组织级别在“Overview (概述)”中的“Faults and Risks (故障和
风险)”下查看主要故障和风险。在此视图中，您可以深入查看故障源。

■

监视所选的服务组的状态。您可以在“Overview (概述)”中的“Favorite Service
Group (服务组收藏夹)”下的数据中心级别添加您要监视的服务组。

请参见第 52 页的“服务组依赖关系 – 在资源和其他服务组上”。
请参见第 52 页的“服务组故障”。
请参见第 53 页的“清除服务组资源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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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故障排除的 Cluster
Server 报告”。

服务组依赖关系 – 在资源和其他服务组上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群集包含一个或多个服务组，每个服
务组依赖于其组成资源及其他服务组。 对于每个服务组，您可以查看其资源、资源
依赖关系以及服务组之间的依赖关系。 使用服务组的“Link (链接)”选项建立与其
他服务组之间的服务组关系。但是，您只能选择同属于一个群集的服务组。这种关
系是群集内部的关系。同样，要编辑服务组的资源，请使用“Edit (编
辑)”>“Resources (资源)”>“Add/Modify Resources (添加/修改资源)”选项。
如果要在群集间建立服务组依赖关系，并执行受控的服务组联机和脱机操作，可以
使用虚拟业务服务 (VBS)。该应用程序还提供了虚拟机自动启动和停止选项。这些
虚拟机由 VMware vCenter Server 管理。 可以使用“Settings (设
置)”>“Virtualization (虚拟化)”添加虚拟化服务器。
请参见第 51 页的“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进行的 Cluster
Server 故障排除”。

服务组故障
服务组是一个逻辑容器，其中包括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可分为多种资源类型。Cluster
Server 使用代理来监视这些资源类型的状态。每个代理监视一种资源类型。通常，
服务组可能因以下原因而发生故障：
■

服务组资源处于故障或未知状态。 在资源级别发生的故障可能会导致服务组故
障。您需要先解决检测到的故障（例如物理移除了任何硬件），然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清除资源故障。以一个故障 NIC 为例。
在此种情况下，首先需要替换 NIC，然后需要对所选服务组使用“Clear Fault
(清除故障)”选项。

■

另一种情况是服务组的资源依赖于其他资源。您可以在“Resource Dependency
(资源依赖关系)”选项卡下查看服务组的资源依赖关系。

■

如果某个服务组依赖于另一个服务组，则所依赖的服务组出现故障也可能会导
致先前的服务组发生故障。您可以在“Service Group Dependency (服务组依
赖关系)”选项卡下查看服务组的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51 页的“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进行的 Cluster
Server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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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服务组资源的故障
服务组可能包含多个 Cluster Server 资源。例如，磁盘组、IP、NIC 等。 在将故障
服务组联机之前，必须清除该服务组资源的故障。本节介绍如何清除服务组资源的
故障。请注意，在同一上下文中，如果特定服务组中的磁盘发生故障，可能需要执
行磁盘恢复和磁盘替换操作。
您可以通过删除服务组中的资源故障来清除该服务组的故障。这本质上是一个批处
理操作，可以统一清除选定服务组上所有资源的故障。
清除服务组的故障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Clear Fault (清除故障)”。

5

在“Clear Fault Service Groups (清除故障服务组)”面板中，选择系统以清
除特定系统的故障。选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以清除所有系统中的故
障。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如果要清除某一特定资源的故障，则需要对单个资源执行该操作。
清除资源中的故障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Clear Fault (清除故障)”。

5

在“Clear Fault Resource (清除故障资源)”面板中，选择要清除资源的系统。
选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以清除所有系统中的资源。单击“OK (确
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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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1 页的“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进行的 Cluster
Server 故障排除”。

用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故障排除的 Cluster
Server 报告
可以生成多种与所有 HA 对象（群集、服务组和资源）的趋势、活动和分析相关的
报告。您不能为单个服务组运行报告，可以对选定的组织或整个数据中心运行报
告。如果选择一个组织，则会扫描与该组织关联的所有服务组。
将会生成下列类型的报告：
■

活动报告：“Cluster Activity (群集活动)”、“Service Group Activity (服务组活
动)”和“Resource Activity (资源活动)”

■

Uptime Analysis (运行时间分析)

■

Resource Fault Trending (资源故障趋势)

■

Failover Summary (故障转移摘要)

请参见第 54 页的“活动报告”。
请参见第 55 页的“运行时间分析”。
请参见第 55 页的“资源故障趋势”。
请参见第 55 页的“故障转移摘要”。
请参见第 51 页的“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进行的 Cluster
Server 故障排除”。

活动报告
这些报告捕获高可用性对象的 Cluster Server 属性更改。例如，服务组活动报告提
供有关特定时间段内服务组属性值更改的信息。也会为资源和群集生成类似的报
告。请考虑以下示例：
群集

服务组

VCS_Cluster1 Test_SG

日期

属性名称

新值

旧值

2011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2:49:32

AutoFailOver True

False

它表明 Test_SG 服务组的 AutoFailOver 值已从 False 更改为 True。
有些属性值可以由用户设置（如 AutoFailOver），而有些属性值则由 Cluster Server
发现。发现的属性值对用户为只读（如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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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联机资源出现故障，Cluster Server 会发现其 State 属性值发生更改。
因此，当您运行报告时，将会捕获属性值的此更改并向用户显示。
另一个示例是 AutoFailOver 属性。默认情况下，其值设置为 True。它指定在系统
出现故障时，Cluster Server 尝试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其他可用系统。但是，当您
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更改为 False 时，尽管其当前系统出现故障，服务组也不
会故障转移到任何其他系统。活动报告会捕获这些更改。
可以生成以下类型的活动报告：
■

Cluster Activity (群集活动)

■

Service Group Activity (服务组活动)

■

Resource Activity (资源活动)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故障排除的 Cluster
Server 报告”。

运行时间分析
此报告提供有关指定时间内服务组状态的信息。此外，此报告还总结了影响服务组
的联机可用性的事件。此信息对故障排除非常有用。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故障排除的 Cluster
Server 报告”。

资源故障趋势
此报告提供有关不稳定资源类型的信息。 您可以查看生成最多故障的最不稳定的资
源类型。从 Cluster Server 的角度来看，此信息非常有用，因为 Cluster Server 使
用其代理监视资源类型。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故障排除的 Cluster
Server 报告”。

故障转移摘要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每当服务组在同一节点或其他节点上
重新启动，便会将其视为故障转移。
此报告显示了 Cluster Server (VCS) 为确保高可用性而支持的故障转移的相关信息。
“Failover Summary (故障转移摘要)”报告显示了有关与群集关联的以下故障转移
类型的信息：
故障转移类型

说明

计划内故障转移

按照计划通过“联机”、“脱机”或“切换”
操作执行的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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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转移类型

说明

计划外自动故障转移

由于数据中心内出现了会对高可用性造成不
利影响的故障而发生的故障转移。Cluster
Server 已自行执行故障转移操作，而无需您
介入。

计划外手动故障转移

因数据中心内的故障而发生的故障转移。VCS
需要您介入以清除故障，或执行更正措施以
完成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故障排除的 Cluster
Server 报告”。

示例：确保对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卷提供正确
的保护级别
卷在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中显示为一个物理设备，可以在其中配置文件系统、数据
库和其他托管数据对象。Storage Foundation 是一个存储管理子系统，允许您以更
好的方式管理卷。
在数据中心环境中，为卷提供正确的保护级别非常重要。用于执行此操作的方法可
确保提高数据可用性并提供适当的备份机制。 在管理控制台中，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允许您配置各种功能来确保为数据中心中由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卷提供保护。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包括快照和实施使用镜像的 RAID 技术），您可以通过
多种方法来保护数据。通过卷快照，可以为您的数据创建即时点副本，并在原始副
本遭到损坏时还原这些数据。镜像针对硬件故障提供额外的弹性，同时，潜在地提
高了读取性能。
假设您有一个名为 Datavol 的卷位于运行 AIX、HP-UX、Solaris、Linux 或 Windows
的主机上。为确保对该卷中的数据提供适当的保护，您可以为该卷配置下列功能：
■

创建镜像以确保提高存储性能，并防止由于硬件故障而导致数据丢失。

■

配置快照以备份数据。

请参见第 56 页的“镜像：防止发生硬件故障”。
请参见第 58 页的“快照：备份以防止数据丢失”。

镜像：防止发生硬件故障
适当保留的数据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是硬件故障，数据中心的磁盘就有可能会发生
硬件故障。这会影响磁盘中数据的可用性。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您可以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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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镜像磁盘或卷。卷的镜像是在主机环境中完成的，而磁盘的镜像是通过磁盘阵列
完成的。本文档介绍如何从主机环境执行卷镜像。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可以从主机环境为某个卷配置两种类
型的镜像：普通镜像和快照镜像。普通镜像充当卷的替代物，快照镜像则可以稍后
与原始卷分离，以便可以将此镜像保留为原始卷的快照。卷镜像是使用属于原始卷
磁盘组的未用磁盘中的 plex 创建的。用于其他镜像的磁盘不能处于卷正在使用的状
态。将数据写入原始卷时，其镜像也会同时更新。当由于硬件故障而无法使用原始
卷进行数据检索时，仍可从其未受影响的镜像访问卷数据。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有关镜像卷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向卷中添加 Datavol 镜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Mirror (镜像)”>“Add (添加)”。

5

在“Add mirror - Options (添加镜像 - 选项)”向导面板中，选择“Add mirror
(添加镜像)”并指定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6

如果手动选择磁盘，请从“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面板中选择磁盘。要
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
一步)”。

7

在“Advanced options for Add mirror (添加镜像的高级选项)”面板中指定
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8

在“Add mirror summary (添加镜像摘要)”中，检查为添加镜像指定的详细
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9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镜像是否已成功添加。

向卷中添加快照镜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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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Mirror (镜像)”>“Add (添加)”。

5

在“Add mirror - Options (添加镜像 - 选项)”向导面板中，选择“Add
snap-ready mirror (添加快照就绪镜像)”并指定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
步)”。

6

如果手动选择磁盘，请从“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面板中选择磁盘。要
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
一步)”。

7

在“Add mirror - Summary (添加镜像 - 摘要)”中，检查为添加镜像指定的详
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镜像是否已成功添加。

请参见第 56 页的“示例：确保对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卷提供正确的保护级
别”。

快照：备份以防止数据丢失
卷快照是卷在特定时间点的副本。使用卷快照可以备份数据，并可在以后原始卷受
损时将其还原到卷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为卷配置下列类型的快照：
■

完整大小的即时快照：使用完整大小的即时快照，可以通过兼容的卷或卷集在
同一磁盘组中创建卷或卷集的快照。当原始卷受损时，可以立即将完整大小的
快照卷中的数据用于原始卷。要配置即时快照，目标卷必须已位于同一磁盘组
上。要保留为快照的卷不得是另一个卷的快照。此快照卷必须与原始卷具有相
同的大小，并且它必须处于“Healthy (运行正常)”状态。此外，快照卷中不得
装入任何文件系统。要为卷配置完整大小的即时快照，您必须为原始卷和快照
卷启用 Veritas FlashSnap 功能。

■

空间优化的即时快照：空间优化的即时快照可让您使用最少的存储资源创建快
照。与完整大小的即时快照相同，当原始卷受损时，可以立即将空间优化的即
时快照中的数据用于原始卷。当您为卷配置空间优化的即时快照时，只会将更
改的数据复制到快照卷。此类快照是日志卷的理想选择。空间优化的即时快照
配置不需要事先创建快照卷。当您选择配置空间优化的即时快照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创建一个缓存对象。仅会将原始卷上的已更改
数据复制到此缓存对象。如果在创建原始卷的同一磁盘组上已有缓存对象，则
可以使用它来配置空间优化的即时快照。要为卷配置空间优化的即时快照，必
须为原始卷启用 Veritas FlashSnap 功能。

■

镜像断开快照：当卷中的一个或多个镜像磁盘分离并作为其他卷保留时，会创
建镜像断开快照。要为其配置镜像断开快照的卷必须有一个或多个 plex 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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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_READY 状态。这些 plex 用于创建新卷，即原始卷的即时点副本。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Add Mirror (添加镜像)”操作提供了一个
选项可创建状态为 SNAP_READY 的 plex。
尽管这三种类型的快照用途相同，但它们的机制和配置却不同。对于 Datavol，可
以配置全部这三种类型的快照。要配置卷快照，必须对执行此操作的主机拥有管理
权限。
有关配置卷快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配置即时卷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Create (创建)”。

5

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快照级
别选择页面)”向导面板中，选择“Volume Level Snapshots (卷级别快照)”，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Type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快照类
型选择页面)”向导面板中，选择“Instant (即时)”，然后单击“Advance (高
级)”。

7

在“Create Snapshot - Advance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向导面板
中，单击“Configure (配置)”并查看选择。单击“Save (保存)”，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8

9

在“Create Snapshot - Disk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磁盘选择页面)”向
导面板中，您可以自动或手动为快照选择磁盘。
■

如果您已自动选择，请单击“Next (下一步)”。

■

如果您已手动选择，请选择网格中的磁盘，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在“Configure Snapshot - Summary (配置快照 - 摘要)”面板中，验证配置
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10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配置了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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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空间优化卷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Create (创建)”。

5

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快照级
别选择页面)”向导面板中，选择“Volume Level Snapshots (卷级别快照)”，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Type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快照类
型选择页面)”向导面板中，选择“Space optimized (空间优化)”，然后单击
“Advance (高级)”。

7

在“Create Snapshot - Advance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向导面板
中，单击“Configure (配置)”并输入所需信息。单击“Save (保存)”，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8

9

在“Create Snapshot - Disk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磁盘选择页面)”向
导面板中，您可以自动或手动为快照选择磁盘。
■

如果您已自动选择，请单击“Next (下一步)”。

■

如果您已手动选择，请选择网格中的磁盘，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在“Configure Snapshot - Summary (配置快照 - 摘要)”面板中，验证配置
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10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配置了快照。
配置断开镜像卷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Create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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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快照级
别选择页面)”向导面板中，选择“Volume Level Snapshots (卷级别快照)”，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Type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快照类
型选择页面)”向导面板中，选择“Mirror break-off (镜像断开)”，然后单击
“Advance (高级)”。

7

在“Create Snapshot - Advance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向导面板
中，单击“Configure (配置)”并输入所需信息。单击“Save (保存)”，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8

在“Create Snapshot - Disk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磁盘选择页面)”向
导面板中，您可以自动或手动为快照选择磁盘。

9

■

如果您已自动选择，请单击“Next (下一步)”。

■

如果您已手动选择，请选择网格中的磁盘，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在“Configure Snapshot - Summary (配置快照 - 摘要)”面板中，验证配置
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10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配置了快照。
请参见第 56 页的“示例：确保对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卷提供正确的保护级
别”。

示例：通过防火练习提高服务组的可用性和灾难恢复
准备情况
服务组是包含运行托管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硬件和软件资源的虚拟容器。服务组允
许 VCS 将引入 VCS 38 的 Veritas Cluster Server 逻辑组件的托管应用程序的所有
硬件和软件资源作为单个单元进行控制。发生故障转移时，资源不会分别进行故障
转移，而是整个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如果系统上有多个服务组，一个组可以在不
影响其他组的情况下进行故障转移。
在数据中心环境中，确保服务组的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准备情况非常重要。“Readiness
(准备情况)”状态是一种测量服务组按照其预期或配置方式成功进行故障转移的功
能的度量。准备情况会考虑服务组、系统和群集的状态。
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以下类型的准备情况：
■

高可用性准备情况，用于检查：
■

服务组故障转移到本地群集中的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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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伸展服务组故障转移到本地站点中的系统的功能

灾难恢复准备情况，用于检查：
■

全局服务组故障转移到远程站点中其目标远程群集中的系统的功能

■

伸展群集中的服务组故障转移到远程站点中的系统的功能

■

应用程序复制的正确性

请参见第 62 页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 确保服务组的高可用性功能”。
请参见第 63 页的“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 确保服务组的灾难恢复准备情况”。

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 确保服务组的高可用性功能
要为数据库或应用程序配置高可用性，可以更改多个系统上的几项基础架构和配置
设置。要维护这些基础架构和配置设置很困难，因为群集环境随时可能更改。管理
员经常通过添加磁盘、创建新磁盘组和卷、添加新群集节点或新 NIC 来升级和维护
基础架构。通过更新 Cluster Server 配置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物理配置和基础架构至
关重要。HA 防火练习可检测某节点上 Cluster Server 配置与基础物理配置和基础
架构之间的差异。此类差异可能阻止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联机。最终，HA 防火练
习将提供用于更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上的 HA 准备情况
信息的数据。
HA 防火练习将根据服务组的系统列表检查服务组在每个系统中的所有资源的配置
（服务组目前在该系统中为脱机状态），以确保不存在可能导致故障转移失败的配
置更改或配置错误。如果 HA 防火练习成功，说明目标系统上的故障转移的成功率
较高；也可能会有一些超出 Cluster Server 控制的因素使其无法成功。但是，如果
HA 防火练习失败，则说明服务组在该系统上很有可能无法联机。
下列过程介绍了如何为名为 Oracle_SG 的服务组配置 HA 防火练习：
运行 Oracle_SG 服务组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找到 Oracle_SG
服务组。

4

右键单击 Oracle_SG 服务组并选择“Fire Drill (防火练习)”>“Run HA Fire
Drill (运行 HA 防火练习)”。

5

在“Fire Drill (防火练习)”向导面板中，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Schedule (日程表)”向导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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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选择“Schedule for later (稍后调度)”。

■

输入防火练习日程表的名称，并指定防火练习运行的频率。

■

单击“Next (下一步)”。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中，验证为 Oracle_SG 配置防火练习所做的选择。
单击“Finish (完成)”。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为 Oracle_SG 成功配置 HA 防火练
习。

请参见第 61 页的“示例：通过防火练习提高服务组的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准备情况”。

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 确保服务组的灾难恢复准备情况
灾难恢复 (DR) 防火练习功能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一种
DR 解决方案，可验证以全局方式配置的服务组是否能够故障转移到远程群集，或
者伸展服务组是否能够在同一校园群集中的远程站点上联机。DR 防火练习是一个
零停机时间测试，旨在模仿关键服务组的配置、应用程序数据和故障转移行为。成
功的 DR 防火练习表明，在需要时关键服务组按预期或按照配置故障转移到远程群
集的可能性极大。
通过 DR 防火练习功能可执行以下操作：
■

验证应用程序的复制是否可正常运作。

■

验证 DR 服务组是否可成功联机。

DR 防火练习的目的是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联机。通过执行此操作，可
验证具有类似配置的服务组是否能够故障转移到远程群集并在其上联机。当 DR 防
火练习组联机时，它使用的是应用程序数据的快照，此快照是应用程序的已复制生
产数据的即时点副本。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其他资源实例进行交互。
所以，即使在服务组联机时，它们也可以安全联机。
注意：复制服务组的效果随您使用的各个复制代理包的不同而不同。有关代理包限
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代理包的相应用户文档。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可以对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选择的特定服务组运行灾难恢复 (DR) 防火练习。要执行此操作，必须
选择属于同一群集的服务组。
要执行此操作，必须具有以下任一权限：
■

要对其运行 DR 防火练习的服务组的操作员权限

■

要对其运行 DR 防火练习的服务组的父群集的操作员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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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对服务组执行 DR 防火练习，必须在远程群集中创建一个防火练习服务组。
防火练习服务组的配置类似于原始服务组的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下列过程介绍了如何为名为 Oracle_SG 的服务组配置 DR 防火练习。
对 Oracle_SG 服务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找到 Oracle_SG
服务组。

4

右键单击 Oracle_SG 服务组并选择“Fire Drill (防火练习)”>“Run DR Fire
Drill (运行 DR 防火练习)”。

5

在“Fire Drill (防火练习)”向导面板中，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Schedule (日程表)”向导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7

■

选择“Schedule for later (稍后调度)”。

■

输入防火练习日程表的名称，并指定防火练习运行的频率。

■

单击“Next (下一步)”。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中，验证为 Oracle_SG 配置防火练习所做的选择。
单击“Finish (完成)”。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为 Oracle_SG 成功配置 DR 防火练
习。

请参见第 61 页的“示例：通过防火练习提高服务组的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准备情况”。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识
别应用程序的性能问题
作为管理员，其中一项职责是确保数据中心中运行的应用程序能够达到最佳性能。
关键应用程序的性能问题可能会给整体业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对于支持
电子商务交易系统的存储网络，如果无法解决其 I/O 访问时间较长的问题，则在交
易出现季节性飙升时会导致速度骤降，并对业务产生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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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for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您可以获
得从应用程序一直到轴的可见性。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您可以
查看有关磁盘阵列的详细存储信息。借助这一新增的查看功能，您可以放心地执行
存储管理操作。
有关数据中心中的存储磁盘阵列以及如何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详细信息，
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加载项安装使用指南》。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您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各种对象（例
如主机、卷、磁盘）的性能。您可以选择一个对象并查看多个性能参数图。
有关对象和性能图类型的完整列表，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测量的资源”。
本示例说明了如何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使用存储对象的性能
图以及如何查看应用程序到轴的映射，以便分析以下问题：
问题：安装在 LUN（IBM XIV 磁盘阵列的一部分）上的 Oracle 数据库速度缓慢。
在本示例中，使用以下名称：
表 3-1

示例名称

对象

名称

Oracle 数据库

ora_db

用于访问 ora_db 的主机

lnx_host
此主机在 Linux 平台上运行。

卷（与 ora_db 关联）

vxvm_vol

文件系统（与 ora_db 关联）

vxfs_fs
此文件系统是 VxFS 文件系统。

与安装有 ora_db 的 IBM XIV 磁盘阵列关联的 xiv_disk1
磁盘
xiv_disk2

以下任一情况都会导致 ora_db 性能低下：
■

包含 ora_db 的 lnx_host 上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应用程序同时在运行。这些应用程
序可能加重主机上的 CPU 负载或占用更多内存。如果 CPU 负载或内存使用率
超出最佳值，可能会影响 ora_db 的性能。
查看与 ora_db 关联的 lnx_host 的性能图

■

与 ora_db 关联的 vxfs_fs 上的可用文件系统大小可能不足以支持 ora_db 正常运
行。或者，与 ora_db 关联的 vxvm_vol 上的 I/O 时间延迟可能会影响 ora_db 的
性能。
查看与 ora_db 关联的 vxfs_fs 和 vxvm_vol 的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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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ora_db 关联的 xiv_disk1 或 xiv_disk2 上的 I/O 时间延迟可能会影响 ora_db
的性能。
查看与 ora_db 关联的 xiv_disk1 或 xiv_disk2 的性能图

■

与 ora_db 关联的阵列端口上的 I/O 时间延迟可能会影响 ora_db 的性能。
查看与 ora_db 关联的阵列端口的性能图
注意：仅当磁盘阵列是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进行配置时，阵列端口的性
能图才可用。

查看与 ora_db 关联的 lnx_host 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的主页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然后选择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 lnx_host。

3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查看与 ora_db 关联的 vxfs_fs 和 vxvm_vol 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的主页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然后选择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以找到
ora_db。

3

单击“Volumes (卷)”选项卡。

4

在卷详细信息列表中，右键单击 vxvm_vol，然后选择“Performance (性
能)”。

查看与 ora_db 关联的 xiv_disk1 或 xiv_disk2 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的主页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然后选择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以找到
ora_db。

3

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

4

在磁盘详细信息列表中，右键单击 xiv_disk1 或 xiv_disk2，然后选择
“Performance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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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 ora_db 关联的阵列端口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的主页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 IBM XIV 磁盘阵列。

3

依次展开磁盘阵列和“Array Ports (阵列端口)”以找到与 ora_db 关联的阵列
端口。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xiv_disk1 的性能图表

xiv_disk2 的性能图表

在 xiv_disk1 或 xiv_disk2 的性能图中，您会发现一个与 xiv_disk1 性能有关的问题。
xiv_disk1 的性能图显示平均读取延迟高于最佳值，读取字节数低于最佳值。
从性能图中，您发现了 xiv_disk1 的磁盘 I/O 速度慢的问题。此问题可能会对 ora_db
的性能造成不利影响。您必须查明造成 xiv_disk1 的磁盘 I/O 速度慢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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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明此具体问题，必须分析 xiv_disk1 的详细信息。查明导致此问题的原因可帮
助您在解决 ora_db 性能问题时做出适当的决策。
由于 xiv_disk1 和 xiv_disk2 是 IBM XIV 磁盘阵列的一部分，因此您可以借助 Storage
Insight Add-on 查看它们的详细信息。
注意：必须为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深层发现，才能查看 xiv_disk1 和 xiv_disk2
的详细信息。
有关管理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加载项安装使用指南》。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迁
移卷
典型的数据中心存储分配任务需要您在保持最佳存储利用率的同时，快速将存储分
配给多个主机。这些任务还包括迁移卷。利用 Storage Provisioning 和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可执行以下任务：
■

基于模板的存储置备：一种对数据中心内的所需主机置备存储（使用预定义的
配置）的有效方法。您可以通过卷或文件系统创建新存储模板，并使用该模板
在托管主机上置备存储。

■

迁移卷：您可以按主机、磁盘阵列或磁盘组迁移卷。迁移时，您可以指定所涉
及的存储对象的各种属性。例如，LUN 特性（完整或精简）、介质（SSD 或
HDD）、RAID 类型和目标布局（连续、条带）。

本主题概述了要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使用卷迁移功能（按主
机）所通常需要执行的步骤。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
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
的。
您还需要验证以下内容：
■

如果已设置用于创建快照的卷，请取消准备这些卷。

■

确保已在新的磁盘阵列上置备磁盘并已将这些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

确保已将这些磁盘阵列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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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机迁移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在左窗
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Migration (存储迁
移)”。

2

在“Actions (操作)”窗格中，单击“Migrate Volumes By Host (按主机迁移
卷)”。

3

在“Migrate Volumes By Host (按主机迁移卷)”向导中，指定迁移任务的名
称和说明，以便您可以跟踪任务状态。单击“Next (下一步)”。

4

选择主机，然后选择源磁盘阵列。单击“Next (下一步)”。

5

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阵列作为要将卷迁移至的目标。
在“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择 LUN 特性)”下，指定 LUN 要求。它
包括选择磁盘阵列供应商、LUN 类型（完整、精简或任意）、介质类型（SSD
或 HDD）、LUN 分类和复制状态。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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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要迁移的卷。验证源布局和目标布局。如果要更改目标布局，请双击卷，
然后在“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窗口中选择新布局。

您还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保持卷的路径数（默认）或设置最小路径数。

■

或者，在成功将卷迁移到目标磁盘阵列后选中用于删除原始卷的复选框。

单击“Next (下一步)”。

7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安排迁移的时间。

■

要立即运行，请选择“Run now (立即运行)”。
警告：在运行迁移之前，您可能希望查看由向导生成的“Impact Analysis
(影响分析)”报告。

70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示例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识别并减少存储浪费

单击“Next (下一步)”。

8

该向导将生成“Impact Analysis (影响分析)”报告。它提供与要迁移的卷关联
的对象的详细信息。
查看该报告，如果要返回并进行更改，则单击“Previous (上一步)”。否则，
单击“Finish (完成)”并关闭确认窗口。
调度迁移将在“Migration Status (By Schedule) (迁移状态 (按日程表))”选
项卡上列出。您可以在“Migration Status (By Volume) (迁移状态 (按卷))”
选项卡上检查特定卷的状态。

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识
别并减少存储浪费
在当今的 IT 环境中，主存储的压力与日俱增。随着应用程序变得更为复杂，其数据
日益增大，数据的存储时间也越来越长，以满足更严苛的保留要求。此数据可能包
括首席财务官 (CFO) 的电子表格、销售经理的 PowerPoint 以及 Oracle 数据库的存
档日志文件中的任何信息。
本节介绍以下用于减少存储浪费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功能，并
举例说明如何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实现这些功能。
表 3-2

用于减少存储浪费的功能

功能

可能的用途

精简回收

回收精简 LUN 上未使用的存储空间。

压缩

回收文件系统压缩的存储空间。
以下是适合进行压缩的数据：

重复数据删除

■

数据库存档日志

■

非结构化数据

回收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的存储空间。
以下是适合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
■

虚拟机引导映像文件（vmdk 文件）

■

用户主目录

■

具有多个文件副本的文件系统

各项功能以及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所需的步骤分别在单独的
用例中予以介绍。
请参见第 72 页的“回收精简存储 -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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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75 页的“压缩文件 - 示例”。
请参见第 79 页的“对文件系统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 示例”。

回收精简存储 - 示例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
台来深入了解并管理支持精简回收的设备。
精简置备是通过按需分配和回收存储来优化存储使用率的存储阵列功能。通过精简
置备，仅当需要存储时，阵列才会将可用存储池中的存储分配给应用程序。精简置
备可以解决可用阵列容量的利用不足问题。管理员无需评估应用程序需要多少存
储。通过精简置备，管理员即可将大量支持精简的 LUN 或支持精简回收的 LUN 置
备给主机。当应用程序写入数据时，会将阵列上可用池中的物理存储分配给精简置
备 LUN。
这两种类型的精简置备 LUN 支持精简或精简回收。这两种类型的 LUN 均支持根据
需要从可用池分配存储。例如，当文件系统创建或更改文件时分配存储。但是，如
果文件被删除，此存储将不会释放到可用池。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精简置备
LUN 可能变得非精简，因为文件系统开始包括数据删除时未使用的空间。支持精简
回收的 LUN 可解决此问题，并能够将用过的存储释放到可用存储池。此操作称为
精简存储回收。
支持精简回收的 LUN 不能自动执行回收。管理员可以以手动方式或使用调度回收
操作启动回收。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
现的以下对象的上下文中了解并管理精简回收：
■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使您可以为主机选择文件系统或磁盘并执行精简回
收。从关联的 LUN 中回收不再使用的空间并使其可用。

■

“Storage (存储)”透视图：使您可以从存储阵列中选择精简池并调度精简回收
或手动执行精简回收。精简池是阵列中专供精简 LUN 使用的设备集合。

请参见对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进行精简回收的要求。
回收精简存储的要求
回收精简存储的示例

回收精简存储的要求
要回收精简存储，需要具有受支持的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的托管主机。以下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支持精简回收：
■

UNIX/Linux：5.0 MP3 或更高版本

■

Windows：5.1 SP1 或更高版本

此外，存储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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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必须以精简可回收的形式对 Storage Foundation 可见。

■

对于 UNIX：LUN 必须是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
的一部分。

■

对于 Windows：LUN 必须是已装入 NTFS 文件系统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动态卷的一部分。

回收精简池不仅要求阵列支持精简回收功能，还要求 Storage Insight Add-on 配置
为发现磁盘阵列。

回收精简存储的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存储管理员将回收精简池中的存储。
管理员将执行以下过程来回收精简存储。
对精简池运行精简回收
注意：虽然未在本例中使用，但您还可以为所选主机选择文件系统或磁盘并执行精
简回收。
请参见第 304 页的“对文件系统或磁盘执行精简回收”。

识别要回收的精简池
您可以运行“Top Thin Pools for Reclamation (要回收的最优精简池)”报告来显示
可回收空间最多的 10 个精简池。
此报告具有以下要求：
■

Storage Foundation 6.0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9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 (VRTSsfmh) 版本 5 或更高版
本

您可以查看与磁盘阵列有关的此类信息，前提是对于这些磁盘阵列，用户至少具备
显式分配或继承自父组织的 Guest 角色。如果为用户组分配了“Storage (存储)”
透视图的角色，您也可以查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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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报告以识别要回收的精简池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Reports (报告)”。

2

显示“Storage Utilization (存储利用率)”类别之后，单击“Top Thin Pools
for Reclamation (要回收的最优精简池)”报告。

3

在“Select Scope to run report (选择要运行报告的作用域)”向导面板中，选
择报告的作用域，然后单击“Run (运行)”。

对精简池运行精简回收
您可以从所选存储阵列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精简池并调度精简回收或手动执行精简回
收。如果阵列支持精简池且为所选磁盘阵列配置了 Storage Insight Add-on，则可以
使用精简池。确保这些精简池中的 LUN 由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的主机占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磁盘阵列或“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对磁盘阵列的权限可以明确分配或从父组织继承。
对精简池调度精简回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在“Enclosures (磁盘阵列)”选项卡
上键入全部或部份磁盘阵列名称，以过滤磁盘阵列列表。双击表中的磁盘阵列
名称。磁盘阵列将在树中突出显示并展开。

3

在树中的所选磁盘阵列下，单击“Thin Pools (精简池)”。

4

在该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精简池，右键单击并选择“Schedule Reclamation
(调度回收)”。
或者，要在不调度回收的情况下手动运行回收，可以选择“Run Reclamation
(运行回收)”。

5

从选项中进行选择，以调度何时对所选精简池运行精简回收。
Frequency (频率)

选择“Once (一次)”、“Daily (每日)”、“Weekly
(每周)”或“Monthly (每月)”。

When (时间)

“When (时间)”区域中的选项随“Frequency (频率)”
选择而更改。对于“Weekly (每周)”，您可以选择
“Every weekday (每个工作日)”来调度星期一到星期
五，或选择一周中的特定几天。对于“Monthly (每
月)”，您可以将回收调度为每月的特定一天重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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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71 页的“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识别并减少存
储浪费”。

压缩文件 - 示例
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6.0 或更高版本，客户可以使用基于主机的压缩来优化现
有主存储。 在文件系统层启用压缩功能会导致存储节省，并避免使用通常与主压缩
关联的复杂且昂贵的设备。
无需任何应用程序更改，仅需最少的开销即可执行压缩。压缩不会修改文件元数
据，也不会更改 inode 编号或文件扩展名。写入后，压缩在带外执行。启用压缩之
后，目录和文件开始同时包含压缩数据块和未压缩数据块。此过程由文件系统自动
管理，并在下次扫描期间对未压缩数据进行压缩。
请参见第 30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文件压缩”。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启
用文件系统压缩并查看空间节省。
压缩的要求
压缩的用例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使用压缩的示例

压缩的要求
压缩具有以下要求：
■

Storage Foundation 6.0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9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 (VRTSsfmh) 版本 5 或更高版
本

压缩的用例
以下是文件压缩的一些用例：
■

■

非结构化数据
■

研究表明，90% 的用户创建的数据在创建后从未被访问。

■

法规限制增加导致存储期限变长。

Oracle 数据库存档日志
■

Oracle 最佳做法建议使用存档日志进行数据库恢复。

■

随着数据库的使用年限变长并严格用于读取，日志文件开始过时且一成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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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处理文件压缩及解压缩的程度是决定可以压缩哪些数据类型以及何时进行压缩
的主要衡量标准。压缩会消耗大量 CPU，应慎重考虑 CPU 负载。由于增加了 I/O，
从压缩文件进行读取可能还会导致性能下降。总的空间节省及压缩或解压缩所用的
时间因服务器类型、服务器负载、文件类型和压缩设置而异。下表显示了一些可能
的节省示例。
表 3-3

压缩节省

数据类型

平台

原始大小

节省

CPU 使用率

非结构化
（80,000 个文
件）

Solaris SPARC
10

5 GB

70%

1 个 CPU：6%

Oracle 存档日志 Linux RHES

4 个 CPU：20%
18 GB

60%

1 个 CPU：6%
4 个 CPU：20%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使用压缩的示
例
在本示例中，服务器管理员在用户主目录中具有大量很少使用的非结构化数据，将
使用压缩来节省存储空间。
有关从命令行对 Storage Foundation 使用压缩的示例，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本示例中使用了以下对象名称。
表 3-4

示例名称

对象

Name (名称)

主机

lnx_host

卷

vxvm_users

装入点（文件系统）

/home

管理员可执行以下过程来通过文件压缩减少存储浪费。
查找要压缩的目录的卷和装入点
添加压缩日程表
选择压缩目录
验证压缩节省的空间
要执行压缩操作，必须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具有调用压缩操
作的主机的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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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要压缩的目录的卷和装入点
要查找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目录，您必须能够按名称识别卷
和装入点（文件系统）。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
找主机的卷和装入点。
您还可以使用控制台菜单栏上的“Search (搜索)”搜索卷和装入点。
查找卷和装入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在“Hosts (主机)”选项卡上键入主机
的全部或部份名称，以过滤主机列表。例如，键入 lnx_host。双击表中的主机
名。主机将在树中突出显示并展开。

3

在树中的所选主机下，单击“Volumes (卷)”。

4

在“Volumes (卷)”选项卡上，过滤卷列表以查找卷。例如，键入
vxvm_users。

添加压缩日程表
选择日程表时间和持续时间时，请牢记，压缩是一个需要消耗大量 CPU 的过程。
添加压缩日程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查找卷和装入点。

2

右键单击将装入文件系统的卷，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3

单击“Compression (压缩)”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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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Add Schedule (添加日程表)”。

5

在“Compression Schedule (压缩日程表)”窗口中，指定压缩选项并单击
“OK (确定)”。
Frequency (频率)

选择“Daily (每日)”、“Weekly (每周)”或“Monthly
(每月)”。

When (时间)

“When (时间)”区域中的选项随“Frequency (频率)”
选择而更改。对于“Weekly (每周)”，您可以选择工作
日来调度星期一到星期五，或选择一周中的特定几天。
对于“Monthly (每月)”，您可以将压缩调度为每月的
特定一天重复发生。

Compression Duration (压
缩持续时间)

指定运行压缩进程所用的时间。如果在指定的持续时间
内未压缩所有目录，在下一次调度压缩运行时，该进程
会继续压缩剩余的目录。
例如，假设持续时间设置为一小时，并且为 10 个目录
启用压缩。一小时后，压缩了 9 个目录。压缩进程停
止。在下一次调度运行时，压缩进程会继续压缩第十个
目录。然后，该进程会从第一个目录重新开始，压缩自
上次运行以来添加的所有新文件。
默认：四小时

Number of CPUs to use for 指定要用于调度压缩运行的 CPU 数目。
compression (要用于压缩的
默认：主机可使用 50% 的 CPU，最多 4 个 CPU。
CPU 数目)

选择压缩目录
您可以选择用于选定文件系统的压缩目录。
选择压缩目录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查找卷和装入点。

2

右键单击将装入文件系统的卷，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3

单击“Compression (压缩)”选项卡。

4

选择或取消选择要为压缩启用或禁用的目录。例如，选择 /home 为压缩启用
/home 下的所有用户子目录。

5

单击“Apply (应用)”。
将在下一次调度压缩运行时压缩目录。如果要立即运行压缩，请单击
“Compress Now (立即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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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压缩节省的空间
压缩运行完成之后，您可以通过查看如“Compression (压缩)”选项卡上“Space
Saved (节省的空间)”所示的空间量来验证文件压缩的结果。
您还可以运行报告来查看文件压缩的最优节省。
查看由文件压缩提供的节省的报告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并在左窗
格中展开“Reports (报告)”。

2

显示“Storage Utilization (存储利用率)”类别之后，单击“Savings by File
System Compression (由文件系统压缩提供的节省)”报告。

3

在“Select Scope to run report (选择要运行报告的作用域)”向导面板中，选
择报告的作用域，然后单击“Run (运行)”。

请参见第 71 页的“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识别并减少存
储浪费”。

对文件系统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 示例
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6.0 和更高版本，客户可以使用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来
优化现有主节点存储。在文件系统层启用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可以节省存储空间，并
避免使用通常与文件重复数据删除关联的复杂而昂贵的设备。
在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时，无需进行任何应用程序更改，且开销非常小。重复数据删
除不会更改文件扩展名，允许用户和应用程序正常使用文件，而不会影响性能。
VxFS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的工作原理如下所述。它通过在整个文件系统中比较块来
清除数据使用的重复块。当重复数据删除功能找到重复块时，它会删除使用的空间
并创建指向通用块的指针。如果重复文件发生更改，而使得文件不再共享同一个
块，则发生更改的块将保存到磁盘，而不是指针。
有关重复数据删除工作原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12 页的“关于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
通过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
以启用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并查看空间节省。
重复数据删除的要求
重复数据删除的用例
使用重复数据删除的示例

重复数据删除的要求
重复数据删除有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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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 Foundation 6.0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9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 (VRTSsfmh) 6.0 或更高版本。

重复数据删除的用例
以下是适合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
■

虚拟机引导映像文件（vmdk 文件）

■

用户主目录

■

具有多个文件副本的文件系统

以下项可能不适合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因为它们几乎没有重复数据。
■

数据库

■

媒体文件，如 JPEG、MP3 和 MOV

使用重复数据删除的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存储管理员拥有设置用于在源控制系统中存储文档的多个副本的卷
和文件系统。
本示例中使用了以下对象名称。
示例名称

表 3-5
对象

Name (名称)

主机

lnx_host

卷

vxvm_source_control

装入点（文件系统）

/user_source

管理员执行以下过程，通过文件重复数据删除减少存储浪费。
找到要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目录的卷和装入点
实施重复数据删除
验证重复数据删除的结果
要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操作，必须对在其上调用重复数据删除操作的主机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具有管理权限。

找到要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目录的卷和装入点
要查找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目录，您必须能够按名称识别卷
和装入点（文件系统）。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
找主机的卷和装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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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使用控制台菜单栏上的“Search (搜索)”搜索卷和装入点。
查找卷和装入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在“Hosts (主机)”选项卡上键入主机
的全部或部份名称，以过滤主机列表。例如，键入 lnx_host。双击表中的主机
名。主机将在树中突出显示并展开。

3

在树中的所选主机下，单击“Volumes (卷)”。

4

在“Volumes (卷)”选项卡上，过滤卷列表以查找卷。例如，键入
vxvm_source_control。

实施重复数据删除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您可以对选定文件系统实施重复数据
删除。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也可以设置日程表。
对文件系统实施重复数据删除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查找卷和装入点。例如，找到 vxvm_source
control (/user_source)。

2

右键单击将装入文件系统的卷，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3

单击“Deduplication (重复数据删除)”选项卡。

4

单击“Configure (配置)”。

5

在“Configure Deduplication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窗口中，您可以自定义
以下选项：
Enabled (已启用)

如果清除该复选框，则禁用重复数据删除操作。如
果要稍后启用它，请返回到此窗口。

Data Usage (数据使用情况)

允许您根据数据类型和对数据库可用的空间量优化
数据库的大小。为数据选择的块越小，数据库需要
的空间就越大。配置完成后，此参数无法进行更
改，除非取消配置数据库再重新配置它。
对于大多数数据，Veritas 建议使用默认值“Other
(16k) (其他 (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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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设置重复数据删除的日程表，请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Commit on run number (按运行
次数提交)

重复数据删除进程会在清除重复数据之前对数据进
行扫描并采集指纹。您可以安排重复数据删除进程
在每次运行时清除重复数据（默认值为 1），或者
按指定的运行次数清除重复数据。在不执行重复数
据删除的时间内，重复数据删除运行仅更新数据库
中的指纹。

Weekday Schedule (工作日日程
表)

您可以选择一周中的某一天运行，也可以安排每天
运行。
Veritas 建议在系统活动不太繁忙时安排重复数据
删除，以免干扰常规的系统工作量。

Hours (小时)

7

安排重复数据删除开始运行的时间。

单击“Finish (完成)”。重复数据删除配置设置了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当消
息显示配置完成时，单击“Close (关闭)”。

8

如果要立即运行重复数据删除，而不等待调度时间，请单击“Scan Now (立即
扫描)”。单击“Yes (是)”确认要开始重复数据删除。开始后，您可以关闭窗
口。操作将在后台运行。

验证重复数据删除的结果
可以在“Deduplication (重复数据删除)”选项卡上验证特定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
删除的结果。
可以在“Space Saved (节省的空间)”字段中查看最新的节省。还可以在“Space
Saved History (节省的空间的历史记录)”下查看一段时间的节省。要更改时间段，
请从“Duration (持续时间)”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然后单击“Apply (应用)”。
还可以运行报告以查看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的最优节省。
运行有关由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提供的节省的报告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并在左窗
格中展开“Reports (报告)”。

2

如果已显示“Storage Utilization (存储利用率)”类别，请单击“Savings by
File System Deduplication (由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提供的节省)”报告。

3

在“Select Scope to run report (选择要运行报告的作用域)”向导面板中，选
择报告的作用域，然后单击“Run (运行)”。

请参见第 71 页的“示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识别并减少存
储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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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

4. 管理用户访问

■

5. 设置故障监视

■

6. 使用报告

2

4
管理用户访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创建组织

■

修改组织的名称

■

删除组织

■

在透视图中将对象移到组织中

■

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限

■

修改在透视图中为“Organization (组织)”上的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

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除为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

修改在透视图中为对象上的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

验证域中的用户组

■

查看权限信息

■

查看在透视图、在组织或在对象上分配的权限

创建组织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在透视图内对对象进行分组，从而形成组
织。在一个透视图中定义的组织在另一个透视图中不可用。表 4-1 列出了每个透视
图中可以组合起来形成组织的对象。
表 4-1

用于创建组织的对象

透视图

对象

Server (服务器)

主机

管理用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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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图

对象

Availability (可用性)

群集

Storage (存储)

磁盘阵列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虚拟化服务器

可以在数据中心内创建多个组织。还可以创建多个嵌套组织。
如果根据规则创建组织，则在规则创建后，该规则适用于添加到该域中的所有新对
象。例如，如果为所有 Windows 主机创建一个组织，则当一个新的 Windows 主机
添加到域中时，该主机会包含在该组织中。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要在其中创建组织的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创建组织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选择“Create Organization (创建组
织)”。要创建一个嵌套组织，请右键单击父组织。

3

在“Create Organization (创建组织)”向导面板中，输入组织的名称，然后选
择一个方法将对象添加到组织。
请参见第 86 页的“用于选择向组织中添加对象的方法的”。

4

如果选择“Empty Organization (空组织)”，请单击“Finish (完成)”。

5

如果选择“Assign Hosts to Organization (向组织分配主机)”，请选择对象，
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86 页的““Create Organization - Select (创建组织 - 选择)”面板的选
项”。

6

如果选择“Assign Hosts to Organization Based on Rule (基于规则向组织
分配主机)”，请创建规则以选择对象，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87 页的““Create Organization - Based on a rule (创建组织 - 基于规
则)”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89 页的“修改组织的名称”。
请参见第 90 页的“在透视图中将对象移到组织中”。
请参见第 91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限”。
请参见第 92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除为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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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选择向组织中添加对象的方法的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用于向组织添加对象的方法。
如果您要在透视图中创建空的组织，选择“Empty Organization (空组织)”。
或者，您可以选择以下方法之一，具体取决于您要在哪个透视图中创建组织。
表 4-2

用于选择向组织中添加对象的方法的“Create Organization (创
建组织)”面板的选项

透视图

选择选项

Server (服务器)

选择“Assign Hosts to Organization (向组
织分配主机)”或“Assign Hosts to
Organization Based on Rule (基于规则向组
织分配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

选择“Assign Clusters to Organization (向
组织分配群集)”或“Assign Clusters to
Organization Based on Rule (基于规则向组
织分配群集)”。
选择“Assign enclosures to Organization

Storage (存储)

(向组织分配磁盘阵列)”或“Assign
enclosures to Organization Based on Rule
(基于规则向组织分配磁盘阵列)”。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选择“Assign Virtualization Servers to
Organization (向组织分配虚拟化服务器)”
或“Assign Virtualization Servers to
Organization Based on Rule (基于规则向组
织分配虚拟化服务器)”。

请参见第 84 页的“创建组织”。

“Create Organization - Select (创建组织 - 选择)”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将哪些对象添加到组织中。
表 4-3

用于在透视图中选择对象的“Create Organization (创建组织)”
面板的选项

透视图

操作

Server (服务器)

选择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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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图

操作

Availability (可用性)

选择群集。

Storage (存储)

选择磁盘阵列。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选择虚拟化服务器。

请参见第 84 页的“创建组织”。

“Create Organization - Based on a rule (创建组织 - 基于规则)”面
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创建用于选择将哪些对象添加到组织的规则。
表 4-4

用于创建规则以选择对象的“Create Organization (创建组织)”
面板的选项

Attribute (属性)

在透视图中显示列表属性。

Condition (情况)

选择一个条件，例如“Starts With (开始)”。

Value (值)

输入值。值字符串不区分大小写。

Add (添加)

单击将添加另一个搜索条件。

Remove (删除)

单击将删除搜索条件。

Operator (操作员)

选择对新的搜索条件是使用AND 还是 OR 运
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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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用于在透视图中选择属性的“Create Organization (创建组织)”
面板的选项

透视图

属性

Server (服务器)

■

Architecture (体系结构)

■

群集

■

IP address (IP 地址)

■

MH 版本

■

名称

■

操作系统版本

■

平台

■

SF 版本

■

状态

■

VCS 版本

■

情况

■

主机数

■

名称

■

平台

■

状态

■

子类型

■

版本

■

情况

■

IP address (IP 地址)

■

名称

■

产品

■

序列号

■

类型

■

供应商

■

群集

■

名称

■

服务器类型

■

SF 版本

■

状态

Availability (可用性)

Storage (存储)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注意：除预定义的属性外，为对象定义的扩展属性显示在“Attributes (属性)”下
拉列表中。
请参见第 84 页的“创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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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组织的名称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修改透视图中现有组织的名称。还可以删除
属于组织的对象。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修改组织的名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组织并选择“Modify (修改)”。

3

在“Modify Organization (修改组织)”面板中输入一个新名称，删除对象，
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89 页的““Modify Organization (修改组织)”面板的选项”。

4

在“Modify Organization - Result (修改组织 - 结果)”面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84 页的“创建组织”。
请参见第 90 页的“删除组织”。

“Modify Organization (修改组织)”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修改组织的名称。
您还可以从组织中删除对象。
表 4-6

用于修改组织中对象的“修改组织”面板的选项

透视图

操作

Server (服务器)

删除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

删除群集。

Storage (存储)

删除磁盘阵列。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删除虚拟化服务器。

请参见第 89 页的“修改组织的名称”。

89

管理用户访问
删除组织

删除组织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删除透视图中现有的组织。只有当组织是空
时才能删除。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删除组织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组织并选择“Delete (删除)”。

3

在“Delete Organization (删除组织)”面板中单击“Yes (是)”。

4

在“Delete Organization - Result (删除组织 - 结果)”面板中单击“Close (关
闭)”。

请参见第 84 页的“创建组织”。
请参见第 89 页的“修改组织的名称”。

在透视图中将对象移到组织中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透视图中将对象从“Uncategorized (未分
类)”文件夹移到组织中。表 4-7 列出每张透视图中可以分组到组织中的对象。
表 4-7

透视图和对象

透视图

对象

Server (服务器)

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

群集

Storage (存储)

磁盘阵列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虚拟化服务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在透视图中将对象移到组织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Uncategorized (未分类)”以选择对象。

3

右键单击对象并选择“Move To (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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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Organize (组织)”面板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对象的组织。单击“OK (确定)”。

5

在“Organize - Result (组织 - 结果)”面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84 页的“创建组织”。
请参见第 89 页的“修改组织的名称”。

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
配权限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利用轻量型目录访问协议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AD) 中存在的现有用户组，或者本机操作系统（Windows 和 UNIX/Linux）
中的身份验证机制。可以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
限（如 Admin 或 Guest）。只能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中分配 Operator
角色。具有 Operator 角色的用户组可以执行诸如使服务组联机或脱机、冻结或取消
冻结服务组或者运行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等操作。
用户组名称区分大小写。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转到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组织，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3

在“Permissions (权限)”选项卡的“Add Permission (添加权限)”下，单击
“Select user group (选择用户组)”。

4

在“Select user group (选择用户组)”面板中，选择域，然后输入用户组的名
称。

5

依次单击“Validate user group (验证用户组)”、“OK (确定)”。

6

在“Add Permission (添加权限)”下，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角色。单击“Add
(添加)”。

7

在“Success (成功)”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92 页的“修改在透视图中为“Organization (组织)”上的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请参见第 92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除为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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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在透视图中为“Organization (组织)”上的用户
组分配的权限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利用 Active Directory 或本机操作系统（如
Windows 或 UNIX/Linux）中存在的现有用户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修改在透视图中为“Organization (组织)”上的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组织，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3

在“Permissions (权限)”选项卡中，右键单击用户组，然后选择“Modify
Role (修改角色)”。

4

在“Modify Role (修改角色)”面板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角色，然后单击“OK
(确定)”。

5

在“Modify Role (修改角色)”面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91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限”。
请参见第 92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除为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除为用户
组分配的权限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
除为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除为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组织，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3

在“Permissions (权限)”选项卡中，右键单击用户组，然后选择“Delete (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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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Delete (删除)”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5

在“Delete (删除)”面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91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限”。
请参见第 92 页的“修改在透视图中为“Organization (组织)”上的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修改在透视图中为对象上的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组织中的对象会继承分配给该组织的权限。要将权限专门分配给对象上的用户组，
则需要修改继承的权限。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组织或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修改在透视图中为对象上的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展开
“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以查找对象。

3

右键单击对象，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在“Permissions (权限)”选项卡中，右键单击用户组，然后选择“Modify
Role (修改角色)”。

5

在“Modify Role (修改角色)”面板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角色，然后单击“OK
(确定)”。

6

在“Modify Role (修改角色)”面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91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限”。

验证域中的用户组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时，您可以验证域中的用户组。
用户组名称区分大小写。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验证域中的用户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Settings (设置)”，然后单击“Security (安全)”。

■

单击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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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组织或组织中的对象，然后选择
“Properties (属性)”。

2

单击“Permissions (权限)”选项卡。

3

右键单击用户组，然后选择“Verify (验证)”。

4

在“Verify user group (验证用户组)”面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91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限”。

查看权限信息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查看权限信息。您可以查看下列详细信息：
Name (名称)

显示分配了权限的透视图、组织和对象的名称。

Type (类型)

显示对象的类型，例如主机、群集、服务组、磁盘阵列或虚拟化服
务器。
如果分配了对透视图的权限，则类型列显示“Perspective (透视
图)”，如果分配了对组织的权限，则类型列显示“Organization
(组织)”。

Perspective (透视图)

显示对象或组织所属的透视图名称。
此列仅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中显示。

User group (用户组)

显示用户组的名称。

Role (角色)

显示分配给用户组的角色类型。

在透视图中，您只能查看至少具有 Guest 角色（显式分配或从父组织继承）的对象
的信息。如果为用户组分配了透视图的角色，您也可以查看信息。
如果多个用户组拥有对同一个组织的权限，可以使用“Show only my user groups
(只显示我的用户组)”来过滤列表。 您只能删除分配给您用户组的权限。
如果您的用户组对透视图至少分配了 Guest 角色，您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权限信息
◆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转到透视图，然后选择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选择“Show Permissions (显示权限)”。

■

单击“Settings (设置)”，然后单击“Show Permissions (显示权限)”。

请参见第 91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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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93 页的“修改在透视图中为对象上的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请参见第 95 页的“查看在透视图、在组织或在对象上分配的权限”。

查看在透视图、在组织或在对象上分配的权限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分配给透视图、组织或组织中的对象
的权限。
■

■

您可以查看下列详细信息：
User group (用户组)

显示用户组的名称。

Role (角色)

显示分配给用户组的角色类型。

如果多个用户组在同一个透视图、组织或对象上拥有权限，您可以使用“Show
only my user groups (仅显示我的用户组)”筛选列表。您只能删除分配给您用
户组的权限。

您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下列任务：
■

分配权限。

■

修改权限。

■

删除权限。

■

验证用户组。

注意：组织内的对象会继承分配给父组织的权限。在对象上，您只能修改权限。
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透视图或组织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则可以查看此信
息。
查看在透视图、组织或对象上分配的权限
◆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Settings (设置)”，然后单击“Security (安全)”。
单击“Permissions (权限)”选项卡，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透视图，
查看该透视图的权限信息。

■

单击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组织或组织中的对象，选择
“Properties (属性)”，然后单击“Permissions (权限)”选项卡。

请参见第 91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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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在透视图、在组织或在对象上分配的权限

请参见第 93 页的“修改在透视图中为对象上的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请参见第 93 页的“验证域中的用户组”。
请参见第 92 页的“在透视图内的“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除为用户组分配的权限”。
请参见第 94 页的“查看权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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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警报和规则

■

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

在透视图中编辑规则

■

在透视图中删除规则

■

在透视图中启用规则

■

在透视图中禁用规则

■

关于故障和风险

■

在透视图中抑制故障

■

还原透视图中已抑制的故障

关于警报和规则
数据中心管理员需要管理数据中心内的资源情况。管理员通常定义自定义规则，指
定哪些条件将生成警报，在检测到警报时应该发生哪些操作，以及哪些操作生成哪
种类型的警报严重性。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创建和维护有关警
报的规则。
通过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查看警报日志，可以监视数据中心的故障状
态和性能信息。
您可以查看数据中心内警报的以下信息：
■

有关警报的信息。

■

警报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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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警报的时间。

警报严重性级别：
■

Critical (严重)

■

Warning (警告)

■

Information (参考)

可以创建警报规则以接收有关事件和情况的警告，如已停止复制或存储容量、已启
用或禁用 I/O 路径、出现故障的群集等。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当符合警报条件时，您可以指定启动以下某种
操作：
■

发送电子邮件。对于某些警报条件，操作员可能希望发送电子邮件，向关键人
员通知该情况。您可以指定要向其发送警报通知的一个或多个电子邮件地址。
注意：在设置警报的电子邮件通知前，您必须提供 SMTP 设置的详细信息。

■

发送 SNMP 陷阱通知。不轮询某些对象。在事件发生时，这些对象会将陷阱或
未经请求的异步 SNMP 邮件发送到服务器。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用来监视环境中对象的某些规则依赖于基于 SNMP 陷阱的邮件。
注意：您必须配置接收警报通知的 SNMP 陷阱设置。

■

运行自定义脚本。可以上传可在规则指定的警报条件出现时运行的自定义脚本。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创建规则以基于警报条件触发各种操作。
除了从规则选项创建规则外，还可以从所选故障和警报创建规则。
您可以选择在“Data Center (数据中心)”或组织上创建规则。
要在“Data Center (数据中心)”上创建规则，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要在“Organization (组织)”上创建规则，必须在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98

设置故障监视
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注意：使用这种方式创建的规则将应用到一个或多个所选组织。 可以为数据中心
（全局组织）或数据中心内的一个或多个组织。
向导中为规则创建列出的故障主题与透视图相关。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
中，为规则创建列出的故障主题包括所有的主机故障主题以及阵列和交换机故障主
题。规则可以触发电子邮件、SNMP 陷阱和/或自定义脚本(自定义脚本仅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中可用)。
有关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中创建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选择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选择“Create Rule (创建规
则)”。

3

■

右键单击组织，然后选择“Create Rule (创建规则)”。

■

单击“Rules (规则)”选项卡，然后在选项卡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或右键单
击现有规则。

在“Create Rule (创建规则)”向导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选择“This rule will be triggered for all faults of type: (将对以下类型的
所有故障触发此规则:)”，单击“Next (下一步)”并跳到 5。

■

选择“Enter the fault topics that will trigger the actions for this rule:
(输入将触发此规则的操作的故障主题:)”，输入以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的
故障定义，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跳到 5。

■

选择“Choose from a list of fault topics (从故障主题列表中选择)”，单
击“Next (下一步)”并跳到 4。

请参见第 100 页的““Create Rule - Select the type of fault conditions to trigger
this rule (创建规则 - 选择用于触发此规则的故障条件的类型)”面板的选项 ”。

4

在“Create Rule - Select one or more fault topics which will trigger this
rule (创建规则 - 选择一个或多个将触发此规则的故障主题)”向导面板中，选
择故障主题，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01 页的““Create Rule - Select one or more fault topics which will
trigger this rule (创建规则 - 选择一个或多个将触发此规则的故障主题)”面板的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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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Create Rule - Select organizations (创建规则 - 选择组织)”面板中，选
择一个或多个组织，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01 页的““Create Rule - Select organizations (创建规则 - 选择组织)”
面板的选项”。

6

在“Create Rule - Setup notifications (创建规则 - 设置通知)”面板中，输入
所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02 页的““Create Rule - Setup notifications (创建规则 - 设置通知)”面
板的选项”。

7

在“Create Rule - Enter name and description (创建规则 - 输入名称和说
明)”面板中，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103 页的““Create Rule - Enter name and description (创建规则 - 输入
名称和说明)”面板的选项”。

8

在“Create Rule - Result (创建规则 -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创建规
则，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97 页的“关于警报和规则”。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在透视图中编辑规则”。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删除规则”。

“Create Rule - Select the type of fault conditions to trigger this rule
(创建规则 - 选择用于触发此规则的故障条件的类型)”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选择触发警报的故障条件类型。
表 5-1 列出了可选择用于创建规则的选项。
表 5-1

字段

“Create Rule - Select the type of fault conditions to trigger this
rule (创建规则 - 选择用于触发此规则的故障条件的类型)”的选项
说明

This rule will be triggered for all faults of 选择此选项可为所选类型的任何故障触发规
type: (将对以下类型的所有故障触发此规则:) 则。
可以选择以下类型的故障：
■

故障

■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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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Enter the fault topics that will trigger the
actions for this rule: (输入将触发此规则的
操作的故障主题:)

选择此选项可在指定故障出现时触发规则。
可以输入故障的名称。使用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多个条目。
输入 event.alert.vom 可查看故障主题的列
表。可以从该列表中选择一个故障主题。
使用通配符 (*) 可选择多个故障。 例如，您可
以输入 event.alert.vom.vm.* 选择虚拟机上
的所有故障。

Choose from a list of fault topics (从故障
主题列表中选择)

选择此选项可从现有故障定义的列表中选择。
列出的故障主题是与在其中创建规则的透视
图相关的主题。 如果您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Settings (设置)”）中创建
规则，则列表包括所有的主机故障主题以及
阵列和交换机故障主题。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Create Rule - Select one or more fault topics which will trigger this
rule (创建规则 - 选择一个或多个将触发此规则的故障主题)”面板的
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选择将触发该规则的故障主题。
列出的故障主题是与在其中创建规则的透视图相关的主题。 如果您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Settings (设置)”）中创建规则，则列表包括所有的主机故障主
题以及阵列和交换机故障主题。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Create Rule - Select organizations (创建规则 - 选择组织)”面板的
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选择要将规则应用到的组织。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可将规则应用到数据中心。或者选择组织。
选择组织时，将选择所有子组织。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时，将选择所有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所
有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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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Rule - Setup notifications (创建规则 - 设置通知)”面板的
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警报设置通知。
表 5-2 列出了用于设置通知的选项。
表 5-2

“Create Rule - Set up notifications (创建规则 - 设置通知)”的选
项

字段

说明

Email (电子邮件)

选择此选项可在规则指定的故障条件出现时
设置电子邮件通知。

SNMP Trap (SNMP 陷阱)

选择此选项可在规则指定的警报条件出现时
发送 SNMP 陷阱。
如果未配置 SNMP 陷阱设置，将禁用此选项。
要配置 SNMP 陷阱设置，

Custom script (自定义脚本)

选择此选项可在规则指定的警报条件出现时
运行自定义脚本。

注意：只有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中
创建规则，才能运行自定义脚本。

必须至少为您创建的规则设置一种通知类型，否则将无法启用该规则。
表 5-3

通知选项

字段

说明

Email (电子邮件)：To (收件人)

输入要接收通知的一个或多个用户的电子邮
件地址。
使用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多个条目。例如：
123@example.com, 456@example.com

Send email as daily digest (以每日摘要方
式发送电子邮件)

选择此选项将以每日摘要方式发送电子邮件
通知。
所有警报通知都将被汇总到一封电子邮件中，
并每日发送给预订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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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Custom script (自定义脚本)

浏览自定义脚本文件并上传该文件。
只能上传以下类型的脚本：
■

Perl (.pl)

■

Shell (.sh)

■

Batch (.bat)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Create Rule - Enter name and description (创建规则 - 输入名称和
说明)”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向警报规则分配名称和说明。
表 5-4

“Create Rule - Enter name and description (创建规则 - 输入名
称和说明)”的选项

字段

说明

Rule Name (规则名称)

输入规则的名称。最大长度限于 255 个字符。
示例：重新启动已停止的 ABC 程序。

Description (说明)

输入此规则的说明。说明应包括规则的用途。
最大长度限于 255 个字符。
示例：在 ABC 程序生成服务已停止警报时，
运行重新启动程序脚本并将警报发送到 SNMP
陷阱控制台。

Enable (启用)

清除此选项可禁用规则。
启用后的规则将监视已定义的条件的警报。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在透视图中编辑规则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编辑规则。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或与该规则关联的所有 Organization (组织) 上为用户
组分配 Admin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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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视图中编辑规则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选择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单击“Rules (规则)”选项卡。

3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右键单击规则，然后选择“Edit (编辑)”。

4

在“Edit Rule (编辑规则)”向导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选择“This rule will be trigger for all faults of type: (将对该类型的所有
故障触发此规则:)”，单击“Next (下一步)”并跳到 5。

■

选择“Enter the fault topics that will trigger the actions for this rule:
(输入将触发此规则的操作的故障主题:)”，输入以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的
故障定义，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跳到 5。

■

选择“Choose from a list of fault topics (从故障主题列表中选择)”，单
击“Next (下一步)”并跳到 6。

请参见第 105 页的““Edit Rule - Select the type of fault condition to trigger this
rule (编辑规则 - 选择用于触发此规则的故障条件的类型)”面板的选项 ”。

5

在“Edit Rule - Select one or more fault topics which will trigger this rule
(编辑规则 - 选择一个或多个将触发此规则的故障主题)”向导面板中，选择故
障主题，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06 页的““Edit Rule - Select one or more fault topics which will trigger
this rule (编辑规则 - 选择一个或多个将触发此规则的故障主题)”面板的选项”。

6

在“Edit Rule - Select organizations (编辑规则 - 选择组织)”面板中，选择
组织，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06 页的““Edit Rule - Select organization (编辑规则 - 选择组织)”面板
的选项”。

7

在“Edit Rule - Setup notifications (编辑规则 - 设置通知)”面板中，输入所
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06 页的““Edit Rule - Setup notifications (编辑规则 - 设置通知)”面板
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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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Edit Rule - Enter name and description (编辑规则 - 输入名称和说明)”
面板中，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107 页的““Edit Rule - Enter name and description (编辑规则 - 输入名
称和说明)”面板的选项”。

9

在“Edit Rule - Result (编辑规则 -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创建规
则，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97 页的“关于警报和规则”。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删除规则”。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在透视图中启用规则”。

“Edit Rule - Select the type of fault condition to trigger this rule (编
辑规则 - 选择用于触发此规则的故障条件的类型)”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选择用于触发警报的故障条件的类型。
表 5-5 列出了可选择用于创建规则的选项。
表 5-5

Edit Rule - Select the type of fault condition to trigger this rule
(编辑规则 - 选择用于触发此规则的故障条件的类型)

字段

说明

This rule will be triggered for all faults of 选择此选项可为所选类型的任何故障触发规
type: (将对以下类型的所有故障触发此规则:) 则。
可以选择以下类型的故障：
■

故障

■

风险

Enter the fault topics that will trigger the 选择此选项可在指定故障出现时触发规则。
actions for this rule separated by (,) or (;): 可以输入故障的名称。使用逗号 (,) 或分号 (;)
(输入将触发此规则的操作且由 (,) 或 (;) 分隔 分隔多个条目。
的故障主题:)
输入 event.alert.vom 可查看故障主题的列
表。可以从该列表中选择一个故障主题。
使用通配符 (*) 可选择多个故障。例如，您可
以输入 event.alert.vom.vm.* 选择 VxVM 卷
上的所有故障。
Choose from a list of fault topics (从故障
主题列表中选择)

选择此选项可从现有故障定义的列表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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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03 页的“在透视图中编辑规则”。

“Edit Rule - Select one or more fault topics which will trigger this
rule (编辑规则 - 选择一个或多个将触发此规则的故障主题)”面板的
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选择将触发该规则的故障主题。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在透视图中编辑规则”。

“Edit Rule - Select organization (编辑规则 - 选择组织)”面板的选
项
使用此面板可选择要将警报规则应用到的组织。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可将规则应用到数据中心。或者选择组织。
选择组织时，将选择所有子组织。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时，将选择所有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所
有组织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在透视图中编辑规则”。

“Edit Rule - Setup notifications (编辑规则 - 设置通知)”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警报设置通知。
表 5-6 列出了用于设置通知的选项。
表 5-6

用于设置通知的“编辑规则”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mail (电子邮件)

选择此选项可在警报规则指定的故障条件出
现时设置电子邮件通知。

SNMP Trap (SNMP 陷阱)

选择此选项可在警报规则指定的警报条件出
现时发送 SNMP 陷阱。
如果未配置 SNMP 陷阱设置，将禁用此选项。
要配置 SNMP 陷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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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Custom script (自定义脚本)

选择此选项可在规则指定的警报条件出现时
运行自定义脚本。

注意：只有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中
编辑规则，才能运行自定义脚本。

必须至少为您创建的规则设置一种通知类型。
表 5-7

通知选项

字段

说明

Email (电子邮件)：To (收件人)

输入要接收通知的一个或多个用户的电子邮
件地址。
使用逗号 (,) 分隔多个条目。例如：
123@example.com, 456@example.com

Send email as daily digest (以每日摘要方
式发送电子邮件)

选择此选项将以每日摘要方式发送电子邮件
通知。
所有警报通知都将被汇总到一封电子邮件中，
并每日发送给预订用户。

Custom script (自定义脚本)

浏览自定义脚本文件并上传该文件。
只能上传以下类型的脚本：
■

Perl (.pl)

■

Shell (.sh)

■

Batch (.bat)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在透视图中编辑规则”。

“Edit Rule - Enter name and description (编辑规则 - 输入名称和说
明)”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向警报规则分配名称和说明。
表 5-8

Edit Rule - Description (编辑规则 - 说明)

字段

说明

Rule Name (规则名称)

编辑规则的名称。最大长度限于 255 个字符。
示例：重新启动已停止的 ABC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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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Description (说明)

编辑此规则的说明。说明应包括规则的用途。
最大长度限于 255 个字符。
示例：在 ABC 程序生成服务已停止警报时，
运行重新启动程序脚本并将警报发送到 SNMP
陷阱控制台。

Enable (启用)

清除此选项可禁用规则。
启用后的规则将监视已定义的条件的警报。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在透视图中编辑规则”。

在透视图中删除规则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规则。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在透视图中删除规则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选择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单击“Rules (规则)”选项卡。

3

右键单击规则，然后选择“Delete (删除)”。

4

在“Delete Rule (删除规则)”向导面板中，查看信息，然后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08 页的““Delete Rule (删除规则)”面板的选项”。

5

在“Delete Rule - Result (删除规则 -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在透视图中启用规则”。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在透视图中禁用规则”。

“Delete Rule (删除规则)”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删除现有规则。已删除的规则不能再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生成 SNMP
陷阱或者执行自定义脚本来响应警报。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删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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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视图中启用规则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启用处于禁用状态的规则。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在透视图中启用规则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选择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单击“Rules (规则)”选项卡。

3

右键单击规则，然后选择“Enable (启用)”。

4

在“Enable Rule (启用规则)”向导面板中，查看信息，然后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09 页的““Enable Rule (启用规则)”面板的选项”。

5

在“Enable Rule - Result (启用规则 -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在透视图中禁用规则”。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Enable Rule (启用规则)”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启用处于禁用状态的规则。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在透视图中启用规则”。

在透视图中禁用规则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禁用处于启用状态的规则。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在透视图中禁用规则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选择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单击“Rules (规则)”选项卡。

3

右键单击规则，然后选择“Disable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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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Disable Rule (禁用规则)”向导面板中，查看信息，然后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10 页的““Disable Rule (禁用规则)”面板的选项”。

5

在“Disable Rule - Result (禁用规则 -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在透视图中启用规则”。

“Disable Rule (禁用规则)”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禁用处于启用状态的规则。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在透视图中禁用规则”。

关于故障和风险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以在用户界面中查看其在多个级别管
理的数据中心中的所有可能问题。您可以监视受管资源的故障状态和可能风险。
您可以查看系统标识的故障条件及其对应实体和受到影响的来源。您可以通过制定
用于触发特定操作以响应警报条件的规则，自动处理错误。您也可以抑制特定持续
时间的故障。
您可以查看数据中心内故障的以下信息：
■

数据中心内受管对象（应用程序、存储磁盘阵列、主机、群集等）的情况。

■

故障的来源。

■

出现故障的时间。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在透视图中抑制故障”。
请参见第 112 页的“还原透视图中已抑制的故障”。

在透视图中抑制故障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抑制一个或多个故障。要抑制故障，可以选择以下各项之一：
■

Temporarily hide the fault (暂时隐藏故障)。

■

Disable the fault for the affected fault sources (对受影响故障源禁用故障)。

■

Disable all the faults for the affected fault sources (对受影响的故障源禁用所有
故障)。

对于所有这些选项，您可以指定使故障保持抑制状态的日期和时间，也可以永久抑
制故障。

110

设置故障监视
在透视图中抑制故障

如果在多个透视图之间共享故障，则该故障将在所有透视图中处于抑制状态。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组织或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抑制故障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选择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单击“Faults (故障)”选项卡。

4

右键单击故障，然后选择“Suppress Faults (抑制故障)”。

5

在“Suppress Faults (抑制故障)”向导面板中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11 页的““Suppress Faults (抑制故障)”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12 页的“还原透视图中已抑制的故障”。

“Suppress Faults (抑制故障)”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抑制故障。您可以暂时
或永久隐藏或禁用故障。可以针对特定的对象禁用故障；但是，故障定义对于其他
对象仍被视为有效。
对于所有这些选项，您可以指定使故障保持抑制状态的日期和时间，也可以永久抑
制故障。
表 5-9

“Suppress Faults (抑制故障)”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Hide the selected fault(s). Show again if
the problem reoccurs. (隐藏所选故障。问
题重新出现时再次显示)。

选择此选项可暂时隐藏所选故障。这实质上
是隐藏了故障的当前实例。当此故障被检测
到时会再次显示出来。

Disable the selected fault(s) for the
选择此选项可对受影响的故障源禁用故障。
affected fault sources (对受影响故障源禁用
选定故障)
Disable all fault(s) for the affected fault
sources (对受影响故障源禁用所有故障)

选择此选项可对受影响的故障源禁用所有故
障。

Hide or disable forever (永久隐藏或禁用)

选择此选项可隐藏故障，无需指定任何时间
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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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Hide or disable until (隐藏或禁用至以下时
间)

您可以指定一个日期，在此日期之前，故障
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在此日期之后，该故障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
将再次视为处于活动状态。

Reason for hiding or disabling (隐藏或禁
用的原因)

提供故障被抑制的原因。最多可以输入 254
个字符用作说明。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在透视图中抑制故障”。

还原透视图中已抑制的故障
您可以还原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抑制的故障。
抑制故障时，应设置一个日期，在此之前故障处于抑制状态。在指定的日期之后，
此故障在系统中会再次视为处于活动状态。但是，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还提供了选项让您在该设置日期之前激活故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组织或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还原透视图中抑制的故障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选择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单击“Faults (故障)”选项卡。

4

右键单击已抑制的故障，然后选择“Restore Faults (还原故障)”。

5

在“Restore Faults (还原故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在透视图中抑制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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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报告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报告

■

关于使用报告

■

运行报告

■

保存报告

■

预订报告

■

编辑报告预订

■

删除报告预订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

在透视图中查看我的报告预订

■

在透视图中查看所有报告预订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报告

关于报告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您可以出于各种目的生成各种报告。
以下是对报告进行分组所依据的几大类：
■

Storage Utilization (存储利用率)
“Storage Utilization (存储利用率)”类别报告提供了有关各种资源（如文件系
统、精简池、磁盘阵列、阵列卷等）的利用率的信息。例如，“Array Volume
Usage (阵列卷使用情况)”报告显示了跨所有磁盘阵列的阵列卷使用情况。
“Underutilized LUNs managed by Storage Foundation (Storage Foundation

使用报告
关于使用报告

所管理的利用不足的 LUN)”报告列出了 Storage Foundation 未充分利用其可用
容量的所有 LUN，而“Underutilized File Systems (利用不足的文件系统)”报
告列出了未充分利用其可用容量的文件系统。
■

Trend/Activity (趋势/活动)
“Trend/Activity (趋势/活动)”类别报告提供了有关指定持续时间内资源活动的
信息。例如，“Uptime Analysis (运行时间分析)”报告显示了选定服务组联机
的总时间。此外，此报告还总结了影响服务组的联机可用性的事件。

■

Inventory (清单)
“Inventory category (清单)”类别报告提供了有关数据中心内资源的各种详细
信息，如文件系统的装入点或群集的类型和当前状态等。例如，“All Cluster (所
有群集)”报告列出了数据中心内的所有群集，而“All Virtual Nodes (所有虚拟
节点)”报告列出了数据中心内发现的所有虚拟机。

“SFHA licensing (SFHA 许可)”报告分成三类，即例外、清单和调校。例外包括
“Hosts that need attention (需要注意的主机)”、“Hosts without SFHA Licenses
(无 SFHA 许可证的主机)”以及“Violated Deployment Policies (违反的部署策略)”
等报告。清单类别具有评估许可证、许可证生命周期和产品清单报告。调校含有按
SPVU、服务器、处理器和操作员系统层列出的部署相关报告。
报告范围可以界定为数据中心或透视图中的某个组织。属于趋势/活动类别的报告的
范围可以用时间表示。属于 SFHA 许可的报告的范围无法用时间表示或界定为数据
中心。
您可以每日、每周或每月订阅报告。通过输入多个电子邮件地址，您可以将报告发
给多个收件人。您也可以将报告另存为逗号分隔 (CSV) 文件。
注意：在报告中的数据量较大的情况下，您需要增加 JVM 虚拟内存限制才能正确
查看报告。可以通过更新 /var/opt/.VRTSsfmcs/conf/esmweb.cfg 文件中 Xmx
属性的值来更改此值。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使用报告”。
请参见第 115 页的“运行报告”。
请参见第 117 页的“保存报告”。
请参见第 118 页的“预订报告”。
请参见第 122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报告”。

关于使用报告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针对报告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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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报告。

■

订阅报告。

■

将报告另存为逗号分隔 (CSV) 文件。

■

通过电子邮件共享报告。

■

设置报告生成时间。

要运行报告，您必须指定报告范围，如数据中心或透视图中的一个组织。属于趋势/
活动类别的报告可以时间为范围，而属于 SFHA 许可的报告则无法以时间或数据中
心为范围。
运行报告后，在报告视图下，您可以订阅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共享报告，或者将其
另存为 CSV 文件。
要订阅报告，必须指定下列详细信息：
■

希望收到报告的频率。

■

希望收到报告的电子邮件地址。

注意：确保 SMTP 设置已配置，以便在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接收报告。
您可以每日、每周和每月的频率订阅报告。还可以设置报告生成时间。默认时间是
凌晨 1:00。
有关 SMTP 设置以及设置报告生成时间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使用“My subscriptions (我的订阅)”可以在透视图中查看个人的所有报告订阅情
况。使用“All subscriptions (所有订阅)”可以在透视图中查看所有用户的报告订
阅情况。您也可以在此视图中编辑和删除报告订阅。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报告”。
请参见第 115 页的“运行报告”。
请参见第 117 页的“保存报告”。
请参见第 118 页的“预订报告”。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在透视图中查看我的报告预订”。
请参见第 122 页的“在透视图中查看所有报告预订”。

运行报告
您可以通过透视图的“Reports (报告)”视图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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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范围可以界定为数据中心或透视图中的某个组织。此外，属于趋势/活动类别的
报告的范围可以用时间表示。属于 SFHA 许可的报告的范围无法用时间表示或界定
为数据中心。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中的至少一个对象上为用户组分配 Guest 角色。数据
会根据您在透视图中拥有的权限在报告中显示。有关所需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联机帮助中查看特定报告的主题。
运行报告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Reports
(报告)”。

2

在“Reports (报告)”视图中，单击要查看的报告。

3

在“Select scope to run report (选择要运行报告的作用域)”向导面板中，选
择数据范围和组织。
请参见第 116 页的““Select scope to run report (选择要运行报告的作用域)”面板
的选项”。

4

单击“Run (运行)”。

请参见第 117 页的“保存报告”。
请参见第 118 页的“预订报告”。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使用报告”。

“Select scope to run report (选择要运行报告的作用域)”面板的选
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运行报告的作用域。您可以选择要针对其运行报告的数据范
围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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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Select scope to run report (选择要运行报告的作用域)”面板的
选项

字段

说明

Date range (数据范围)

您可以在“From (从)”和“to (至)”字段中
输入数据范围，指定要运行报告的时间段。
您也可以选择天数、周数或月数组合，针对
这些时间段运行报告。例如，您可以针对过
去七天、过去八周或过去九个月运行报告。

注意：只有属于“Trend/Activity (趋势/活
动)”类别的报告才会出现“Date Range (数
据范围)”字段。
组织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或
“Organization (组织)”。
如果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则报
告中显示的数据取决于您是拥有对透视图的
权限还是拥有对数据中心内某些组织的权限。

请参见第 115 页的“运行报告”。

保存报告
您可以保存报告内容以备日后查看或与其他用户共享。您可以将报告另存为本地计
算机上的逗号分隔 (CSV) 文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中的至少一个对象上为用户组分配 Guest 角色。数据
会根据您在透视图中拥有的权限在报告中显示。有关所需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联机帮助中查看特定报告的主题。
保存报告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Reports
(报告)”。

2

单击报告，选择数据范围和组织，然后单击“Run (运行)”。

3

在报告视图中，单击“Save as CSV (另存为 CSV)”将报告另存为本地计算机
上的 CSV 文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预订报告”。
请参见第 115 页的“运行报告”。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使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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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报告
您可以订阅报告，并按选定的频率通过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接收报告。您可以选择
HTML 和 CSV 这两种交付格式。生成报告的默认时间是凌晨 1:00。
确保 SMTP 设置已配置，以便通过电子邮件地址接收报告。
有关 SMTP 和报告生成时间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订阅报告后，如果选定作用域上的权限进行了任何更改，则可能无法收到报告中的
必需信息。会向您发送通知更改的电子邮件通知。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中的至少一个对象上为用户组分配 Guest 角色。
订阅报告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Reports
(报告)”。

2

单击报告，选择数据范围和组织，然后单击“Run (运行)”。

3

在报告视图中，单击“Subscribe (订阅)”。

4

在“Subscribe (订阅)”向导面板中，选择频率、交付格式，然后输入电子邮
件地址。单击“Subscribe (订阅)”。
请参见第 118 页的““Subscribe (预订)”面板的选项”。

5

在“Subscribe (订阅)”面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119 页的“编辑报告预订”。
请参见第 115 页的“运行报告”。
请参见第 117 页的“保存报告”。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使用报告”。

“Subscribe (预订)”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可以订阅报告并通过指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接收报告。
表 6-2

“Subscribe (订阅)”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 frequency (选择频率)

选择希望收到报告的频率。您可以选择每天、
一周中的某一天或一个月中的某一天接收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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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Delivery format (交付格式)

选择一种交付格式，例如 HTML 或 CSV。

Email address (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希望将报告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您
可以输入多个用逗号 (,) 分隔的电子邮件地
址。

Selected scope (选定的作用域)

显示报告的作用域，如数据中心或组织以及
日期范围。

注意：只有趋势/活动报告类别才会显示日期
范围。SFHA 许可报告无法选择选定的作用
域。

请参见第 118 页的“预订报告”。

编辑报告预订
您可以编辑报告的订阅信息。您可以编辑订阅频率以及用来接收报告的电子邮件地
址。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中的至少一个对象上为用户组分配 Guest 角色。
编辑报告订阅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Reports
(报告)”。

2

单击“My subscriptions (我的订阅)”。

3

在“My subscriptions (我的订阅)”视图中，右键单击订阅，然后选择“Edit
(编辑)”。

4

在“Subscribe (订阅)”向导面板中，编辑频率、交付格式以及输入电子邮件
地址。单击“Subscribe (订阅)”。
请参见第 118 页的““Subscribe (预订)”面板的选项”。

5

在“Subscribe - Result (订阅 - 结果)”面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115 页的“运行报告”。
请参见第 117 页的“保存报告”。
请参见第 118 页的“预订报告”。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使用报告”。

119

使用报告
删除报告预订

删除报告预订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删除报告订阅。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中的至少一个对象上为用户组分配 Guest 角色。
删除报告订阅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Reports
(报告)”。

2

单击“My subscriptions (我的订阅)”。

3

在“My subscriptions (我的订阅)”视图中，右键单击一个或多个订阅，然后
选择“Delete (删除)”。

4

在“Delete subscription (删除订阅)”面板中，单击“Yes (是)”。

5

在“Delete subscription - Result (删除订阅 - 结果)”面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119 页的“编辑报告预订”。
请参见第 115 页的“运行报告”。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使用报告”。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告发送给一个或多个
用户。
确保将 SMTP 设置配置为通过电子邮件接收报告。
有关 SMTP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
装和配置指南》。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透视图中的至少一个对象上为用户组分配 Guest 角色。
删除报告订阅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Reports
(报告)”。

2

运行报告。

3

在报告视图中，单击“Email (电子邮件)”，然后输入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mail Report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面板的选项”。

4

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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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19 页的“编辑报告预订”。
请参见第 115 页的“运行报告”。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使用报告”。

“Email Report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告发送给一个或多个用户。
表 6-3

“Email Report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Output format (输出格式)

选择一种交付格式，例如 HTML 或 CSV。

Email address (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希望将报告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您
可以输入多个用逗号 (,) 分隔的电子邮件地
址。

请参见第 120 页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在透视图中查看我的报告预订
您可以在透视图中查看个人的所有报告订阅的详细信息。您可以查看报告名称、订
阅频率、用来接收报告的电子邮件地址、组织作用域以及订阅报告的日期范围等详
细信息。
在此视图中，您可执行下列任务：
■

编辑订阅

■

删除订阅

要查看此信息，必须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在透视图中查看我的报告订阅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Reports (报告)”。

2

单击“My subscriptions (我的订阅)”。

请参见第 119 页的“编辑报告预订”。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删除报告预订”。
请参见第 122 页的“在透视图中查看所有报告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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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视图中查看所有报告预订
您可以在透视图中查看所有报告订阅的详细信息。您可以查看报告名称、报告订阅
频率、报告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组织作用域、订阅报告的日期范围以及用户名
等详细信息。
在此视图中，您可执行下列任务：
■

编辑订阅。

■

删除订阅。

要查看此信息，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在透视图中查看所有报告订阅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Reports (报告)”。

2

单击“All subscriptions (所有订阅)”。

请参见第 119 页的“编辑报告预订”。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删除报告预订”。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报告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Availability (可用性)”、“Licensing (授权许可)”、
“Server (服务器)”、“Storage (存储)”和“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包括
下列报告。
表 6-4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报告名称

报告说明

Cluster Activity (群集活动)

显示所选群集在指定时间范围的活动。

Failover Summary (故障转移摘要)

分析指定群集的故障转移数据。

Policy signature scan summary (策略签 显示注册了策略签名的群集系统列表以及最后的扫
名扫描摘要)
描状态。可使用“Show Violation Details (显示违
规详细信息)”单独查看扫描输出。
“Resource Fault Trending (资源故障趋 分析特定群集中的资源类型在指定时间范围的故障
趋势。
势)”报告
Resources Activities (资源活动)

显示所选资源在指定时间范围的活动。

Service Group Activities (服务组活动)

显示所选服务组在指定时间范围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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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报告说明

Uptime Analysis (运行时间分析)

计算所选的服务组的正常运行时间百分比并汇总影
响正常运行时间的活动。

VCS Failover Duration (VCS 故障转移
持续时间)

为所选作用域内的服务组提供有关平均故障转移持
续时间的详细信息。

表 6-5

“Licensing (授权许可)”透视图

报告名称

报告说明

ApplicationHA Deployments
(ApplicationHA 部署)

汇总 ApplicationHA 许可证部署。

Demo Licenses (演示许可证)

列出所有演示许可证。

Deployments by OS Tier (按操作系统价 按操作系统价格层列出许可证部署总数。
格层的部署)
Deployments by Processor Tier (按处理 按处理器价格层列出部署总数。
器类型价格层的部署)
Deployments By SPVU (按 SPVU 的部 按 SPVU 列出许可证部署总数。
署)
Deployments by Server Tier (按服务器
价格层的部署)

按服务器价格层列出许可证部署总数。

Features Tracking Information (功能跟
踪信息)

显示有关主机中使用功能及其使用情况的信息。

Hosts having improper licensing (授权
许可错误的主机数)

列出授权许可不正确的所有主机。

Hosts Without SHFA Licenses (无 SHFA 列出没有部署 SFHA 许可证的所有主机。
许可证的主机)
License Life Cycle (许可证生命周期)

列出主机上存在的许可证的历史记录。

Per Host True-Up (每个主机校准)

显示每个主机需要的 SPVU 总数。

Price Tier Sheet (价格层表)

Veritas 许可证和价格分层。

Product Inventory (产品清单)

列出安装的所有产品。

VOM Deployments (VOM 部署)

提供连接至 Management Server 的主机信息以及
它们是否拥有可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管理的 Veritas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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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报告说明

Violated deployment policies (违反的部 列出所违反的部署策略。
署策略)

表 6-6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报告名称

报告说明

Available Product Updates (可用产品更 提供有关适用于数据中心内主机的修补程序的综合
新)
信息
Data Protection (数据保护)

分析为保护存储系统部署了哪些冗余组件。

Disks with Single or No Active Paths (有 显示数据中心内只发现一个活动路径或没有活动路
单个或无活动路径的磁盘)
径的所有磁盘。
File System Usage (文件系统使用情况) 分析文件系统的存储使用情况。
LUNs Connected to Multiple Hosts (已
连接到多个主机的 LUN)

显示从多个主机可见的所有 LUN。

LUNS Not Part of a Disk Group (不属于 显示不属于 Storage Foundation (SF) 磁盘组的所
磁盘组的 LUN)
有 LUN。
Policy signature scan summary (策略签 显示注册了策略签名的主机列表以及最后的扫描状
名扫描摘要)
态。可使用“Show Violation Details (显示违规详
细信息)”单独查看扫描输出。
Resource Mapping (资源映射)

显示主机和磁盘（包括路径、HBA、阵列端口、磁
盘阵列和关联业务应用程序）之间的映射。

Savings by File System Compression
(由文件系统压缩提供的节省)

对受益于压缩的 vxfs 文件系统进行分析。

Savings by File System Deduplication
(由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提供的节省)

对受益于重复数据删除的 vxfs 文件系统进行分析。

SF Product Version (SF 产品版本)

显示主机上已安装产品的列表。

Storage Allocation (存储分配)

分析主机如何分配和占用 Storage Foundation (SF)
发现的存储。

Thin Provisioned LUNs (精简置备的
LUN)

显示精简置备的所有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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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报告说明

Top Hosts for Thin Reclamation (要精简 分析可以从 vxfs 文件系统回收的存储。
回收的最优主机)
此信息只适用于满足以下条件的 vxfs 文件系统：
SF 6.0 或更高版本，布局 9 或更高版本，文件系
统磁盘未与其他文件系统共享，托管主机 5.0 或更
高版本。
Underutilized File Systems (未充分利用 显示利用率低于 80% 的所有文件系统。
的文件系统)
Underutilized LUNS Managed by
Storage Foundation (Storage
Foundation 所管理的利用不足的 LUN)

显示 Storage Foundation 未充分利用其可用容量
的 LUN（使用率低于 20%）。

Volumes Not Managed by Storage
显示 Storage Foundation 未管理的所有卷。
Foundation (Storage Foundation 未管理
的卷)

表 6-7

“Storage (存储)”透视图

报告名称

报告说明

Application - Array Vendor Tier Capacity 显示阵列供应商层应用程序的容量分布情况。使用
(应用程序 - 阵列供应商层容量)
Storage Insight Add-on，只有当磁盘阵列配置为深
层发现时，此报告才会显示有意义的数据。
Enclosure Storage Allocation by Host
(主机的磁盘阵列存储分配)

对每个主机，显示跨磁盘阵列分配的存储总数。

Enclosure Volume Usage (磁盘阵列卷
使用情况)

显示跨所有磁盘阵列的阵列卷使用情况。

Hosts Consuming Shares (占用共享的
主机)

显示占用共享的主机列表。

NAS and Unified Storage Capacity (NAS 显示 NAS 和统一存储容量。
和统一存储容量)
NAS File System Capacity (NAS 文件系 显示跨所有磁盘阵列的 NAS 文件系统容量。
统容量)
NAS Pool Allocation Report (NAS 池分 显示 NetApp/Celerra 阵列的聚合/存储池报告。
配报告)
NAS Storage Pool Capacity (NAS 存储 显示跨所有磁盘阵列的存储池聚合容量。
池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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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报告说明

Thin Pool Usage (精简池使用率)

对每个精简池，显示预订和占用百分比以及包括总
量、已预订和占用容量在内的其他精简池详细信
息。

Top Thin Pools for Reclamation (要回收 分析可回收空间最多的精简池和磁盘阵列。
的最优精简池)
此信息只适用于满足以下条件的 vxfs 文件系统：
SF 6.0 或更高版本，布局 9 或更高版本，以及托
管主机 5.0 或更高版本。

表 6-8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报告名称

报告说明

Orphaned Virtual Disks (孤立虚拟磁盘) 显示孤立虚拟磁盘（在所选报告范围内，未用于任
何虚拟机）。
Storage by VM State (按 VM 状态分解
存储)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使用报告”。

显示根据虚拟机状态分解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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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管理主机

■

7. 概述

■

8. 管理磁盘组和磁盘

■

9. 管理卷

■

10. 管理文件系统

■

11. 管理 SmartIO

■

12. 管理应用程序 IO 阈值

■

13. 管理复制

■

14. 优化存储利用率

3

7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复制器操作

关于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复制器操作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在 UNIX、Linux 或 Windows 主机上执行
各种 Storage Foundation 和复制器任务。您可以选择多个对象，同时对其执行各种
操作。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对以下存储对象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操作：
■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的卷和磁盘组。

■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磁盘。

■

在 Storage Foundation 卷上装入的本机文件系统和 Veritas File System。

Volume Replicator 是 Storage Foundation 的一个选件，可用作其完全集成的组件。
它承袭了 Storage Foundation 的可靠性、易用性和高性能，同时还为 Storage
Foundation 新增了复制功能。
可以在应用程序处于活动状态时复制现有 Storage Foundation 卷配置并以透明方式
进行配置。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对以下存储对象执行复制器操作：
■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的磁盘组。

■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数据库。

■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的 RVG（复制卷组）。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概述
关于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复制器操作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关于管理复制”。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关于 Windows 主机不支持的 Storage Foundation 操作”。
请参见第 547 页的“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关于 Windows 主机不支持的 Storage Foundation 操作
Windows 主机不支持以下 Storage Foundation 操作：
磁盘和磁盘组操作：
■

调整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

■

移动磁盘组

卷操作：
■

移动卷

■

开始同步快照

■

创建即时卷快照

■

为卷创建空间优化快照

■

为卷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

从卷快照还原数据

■

刷新卷快照

■

恢复卷

■

重新附加快照

■

分离快照

■

拆分快照

文件系统操作：
■

创建文件系统

■

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

■

检查文件系统

■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

装入文件系统

■

卸载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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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

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

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

删除文件系统快照

■

启用更改日志

■

禁用更改日志

■

同步更改日志

■

删除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复制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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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磁盘组

■

创建磁盘组

■

恢复磁盘组

■

逐出磁盘组

■

销毁磁盘组

■

导入磁盘组

■

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

调整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

■

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

■

升级磁盘组

■

拆分磁盘组

■

移动磁盘组

■

结合磁盘组

■

关于管理磁盘

■

初始化磁盘

■

替换磁盘

■

恢复磁盘

■

映射磁盘

管理磁盘组和磁盘
关于管理磁盘组

■

取消映射磁盘

■

断开磁盘连接

■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

设置磁盘的主机前缀

■

使磁盘联机

■

使磁盘脱机

■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

迁移磁盘

■

运行或调度 Trim

■

重新扫描磁盘

关于管理磁盘组
以下是可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的与磁盘组相关的操作列表。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创建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7 页的“ 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
请参见第 145 页的“调整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
请参见第 161 页的“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请参见第 150 页的“拆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3 页的“结合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1 页的“移动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2 页的“导入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1 页的“逐出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0 页的“恢复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1 页的“销毁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9 页的“ 升级磁盘组”。
请参见第 555 页的“在现有共享磁盘组中启用或禁用灵活存储共享”。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复制器操作”。
请参见第 547 页的“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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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磁盘组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使用数据中心主机上可用的一个或多个
磁盘创建磁盘组。这些磁盘组可用于创建卷。
创建磁盘组时，还可以选择为磁盘组启用加密。
如果主机上没有可用磁盘，则无法创建磁盘组。
可从主机和磁盘上下文中启动该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您也可以从“Storage Clusters (存储群集)”节点为 CVM 群集创建共享磁盘组。
提供了从群集视图执行操作所需权限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47 页的“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创建磁盘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或者，选择“Storage Clusters (存储群集)”导航到 CVM 群
集。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Create Disk Group (创建磁盘组)”。

■

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以查找主机上所需的磁盘。右键单击磁盘，然
后选择“Create Disk Group (创建磁盘组)”。

■

4

右键单击 CVM 群集，然后选择“Create Disk Group (创建磁盘组)”。

在“Disk Group Specifications (磁盘组规范)”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信息，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34 页的““Create Disk Group - Disk Group Specifications (创建磁盘
组 - 磁盘组规范)””。

5

如果通过右键单击选定磁盘启动向导，并且其中某些磁盘不符合指定的磁盘组
类型，则向导将列出不合格的磁盘。 您可以继续进行剩余磁盘的操作。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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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从主机或 CVM 群集启动向导，请在“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向导面
板中的磁盘列表中选择可用磁盘。要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
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面板选项”。

7

在“Create Disk Group - Rename disks (创建磁盘组 - 重命名磁盘)”向导面
板中，指定一个选项以命名磁盘。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39 页的““Create Disk Group - Rename disks (创建磁盘组 - 重命名磁
盘)”面板选项”。

8

在“Create Disk Group Summary (创建磁盘组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创
建磁盘组的选择。单击“Finish (完成)”。

9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磁盘组是否已成功创建。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Create Disk Group - Disk Group Specifications (创建磁盘组 - 磁
盘组规范)”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磁盘组指定属性。
表 8-1 列出了在 UNIX 或 Linux 主机上创建磁盘组时需要指定的属性。
表 8-2 列出在 Windows 主机上创建磁盘组时需要指定的属性。
表 8-1

“Disk group specifications (磁盘组规范)”面板选项（适用于
UNIX 或 Linux 主机）

字段

说明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为要创建的磁盘组输入名称。

注意：如果在命令行界面 (CLI) 中创建磁盘
组时使用特殊字符[!^<>()|;:'&\\"]，则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导航此类磁盘
组将失败。并且某些视图在控制台中使用时
可能不会按预期发挥作用。
Enable cross-platform data sharing (启用 如果要跨其他平台启用对此磁盘组数据的共
跨平台数据共享)
享，请选中此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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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Shared (共享)（适用于群集主机）

如果要将此磁盘组用作共享磁盘组，请选中
此复选框。
如果向导从群集上下文启动，则需要此选项，
并自动选中此复选框。

Enable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启用灵活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 CVM 群集中的共享磁盘组
存储共享)
启用灵活存储共享功能。
请参见第 550 页的“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实施灵活存储共享”。
Coordinator (协调器)（协调器磁盘组供 VCS 选中此复选框可创建协调器磁盘组。协调器
使用）
磁盘组专门用于 VCS I/O 防护。
Enable Encryption (启用加密)

选中此复选框可启用磁盘组加密。
此选项仅在主机已配置 Key Management
Server (KMS) 客户端的情况下可用。

注意：1. 在加密磁盘组下创建的卷默认情况
下已加密。
2. 加密功能仅在 Linux 主机上受支持。
3. 一旦启用磁盘组加密功能，将无法禁用此
功能。
有关加密和 KMS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7.1 Administrator's Guide - Linux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7.1 管理指南 - Linux》）。
Description (说明)

输入一个可选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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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Disk group specifications (磁盘组规范)”面板选项（适用于
Windows 主机）

字段

说明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为要创建的磁盘组输入名称。
■

磁盘组的名称可以字母或数字开头，

■

不得包含点或空格。

■

不能将要创建的磁盘组命名为
BasicGroup，因为此名称已由 Storage
Foundation 保留。
最大长度限于 18 个字符。

■

注意：如果在命令行界面 (CLI) 中创建磁盘
组时使用特殊字符[!^<>()|;:'&\\"]，则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导航此类磁盘
组将失败。并且某些视图在控制台中使用时
可能不会按预期发挥作用。
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群集组)

选中此复选框可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能
控制的群集磁盘组。
如果选择此选项，磁盘组的名称在群集中必
须是唯一的。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group (Windows 磁盘管理兼容组)

选中此复选框可创建与 Windows 磁盘管理兼
容的磁盘组。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可以利用此选
项创建与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和较早版本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产品创建的
磁盘组兼容的磁盘组。

Add private group protection (添加专用组 如果要为所创建的磁盘组添加保护，请选中
保护)
此复选框。专用组保护功能可保护位于共享
存储上的磁盘组，从而阻止连接到共享存储
池的其他主机对其进行访问。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创建磁盘组”。

“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在执行下列操作时选择磁盘：
■

创建磁盘组

■

调整卷的大小

■

向卷中添加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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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

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

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

■

调整磁盘组中磁盘大小

■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注意： 对于 CVM 群集：如果向导从群集上下文启动，则会显示主节点的磁盘视
图。

注意：如果要调整卷的大小，此向导面板将显示卷的磁盘组包含的所有磁盘以及主
机上的所有可用磁盘。
表 8-3

“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ks matching the filter criteria (符合过滤 此部分显示默认过滤条件。单击“Edit (编
条件的磁盘)
辑)”以修改过滤条件。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
面板选项”。
Reset (重置)

当您修改默认过滤条件时显示。使用该选项
可再次应用默认过滤条件。

Name (名称)

显示可用磁盘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显示磁盘的情况。

Enclosure (磁盘阵列)

显示存放磁盘的磁盘阵列。

State (状态)

显示磁盘的状态。

Total Size (总大小)

显示磁盘上的总可用大小。

Free Size (可用大小)

显示磁盘中可用的未分配大小。

Thin (精简)

显示磁盘是否是精简可回收磁盘。

# Paths (路径数)

显示活动路径的数量。

Site (站点)

显示磁盘的站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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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FSS State (FSS 状态)

显示磁盘已导出还是位于远程。
仅针对已启用灵活存储共享 (FSS) 的磁盘组
显示。

Source Host (源主机)

显示已启用 FSS 的磁盘组中磁盘的源主机。

Do you want to make the DG site
consistent? (是否要使 DG 站点保持一致?)

仅当从其他站点选择磁盘时，此复选框才可
用。选中该复选框可标记磁盘组和磁盘，使
磁盘组站点保持一致。

Selected disk(s): (所选磁盘:)

显示已选择磁盘的数量。

Total unallocated size in the selected
disk(s): (所选磁盘中的未分配总大小:)

显示所选磁盘上的总可用（未分配）大小。

如果要调整卷的大小，此向导面板将显示下列附加信息：
■

已请求卷的大小。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创建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请参见第 205 页的“ 调整卷大小”。
请参见第 187 页的“ 向卷中添加镜像”。
请参见第 161 页的“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请参见第 147 页的“ 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
请参见第 145 页的“调整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面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以过滤主机上的可用磁盘列表。
表 8-4

“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面板选项

字段

“Edit the Rule Description (编辑规则
说明)”字段中的对应操作

Select Rules (选择规则)
from enclosure list (从磁盘阵列列表)

单击“Any (任意)”并从列表中选择磁盘阵
列。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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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Edit the Rule Description (编辑规则
说明)”字段中的对应操作

from vendor list (从供应商列表)

单击“Any (任意)”并从“Vendor (供应商)”
字段中选择供应商。单击“OK (确定)”。

where raid level is (RAID 级别的位置)

单击“Any (任意)”并从“RAID Level (RAID
级别)”下拉字段中选择 RAID 级别。单击
“OK (确定)”。

where LUN type is (LUN 类型的位置)

单击“Any (任意)”并从“LUN Type (LUN
类型)”下拉字段中选择 LUN 类型。单击“OK
(确定)”。

where Tier is (层的位置)

单击“Any (任意)”并从“Tier (层)”下拉字
段中选择层级。单击“OK (确定)”。

where active disk path is (活动磁盘路径位 单击“Any (任意)”，并在“Active Disk
置)
Paths (活动磁盘路径)”字段中输入活动磁盘
路径的数量。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创建磁盘组”。
请参见第 161 页的“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请参见第 147 页的“ 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
请参见第 145 页的“调整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Create Disk Group - Rename disks (创建磁盘组 - 重命名磁盘)”
面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要添加到磁盘组的磁盘提供 Storage Foundation 名称。
表 8-5

Create Disk Group - Rename disks (创建磁盘组 - 重命名磁盘)

字段

说明

Device Name (设备名称)

选择此选项可使用磁盘的名称作为磁盘的标
签。
如果没有为磁盘组选择“Enable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启用灵活存储共享)”选项，
则此选项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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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Disk Group Name as Prefix (磁盘组名称作 选择此选项可使用磁盘组的名称作为磁盘的
为前缀)
前缀。
Custom Prefix (自定义前缀)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自定义磁盘前缀。请在相
应的字段中输入前缀。单击“Populate
Names (填充名称)”可将该前缀指定为磁盘
的新名称。

Custom Name (自定义名称)

选择此选项可输入所选磁盘的新名称。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创建磁盘组”。

恢复磁盘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恢复磁盘组中的所有故障磁盘。
如果所选磁盘组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或者处于已逐出或已禁用状态，
则无法恢复磁盘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恢复磁盘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以查找要恢复的磁盘组。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组，然后选择“Recover (恢复)”。

5

在“Recover Disk Group (恢复磁盘组)”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恢复所选磁盘组。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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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磁盘组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逐出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如果所选磁盘组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或者未处于已导入状态，或者存
在任何已装入的文件系统，则无法逐出磁盘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逐出磁盘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以查找要逐出的磁盘组。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组，然后选择“Deport (逐出)”。

5

在“Deport Disk Group (逐出磁盘组)”向导面板中，确认要逐出的磁盘组。
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逐出所选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销毁磁盘组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销毁托管主机上的磁盘组并释放该磁盘组
中的磁盘以进行重新初始化。
如果所选磁盘组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或者存在任何已装入文件系统，
则无法销毁磁盘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销毁磁盘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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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以查找要销毁的磁盘组。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组，然后选择“Destroy (销毁)”。

5

在“Destroy Disk Group (销毁磁盘组)”向导面板中，确认要销毁的磁盘组。
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销毁所选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导入磁盘组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导入磁盘组。
如果所选磁盘组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或者未处于已逐出状态，则无法
导入磁盘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导入磁盘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以查找要导入的磁盘组。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组，然后选择“Import (导入)”。

5

在“Import Disk Group (导入磁盘组)”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导入的磁盘组。
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42 页的““Import disk group (导入磁盘组)”面板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导入所选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Import disk group (导入磁盘组)”面板选项
可使用此向导面板选择要导入磁盘组和磁盘组选项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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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Import disk group (导入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Disk group import options (磁盘组导入选项)
Force (强制)

当主机无法访问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时，请
选择强制导入磁盘组。此选项可用于导入包
含失败磁盘的磁盘组，但是如果所有磁盘仍
可用，可能会导致磁盘组不一致。

Clear Host ID (清除主机 ID)

选择此项可清除要导入的磁盘组中所有磁盘
上的现有主机 ID 戳记（当前“拥有”该磁盘
组的主机的名称）。如果其他主机正在使用
该磁盘组中的任何磁盘，请不要使用此选项。

Shared/Clustered (共享/群集)

选择此项可以将磁盘组作为共享或群集磁盘
组导入。

请参见第 142 页的“导入磁盘组”。

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可用磁盘添加到数据中心内
现有的磁盘组中。
不能将已属于某个磁盘组的磁盘添加到另一磁盘组。此外，不能向已逐出的磁盘组
中添加磁盘。
可以从磁盘和磁盘组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注意：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如果启用了磁盘组站点一致性（通过选择“Do
you want to tag disks with the underlying enclosure site tag (您是否要使用基
础磁盘阵列站点标记来标记磁盘)”），那么将使用磁盘阵列的站点标记标记新添加
的磁盘。
向磁盘组添加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并选择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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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展开主机，然后查找用于添加磁盘的磁盘组。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选择
“Add Disk (添加磁盘)”。

■

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以查找主机上所需的磁盘。右键单击磁盘，然
后选择“Add to Disk Group (添加到磁盘组)”。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从磁盘组上下文中启动了操作，请在“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向
导面板中，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磁盘。要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
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面板选项”。

■

如果从磁盘上下文中启动了操作，请在“Select Disk Group (选择磁盘组)”
向导面板中，选择要向其添加所选磁盘的磁盘组。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某些磁盘不符合指定的磁盘组类型，则向导将列出不合格的磁盘。 您
可以继续进行剩余磁盘的操作。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44 页的““Select Disk Group (选择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5

在“Create Disk Group - Change internal disk name (创建磁盘组 - 更改内
部磁盘名)”向导面板中，指定一个选项以对磁盘进行命名。单击“Next (下一
步)”。
请参见第 139 页的““Create Disk Group - Rename disks (创建磁盘组 - 重命名磁
盘)”面板选项”。

6

在“Add Disk To Disk Group Summary (向磁盘组中添加磁盘摘要)”向导面
板中，验证您的选择。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中。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Select Disk Group (选择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要将所选磁盘添加到的磁盘组。在此列表中只能选择一个磁
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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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Select Disk Group (选择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磁盘组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磁盘组的运行情况。

State (状态)

磁盘组的状态，是“Imported (已导入)”还是
“Deported (已逐出)”。

Type (类型)

磁盘组的类型，是“Shared (共享)”还是
“Private (专用)”。

#Disks (磁盘数)

磁盘组中可用的磁盘数。

#Volumes (卷数)

磁盘组中可用的卷数。

Total Size (总大小)

磁盘组的总大小。

Free Space (可用空间)

磁盘组中可以使用的可用空间。

FSS

磁盘组的灵活存储共享 (FSS) 状态为打开还
是关闭。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调整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调整处于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之下的
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您可以调整主机上现有磁盘组中一个或多个磁盘的大小。如
果磁盘组只包含一张磁盘，则无法执行调整磁盘大小操作。
如果没有任何卷在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中的某一磁盘，则可以调整该磁
盘组的大小。无法调整属于已逐出的磁盘组或外部磁盘组的磁盘的大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调整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Disk Groups (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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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该磁盘组，然后选择“Resize Disk (调整磁盘大小)”。

■

选择所需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以在主机上查找所需磁
盘。右键单击该磁盘，然后选择“Resize (调整大小)”。

5

如果启动该操作以调整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请从“Disk Selection (磁盘选
择)”向导面板的列表中选择所需磁盘。要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
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面板选项”。

6

在“Resize Disk (调整磁盘大小)”向导面板中，指定一个选项以调整磁盘大
小。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46 页的““Resize Disk (调整磁盘大小)”面板的选项”。

7

在“Resize Disk Summary (调整磁盘大小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调整大小
的磁盘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调整磁盘大小。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Resize Disk (调整磁盘大小)”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输入有关调整磁盘组中磁盘大小的详细信息。
表 8-8

“Resize Disk (调整磁盘大小)”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Force (强制)

“Force (强制)”选项可用于具有磁盘组的唯
一有效配置副本的设备。

Device Name (设备名称)

选择要调整大小的磁盘的名称。

Disk Size (磁盘大小)

选择要调整大小的磁盘的大小。

LUN Size (LUN 大小)

磁盘的实际大小。

Unallocated size (未分配大小)

可用于分配的可用空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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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New Size (新大小)

输入将磁盘空间缩小或增长到的大小。可以
使用下列任一单位指定大小：
■

KB

■

MB

■

GB

■

TB

■

扇区

磁盘大小不能超过实际 LUN 大小。
Resize Units (调整单位大小)

输入单位的调整大小。可以使用下列任一单
位指定大小：
■

KB

■

MB

■

GB

■

TB

■

扇区

请参见第 145 页的“调整磁盘组中磁盘的大小”。

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重命名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磁盘组
中的磁盘。
您可以重命名主机上现有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个磁盘。无法重命名属于已逐出磁盘
组或外部磁盘组的磁盘。
可以从磁盘和磁盘组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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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选择“Rename Disk (重命名磁盘)”。

■

选择所需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以在主机上查找所需磁
盘。右键单击磁盘，然后选择“Rename (重命名)”。

5

如果启动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的操作，则在“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
向导面板中，从磁盘列表中选择磁盘。要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
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面板选项”。

6

在“Rename Disk (重命名磁盘)”向导面板中，指定一个选项以命名磁盘。在
文本框中编辑名称（如果需要），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48 页的““Rename Disk (重命名磁盘)”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48 页的““Rename Disk (重命名磁盘)”面板的选项”。

7

在“Rename Disk Summary (重命名磁盘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磁盘和磁
盘组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Rename Disk (重命名磁盘)”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磁盘组中要重命名的磁盘提供 Storage Foundation 名称。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为磁盘命名：
表 8-9

“Rename Disk Details (重命名磁盘详细信息)”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Device Name (设备名称)

选择此选项可使用磁盘的名称作为磁盘的标
签。
如果没有为磁盘组选择“Enable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启用灵活存储共享)”选项，
则此选项不可用。

Disk Group Name as Prefix (磁盘组名称作 选择此选项可使用磁盘组的名称作为磁盘的
为前缀)
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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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Custom Prefix (自定义前缀)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自定义磁盘前缀。请在相
应的字段中输入前缀。单击“Populate
Names (填充名称)”可将该前缀指定为磁盘
的新名称。

Custom Disk Name (自定义磁盘名称)

表 8-10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自定义磁盘名称。请在相
应的字段中输入磁盘名称。

“New Name Details (新名称详细信息)”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磁盘的名称。列出磁盘组中的所有可用磁盘。

VxVM Name (VxVM 名称)

要重命名的选定磁盘的内部名称或设备介质
(DM) 名称。

New Name (新名称)

输入选定磁盘的新名称。该名称的长度必须
少于 32 个字符且不应包含以下特殊字符：
[!^<>()|;:'&\\"]。它应该包含字母数字字符。如
果重命名一个或多个磁盘，不能将同一名称
用于重命名的其他磁盘。

请参见第 147 页的“ 重命名磁盘组中的磁盘”。

升级磁盘组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升级磁盘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升级磁盘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组，然后选择“Upgrade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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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Upgrade Disk Group (升级磁盘组)”向导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升级所选磁盘组。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拆分磁盘组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拆分磁盘组来创建用于备份数据的新磁盘
组。要避免在拆分操作后删除源磁盘组，源磁盘组应该至少包含一个磁盘。
如果所选磁盘组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或者处于已逐出或已禁用状态，
则无法拆分该磁盘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拆分磁盘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组，然后选择“Split (拆分)”。

5

在“Split Disk Group (拆分磁盘组)”向导面板中，确认要拆分的磁盘组。单
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50 页的““Split Disk Group (拆分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拆分所选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创建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Split Disk Group (拆分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通过拆分磁盘组来创建新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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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

“Split Disk Group (拆分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Disk Group to Split (要拆分的磁盘组)

显示将从中拆分对象的磁盘组的名称。

New Disk Group (新磁盘组)

输入将移入拆分对象的目标磁盘组的名称。

Expand to include disks which provide volume 选中“Expand (扩展)”复选框可指定要拆分
closure sets (扩展以包括提供卷封闭集的磁 的对象。它包括的所有其他磁盘中包含与指
盘)
定磁盘组关联的子磁盘。
Split disk group by (按卷集拆分磁盘组)

选择下列移动磁盘组的方式之一：
■

Disks (磁盘)

■

Volumes (卷)

■

Volume Sets (卷集)

Name (名称)

显示所选磁盘、卷或卷集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显示所选磁盘、卷或卷集的情况。

Size (大小)

显示所选磁盘、卷或卷集的大小。

VxVM Name (VxVM 名称)

显示要重命名的选定磁盘的内部名称或设备
介质 (DM) 名称。

State (状态)

显示所选磁盘的状态。

FSS State (FSS 状态)

显示是导出的磁盘还是远程磁盘
仅针对已启用灵活存储共享 (FSS) 的磁盘组
显示。

Source Host (源主机)

显示已启用 FSS 的磁盘组中磁盘的源主机。

Mounted (已装入)

显示卷是否已装入。

请参见第 150 页的“拆分磁盘组”。

移动磁盘组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用于将一个磁盘组中的磁盘移到另一个磁盘组。为避免
源磁盘组在移动操作后被删除，它应包含至少一个磁盘。
如果所选磁盘组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或者处于已逐出或已禁用状态，
则无法移动该磁盘组。Windows 主机不支持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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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磁盘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组，然后选择“Move (移动)”。

5

在“Move Disk Group (移动磁盘组)”向导面板中，确认要移动的磁盘组。单
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52 页的““Move Disk Group (移动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移动所选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创建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Move Disk Group (移动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以将磁盘从一个磁盘组移动到另一个磁盘组。
表 8-12

“Move Disk Group (移动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Select Target Disk Group (选择目标磁盘组)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要从中移出对象的磁盘组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显示目标磁盘组的情况。

Type (类型)

显示目标磁盘组的类型。

CDS

显示目标磁盘组的大小。

FSS

如果针对磁盘组打开或关闭灵活存储共享，
则显示。

Expand to include disks which provide volume 选择“Expand (展开)”复选框以指定要移动
closure sets (扩展以包括提供卷封闭集的磁 的对象。它包括包含与指定对象关联的子磁
盘)
盘的所有其他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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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名称)

说明

Move disk group by (按卷集移动磁盘组)

选择下列移动磁盘组的方式之一：
■

Disks (磁盘)

■

Volumes (卷)

Name (名称)

显示所选磁盘或卷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显示所选磁盘或卷的情况。

Size (大小)

显示所选磁盘或卷的大小。

VxVM Name (VxVM 名称)

要重命名的选定磁盘的内部名称或设备介质
(DM) 名称。

Mounted (已装入)

显示卷是否已装入。

FSS State (FSS 状态)

显示是导出的磁盘还是远程磁盘
仅针对已启用灵活存储共享 (FSS) 的磁盘组
显示。

Source Host (源主机)

显示已启用 FSS 的磁盘组中磁盘的源主机。

请参见第 151 页的“移动磁盘组”。

结合磁盘组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通过将所有 Storage Foundation 对象从导入的
源磁盘组移动到导入的目标磁盘组来结合两个磁盘组。结合完成时，删除源磁盘
组。
执行此操作前应停止访问卷的所有应用程序。卸载卷中配置的所有文件系统。
该重新配置涉及的物理磁盘数必须为整数。要结合的对象不能包含打开的卷。为了
成功结合磁盘组，源磁盘组和目标磁盘组都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可在拆分后存储配置
数据库副本的磁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结合磁盘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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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

4

右键单击选定的磁盘组并选择“Join (结合)”。

5

在“Join Disk Group (结合磁盘组)”向导面板中，选择要结合的目标磁盘组。
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54 页的““Join Disk Group (结合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选定的磁盘组是否已成功结合。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创建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Join Disk Group (结合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通过将所有 Storage Foundation 对象从导入的源磁盘组移动到导
入的目标磁盘组来结合两个磁盘组。结合完成时，删除源磁盘组。
表 8-13

“Join Disk Group (结合磁盘组)”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Source Disk Group (源磁盘组)

显示要从中移出对象的源磁盘组的名称。

Target disk group to join (要结合的目标磁盘
组)

从显示的列表中选择目标磁盘组。

Name (名称)

显示目标磁盘组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显示目标磁盘组的情况。

Type (类型)

显示目标磁盘组是专用的还是共享的。

CDS

显示目标磁盘组是否为已启用跨平台数据共
享 (CDS) 的磁盘组。

Coordinator (协调器)

显示目标磁盘组是否为协调器磁盘组。

FSS

显示灵活存储共享是否已在目标磁盘组上启
用。

请参见第 153 页的“结合磁盘组”。

关于管理磁盘
以下是与磁盘相关的操作列表，您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这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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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55 页的“ 初始化磁盘”。
请参见第 157 页的“替换磁盘”。
请参见第 158 页的“ 恢复磁盘”。
请参见第 160 页的“断开磁盘连接”。
请参见第 161 页的“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请参见第 162 页的“设置磁盘的主机前缀”。
请参见第 163 页的“ 使磁盘联机”。
请参见第 164 页的“ 使磁盘脱机”。
请参见第 164 页的“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请参见第 167 页的“ 迁移磁盘”。
请参见第 169 页的“ 运行或调度 Trim”。
请参见第 170 页的“ 重新扫描磁盘”。
请参见第 553 页的“针对灵活存储共享导出和取消导出磁盘”。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复制器操作”。
请参见第 547 页的“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初始化磁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初始化盘磁盘并使其受 Storage Foundation
的控制。
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来启动此操作。不能初始化任何磁盘组中的磁盘。不能
初始化处于外部或已逐出状态的磁盘。可以在多台主机的多个磁盘上执行此操作。
注意：初始化磁盘之前，需要备份数据。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Initializing a disk (对磁盘进行初始化)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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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然后选择“Initialize (初始化)”。

5

在“Initialize Disk (初始化磁盘)”向导面板中，验证所选磁盘的详细信息并指
定格式。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56 页的““Initialize Disk (初始化磁盘)”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初始化磁盘。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Initialize Disk (初始化磁盘)”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对磁盘进行初始化。
表 8-14

UNIX/Linux 主机的“Initialize Disk (初始化磁盘)”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ed Disks (所选磁盘)

验证要初始化的所选磁盘的详细信息。

Specify format (指定格式)

指定以下格式之一：
■

Cdsdisk

■

Simple (简单)

■

Sliced (分片)

HP 和 AIX 磁盘的默认格式分别为 hpdisk 和
aixdisk。
如果要强制执行初始化，请选择此选项。

Force (强制)

表 8-15

Windows 主机的“Initialize Disk (初始化磁盘)”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ed Disks (所选磁盘)

验证要初始化的所选磁盘的详细信息。

Specify format (指定格式)

指定以下格式之一：

请参见第 155 页的“ 初始化磁盘”。

■

MBR：主引导记录

■

GPT：GUID 分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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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磁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替换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故障磁盘，
并让使用此磁盘的卷恢复正常。在磁盘列表的“State (状态)”列中，可以根据“In
Use - Not accessible (使用中 - 不可访问)”标签识别可替换磁盘。磁盘列表中会以
错误图标突出显示此磁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注意：根据磁盘中的数据量，完成此操作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数小时到数天。
替换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项
卡。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然后选择“Replace (替换)”。

5

在“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向导面板中选择新磁盘。单击“Next (下一
步)”。
请参见第 157 页的““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面板的选项”。

6

在“Replace Disk Summary (替换磁盘摘要)”面板中，检查您为替换故障磁
盘而指定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是否已成功替换选定的磁盘。

请参见第 158 页的“ 恢复磁盘”。

“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一个空闲磁盘用于替换主机上的故障磁盘。
此面板将显示要在其中执行此操作的主机上所有空闲磁盘的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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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6

“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Disks matching the below filter criteria (符 此字段列出此面板上显示的磁盘的过滤条件。
合以下过滤条件的磁盘)
Edit (编辑)

单击此选项可通过使用不同的搜索条件进行
过滤来修改磁盘列表。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
面板选项”。

Reset (重置)

单击此选项可重置选择。

Name (名称)

可用磁盘设备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磁盘的情况。

Enclosure (磁盘阵列)

磁盘所属的磁盘阵列。

State (状态)

磁盘的使用状态。

Total size (总大小)

磁盘中的总大小。

Thin (精简)

磁盘是否为精简磁盘。

FSS State (FSS 状态)

显示磁盘已导出还是位于远程。
仅针对已启用灵活存储共享 (FSS) 的磁盘组
中的磁盘显示。

Source Host (源主机)

显示已启用 FSS 的磁盘组中磁盘的源主机。

请参见第 157 页的“替换磁盘”。

恢复磁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恢复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故障磁
盘，并让使用这些磁盘的卷恢复正常。在磁盘列表的“State (状态)”列中，可以根
据“In Use - Recoverable (使用中 - 可恢复)”标签识别可恢复磁盘。在磁盘列表中
会以警告图标突出显示这些磁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注意：恢复故障磁盘这一操作可能非常耗时。根据磁盘中的数据量，完成此操作需
要数小时到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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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项
卡。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然后选择“Recover (恢复)”。

5

在“Recover Disk (恢复磁盘)”向导面板中确认此操作。
请参见第 159 页的““Recover Disk (恢复磁盘)”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是否已成功恢复选定的磁盘。

请参见第 157 页的“替换磁盘”。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Recover Disk (恢复磁盘)”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确认恢复断开磁盘的操作。单击“Yes (是)”即可恢复选定的磁
盘。
请参见第 158 页的“ 恢复磁盘”。

映射磁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将磁盘从群集中的远程节点映射到本地节
点。可以像使用节点上的其他本地存储一样使用映射的磁盘。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像查看节点的本地存储列表中其他磁盘一样查看映射的磁盘。可以
将磁盘映射到多个远程节点。
注意：在重新启动群集之后，不会保留磁盘映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注意：无法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映射磁盘组。要从命令行中映射磁盘组，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群集文件系统管理指南》。在重新启动群集之后，将
保留对磁盘组中的磁盘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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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Map Disks (映射磁盘)”。

4

在“Map Disks (映射磁盘)”面板中，选择要映射到主机的远程磁盘，然后单
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取消映射磁盘”。

取消映射磁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从群集中的本地节点取消映射远程磁盘。
当从节点取消映射远程磁盘时，将从节点上的本地存储列表中移除此磁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取消映射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Unmap Disks (取消映射磁盘)”。

4

在“Unmap Disks (取消映射磁盘)”面板中，选择要取消映射的远程磁盘，然
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59 页的“映射磁盘”。

断开磁盘连接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断开一个或多个磁盘的连接或将其分离。
此操作用于从 Storage Foundation 控件删除磁盘。
如果所选磁盘组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或者未处于已导入状态，则无法
断开磁盘连接。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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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磁盘连接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接着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
项卡。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然后选择“Disconnect Disk (断开磁盘连接)”。

5

在“Disconnect Disk (断开磁盘连接)”向导面板中，确认要断开连接的磁盘。
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断开所选磁盘的连接。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从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磁盘组中删
除磁盘。
您可以从主机上的现有磁盘组中删除一个或多个磁盘。如果没有任何卷使用磁盘组
中的某一磁盘，则可以删除该磁盘，但不能从已逐出的磁盘组或外部磁盘组中删除
磁盘。
可以从磁盘和磁盘组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警告：如果选择删除磁盘组内的所有磁盘，将销毁该磁盘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项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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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选择“Remove Disk (删除磁盘)”。

■

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以查找主机上所需的磁盘。右键单击该磁盘，
然后选择“Remove From Disk Group (从磁盘组中删除)”。

5

如果启动该操作以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请从“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
向导面板的磁盘列表中选择磁盘。要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
击“Edit (编辑)”。如果选择删除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将销毁该磁盘组。单
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面板选项”。

6

在“Remove Disk From Disk Group Summary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摘要)”
向导面板中，验证磁盘和磁盘组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7

要通过“Disks (磁盘)”选项卡删除磁盘，请在“Remove Disk From Disk
Group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向导面板中，确认要从中删除所选磁盘的磁盘
组。单击“OK (确定)”。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创建磁盘组”。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设置磁盘的主机前缀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为磁盘添加主机前缀。
注意：仅会为直接连接存储 (DAS) 启用此选项。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设置主机前缀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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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选定的主机，然后选择“Set Host Prefix (设置主机前缀)”。

4

在“Set Host Prefix (设置主机前缀)”向导面板中输入主机前缀。单击“OK
(确定)”。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主机是否已成功应用。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使磁盘联机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还原对已脱机磁盘的访问。Storage
Foundation 可再次使用此磁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使磁盘联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项
卡。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并选择“Online (联机)”。

5

在“Online Disk (联机磁盘)”向导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63 页的““Online Disk (联机磁盘)”面板的选项用于使磁盘联机”。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使所选磁盘联机。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64 页的“ 使磁盘脱机”。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Online Disk (联机磁盘)”面板的选项用于使磁盘联机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使磁盘联机。
请参见第 163 页的“ 使磁盘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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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磁盘脱机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磁盘脱机。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使磁盘脱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并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

4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然后选择“Offline (脱机)”。

5

在“Offline disk (使磁盘脱机)”向导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所选磁盘是否已成功脱机。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63 页的“ 使磁盘联机”。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设置磁盘使用情况，将某个磁盘从某些操作
中排除出去，具体方法是将该磁盘标记为备用，将其从热重定位中排除出去，或将
其标记为保留磁盘或标记为仅供 ISP 使用的磁盘。在 Windows 主机上，设置磁盘
使用情况，将某个磁盘从某些操作中排除出去，具体方法是将该磁盘标记为首选、
辅助、非热使用和保留或上述三者之一。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

164

管理磁盘组和磁盘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4

右键单击选定的磁盘，然后选择“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5

在“Set Disk Usage - UNIX host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 UNIX 主机)”向导面板
中，选择在 UNIX 或 Linux 主机上设置磁盘使用情况的选项。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65 页的““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面板的选项”。
在“Set Disk Usage - Windows host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 Windows 主机)”
向导面板中，选择在 Windows 主机上设置磁盘使用情况的选项。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65 页的““Set Disk Usage - Windows host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Windows 主机)”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是否已成功迁移选定的磁盘。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标记磁盘。
表 8-17

“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pare (备用)

选择以指定此磁盘供热重定位设备使用。

No hot use (非热使用)

选择以将此磁盘排除在可供热重定位设备使
用的磁盘范围外。

Reserved (已保留)

选择以禁止在此磁盘上创建子磁盘，除非创
建子磁盘时指定磁盘。

请参见第 164 页的“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Set Disk Usage - Windows host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 Windows 主
机)”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以下选项之一来标记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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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8

“Set Disk Usage - Windows host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 Windows
主机)”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Disks (磁盘)

显示所用磁盘的名称。

Hot Relocation Mode (热重定位模式)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默认设置
是使自动热重定位模式处于不活动状态。如
果某冗余子磁盘发生 I/O 错误，该子磁盘不会
自动重定位到其他磁盘。使用“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命令可指定首选
磁盘作为热重定位的目标。

Reserved for manual use (保留以供手动使 保留以供手动使用的磁盘在自动选择操作（包
用)
括热重定位）中不可用。在自动选择操作中，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会选择发生
操作的存储。 通常，用户可以选择允许
SFW“Auto select disks (自动选择磁盘)”或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允许自动选择的命令示例包括“New Volume
(新建卷)”和“Add Mirror (添加镜像)”。
通过保留磁盘以供手动使用，可以防止将任
何不需要的卷或子磁盘放在该磁盘上，而且
使您可以完全控制该磁盘。
Hot relocation Usage (热重定位使用情况)

选择以下热重定位目标之一：
■

■

■

Preferred Hot Relocation Target (首选热
重定位目标)
Secondary Hot Relocation Target (辅助热
重定位目标)
Not used as a Hot Relocation Target (不
用作热重定位目标)

Preferred Hot Relocation Target (首选热重 如果系统中的任何位置发生 I/O 故障，SFW
定位目标)
将首先在标记为冗余子磁盘的首选热重定位
目标的磁盘上查找空间。
Secondary Hot Relocation Target (辅助热 此选项是所有磁盘的默认设置。在热重定位
重定位目标)
操作期间，如果没有将任何磁盘选作首选目
标，或者这些磁盘上没有可用空间，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在标记为辅
助目标的磁盘上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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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Not used as a Hot Relocation Target (不用 此选项不允许将任何热重定位子磁盘移动到
作热重定位目标)
所选磁盘。此选项与“Reserved for manual
use (保留以供手动使用)”选项的不同之处在
于它仍可以将磁盘用于其他自动选择操作。

请参见第 164 页的“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迁移磁盘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时可以将卷内容从一个磁盘移动到另一个磁盘，
以此来实现迁移磁盘的目的。如果磁盘开始发生故障，则可以尝试通过迁移磁盘来
保留该磁盘上的卷。
如果计划删除磁盘或在别处使用磁盘，也可以迁移磁盘。替换磁盘上的活动卷会自
动同步。
如果所选磁盘组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或者处于已逐出或已禁用状态，
则无法恢复磁盘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迁移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选择“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s (磁盘)”。

4

右键单击所选的磁盘，然后选择“Evacuate (迁移)”。

5

在“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向导面板中，选择一种磁盘选择方法。如果
选择手动分配目标磁盘，则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磁盘。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68 页的““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是否已成功迁移选定的磁盘。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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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迁移磁盘。
表 8-19

“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Auto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自动分配目 选择此选项可确认系统将为迁移磁盘自动分
标磁盘)
配目标磁盘。
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手动分 选择此选项可确认系统已分配您所指定的用
配目标磁盘)
于迁移的目标磁盘。
Disks matching the below filter criteria (符 此部分显示默认过滤条件。单击“Edit (编
合以下过滤条件的磁盘)
辑)”以修改过滤条件。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
面板选项”。
Reset (重置)

当您修改默认过滤条件时显示。使用该选项
可再次应用默认过滤条件。

Name (名称)

显示空闲磁盘设备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显示磁盘的情况。

Enclosure (磁盘阵列)

显示存放磁盘的磁盘阵列。

State (状态)

显示磁盘使用情况状态。

Total Size (总大小)

显示磁盘中的总可用大小。

Thin (精简)

显示磁盘是否是精简可回收磁盘。

# Paths (路径数)

显示路径数量。

FSS State (FSS 状态)

显示磁盘已导出还是位于远程。
仅针对已启用灵活存储共享 (FSS) 的磁盘组
显示。

Source Host (源主机)

显示已启用 FSS 的磁盘组中磁盘的源主机。

Required Space (所需空间)

显示迁移磁盘所需的总磁盘空间。

Total free space on selected disk(s) (所选 显示所选磁盘上的总可用空间。
磁盘上的总可用空间)

请参见第 167 页的“ 迁移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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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或调度 Trim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运行或调度 SSD Trim 操作。执行 Trim 操
作时，操作系统会提醒固态硬盘 (SSD) 哪些数据块已不再考虑使用并可以在内部擦
除。Trim 使得 SSD 能够处理垃圾收集开销，否则日后向相关数据块执行写入操作
时写入速度会大幅减慢。Trim 可以由 Storage Foundation（VxFS 或 VxVM）使用，
清除不再含有有效数据的数据块，从而实现 SSD 驱动器最佳利用。如果某个卷只
有精简可回收 LUN 或只有 SSD，或者同时包含两者，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对精简 LUN 执行回收，对 SSD 设备执行 Trim 操作。
此操作可以从磁盘和卷环境下启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运行或调度 Trim 命令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展开主机。展开主机下的“Disk Groups (磁盘组)”，查找并选择一个磁盘
组。单击右键并选择“Disks (磁盘)”> Trim。

■

展开主机。展开主机下的“Volume (卷)”以查找并选择卷。单击右键并选
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Trim。

4

在面板“Trim - Run/Schedule (Trim - 运行/调度)”向导面板中，选择希望运
行还是调度该命令。输入调度频率选项，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69 页的““Trim - Run or Schedule (Trim - 运行或调度)”面板的选项”。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调度是否设置成功。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Trim - Run or Schedule (Trim - 运行或调度)”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以运行或调度 Trim 命令。

169

管理磁盘组和磁盘
重新扫描磁盘

表 8-20

“Trim - Schedule (Trim - 调度)”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Run Now (立即运行)

选择此选项可以立即运行 Trim 命令。

Schedule (日程表)

选择此选项可以定义 Trim 命令运行频率。

Schedule Name (日程表名称)

输入日程表的名称。

Schedule Desc (日程表说明)

输入日程表的说明。

Frequency (频率)

选择调度 SSD Trim 命令的频率。“When
(时间)”列下的值将随此处选择的选项变化。
可用选项包括“Daily (每日)”、“Weekly (每
周)”或“Monthly (每月)”。

When (时间)

按照以下方式精确指定所需的 SSD Trim 命令
调度时间：
■

对于“Daily (每日)”日程表：以小时为单
位定义所需的命令调度频率。此外，还要
定义时间和开始日期。

■

对于“Weekly (每周)”日程表：选择
“Every weekday (每个工作日)”选项可
以在一周中的每个工作日（自星期一到星
期五）运行该命令。如果要在一周中的特
定几天运行该命令，请从“Recur every
week on (每周重复日)”字段中选择日期。
此外，还要为每周日程表定义时间和开始
日期。

■

对于“Monthly (每月)”日程表：要在一
个月的特定一天运行该命令，请在“Day
(天)”字段输入日期。要在一个月的重复
日期运行该命令，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
需选项。此外，还要定义时间和开始日
期。

请参见第 169 页的“ 运行或调度 Trim”。

重新扫描磁盘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重新扫描所有连接的磁盘的磁盘配置更改。
它还会更新可移动介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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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重新扫描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并选择“Rescan Disks (重新扫描磁盘)”。

4

在“Rescan Disks (重新扫描磁盘)”向导面板中，确认要重新扫描的磁盘。单
击“OK (确定)”。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重新扫描磁盘。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管理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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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

停止卷

■

恢复卷

■

重新激活卷

■

删除卷

■

移动卷

■

重命名卷

■

向卷中添加镜像

■

删除卷的镜像

■

创建即时卷快照

■

为卷创建空间优化快照

■

为卷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

取消关联快照

■

重新连接快照

■

调整卷大小

■

从卷快照还原数据

■

刷新卷的快照

管理卷
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

配置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

将快照卷添加到刷新日程表

■

删除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

设置卷使用情况

■

拆分快照

■

启动快照同步

■

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

在卷上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以下是与卷相关的操作列表，您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这些操
作。
请参见第 205 页的“ 调整卷大小”。
请参见第 182 页的“ 停止卷”。
请参见第 182 页的“恢复卷”。
请参见第 183 页的“重新激活卷”。
请参见第 184 页的“ 删除卷”。
请参见第 185 页的“ 移动卷”。
请参见第 186 页的“ 重命名卷”。
请参见第 187 页的“ 向卷中添加镜像”。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删除卷的镜像”。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创建即时卷快照”。
请参见第 198 页的“为卷创建空间优化快照”。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为卷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取消关联快照”。
请参见第 204 页的“重新连接快照”。
请参见第 210 页的“从卷快照还原数据”。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刷新卷的快照”。
请参见第 213 页的“配置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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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快照卷添加到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7 页的“删除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7 页的“ 设置卷使用情况”。
请参见第 219 页的“拆分快照”。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启动快照同步”。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222 页的“在卷上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547 页的“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主机上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VxVM)
卷。
若要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需要选择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
选择主机、磁盘组或卷以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在创建卷时，还可以选择为卷启用加密功能。
注意：如果基础磁盘组已加密，则默认情况下卷也已加密。
加密功能仅在 Linux 主机上受支持。
卷加密不支持以下功能：
■

加密根和交换卷

■

链接加密卷的已断开快照

■

复制加密的卷

■

加密现有卷

在 UNIX/Linux 主机上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并选择主机。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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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Create Volume (创建卷)”。

■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右键单击并选择“Create Volume
(创建卷)”。

■

展开主机，然后查找用于创建卷的磁盘组。右键单击并选择“Create Volume
(创建卷)”。

4

如果已从磁盘组启动了此操作，则跳过该步骤。 如果已从主机或“Volumes
(卷)”启动了此操作，则在“Create Volume (创建卷)”向导面板中，选择磁
盘选择方法。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76 页的““Create Volume – Select Disk Group and Disk Selection
method (创建卷 – 选择磁盘组和磁盘选择方法)”面板选项”。

5

在“Volume Attributes (卷属性)”向导面板中，指定新卷的属性。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 页的“用于在 UNIX 或 Linux 主机上创建卷时指定值的“Volume
attributes (卷属性)”面板选项 ”。

6

如果手动从磁盘组中选择磁盘，请单击“Next (下一步)”查看“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向导面板。要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击“Edit
(编辑)”。选择用于创建卷的磁盘。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面板选项”。

7

如果要在卷上创建文件系统，则在“File System Options (文件系统选项)”
向导面板中，选择“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指定文件系统和装
入选项。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25 页的““Create File System -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 - 文件系
统)”选项”。
请参见第 229 页的““Advanced Options (高级选项)”面板”。

8

在“Create Volume Summary (创建卷摘要)”面板中，验证新卷的详细信息。
单击“Finish (完成)”。

在 Windows 主机上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175

管理卷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Create Volume (创建卷)”。

■

展开主机，然后查找用于创建卷的磁盘组。右键单击并选择“Create Volume
(创建卷)”。

■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右键单击并选择“Create Volume
(创建卷)”。

4

在“Create Volume (创建卷)”向导面板中，选择一个磁盘选择的选项。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如果手动从磁盘组中选择磁盘，请单击“Next (下一步)”查看“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向导面板。要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击“Edit
(编辑)”。选择用于创建卷的磁盘。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面板选项”。

6

在“Volume Attributes (卷属性)”向导面板中，指定新卷的属性。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81 页的““Add Drive Letter, Path and Create File System details (添
加驱动器盘符、路径和创建文件系统详细信息)”面板选项”。

7

在“Create Volume Summary (创建卷摘要)”面板中，验证新卷的详细信息。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224 页的“ 创建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182 页的“恢复卷”。
请参见第 184 页的“ 删除卷”。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Create Volume – Select Disk Group and Disk Selection method
(创建卷 – 选择磁盘组和磁盘选择方法)”面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卷选择磁盘组。
表 9-1

字段

“Create Volume – Select Disk Group and Disk Selection method
(创建卷 – 选择磁盘组和磁盘选择方法)”面板选项
说明

Select disk group to use for the volume (选择用于此卷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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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显示磁盘组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显示磁盘组的情况。

State (状态)

显示磁盘组的状态。

Type (类型)

显示磁盘组的类型。

#Disks (磁盘数)

显示磁盘组中的磁盘数。

#Volumes (卷数)

显示磁盘组中的卷数。

Total Size (总大小)

显示磁盘组的总大小。

Free Space (可用空间)

显示磁盘组中的可用大小。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用于在 UNIX 或 Linux 主机上创建卷时指定值的“Volume attributes
(卷属性)”面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卷属性，以便在 UNIX 或 Linux 主机上创建卷。
表 9-2

“Create Volume - Volume attributes (创建卷 - 卷属性)”面板选
项

字段

说明

Volume Name (卷名称)

输入卷的名称。这是 Storage Foundation 特
定的名称，与文件系统的卷标不同。该名称
的长度必须少于 32 个字符且不应包含特殊字
符 [!^<>()|;:'&\/"]。

注意：如果在命令行界面 (CLI) 中创建卷时
使用特殊字符 [!^<>()|;:'&/\"]，则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对此类卷执行
的某些操作将失败。并且某些视图在控制台
中使用时可能不会按预期发挥作用。
Size (大小)

指定卷的大小或者单击“Max Size (最大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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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Layout (布局)

为卷选择布局类型。
根据磁盘组中可用的磁盘数或手动选择的磁
盘数，将启用或禁用不同的布局选项。
选择下列布局类型之一：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

连续

■

条带

■

镜像连续

■

镜像条带

■

RAID-5

■

连续镜像

■

条带镜像

如果选择了“Concatenated (连续)”、
“Concatenated Mirrored (连续镜像)”或
“Striped Mirror (条带镜像)”布局，则启用此
选项。用户可以选择镜像的总数并设置
“Mirror Across (镜像范围)”选项。

Stripe Info (条带信息)

如果选择了“Striped (条带)”、RAID-5 或
“Striped Mirror (条带镜像)”布局，则启用此
选项。用户可以指定列数和条带单元大小。
还可以设置“Stripe Across (条带范围)”选
项。

高级选项
Enable Logging (启用日志记录)

如果选择了“Mirror Info (镜像信息)”和
“Enable FastResync (启用快速重新同
步)”，则默认情况下启用“Enable Logging
(启用日志记录)”。

Enable FastResync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选择该选项可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Initialize Zero (初始化为零)

选择该选项可在启用卷以进行常规使用之前
将其清除。

No layered Volumes (无分层卷)

如果要创建镜像卷，则可以选择此选项以阻
止创建分层卷。在适合分层卷布局的情况下，
Storage Foundation 可以在指定非分层布局
时创建分层卷。此选项可确保该卷具有非分
层布局。如果选择分层布局，则忽略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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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Create cache object (创建缓存对象)

选中此复选框可创建缓存对象。

Enable Encryption (启用加密)

选择此复选框可为磁盘组启用加密。
仅当在主机上配置了 KMS 且基础磁盘组未加
密时，才会启用此选项。
如果基础磁盘组已加密，则默认情况下卷也
已加密。

注意：1. 加密功能仅在 Linux 主机上受支持。
2. 一旦启用卷加密功能，将无法禁用此功能。
有关加密和 KMS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7.1 Administrator's Guide - Linux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7.1 管理指南 - Linux》）。
Disk selection method (磁盘选择方法)
Automatic (自动)

选择此选项可让 Storage Foundation 自动决
定从磁盘组使用的磁盘。

Manual (手动)

选择此选项可从磁盘组手动分配存储。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用于在 Windows 主机上创建卷的“Volume attributes (卷属性)”面
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卷属性，以便在 Windows 主机上创建卷。

179

管理卷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表 9-3

“Volume attributes (卷属性)”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Volume Name (卷名称)

键入卷的名称。这是 Storage Foundation 特
定的名称，与文件系统的卷标不同。该名称
的长度必须少于 32 个字符且不应包含特殊字
符 [!^<>()|;:'&\\"]。

注意：如果在命令行界面 (CLI) 中创建卷时
使用特殊字符 [!^<>()|;:'&/\"]，则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对此类卷执行
的某些操作将失败。并且某些视图在控制台
中使用时可能不会按预期发挥作用。
Size (大小)

指定卷大小。

Layout (布局)

为卷选择布局类型。
根据磁盘组中可用的磁盘数或手动选择的磁
盘数，将启用或禁用不同的布局选项。
选择下列布局类型之一：

Stripe Info (条带信息)

■

Concatenated (连续)

■

Striped (条带)

■

RAID-5

如果选择了“Striped (条带)”或 RAID-5，则
启用此选项。还可以设置“Stripe Across (条
带范围)”选项。用户可以键入列数和条带单
元大小。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如果选择了“Concatenated (连续)”和
“Concatenated Mirrored (连续镜像)”，则
启用此选项。用户可以选择镜像的总数并设
置“Mirror Across (镜像范围)”选项。

Enable Logging (启用日志记录)

如果选择了“Mirror Info (镜像信息)”，则可
以选择“Enable Logging (启用日志记录)”
以启用日志记录。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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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Drive Letter, Path and Create File System details (添加驱动
器盘符、路径和创建文件系统详细信息)”面板选项
在此向导面板中，选择下述三个选项之一：
■

Assign a drive letter (分配驱动器盘符)。

■

Do not assign a drive letter (不分配驱动器盘符)。

■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的 NTFS 文件夹装入)。

表 9-4

“Drive letter, path, and create file system (驱动器盘符、路径和
创建文件系统)”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Format volume (格式化卷)

如果分配驱动器盘符，请选中此复选框以格
式化卷。

Select a file system (选择文件系统)

选择下列文件系统之一：

Allocation size (分配大小)

■

FAT

■

FAT32

■

NTFS

选择下列分配大小之一：
■

Default (默认)

■

512

■

1024

■

2048

■

4096

■

8192

■

16K

■

32K

■

63K

File system label (文件系统标签)

定义文件系统的标签。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选择此选项可执行卷的快速格式化。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
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选择此选项可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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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卷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托管主机上停止卷并使其无法被应用程
序使用。
您可以在托管主机上停止一个或多个卷。如果所选卷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卷，
将显示错误页面。只能在已导入的磁盘组的卷上执行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停止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以查找要停止的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Stop (停止)”。

5

在“Stop Volume (停止卷)”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停止的卷。单击“OK (确
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停止所选卷。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恢复卷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托管主机上恢复卷。该操作可在磁盘替
换后恢复 Plex 和卷。
您可以在托管主机上恢复一个或多个卷。如果所选卷不是 Storage Foundation 卷，
将显示错误页面。可以在已导入的磁盘上执行此操作。Windows 主机不支持此操
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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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以查找要恢复的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Recover (恢复)”。

5

在“Recover Volume (恢复卷)”向导面板中，确认要恢复的卷。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恢复所选卷。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重新激活卷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托管主机上重新激活一个或多个卷。
如果所选卷是 Storage Foundation 卷且处于禁用状态，则可以重新激活该卷。UNIX
主机不支持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重新激活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要重新激活的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Reactivate (重新激活)”。

5

在“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向导面板中，确认要重新激活的卷。
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重新激活所选卷。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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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卷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将不再需要的卷从环境中删除。您可以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内的磁盘组中删除卷。通过删除卷，可以降
低磁盘空间的使用率。还可以通过此选项删除快照卷。
在数据中心环境中，卷还可以具有其他依赖关系。删除卷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将为您提供有关所选卷的各种依赖关系的详细信息。通
过此报告，可以分析卷的删除操作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卷包含在文件系统上运行或在原始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或者卷中包含数据，
则无法删除卷。可以为此操作选择多个卷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删除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要删除的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Delete (删除)”。

5

在“Delete Volume (删除卷)”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信息。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84 页的““Delete Volume (删除卷)”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删除所选卷。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Delete Volume (删除卷)”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确认卷删除操作。
如果要删除某个启用的卷，请选择“Force (强制)”复选框。如果有一个已启用的
卷位于要删除的卷列表中，则必须选中此复选框才能继续。否则，操作将失败。
请参见第 184 页的“ 删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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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卷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将卷从一组磁盘移动到其他磁盘中。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移动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要删除的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Move (移动)”。

5

在“Move Volume (移动卷)”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信息。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185 页的““Move Volume (移动卷)”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验证是否已成功移动所选卷。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Move Volume (移动卷)”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将卷从一个磁盘移动到另一个磁盘。
表 9-5

“移动卷”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 Source Disks (选择源磁盘)

选择一个或多个源磁盘。

Auto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自动分配目 选择此选项可确认 Storage Foundation 自动
标磁盘)
分配目标磁盘以移动卷。
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手动分 选择此选项可确认 Storage Foundation 分配
配目标磁盘)
指定的磁盘以移动卷。

请参见第 185 页的“ 移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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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卷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重命名卷。 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卷来启
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重命名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选定卷，然后选择“Rename (重命名)”。

5

在“Rename Volume (重命名卷)”向导面板中，指定详细信息，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86 页的““Rename Volume (重命名卷)”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卷是否已成功重命名。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Rename Volume (重命名卷)”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重命名卷。
表 9-6

“Rename Volume (重命名卷)”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使用以下方式命名卷：
Disk Group Name as Prefix (磁盘组名称作 选择此选项可使用磁盘组的名称作为卷的前
为前缀)
缀。
Custom Name (自定义名称)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自定义名称。
在“New Name (新名称)”列中，单击所需
行，然后编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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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Custom Prefix (自定义前缀)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自定义前缀。 请在相应的
字段中输入前缀。单击“Populate Names
(填充名称)”可将该前缀指定为卷的新名称。

请参见第 186 页的“ 重命名卷”。

向卷中添加镜像
卷镜像是保留在磁盘中的卷数据的精确备份。向卷中添加镜像时，将在尚未被该卷
使用的磁盘上创建该卷的副本。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创建以下
类型的卷镜像：
■

Datavol 卷镜像，用于保存卷中数据的备份

■

通过镜像断开快照操作从卷上分离后可用作快照卷的卷镜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向卷中添加 Datavol 镜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Add mirror (添加镜像)”。

5

在“Add mirror (添加镜像)”向导面板中，选择“Add mirror (添加镜像)”并
指定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88 页的““Add mirror - Options (添加镜像 - 选项)””。

6

如果手动选择磁盘，请从“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面板中选择磁盘。要
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
一步)”。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7

在“Advanced options for Add mirror (添加镜像的高级选项)”面板中指定
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90 页的““Add mirror - Advanced options (添加镜像 - 高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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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Add mirror summary (添加镜像摘要)”中，检查为添加镜像指定的详细
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9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镜像是否已成功添加。

向卷中添加快照镜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Add mirror (添加镜像)”。

5

在“Add mirror (添加镜像)”向导面板中，选择“Add snap-ready mirror (添
加快照就绪镜像)”并指定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88 页的““Add mirror - Options (添加镜像 - 选项)””。

6

如果手动选择磁盘，请从“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面板中选择磁盘。要
使用一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
一步)”。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7

在“Add mirror summary (添加镜像摘要)”中，检查为添加镜像指定的详细
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镜像是否已成功添加。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删除卷的镜像”。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Add mirror - Options (添加镜像 - 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向现有卷中添加镜像。
表 9-7

Add mirror - Options (添加镜像 - 选项)

字段

说明

Operation (操作)
Add mirror (添加镜像)

如果要向所选卷中添加普通镜像，请选择此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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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Add snap-ready mirror (添加快照就绪镜像) 如果要向所选卷中添加快照镜像，请选择此
选项。
Number of mirrors to add (要添加的镜像数) 输入镜像的数量。镜像的数量不可超出可以
添加镜像的磁盘的数量。允许的最大镜像数
量是 31。
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

指定以哪种方法选择添加镜像的磁盘。
选择“Manual (手动)”将会转到“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向导面板，可以在其
中选择磁盘。
选择“Automatic (自动)”可以让 Storage
Foundation 选择添加镜像的磁盘。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

此选项仅适用于驻留在 Windows 主机上的
卷。
选中此复选框可禁用镜像磁道对齐。通过将
动态卷设置为采用与磁盘物理磁道边界对齐
的方式存储数据块，磁道对齐功能可以优化
I/O 的性能

Fast Resync options (快速重新同步选项)

此选项仅适用于向位于 UNIX 主机上的卷添加
快照镜像。
如果为所选卷禁用了快速镜像重新同步
(FMR)，您可以通过单击此选项将其启用。仅
当没有为所选卷启用 FMR 时，此选项才显
示。
选择“Automatic (自动)”可自动启用 FMR。
选择“Manual (手动)”可手动启用 FMR。单
击“Enable FastResync (启用快速重新同
步)”可指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90 页的““Enable FastResync option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选项)”面板的选项”。

Edit (编辑)

如果为所选卷启用了 FMR，可以通过单击此
选项对 FMR 进行编辑。仅当所选卷还没有快
照卷时，才启用此选项。
请参见第 190 页的““Enable FastResync option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选项)”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87 页的“ 向卷中添加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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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FastResync option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选项)”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要创建的快照卷启用快速重新同步功能。
表 9-8

“Enable FastResync option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选项)”面板的
选项

字段

说明

FastResync (DCO) Mirror (快速重新同步
(DCO) 镜像)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数字可指定要创建的
数据更改对象 (DCO) 镜像的数量。对数据卷
进行更新后，这些更新会以日志的形式保留
在 DCO 镜像中。

DCO region size (KB) (DCO 区域大小 (KB)) 输入要创建的 DCO 镜像的大小。默认值为
64 KB。
Enable DRL (Dirty region logging) (启用
DRL (脏区日志记录))

Select DCO disks (选择 DCO 磁盘)（默认
情况下，卷管理器决定要使用的磁盘）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选项可启用脏区日志
记录 (DRL)。DRL 可加快系统崩溃后镜像卷
恢复的速度。可用选项包括：
■

On (打开)：选择此选项可启用 DRL。

■

Off (关闭)：选择此选项可禁用 DRL。

■

Sequential (连续)：选择此选项可配置连
续 DRL。此选项用于诸如数据库重放日志
所使用的卷，在这些日志中数据是以连续
方式写入其中的。连续 DRL 限制卷中脏
区的数量，并帮助加快数据恢复的速度。

选择要保留为 DCO 磁盘的磁盘。从磁盘列表
中选择磁盘。

请参见第 188 页的““Add mirror - Options (添加镜像 - 选项)””。
请参见第 187 页的“ 向卷中添加镜像”。

“Add mirror - Advanced options (添加镜像 - 高级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用于向现有卷中添加镜像的高级选项。
此向导面板显示下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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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

Add mirror - Advanced options (添加镜像 - 高级选项)

字段

说明

Choose layout (选择布局)

选择要添加的镜像的布局。
选择“Concatenated (连续)”可将镜像设置
为连续镜像。这是默认的布局类型。如果为
镜像卷选择了单个磁盘，则这是镜像布局的
唯一选项。
选择“Stripe (条带)”可将镜像设置为条带镜
像。此选项需要至少两个磁盘才能创建镜像。
如果所选磁盘的数量等于指定镜像的数量，
则此选项将禁用。

Columns (柱面数)

此选项仅适用于条带镜像。
在此字段中输入条带镜像的柱面数。柱面指
整个卷或卷的一部分驻留的磁盘区域。条带
化是通过在 plex 中的柱面之间交替或均匀分
配数据实现的。

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元大小)

每个条带单元的大小。默认大小为 128 KB。
指定的大小应是 8 的倍数。

Mirror across (镜像范围)

选择相应的选项以指定镜像的跨越区域。可
用选项包括：
■

■

■

■

■

Enclosure (磁盘阵列) - 如果要跨磁盘阵列
创建镜像，请选择此选项。
Controller (控制器) - 此选项仅适用于驻留
在 UNIX 主机上的卷。如果要跨控制器创
建镜像，请选择此选项。
Target (目标) - 此选项仅适用于驻留在
Windows 主机上的卷。如果要跨目标创建
镜像，请选择此选项。
Channel (信道) - 此选项仅适用于驻留在
Windows 主机上的卷。如果要跨信道创建
镜像，请选择此选项。
Port (端口) - 此选项仅适用于驻留在
Windows 主机上的卷。如果要跨端口创建
镜像，请选择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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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Stripe across (条带范围)

选择相应的选项以指定条带的跨越区域。可
用选项包括：
■

■

■

■

■

Enclosure (磁盘阵列) - 如果要跨磁盘阵列
对数据进行条带化，请选择此选项。
Controller (控制器) - 此选项仅适用于驻留
在 UNIX 主机上的卷。如果要跨控制器对
数据进行条带化，请选择此选项。
Target (目标) - 此选项仅适用于驻留在
Windows 主机上的卷。如果要跨目标对数
据进行条带化，请选择此选项。
Channel (信道) - 此选项仅适用于驻留在
Windows 主机上的卷。如果要跨信道对数
据进行条带化，请选择此选项。
Port (端口) - 此选项仅适用于驻留在
Windows 主机上的卷。如果要跨端口对数
据进行条带化，请选择此选项。

请参见第 187 页的“ 向卷中添加镜像”。

删除卷的镜像
卷镜像是保留在磁盘中的卷副本。原始卷中的数据发生变化时，这些磁盘也会同时
更新。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释放一些磁盘空间时），您可能希望删除为某个卷配置
的镜像。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添加和删除以下类型的镜像：
■

已为卷创建的镜像。

■

配置为用作卷的断开镜像的快照镜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删除卷的镜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Mirror (镜像)”>“Remove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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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的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93 页的““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面板的选项”。

6

在“Remove mirror summary (删除镜像摘要)”面板中，检查您为删除卷镜
像而指定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是否已成功删除选定的镜像。

请参见第 187 页的“ 向卷中添加镜像”。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要从选定卷中删除的普通镜像或快照镜像。此视图将显示选
定卷的名称、大小和布局。
注意：无法删除某个卷的所有镜像。在选定的卷中，至少要保留一个镜像。
表 9-10

“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

选择此选项可从卷中删除数据镜像。

Remove snapshot mirror (删除快照镜像)

选择此选项可从卷中删除快照镜像。

Remove by (删除方式)

只有在删除卷镜像时，此选项才可用。
选择“Mirror (镜像)”可以选择要删除的特定
镜像。
选择“Disk (磁盘)”以通过从列表中选择磁
盘来删除镜像。

Mirror selection (镜像选择)

只有在删除快照镜像时，此选项才可用。
选择“Manual (手动)”可以手动选择要删除
的镜像。从镜像列表中选择 plex。
选择“Automatic (自动)”可以让 Storage
Foundation 选择要删除的镜像。

Convert to data mirror (转换为数据镜像)

只有在手动删除快照镜像时，此选项才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将卷中的快照镜像转换为普
通数据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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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Plex name (Plex 名称)

要从卷中删除的镜像的名称。此信息仅在下
列情况下显示：
■

■

Plex state (Plex 状态)

要从卷中删除的镜像的状态。此信息仅在下
列情况下显示：
■

■

Plex type (Plex 类型)

通过选择要删除的特定镜像来删除普通卷
镜像。
通过手动选择要删除的镜像来删除快照镜
像。

通过选择要删除的特定镜像来删除普通卷
镜像。
通过手动选择要删除的镜像来删除快照镜
像。

要从卷中删除的镜像的类型。此信息仅在下
列情况下显示：
■

■

通过选择要删除的特定镜像来删除普通卷
镜像。
通过手动选择要删除的镜像来删除快照镜
像。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删除卷的镜像”。

创建即时卷快照
通过即时快照，您可以使用同一磁盘组中的兼容卷或者通过创建兼容卷并将其用于
快照来创建卷的快照。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创建卷的即时快照。
Windows 主机不支持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创建即时卷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找主机。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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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Databases (数据库)”选项卡并查找所需数据库。右键单击数据库，
然后选择“Create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展开主机。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选择所需磁盘组。右键单
击并选择“Create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展开主机。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并选择所需卷。右键单击并选择
“Snapshot (快照)”>“Create (创建)”。

4

在“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panel options (‘快照级别选择’面板的选项)”
向导面板中，选择“Create volume level snapshot (创建卷级别快照)”选
项。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47 页的““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快照级别选择)”面板的选项”。

5

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type selection page panel options (‘创建
快照 - 快照类型选择页面’面板的选项)”向导面板中，将快照类型选为“Instant
(即时)”。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Create snapshot - disk selection page panel options (‘创建快照 - 磁盘
选择页面’面板的选项)”向导面板中，选择磁盘列表中的可用磁盘。要使用一
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96 页的““Create Volume Snapshot - disk selection page (创建卷快
照 - 磁盘选择页面)”面板的选项”。

7

如果要为每个卷创建不同的快照类型，请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type selection page panel options (‘创建快照 - 快照类型选择页面’面板的选
项)”上单击“Advanced (高级)”按钮。在“Creat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panel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面板的选项)”向导面板中，单
击“Configuration (配置)”以配置所选即时快照的卷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97 页的“Create Volum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创建卷快照
- 高级选项)”。

8

在“Create snapshot - Create instant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创建即时快照)”
向导面板中，配置快照卷。单击“Save (保存)”以返回到“Creat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向导面板。单击“Next (下一
步)”。
请参见第 197 页的““Create Volume Snapshot - Instant Snapshot (创建卷快照
- 即时快照)”面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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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Configure snapshot - Configure snapshots summary (配置快照 - 配
置快照摘要)”面板中，验证配置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10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配置了快照。
请参见第 198 页的“为卷创建空间优化快照”。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为卷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Create Volume Snapshot - disk selection page (创建卷快照 - 磁盘
选择页面)”面板的选项
表 9-11

“Create snapshot - disk selection page (创建快照 - 磁盘选择页
面)”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Disks selection option (磁盘选择选项)
Select disks for snapshot automatically
(自动选择快照磁盘)

选择此选项可让 Storage Foundation 自动决
定用于卷的磁盘。

Select disks for snapshot manually (手动 选择此选项可手动为卷分配存储。
选择快照磁盘)
Disks matching the below filter criteria (符 此部分显示默认过滤条件。单击“Edit (编
合以下过滤条件的磁盘)
辑)”以修改过滤条件。
请参见第 138 页的““Filter Criteria (过滤条件)”
面板选项”。
Reset (重置)

当您修改默认过滤条件时显示。使用该选项
可再次应用默认过滤条件。

Name (名称)

可用磁盘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磁盘的情况。

Enclosure (磁盘阵列)

存放磁盘的磁盘阵列。

State (状态)

磁盘的状态。

Total Size (总大小)

显示磁盘上的总可用大小。

Thin (精简)

显示磁盘是否是精简可回收磁盘。

# Paths (路径数)

显示活动路径的数量。

196

管理卷
创建即时卷快照

字段

说明

FSS State (FSS 状态)

显示磁盘已导出还是位于远程；适用于支持
灵活存储共享 (FSS) 的 CVM 群集。

Source Host (源主机)

针对已启用 FSS 的 CVM 群集中的已导出磁
盘显示源主机。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创建即时卷快照”。

Create Volum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创建卷快照 - 高级选
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创建和配置快照的高级选项。
此面板显示以下信息：
表 9-12

“Creat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
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原始卷的名称。

Size (大小)

卷的大小。

State (状态)

原始卷的状态。

Snapshot type (快照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快照类型。

Configuration (配置)

选择该选项可配置所选快照的类型。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创建即时卷快照”。

“Create Volume Snapshot - Instant Snapshot (创建卷快照 - 即时快
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配置即时快照。
此面板显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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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3

“Create snapshot - instant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即时快照)”面
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Create new snapshot volume (创建新的快 选择此选项可创建一个新的快照卷。
照卷)
Use existing volume (使用现有的卷)

选择此选项可使用现有的卷。

Available volumes (可用卷)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可用卷作为现有卷。

Name (名称)

原始卷的名称。

Disk Group (磁盘组)

原始卷所属的磁盘组。

State (状态)

原始卷的状态。

Layout (布局)

卷的布局类型。

Size (大小)

卷的大小。

Synchronize (同步)

选择此选项可同步快照卷中的数据。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创建即时卷快照”。

为卷创建空间优化快照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为卷配置空间优化快照。空间优化快照使
您能够以最佳方式使用快照卷中的空间。此类快照是日志卷的理想选择。
Windows 主机不支持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创建空间优化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找主机。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Databases (数据库)”选项卡并查找所需数据库。右键单击数据库，
然后选择“Create Snapshot (创建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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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主机。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选择所需磁盘组。右键单
击并选择“Create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展开主机。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并选择所需卷。右键单击并选择
“Snapshot (快照)”>“Create (创建)”。

4

在“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panel options (‘快照级别选择’面板的选项)”
向导面板中，选择“Create volume level snapshot (创建卷级别快照)”选
项。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47 页的““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快照级别选择)”面板的选项”。

5

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type selection page panel options (‘创建
快照 - 快照类型选择页面’面板的选项)”向导面板中，将快照类型选为“Space
optimized (空间优化)”。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Create snapshot - disk selection page panel options (‘创建快照 - 磁盘
选择页面’面板的选项)”向导面板中，选择磁盘列表中的可用磁盘。要使用一
个或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96 页的““Create Volume Snapshot - disk selection page (创建卷快
照 - 磁盘选择页面)”面板的选项”。

7

如果要为每个卷创建不同的快照类型，请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type selection page panel options (‘创建快照 - 快照类型选择页面’面板的选
项)”上单击“Advanced (高级)”按钮。在“Creat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panel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面板的选项)”向导面板中，单
击“Configuration (配置)”以配置所选空间优化快照的卷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97 页的“Create Volum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创建卷快照
- 高级选项)”。

8

在“Create snapshot - Create space optimized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创建
空间优化快照)”向导面板中，配置快照卷。单击“Save (保存)”以返回到
“Creat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向导面板。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00 页的““Create Volume Snapshot - Space Optimized Snapshot (创
建卷快照 - 空间优化快照)”面板的选项”。

9

在“Configure snapshot - Configure snapshots summary (配置快照 - 配
置快照摘要)”面板中，验证配置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10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配置了快照。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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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Volume Snapshot - Space Optimized Snapshot (创建卷快
照 - 空间优化快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卷配置空间优化快照。通过此面板，可以创建存储缓存对象，
或使用共享缓存将原始数据存储在数据卷上。
表 9-14

“Create snapshot - space optimized snapshot (创建快照 - 空间
优化快照)”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ed Volume (所选卷)

要为其创建空间优化快照的卷的名称

Snapshot name (快照名称)

输入空间优化快照的名称。此名称最多可包
含 32 个字母数字字符。
此字段为可选字段。

Create new cache object (新建缓存对象)

选择此选项可创建存储缓存对象。

Cache volume size (缓存卷大小)

输入要创建的存储缓存的大小。从相应下拉
列表中选择大小的单位。

Mirrors (镜像数)

选择要在存储缓存上创建的镜像的数量。

Autogrow (自动增长)

选择此选项可启用存储缓存的自动增长功能。
如果选择此选项，当原始卷中的数据增加时，
缓存的大小将随之增加。

Use existing cache object (使用现有缓存对 如果要使用现有的共享缓存将可用原始数据
象)
存储在数据卷上，请选择此选项。仅当在创
建卷的同一磁盘组上有可用存储缓存时，此
选项才可用。

请参见第 198 页的“为卷创建空间优化快照”。

为卷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配置镜像断开快照。当卷中的一个或多个
镜像磁盘分离并作为其他卷保留时，会创建镜像断开快照。仅当卷是快照就绪镜像
时，才可以为该卷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Windows 主机不支持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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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找主机。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Databases (数据库)”选项卡并查找所需数据库。右键单击数据库，
然后选择“Create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展开主机。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选择所需磁盘组。右键单
击并选择“Create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展开主机。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并选择所需卷。右键单击并选择
“Snapshot (快照)”>“Create (创建)”。

4

在“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panel options (‘快照级别选择’面板的选项)”
向导面板中，选择“Create volume level snapshot (创建卷级别快照)”选
项。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47 页的““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快照级别选择)”面板的选项”。

5

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type selection page panel options (‘创建
快照 - 快照类型选择页面’面板的选项)”向导面板中，将快照类型选为“Mirror
break-off (镜像断开)”。单击“Next (下一步)”。

6

如果要为每个卷创建不同的快照类型，请在“Create snapshot - snapshot
type selection page panel options (‘创建快照 - 快照类型选择页面’面板的选
项)”上单击“Advanced (高级)”按钮。在“Creat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panel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面板的选项)”向导面板中，单
击“Configuration (配置)”以配置所选镜像断开快照的卷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97 页的“Create Volum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创建卷快照
- 高级选项)”。

7

在“Create snapshot - Create Mirror break-off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创建
镜像断开快照)”向导面板中，配置快照卷。单击“Save (保存)”以返回到
“Create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创建快照 - 高级选项)”向导面板。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02 页的““Create Volume Snapshot - Mirror Break-off Snapshot (创
建卷快照 - 镜像断开快照)”面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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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Configure snapshot - Configure snapshots summary (配置快照 - 配
置快照摘要)”面板中，验证配置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9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配置了快照。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Create Volume Snapshot - Mirror Break-off Snapshot (创建卷快
照 - 镜像断开快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卷配置快照。
表 9-15

“Create snapshot - break-off snapshot (创建快照 - 断开快照)”
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ed volume (所选卷)

要为其创建镜像断开快照的卷的名称

Snapshot volume name (快照卷名)

输入镜像断开快照的名称。此名称最多可包
含 32 个字母数字字符。
此字段为可选字段。

Selection options (选择选项)
Specify number of mirrors to break off (指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要从卷中断开的镜像的数
定要断开的镜像的数量)
量。如果选择此选项，Storage Foundation
会选择要断开的镜像。
Mirrors (镜像数)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镜像的数量。

Select mirror object to break-off (选择要断 选择此选项可选择要断开的镜像。
开的镜像对象)
从列表中选择 plex。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为卷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取消关联快照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取消关联某一快照，然后使其成为独立卷。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从下列上下文执行此操
作：
■

数据卷

■

快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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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据卷时，如果所选数据卷的磁盘组处于已逐出状态或外部状态，将显示错误
页面。
选择快照卷时，如果所选快照卷的磁盘组处于已逐出状态或外部状态，将显示错误
页面。
Windows 主机不支持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从数据卷上下文中取消快照与卷的关联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Dissociate (取消关联)”。

5

“Dissociate Snapshot (取消关联快照)”向导面板显示了有关所选数据卷可
用的所有快照的信息。您可以选择要取消关联的快照。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Dissociate Snapshot Summary (取消关联快照摘要)”向导面板中，验
证选择要取消关联的数据卷和快照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取消关联所选快照。

从快照卷上下文取消关联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Dissociate (取消关联)”。

5

在“Dissociate Snapshot (取消关联快照)”向导面板中，验证要取消关联的
选定快照。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取消关联所选快照。

请参见第 204 页的“重新连接快照”。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203

管理卷
重新连接快照

“Dissociate Snapshot (取消关联快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数据卷并查看其快照。
表 9-16

“Snapshot Table (快照表)”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显示快照卷的名称。

Snapshot Type (快照类型)

显示快照的类型（完整大小快照/空间优化快
照/即时快照）。

Parent Name (父项名称)

显示父卷的名称。

Time Created (创建时间)

显示创建该快照的时间。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取消关联快照”。

重新连接快照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将快照重新连接到快照层次结构中的父快
照或数据卷。此操作通常用于第三镜像断开或脱离主机处理。
Windows 主机不支持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将快照重新连接到父快照或数据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Reattach (重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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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Reattach Snapshot (重新连接快照)”向导面板中，选择要重新连接的父
快照或数据卷。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05 页的““Reattach snapshot (重新连接快照)”面板的选项”。
如果所选快照卷具有镜像，则需要选择镜像数。使用此选项，用户可以选择要
重新连接到父卷的镜像。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所选快照是否已成功重新连接到父快照或原
始数据卷。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取消关联快照”。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Reattach snapshot (重新连接快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要将快照重新连接到的父快照或数据卷。
表 9-17

“Reattach Snapshot (重新连接快照)”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父快照或数据卷的名称。

Snapshot Type (快照类型)

快照的类型

Host Name (主机名)

主机的名称

如果具有多个镜像，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重新连接的镜像数。
请参见第 204 页的“重新连接快照”。

调整卷大小
数据中心内的应用程序位于装入各个卷的文件系统上。在如下情况下，您可能希望
增大或减小卷的大小：
■

因文件系统使用率较高而需要增大卷的大小

■

因文件系统使用率较低而需要在不影响数据的情况下减小卷的大小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可以增大或减小单个卷或卷集中卷的大小。
要调整卷的大小，可以使用卷的磁盘组上的可用磁盘或卷所在的主机上的可用磁
盘。如果所选的可用磁盘不属于卷的磁盘组，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会先将其
添加到卷的磁盘组中，然后再使用这些磁盘完成调整大小操作。
只有在卷处于运行正常状态时才能对其进行调整大小操作。只能对由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卷执行调整大小操作。如果卷有镜像或链接的卷，增大卷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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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些关联卷或镜像的大小也会增大。减小卷的大小时，如果卷有足够的空间容
纳装入其中的文件系统，则这些文件系统不会受到影响。此外，如果卷包含任何已
卸载的文件系统，建议不要降低其大小，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如果在其中
创建卷的磁盘组没有足够的空间，则无法增长卷。
如果卷上的 VxFS filesystem 已满或几乎已满，则在尝试进行调整大小操作前，确
保具有足够可用文件系统空间。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调整卷的大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Resize (调整大小)”。

5

在“Resize volume (调整卷大小)”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如果选择了“Specify disks for grow (指定用于增长的磁盘)”选
项，请从“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向导面板中选择磁盘。要使用一个或
多个过滤条件搜索磁盘，请单击“Edit (编辑)”。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06 页的““Resize volume (调整卷大小)”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6

在“Resize volume summary (调整卷大小摘要)”面板中，验证为调整卷的
大小操作指定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调整了所选卷的大小。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Resize volume (调整卷大小)”面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用于增加或降低卷大小的详细信息。
此向导面板显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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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8

“Resize volume (调整卷大小)”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Volume to resize (要调 显示要调整大小的卷的相关信息，例如总大小、可用大小以及镜像
整大小的卷)
卷和链接卷的数量。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选定卷所在的磁盘组的使用情况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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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Operation (操作)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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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要增加卷的大小，选择“Grow (增长)”，然后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要以特定大小或当前大小的特定百分比来增加卷的大小，请从
下拉列表中选择“Grow By (增长值)”，然后执行下列操作之
一：
■ 要以特定大小增加卷的大小，请在相应字段中输入大小并从
相应下拉列表中选择度量单位。
■ 要以当前大小的特定百分比增加卷的大小，请在相应字段中
输入增加卷大小所用的百分比。从度量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
%。

■

要将卷的大小增加到特定大小，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Grow
To (增长至)”，然后在相应字段中输入该大小。从度量单位下
拉列表中选择单位。此选项的可用度量单位为千字节 (KB)、兆
字节 (MB)、千兆字节 (GB)、千吉字节 (TB) 和百分比 (%)。
您可以选择“Max Size (最大大小)”将卷增长到其最大大小。

■

如果您要增加特定磁盘的大小，请选中“Specify disks for
grow (指定用于增长的磁盘)”复选框。 此选项仅适用于增加卷
的大小。如果选择此选项，您可以从“Disk Selection (磁盘选
择)”向导面板中选择磁盘。
在此向导面板中，将使用磁盘中的未分配空间来增加卷的大小。
指定的大小不得高于这些磁盘中的未分配空间。
请参见第 136 页的““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面板选项”。

■

选中“Resize file system (调整文件系统的大小)”复选框，以
调整 VxFS 文件系统以及卷的大小。 仅对装入的 VxFS 文件系
统启用此选项。 对已卸载的 VxFS 和其他本机文件系统禁用此
选项。

要降低卷的大小，请选择“Shrink (缩小)”，然后执行下列操作之
一：
■

要以特定大小或当前卷大小的特定百分比来降低卷的大小，请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Shrink By (缩小量)”，然后执行下列操作
之一：
■ 要以特定大小降低卷的大小，请在相应字段中输入大小并从
相应下拉列表中选择度量单位。
■ 要以当前大小的特定百分比降低卷的大小，请在相应字段中
输入降低卷大小所用的百分比。从度量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
%。

■

要将卷的大小降低到特定大小，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Shrink
To (缩小至)”，然后在相应字段中输入该大小。从度量单位下
拉列表中选择单位。此选项的可用度量单位为千字节 (KB)、兆
字节 (MB)、千兆字节 (GB)、千吉字节 (TB) 和百分比 (%)。
如果要在文件系统已卸载的情况下降低卷的大小，请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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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

“Force (强制)”复选框。

请参见第 205 页的“ 调整卷大小”。

从卷快照还原数据
卷快照是卷在特定时间点的副本。使用卷快照可以备份数据，以后如果需要，可将
这些数据还原到原始卷中。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为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的卷配置各种类型的快照，当数据丢失时，可以将数据还原到原始
卷中。
要还原数据，原始卷不得是另一个卷的快照。另外，从原始卷的快照还原备份数据
时，原始卷不能处于使用状态。在执行此操作前必须停止所有应用程序（例如数据
库），并卸载那些配置为使用该卷的所有文件系统。
无法在 Windows 主机上执行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注意：在执行此操作前，请确保没有任何应用程序使用数据和快照卷。如果卷中装
入了任何文件系统，必须将其卸载，以防止数据丢失。
从卷快照还原数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Restore (还原)”。

5

在“Restore Data From Snapshot (从快照还原数据)”向导面板中，从快照
选择列表中选择快照。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11 页的““Restore Data From Snapshot (从快照还原数据)”面板的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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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Restore Data From Snapshot Summary (从快照还原数据摘要)”面板
中，确认您为还原卷快照而指定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从选定快照卷还原数据。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创建即时卷快照”。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为卷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Restore Data From Snapshot (从快照还原数据)”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从卷快照还原数据指定详细信息。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以同时还原多个卷的快照。
为此，请在为一个卷配置还原操作后单击“Save (保存)”，然后配置下一个卷。如
果您不希望重置列表，请单击“Reset (重置)”。
此面板显示以下内容：
表 9-19

“Restore Data From Snapshot (从快照还原数据)”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快照卷的名称。

Snapshot Type (快照类型)

快照类型配置，例如即时快照、空间优化快
照等。

Parent name (父项名称)

显示父卷的名称。

Time created (创建时间)

创建快照的时间和日期

Synchronize (同步)

选择此选项可在将快照卷还原到原始卷之前，
将快照卷中的数据同步。

Attach snapshot plexes to parent on
completion of restore (完成还原后将快照
Plex 连接到父级)

选择此选项可在还原数据后将快照卷中的 Plex
连接到原始卷。
如果快照类型是空间优化快照，则此选项不
可用。

请参见第 210 页的“从卷快照还原数据”。

刷新卷的快照
刷新卷快照时，快照卷会替换为原始卷的另一个即时点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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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卷快照时，可以选择为要刷新的快照卷创建空间优化快照。此操作确保能够正
确备份数据。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刷新以下类型的卷快照：
■

即时快照

■

断开镜像快照

无法在 Windows 主机上执行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注意：在刷新卷快照前，必须卸载配置为使用选定卷的文件系统，以防止数据丢
失。
刷新卷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快照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Refresh (刷新)”。

5

在“Refresh snapshot (刷新快照)”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的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12 页的““Refresh snapshot (刷新快照)”面板的选项”。

6

在“Refresh snapshots summary (刷新快照摘要)”面板中，检查您为刷新
快照指定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是否已成功刷新选定卷的快照。

请参见第 213 页的“配置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快照卷添加到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7 页的“删除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Refresh snapshot (刷新快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刷新卷快照指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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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0

“Refresh snapshot (刷新快照)”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Refresh Options (刷新选项)
Synchronize (同步)

选中此复选框可在刷新快照卷中的数据前先
对其进行同步。该选项在默认情况下是启用
的。

Snapshot retention options (快照保留选项)
Preserve snapshot data (creates space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您刷新的快照卷创建空间
optimized snapshot) (保留快照数据 (创建空 优化快照。
间优化快照))
注意：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卷的磁盘组中可用的共享缓存对象来创
建空间优化快照。首次运行刷新日程表时，
将会创建卷的共享缓存对象。以后运行该日
程表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使用此缓存对象创建空间优化快
照。缓存卷名称的格式为
<dg_name>_SHARED_CV1，缓存对象名称
的格式为 <dg_name>_SHARED_CO1。
Snapshot prefix (快照前缀)

输入要包含在空间优化快照卷名称中的前缀。
例如，如果您输入前缀 SO，则快照卷的名称
将是 SO_<原始卷的名称>_<创建快照卷的时
间>。

Cache volume size (缓存卷大小)

输入用于配置空间优化快照卷的缓存卷的大
小。从相应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度量单位。

Autogrow (自动增长)

选中此复选框后，当原始卷中的数据增多时，
将启用缓存卷的自动增长功能。

Do not retain more than (保留数目不超过)

输入要保留的旧快照数。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刷新卷的快照”。

配置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对某个卷快照执行刷新操作时，会将该快照替换为原始卷的即时点副本。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为数据中心内的下列卷快照类型安排刷新操作：
■

即时快照

■

镜像断开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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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为卷快照安排刷新操作之前，请确保没有任何程序在使用该卷。为防止数
据丢失，在执行此操作前，必须卸载配置为使用选定卷的文件系统。
无法在 Windows 主机上执行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配置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快照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Schedule (日程
表)”>“Schedule refresh (日程表刷新)”。

5

在“Schedule operation (日程表操作)”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的信息。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14 页的““Schedule operation (日程表操作)”面板的选项”。

6

在“Refresh snapshot (刷新快照)”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的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12 页的““Refresh snapshot (刷新快照)”面板的选项”。

7

在“Refresh snapshot summary (刷新快照摘要)”面板中，检查您为刷新快
照指定的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是否已成功配置选定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刷新卷的快照”。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快照卷添加到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7 页的“删除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Schedule operation (日程表操作)”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配置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指定详细信息。
此面板显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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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1

“Schedule operation (日程表操作)”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chedule Name (日程表名称)

输入卷快照的刷新操作日程表的名称。

Frequency (频率)

选择运行快照刷新操作的频率。“When (时
间)”列下的值将随此处选择的选项变化。
可用选项包括“Daily (每日)”、“Weekly (每
周)”和“Monthly (每月)”。

When (时间)

为安排快照刷新操作指定详细信息：
■

对于每日日程表：从“Time (时间)”字段
中选择时间。

■

对于每周日程表：选择“Every weekday
(每个工作日)”选项可在一周中的每个工
作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刷新快照。要
在一周中的特定几天刷新快照，请从
“Recur every week on (每周重复日)”

■

字段中选择日期。从“Time (时间)”字段
选择时间。
对于每月日程表：要在一个月的特定某一
天刷新快照，请在“Day (天)”字段中输
入日期。要在一个月的重复日期刷新快
照，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选项。从
“Time (时间)”字段选择时间。

请参见第 213 页的“配置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将快照卷添加到刷新日程表
要使快照卷中的数据保持最新，可以定期刷新快照卷。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创建卷快照的刷新操作日程表，还可以将卷快照添加到为卷快照刷新
配置的现有日程表中
无法在 Windows 主机上执行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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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卷快照添加到刷新日程表中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快照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Schedule (日程
表)”>“Add to existing schedule (添加到现有日程表)”。

5

在“Add to existing schedule (添加到现有日程表)”向导面板中，从列表中
选择日程表。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216 页的““Add to existing schedule (添加到现有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是否已成功将选定的卷快照添加到此日程表
中。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刷新卷的快照”。
请参见第 213 页的“配置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7 页的“删除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Add to existing schedule (添加到现有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要将卷快照添加到其中的现有刷新日程表。
表 9-22

“Add to existing schedule (添加到现有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napshot refresh schedule name (快照刷 卷快照刷新日程表的名称。
新日程表名称)
Schedule details (日程表详细信息)

日程表的详细信息

Volumes (卷)

原始卷的名称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快照卷添加到刷新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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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要使快照卷中的数据保持最新，可以定期刷新快照卷。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为数据中心内的卷快照安排刷新操作。也可以从刷新日程表中删除
卷。如果从现有日程表中删除的卷快照是日程表配置中的最后一个卷快照，则控制
台将删除该日程表。
删除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快照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Refresh (刷
新)”>“Remove volume from refresh schedule (从刷新日程表中删除卷)”。

5

在“Remove volume from refresh schedule (从刷新日程表中删除卷)”向导
面板中，从列表中选择日程表。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217 页的““Remove volumes from refresh schedule (从刷新日程表中
删除卷)”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检查是否已成功删除选定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刷新卷的快照”。
请参见第 213 页的“配置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快照卷添加到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Remove volumes from refresh schedule (从刷新日程表中删除卷)”
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要删除的卷快照刷新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7 页的“删除卷快照的刷新日程表”。

设置卷使用情况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设置卷使用情况，进而设置卷的读取策略。
此操作只能针对设置了镜像的卷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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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设置卷使用情况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的卷，然后选择“Set Usage (设置使用情况)”。

5

在“Set Volume Usage (设置卷使用情况)”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停止的卷。
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18 页的““Set Volume Usage (设置卷使用情况)”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停止所选卷。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Set Volume Usage (设置卷使用情况)”面板的选项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设置 UNIX、Linux 或 Windows 主机上卷的读取策略。
表 9-23 列出了可以针对 UNIX 或 Linux 主机设置的卷使用情况选项。
表 9-24 列出了可以针对 Windows 主机设置的卷使用情况选项。
表 9-23

UNIX 或 Linux 主机上“Set Volume Usage (设置卷使用情况)”
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Base on layouts (基于布局)

选择此选项时，Storage Foundation 可以为
卷镜像选择合适的读取策略

Round robin (循环法)

选择此选项可以在卷镜像之间交替读取。

Site local read (站点本地读取)

选择此选项可以优先从本地定义的站点读取。

Preferred (首选)

选择此选项可以从列表中指定一个特定镜像，
以便在读取时尽可能使用该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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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4

Windows 主机上“Set Volume Usage (设置卷使用情况)”面板
的选项

字段

说明

Round robin (循环法)

选择此选项可以在卷镜像之间交替读取。

Preferred (首选)

选择此选项可以从列表中指定一个特定镜像，
以便在读取时尽可能使用该镜像。

请参见第 217 页的“ 设置卷使用情况”。

拆分快照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将快照层次结构拆分为两个独立的层次结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拆分快照层次结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快照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Split (拆分)”。

5

在“Split Snapshot (拆分快照)”向导面板中，确认要拆分的父快照卷。单击
“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所选快照是否已从父快照或数据卷拆分下来。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取消关联快照”。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启动快照同步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拍摄快照的时间点将即时快照内容与原始
卷的内容同步。 如果希望将快照卷移动到另一个磁盘组来导出到另一台计算机以进
行脱离主机处理，则必须确保快照卷已完全同步。
对于空间优化的快照，无法将快照的内容与其原始卷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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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创建快照时未启动快照同步，或者只有同步操作暂停，则可以启动同步。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启动同步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快照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Start synchronization
(启动同步)”。

5

在“Start synchronization (启动同步)”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同步的快照。单
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同步选定的快照。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取消关联快照”。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展开主机。

3

展开“Volumes (卷)”以选择卷。

4

右键单击所需的卷，然后选择“Enable FastResync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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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Enable FastResync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向导面板中，指定选项，然后
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21 页的““Enable FastResync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面板的选项”。

6

在“Enable FastResync - Result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 结果)”面板中，验证
是否已在卷上成功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222 页的“在卷上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Enable FastResync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表 9-25

“Enable FastResync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选项)”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Automatically Configure FastResync
Options (自动配置快速重新同步选项)

选择此选项可自动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Manually Configure FastResync Options
(手动配置快速重新同步选项)

选择此选项可手动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Enable DRL (Dirty region logging) (启用
DRL (脏区日志记录))

DRL 可加快系统崩溃后卷恢复的速度。 选择
启用或禁用 DRL。
选择“sequential (连续)”可配置连续 DRL。
此选项用于诸如数据库重放日志所使用的卷，
在这些日志中数据是以连续方式写入其中的。
连续 DRL 限制卷中脏区的数量，并帮助加快
数据恢复的速度。

高级选项
FastResync (DCO) Mirror (快速重新同步
(DCO) 镜像)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数字可指定要创建的
数据更改对象 (DCO) 镜像的数量。对数据卷
进行更新后，这些更新会以日志的形式保留
在 DCO 镜像中。

DCO region size (KB) (DCO 区域大小 (KB)) 输入要创建的 DCO 镜像的大小。默认值为
64 KB。
Select DCO disks (选择 DCO 磁盘)

从列表中选择要保留为 DCO 磁盘的磁盘。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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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上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在一个或多个卷上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在卷上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展开主机。

3

展开“Volumes (卷)”以选择卷。

4

右键单击所需的卷，然后选择“Disable FastResync (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5

在“Disable FastResync (禁用快速重新同步)”向导面板中，验证详细信息并
单击“OK (确定)”。

6

在“Disable FastResync - Result (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 结果)”面板中，验证
是否已在卷上成功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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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

创建文件系统

■

启用更改日志

■

禁用更改日志

■

同步更改日志

■

删除更改日志

■

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

■

从主机上卸载非群集文件系统

■

在主机上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

卸载群集文件系统

■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

检查文件系统

■

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

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

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

删除文件系统快照

管理文件系统
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

监视文件系统的容量

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以下是与文件系统相关的操作列表，您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
这些操作。
请参见第 224 页的“ 创建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31 页的“启用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32 页的“禁用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33 页的“同步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33 页的“删除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34 页的“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
请参见第 235 页的“从主机上卸载非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36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卸载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1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3 页的“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5 页的“检查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48 页的“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50 页的“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53 页的“删除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复制器操作”。
请参见第 547 页的“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创建文件系统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 Storage Foundation 卷上创建和装入文
件系统。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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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件系统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并选择主机。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

■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右键单击并选择“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

■

展开主机。展开主机下的“Volumes (卷)”以查找并选择卷。右键单击并
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

4

如果您尚未选择某个卷以启动创建文件系统向导，则会显示“Select Volume
(选择卷)”向导面板。选择用于创建文件系统的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28 页的““Select Volume (选择卷)”面板的选项”。

5

在“Create a new File system (创建新文件系统)”面板中，选择文件系统选
项和装入选项。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25 页的““Create File System -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 - 文件系
统)”选项”。
请参见第 229 页的““Advanced Options (高级选项)”面板”。

6

在“Create File System Summary (创建文件系统摘要)”面板中，验证您的
选择以创建文件系统。单击“Finish (完成)”创建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3 页的“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5 页的“检查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50 页的“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Create File System -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 - 文件系统)”选
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创建新文件系统。
选择以下文件系统类型之一来创建新的文件系统。文件系统类型因主机平台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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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fs：适用于 Unix/Linux（如果已安装 VRTSvxfs 软件包）

■

ufs：适用于 SunOS

■

ext2：适用于 Linux

■

ext3：适用于 Linux

■

ext4：适用于 Linux

表 10-1

vxfs、ext2、ext3、ext4 和 ufs 的文件系统选项

字段

说明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所选卷所在的磁盘组名称。

Volume (卷)

显示卷使用的名称。

File system type (文件系统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文件系统类型。

vxfs 的文件系统选项
Block size (块大小)

从下列选项中选择块大小：
■

Default (默认)

■

1024

■

2048

■

4096

■

8192

所有单位均以字节指定。
Size (大小)

输入文件系统大小。

ext2、ext3、ext4 和 ufs 的文件系统选项
Block size (块大小)

从下列选项中选择块大小：
■

Default (默认)

■

1024

■

2048

■

4096

■

8192

注意：对于 ext 文件系统，块大小不能为
8192。
所有单位均以字节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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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Allocation unit size (分配单元大小)

从下列选项中选择分配单元：
■

Default (默认)

■

1024

■

2048

■

4096

■

8192

注意：对于 ext 文件系统，分配单元大小
不能为 8192。
所有单位均以字节指定。

在装入文件系统时，可以使用“Mount Options (装入选项)”向导面板设置选项。
如果文件系统表中包含文件系统的条目，请选中“Mount using options in file system
table (使用文件系统表中的选项装入)”以使用存储的装入选项。不能使用此向导面
板更改选项。要更改选项，必须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表 10-2

装入选项

字段

说明

Mount point (装入点)

输入文件系统的装入点。必须指定装入点，且
必须是绝对路径名，即，必须以 / 开头。

Read only (只读)

选择此选项可在只读模式下装入文件系统。

Honor setuid (支持 setuid)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 setuid 请求。

Select Caching Mode (选择缓存模式)

对于 VxFS 缓存区域，缓存模式决定了为特定
装入点执行何种缓存。此模式可以避免缓存、
读取或写回。默认模式为读取。
VxVM 缓存区域只支持读取模式。
此面板可以根据选择的模式显示可用缓存区
域。

Add to file system table (添加到文件系统 选择此选项可在装入文件系统时自动更新文件
表)
系统表。
Mount at boot (启动时装入)

仅当选择了“Add to file system table (添加
到文件系统表)”时，此选项才可用。选择此选
项可在启动时装入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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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fsck pass

仅当选择了“Add to file system table (添加
到文件系统表)”时，此选项才可用。在启动时
装入文件系统时指定 fsck pass。

Mount Type (装入类型)

选择以下装入类型之一，这些类型仅在共享磁
盘组的情况下可供选择：
■

Local (本地)

■

Cluster (群集)

Select nodes where file system should 选择要将文件系统装入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节
be mounted (选择应将文件系统装入其中的 点。仅当所选的“Mount Type (装入类型)”
节点)
是“Cluster (群集)时，此选项才会启用。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用于装入文件系统的高级选
项。

Advanced (高级)

请参见第 229 页的““Advanced Options (高级选
项)”面板”。

请参见第 224 页的“ 创建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24 页的“ 创建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174 页的“ 创建 Storage Foundation 卷”。

“Select Volume (选择卷)”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要创建新文件系统的卷。面板显示了可用于创建文件系统的
卷的详细信息。
表 10-3

“Select Volume (选择卷)”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显示卷的名称。

Condition (情况)

显示卷的情况。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磁盘组的名称。

Layout (布局)

显示卷的布局类型。

Size (大小)

显示卷的大小。

Snapshot Of (快照)

显示卷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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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 Mirrors (镜像数)

显示与卷关联的镜像。

# Volume Snapshots (卷快照数)

显示快照计数。

请参见第 224 页的“ 创建文件系统”。

“Advanced Options (高级选项)”面板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高级文件系统和装入选项。可用选项取决于文件系统类型。
表 10-4

vxfs、ufs、ext2、ext3 和 ext4 的高级选项

字段

说明

vxfs 的高级选项
Log size (blocks) (日志大小 (块))

通过提供日志大小值来指定活动日志记录区
域大小。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使用此区域可以定义其他装入选项。
请参见 mkfs(1) 手册页。
例如：version=8。使用逗号 (,) 指定多个值。

ufs 的高级选项
Label (标签)

定义文件系统的标签。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使用此区域可以定义其他装入选项。
请参见 mkfs(1) 手册页。
例如：mtb=y。使用逗号 (,) 指定多个值。

ext2 的高级选项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使用此区域可以定义其他装入选项。
请参见 mkfs(1) 手册页。
例如：creator-os。使用逗号 (,) 指定多个
值。

ext3 的高级选项
External log device (外部日志设备)

输入日志（日记）块设备的名称/标签。

Log size (blocks) (日志大小 (块))

通过提供日志大小值来指定活动日志记录区
域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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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使用此区域可指定用于创建文件系统的其他
参数。
请参见 mkfs(1) 手册页。
例如：creator-os。使用逗号 (,) 指定多个
值。

ext4 的高级选项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使用此区域可指定用于创建文件系统的其他
参数。
请参见 mkfs(1) 手册页。
例如：creator-os。使用逗号 (,) 指定多个
值。

表 10-5

vxfs、ufs、ext2、ext3 和 ext4 的高级装入选项

字段

说明

vxfs 的高级装入选项
File system caching policy (文件系统缓存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策略)
■ Default
■

direct

■

dsync

■

closesync

■

tempcache

■

unbuffered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Convert osync policy (转换 osync 策略)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Default

■

direct

■

dsync

■

closesync

■

delay

■

unbuffered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230

管理文件系统
启用更改日志

字段

说明

I/O handling policy (I/O 处理策略)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Default

■

mwdisable

■

wdisable

■

nodisable

■

mdisable

■

disable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Clear data extents (清除数据范围)

选中该复选框可在分配文件之前清除所有数
据范围。

Disable access time recording (禁用访问
时间记录)

选中该复选框可禁用访问时间记录。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使用此区域可以定义其他装入选项。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例如：logiosize=4096。使用逗号 (,) 指定多
个值。

ufs、ext2、ext3 和 ext4 的高级装入选项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使用此区域可以定义其他装入选项。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例如：对于 ufs，选项为 quota。对于 ext2、
ext3 和 ext4，选项为 async。使用逗号 (,) 指
定多个值。

请参见第 224 页的“ 创建文件系统”。

启用更改日志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托管主机上启用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的文件更改日志。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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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文件更改日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Enable Change
Log (启用更改日志)”。

5

在“Enable Change Log (启用更改日志)”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启用其文件更
改日志的文件系统。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启用所选文件系统的文件更改日
志。

请参见第 232 页的“禁用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禁用更改日志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托管主机上禁用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的文件更改日志。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禁用文件更改日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Disable Change
Log (禁用更改日志)”。

5

在“Disable Change Log (禁用更改日志)”向导面板中，确认要禁用其文件
更改日志的文件系统。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禁用所选文件系统的文件更改日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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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31 页的“启用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同步更改日志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清除文件更改日志记录间隔的相关数据，
从而使文件更改日志进入稳定的状态。
如果文件系统不是 VxFS 文件系统或未被装入，则无法同步更改日志。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同步文件更改日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展开“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Synchronize
Change Log (同步更改日志)”。

5

在“Synchronize Change Log (同步更改日志)”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同步文
件更改日志的文件系统。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同步所选文件系统的文件更改日
志。

请参见第 231 页的“启用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33 页的“删除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删除更改日志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托管主机上删除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的文件更改日志。
必须先禁用所选文件更改日志，然后才能将其删除。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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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更改日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Remove Change
Log (删除更改日志)”。

5

在“Remove Change Log (删除更改日志)”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删除其文件
更改日志的文件系统。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删除所选文件系统的文件更改日
志。

请参见第 231 页的“启用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33 页的“同步更改日志”。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整理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的碎片。当文
件系统成碎片时，将充分获取文件系统上的非连续位置，进而影响读取数据时的性
能。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有助于快速寻找数据。此操作仅适用于 VxFS 文件系统。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Defrag (整理碎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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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Defrag File System (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对其整
理碎片的文件系统。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35 页的““Defrag File System (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面板的选项”。
此操作可能要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具体取决于文件系统的大小。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运行碎片整理命令并显示警告消
息。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24 页的“ 创建文件系统”。

“Defrag File System (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确认所选文件系统并整理其碎片。您可以定义要运行碎片整理的
最大时长。如果您指定了最大时长，则定义的时间结束后将中止操作。
请参见第 234 页的“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

从主机上卸载非群集文件系统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卸载数据中心内 Storage Foundation 卷上
装入的文件系统。从主机上卸载非群集文件系统时，您可以从文件系统表中删除所
选文件系统的条目（可选）
如果某个文件系统满足以下条件，则无法将其卸载：
■

驻留在运行 Windows 的主机上。

■

装入了一个或多个检查点。对于这些类型的文件系统，必须先卸载检查点，然
后再从主机上卸载文件系统。

使用控制台可以从主机上卸载下列文件系统：
主机的操作系统

支持的文件系统

Solaris

vxfs、ufs

Linux

vxfs、ext2、ext3 和 ext4

HP-UX

vxfs

AIX

vxfs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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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非群集文件系统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Unmount (卸载)”。

5

在“Unmount Confirmation (卸载确认)”向导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36 页的““Unmount Confirmation (卸载确认)”面板”。

6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验证所选非群集文件系统是否已成功卸载。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卸载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36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Unmount Confirmation (卸载确认)”面板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确认主机上的文件系统卸载操作。
清除“Remove from fstab? (从 fstab 中删除?)”复选框，可删除文件系统表中选
定文件系统的条目。
请参见第 235 页的“从主机上卸载非群集文件系统”。

在主机上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要使用文件系统，必须将其装入一个装入点（即一个目录）。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将文件系统装入主机上的装入点。
要装入某个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必须处于已卸载状态。
主机的操作系统

支持的文件系统

Solaris

UNIX 文件系统 (UFS)

Linux

Ext2、Ext3 和 Ext4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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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Mount (装入)”。

5

在“Mount Options (装入选项)”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信息。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237 页的““Mount (装入选项)”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验证所选非群集文件系统是否已成功装入。

请参见第 241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35 页的“从主机上卸载非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Mount (装入选项)”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用于将非群集文件系统装入主机的选项。
表 10-6

装入选项

字段

说明

Mount using existing options (from file 如果文件系统处于未装入状态且具有文件系统
system table)(使用现有选项装入 (从文件系 表条目，则选择此选项。
统表))
Mount point (装入点)

输入文件系统的装入点。必须指定装入点，且
必须是绝对路径名，即，必须以 / 开头。

File system type (文件系统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文件系统类型。

Read only (只读)

选择此选项可在只读模式下装入文件系统。

Honor setuid (支持 setuid)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 setuid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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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Select Caching Mode (选择缓存模式)

对于 VxFS 缓存区域，缓存模式决定了为特定
装入点执行何种缓存。此模式可以避免缓存、
读取或写回。默认模式为读取。
VxVM 缓存区域只支持读取模式。
此面板可以根据选择的模式显示可用缓存区
域。

Add to file system table (添加到文件系统 选择此选项可在装入文件系统时自动更新文件
表)
系统表。
Mount at boot (启动时装入)

仅当选择了“Add to file system table (添加
到文件系统表)”时，此选项才可用。选择此选
项可在启动时装入文件系统。

fsck pass

仅当选择了“Add to file system table (添加
到文件系统表)”时，此选项才可用。在启动时
装入文件系统时指定 fsck pass。

Mount Type (装入类型)

仅当所选卷是共享卷时，此选项才会显示。

Advanced (高级)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用于装入文件系统的高级选
项。
请参见第 229 页的““Advanced Options (高级选
项)”面板”。

请参见第 236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Advanced Mount Options (高级装入选项)”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用于装入文件系统的新高级选项。
单击“OK (确定)”保存更改并返回“Mount Options (装入选项)”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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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7

Advanced mount options (高级装入选项)

字段

说明

File system caching policy (文件系统缓存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策略)
■ Default
■

direct

■

dsync

■

closesync

■

tempcache

■

unbuffered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Convert osync policy (转换 osync 策略)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Default

■

direct

■

dsync

■

closesync

■

delay

■

unbuffered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I/O handling policy (I/O 处理策略)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Default

■

mwdisable

■

wdisable

■

nodisable

■

mdisable

■

disable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Clear data extents (清除数据范围)

选中该复选框可在分配文件之前清除所有数
据范围。

Disable access time recording (禁用访问
时间记录)

选中该复选框可禁用访问时间记录。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使用此区域可以定义其他装入选项。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例如：logiosize=4096。使用逗号 (,) 指定多
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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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对于 ufs、ext2、ext3 和 ext4
不适用于群集文件系统。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使用此区域可以定义其他装入选项。
请参见 mount(1) 手册页。
例如：对于 ufs，选项为 quote。对于 ext2、
ext3 和 ext4，选项为 async。使用逗号 (,) 指
定多个值。

请参见第 236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1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卸载群集文件系统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卸载装入数据中心的一个或多个群集节点
上的群集文件系统。
如果某个文件系统满足以下条件，则无法将其卸载：
■

驻留在运行 Windows 的主机上。

■

装入了一个或多个检查点。对于这些类型的文件系统，必须先卸载检查点，然
后再从主机上卸载文件系统。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卸载群集文件系统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Unmount (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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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Unmount Cluster File System (卸载群集文件系统)”向导面板中，指定
所需信息。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41 页的““Unmount Clustered File System (卸载群集文件系统)”面板
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验证所选群集文件系统是否已卸载。

请参见第 235 页的“从主机上卸载非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1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Unmount Clustered File System (卸载群集文件系统)”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节点以指定要卸载群集文件系统的位置。
要从特定节点卸载文件系统，请选择“Unmount from selected nodes (从所选节
点卸载)”。在“Select nodes to unmount the file system (选择要卸载文件系统
的节点)”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节点。
要从所有节点卸载群集文件系统并从群集配置中删除该文件系统，请选择“Remove
mount from cluster configuration (从群集配置中删除装入)”。如果选择此选项，
您无法将此文件系统装入群集中的任何位置。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卸载群集文件系统”。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要使用群集文件系统，必须将其装入群集内某个节点处的装入点。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将群集文件系统装入主机上的装入点。
要装入某个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必须处于已卸载状态。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Mount (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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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Clustered Mount Options (群集装入选项)”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信息。
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42 页的““Mount File System - Clustered Mount Options (装入文件系
统 - 群集装入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验证所选群集文件系统是否已成功装入。

请参见第 236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卸载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Mount File System - Clustered Mount Options (装入文件系统 - 群
集装入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用于将群集文件系统装入主机的选项。
在此向导面板中指定的选项将应用于群集中的所有节点。
表 10-8

Mount File System - Clustered Mount Options (装入文件系统 群集装入选项)

字段

说明

Mount point (装入点)

输入文件系统的装入点。必须指定装入点，且
必须是绝对路径名，即，必须以 / 开头。

Read only (只读)

选择此选项可在只读模式下装入文件系统。

Honor setuid (支持 setuid)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 setuid 请求。

Select Caching Mode (选择缓存模式)

对于 VxFS 缓存区域，缓存模式决定了为特定
装入点执行何种缓存。此模式可以避免缓存、
读取或写回。默认模式为读取。
VxVM 缓存区域只支持读取模式。
此面板可以根据选择的模式显示可用缓存区
域。

Mount Type (装入类型)

选择一个群集。

Select nodes to mount the file system (选 选择用于装入文件系统的一个或多个节点。
择要装入文件系统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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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Advanced (高级)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用于装入文件系统的高级选
项。
请参见第 238 页的““Advanced Mount Options
(高级装入选项)”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241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重新装入已装入的文件系统。当用户需要在
保持相同装入点的同时更改装入点选项时，使用此操作。
此操作无法在 Windows 主机上执行。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的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Remount File
System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5

在“Remount File System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向导面板中，确认要重新装
入的文件系统。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43 页的““Remount (重新装入选项)”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选定的文件系统已成功重新装入。

请参见第 236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1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Remount (重新装入选项)”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重新装入已装入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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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9

“Remount Options (重新装入选项)”面板

字段

说明

Read write (读写)

选中此复选框可将 I/O 模式从只读更改为写入
模式。

注意：在执行重新装入操作的过程中，无法
将 I/O 模式从读写模式更改为只读模式。
Disable access time recording (禁用访问
时间记录)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重新装入过程中禁用文件
访问时间更新。此选项仅适用于 VxFS 文件系
统。

Select Caching Mode (选择缓存模式)

对于 VxFS 缓存区域，缓存模式决定了为特定
装入点执行何种缓存。此模式可以避免缓存、
读取或写回。默认模式为读取。
VxVM 缓存区域只支持读取模式。
此面板可以根据选择的模式显示可用缓存区
域。

I/O handling policy (I/O 处理策略)

Convert osync policy (转换 osync 策略)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Default

■

disable

■

nodisable

■

wdisable

■

mwdisable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Default

■

closesync

■

delay

■

direct

■

dsync

■

unbuffered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请输入除先前已指定的选项外要指定的其他
选项。例如：logiosize=4096。使用逗号 (,)
指定多个值。

Node (节点)

选择用于重新装入文件系统的一个或多个节
点。
此选项仅对群集文件系统显示。

请参见第 243 页的“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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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文件系统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时可以检查已卸载文件系统的一致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检查文件系统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的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Check (检查)”。

5

在“Check File System (检查文件系统)”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信息。单击
“OK (确定)”。
请参见第 245 页的““Check File System (检查文件系统)”面板的选项”。
此操作可能要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具体取决于文件系统的大小和文件系统中的
文件数量。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选定的文件系统是否经过检查。

请参见第 224 页的“ 创建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Check File System (检查文件系统)”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检查文件系统。
表 10-10

“Check File System (检查文件系统)”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File system type (文件系统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文件系统类型。如果您选
择已卸载的文件系统，则不会显示此选项。

Run full check (运行完全检查)

选择此选项可对文件系统运行完全检查。
此选项仅适用于 VxFS 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5 页的“检查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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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
以选择主机。展开“Volumes (卷)”。右键单击所需的卷，然后选择
“Snapshot (快照)”>“Create (创建)”。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
以选择主机。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右键单击所需的磁盘组，然
后选择“Create Snapshot (创建快照)”。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数据库，然后选择“Create Snapshot (创建快照)”。

3

在“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panel options (‘快照级别选择’面板的选项)”
向导面板中，选择“Creat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创建文件系统快照)”选
项。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47 页的““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快照级别选择)”面板的选项”。

4

在“Create File System snapshot - Advanced Options (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 高级选项)”向导面板中，指定装入详细信息。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48 页的“Create File System snapshot - Configure Options (创建文件
系统快照 - 配置选项)”。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文件系统快照是否已成功创建。

请参见第 248 页的“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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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Snapshot - Creat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创建快照 - 创建
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创建并配置文件系统快照。
此面板显示以下信息：
表 10-11

“Create snapshot - Creat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创建快照 创建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File System Name (文件系统名称)

显示需要在上面创建新检查点的选定文件系
统的名称。

File system snapshot Name (文件系统快照 指定文件系统快照的名称。有效的文件系统
名称)
快照名称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
短划线或句点。名称的长度必须在 1 到 19 个
字符之间。不能以破折号或句点开头，也不
能以句点结尾。
Mount (装入)

选中此复选框可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Configuration (配置)

选择该项可配置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Snapshot level selection (快照级别选择)”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创建卷快照或带有检查点的文件系统快照的方法。
表 10-12
字段

说明

Create volume snapshot (创建卷快照)

选择该项可创建卷快照。

Creat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创建文件系统快 选择该项可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照)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创建即时卷快照”。
请参见第 198 页的“为卷创建空间优化快照”。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为卷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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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File System snapshot - Configure Options (创建文件系统快
照 - 配置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表 10-13

“Creat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创建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选
项

字段

说明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显示需要在其上创建新文件系统快照的选定
文件系统的名称。

File System snapshot Name (文件系统快照 指定检查点名称。有效的文件系统快照名称
名称)
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短划线或
句点。名称的长度必须在 1 到 19 个字符之
间。不能以破折号或句点开头，也不能以句
点结尾。
Removable (可移动)

选中此复选框可创建可移动类型的文件系统。

Mount (装入)

如果要装入文件系统快照，请选中此复选框。

Mount point (装入点)

如果选择“Mount (装入)”，则需要指定一个
装入点。

Read only (只读)

选中此复选框可将文件系统快照装入为只读。

Node (节点)

选择要将文件系统快照装入其中的一个或多
个节点。仅对群集文件系统启用此选项。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 VxFS 文件系统中重新装入已装入的文
件系统快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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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开主机，然后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并选择所需卷。单击“Snapshots (快照)”
选项卡。

■

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并选择所需文件系统快照。

4

右键单击选定的文件系统快照，然后选择“Remount (重新装入)”。

5

在“Re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向导面板中，
指定重新装入详细信息。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49 页的““Re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检查点是否已成功重新装入。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50 页的“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Re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
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表 10-14

“Re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面
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Read Write (读写)

选中此复选框可将 I/O 模式从只读更改为写入
模式。

注意：在执行重新装入操作的过程中，无法
将 I/O 模式从读写模式更改为只读模式。
Disable access time recording (禁用访问
时间记录)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重新装入过程中禁用文件
访问时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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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I/O handling policy (I/O 处理策略)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Convert osync policy (转换 osync 策略)

■

Default

■

disable

■

nodisable

■

wdisable

■

mwdisable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Default

■

closesync

■

delay

■

direct

■

dsync

■

unbuffered

Extra options (额外选项)

请输入除先前已指定的选项外要指定的其他
选项。例如：logiosize=4096。使用逗号 (,)
指定多个值。

Node (节点)

选择要将文件系统快照重新装入其中的一个
或多个节点。仅对群集文件系统启用此选项。

请参见第 248 页的“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装入现有的文件系统快照。已装入文件系统
快照会显示为它们所基于的文件系统的子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并选择所需卷。单击“Snapshots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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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键单击选定的文件系统快照，然后选择“Mount (装入)”。

5

在“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装入文件系统快照)”向导面板中，指定
装入详细信息。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51 页的““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装入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选
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检查点是否已成功装入。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48 页的“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装入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表 10-15

“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装入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选
项

字段

说明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显示需要在其上装入新文件系统快照的选定
文件系统的名称。

Snapshot name (快照名称)

显示文件系统快照的名称。

Mount Point (装入点)

如果选择“Mount (装入)”，则需要指定一个
装入点。将生成可编辑的默认装入点路径。

Read only (只读)

选中此复选框可将文件系统快照装入为只读。

Node (节点)

选择要将文件系统快照装入其中的一个或多
个节点。仅对群集文件系统启用此选项。

请参见第 250 页的“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卸载现有的文件系统快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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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展开主机。展开“Volumes (卷)”，然后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选择所需卷。单击“Snapshots (快照)”选项卡。右键单击所需的已装入
文件系统快照，然后选择“Unmount (卸载)”

■

4

找到并右键单击所需的已装入文件系统。选择“Unmount (卸载)”

在“Un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卸载文件系统快照)”向导面板中，指
定卸载详细信息。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52 页的““Un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卸载文件系统快照)”面板
的选项”。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检查点是否已成功卸载。

请参见第 248 页的“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Un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卸载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表 10-16

“Unmount File System Snapshot (卸载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
选项

字段

说明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显示需要从中卸载文件系统快照的选定文件
系统的名称。

File System snapshot Name (文件系统快照 显示文件系统快照名称。
名称)
Mount Point (装入点)

显示文件系统快照装入点。

Node (节点)

选择要从中卸载文件系统快照的一个或多个
节点。仅对群集文件系统启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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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Remove cluster mount (删除群集装入)

选中此复选框可删除群集文件系统快照装入
点。仅对在群集文件系统上装入的文件系统
快照启用此选项。

Remove selected checkpoint (删除选定检 选中此复选框可删除文件系统快照。
查点)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删除文件系统快照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删除现有的文件系统快照。必须先卸载文件
系统快照，然后才能将其删除。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删除文件系统快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展开主机。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并选择所需卷。单击“Snapshots
(快照)”选项卡。右键单击选定的已卸载文件系统快照，然后选择“Remove
(删除)”。

■

展开主机。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并选择所需卷。右键单击所需的
卷，然后选择“Snapshot (快照)”>“Remove FS Snapshot (删除 FS 快
照)”。

4

如果在卷环境中启动删除文件系统快照的操作，则在“Remov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删除文件系统快照)”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的详细信息。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54 页的““Remov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删除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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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在快照环境中启动操作，则在“Remov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删除文
件系统快照)”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删除的文件系统快照。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文件系统快照是否已成功删除。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创建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48 页的“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卸载文件系统快照”。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Remov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删除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删除文件系统快照。
表 10-17

“Remove File System Snapshot (删除文件系统快照)”面板的
选项

字段

说明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显示要从中删除文件系统快照的选定文件系
统的名称。

Remove last #snapshots (删除上次快照数) 选择此选项可选择要删除的文件系统快照数
量。
Select snapshot to remove (选择要删除的 选择此选项可选择要删除的文件系统快照。
快照)
Snapshot name (快照名称)

显示要删除的文件系统快照的名称。

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

显示文件系统快照的创建时间。

请参见第 253 页的“删除文件系统快照”。

监视文件系统的容量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监视环境中文件系统的使用率。要监视文
件系统使用率，可以设置“High Usage Warning (高使用率警告)”和“High Usage
Risk (高使用率风险)”阈值。当文件系统使用率超出指定限制时，“High Usage
Warning (高使用率警告)”阈值会触发风险警报。“High Usage Risk (高使用率风
险)”会触发故障警报，需要引起您的紧急注意。
要在 Windows 主机上执行此操作，您需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 6.1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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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监视文件系统的容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Monitor Capacity
(监视容量)”。

5

在“Monitor Capacity (监视容量)”向导面板中，在“High Usage Warn (高
使用率警告 (%))”和“High Usage Risk (%) (高使用率风险 (%))”字段中输入
信息。
请参见第 255 页的““Monitor Capacity (监视容量)”面板选项”。

6

单击“Apply all (全部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成功配置阈值以监视文件系统使用率。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管理文件系统”。

“Monitor Capacity (监视容量)”面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设置用于监视文件系统使用情况的阈值。也可以指定要在文件系统
上增加的空间量。
表 10-18

“Monitor Capacity (监视容量)”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High Usage Warn (%) (高使用率警告 (%))

输入一个文件系统大小值，达到该值时会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触发风险警报。

High Usage Risk (%) (高使用率风险 (%))

输入一个文件系统大小值，达到该值时会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触发故障警报。

Autogrow (%) (自动增长 (%))

指定当文件系统超出高使用率风险阈值时希
望在文件系统上增加的空间量。
自动增长仅适用于在 Storage Foundation 卷
(VxVM) 上创建的 VxFS 文件系统。

Apply all (全部应用)

单击可应用阈值和自动增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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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Reset All (全部重置)

单击可重置阈值和自动增长值。

Name (名称)

显示文件系统的名称。

Type (类型)

显示文件系统的类型。

Size (大小)

显示文件系统的总大小。

% Used (已用空间百分比)

以百分比方式显示文件系统上的已使用空间。

High Usage Warn (%) (高使用率警告 (%))

显示文件系统大小值，达到该值时会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触发风险警报。

High Usage Risk (%) (高使用率风险 (%))

显示文件系统大小值，达到该值时会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触发故障警报。

Autogrow (%) (自动增长 (%))

以百分比方式显示当文件系统超出高使用率
风险阈值时，指定要在文件系统上增加的空
间量。

请参见第 254 页的“监视文件系统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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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 SmartIO

■

启用或禁用 SmartIO 缓存

■

创建缓存

■

查看缓存详细信息

■

查看 SmartIO 影响分析图

■

更改 SmartIO 模式

■

修改缓存

■

删除缓存

■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1 向缓存加载文件

■

将表空间或文件固定到缓存

■

从缓存中取消固定表空间或文件

■

关于使用 SmartAssist

■

创建 I/O 跟踪日志

■

查看 I/O 跟踪日志

■

分析 I/O 跟踪日志

■

删除 I/O 跟踪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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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 SmartIO
SmartIO 支持将多供应商固态设备 (SSD) 用作系统上所运行高事务应用程序的读写
缓存，以提高总体 I/O 性能。传统磁盘通常是高事务应用程序的 I/O 瓶颈。为解决
该问题，SmartIO 利用基于 SSD 的缓存来推动高性能应用程序。
当应用程序发出 I/O 请求时，SmartIO 会进行检查以查看 I/O 是否可从缓存中获得
检修。当应用程序从基础卷或文件系统访问数据时，某些数据会根据内部启发移动
到缓存。后续 I/O 从缓存进行处理。
SmartIO 支持对 VxVM 卷上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执行读写缓存。还支持对 VxVM
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执行块级读取缓存。这种类型的 SmartIO 缓存支持直接在原始
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例如，直接在原始卷上运行的数据库实例。 卷级别读取缓存
也可用于无法使用 VxFS 缓存的情况。
SmartIO 要求有一个托管主机在运行适用于 Windows 或 Linux 的 Storage Foundation
6.1 或更高版本。
SmartIO 要求有一个托管主机在运行适用于 Solaris 或 AIX 的 Storage Foundation
6.2 或更高版本。
要缓存的卷必须具有磁盘组版本 190 和文件系统布局版本 10。
建议不要在共享磁盘上创建缓存区域。从版本 7.1 开始，Management Server 支持
在单个 SSD 上创建多个缓存区域。SmartIO 不支持对 RAID-5 卷和 DCO 卷进行缓
存。
在 Linux 托管主机上，您可以创建一个类型为 VxVM 的缓存区域和无限数量的类型
为 VxFS 的缓存区域。
在 Windows 托管主机上，您最多可以创建八个类型为 VxVM 的缓存区域。
有关 SmartIO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适用于 Windows 的 Storage Found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和适用于 Linux 的
Veritas InfoScale SmartIO for Solid State Drives Solutions Guide（《适用于固态
驱动器的 Veritas InfoScale SmartIO 解决方案指南》）。
请参见第 260 页的“创建缓存”。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删除缓存”。
请参见第 259 页的“ 启用或禁用 SmartIO 缓存”。

关于 SmartIO 中 的写回缓存
对于运行在 VxFS 文件系统上的应用程序，SmartIO 支持写回缓存。 这种情况下，
尽量通过缓存满足应用程序的读写需求。在写回模式下，此数据写入 SmartIO 缓
存，并且写操作标记为成功。 随后，SmartIO 会将数据传输到磁盘并清除缓存区。
写回缓存应该能够缩短同步用户数据写入的延迟。 启用写回缓存，即会隐式启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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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缓存。 系统会尽可能通过缓存满足读取需求，而文件系统还会以透明方式将文件
数据加载到缓存。同一个文件可以同时启用读取和写回缓存。
如果缓存设备发生故障，在写回模式下缓存的文件可能无法完整地存在在该磁盘
上。 SmartIO 有一个机制，可以在设备重新联机时，清除缓存设备中的数据。通过
使用缓存反射，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CFS) 可
提供额外的防护，防止数据丢失。在 CFS 情况下，启用写回缓存时，SmartIO 会
将文件系统级别的写回数据镜像到另一个节点的 SSD 缓存。 此行为称为缓存反射，
可在某个节点发生故障时防止丢失写回数据。
如果某个节点发生故障，在重新配置过程中，另一个节点会清除此丢失节点的镜像
数据。即使节点在存在待处理数据的情况下发生故障，缓存反射仍可保证写回数据
不会丢失。
要在 VxFS 文件系统上支持读取或写回缓存，可在创建文件系统以及装入或重新装
入群集或非群集文件系统时，选中相应的复选框。然后，也可以选择单独的缓存区
域以支持读取和写回缓存。
请参见第 236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非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1 页的“ 在主机上装入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43 页的“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58 页的“关于管理 SmartIO”。

启用或禁用 SmartIO 缓存
默认情况下，缓存的范围设置为所有 VxFS 装入点或所有 VxVM 卷。可以在特定装
入点或卷上禁用缓存。此外，也可以为应用程序启用或禁用缓存。
如果缓存范围设置为所选装入点或卷，则默认情况下不会在任何装入点或卷上启用
缓存。您需要在所需装入点或卷上明确启用缓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启用或禁用 SmartIO 缓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
并选择所需主机。展开“Volumes (卷)”，查找并选择所需卷。右键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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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然后选择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Cache Areas (缓存
区域)”。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以查找数
据库，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数据库，然后选择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

■

选择“Volumes (卷)”。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

4

在“Cache Areas (缓存区域)”选项卡（“SmartIO Overview (SmartIO 概
述)”面板中）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5

■

选中“SmartIO caching (SmartIO 缓存)”可启用 SmartIO 缓存。

■

取消选中“SmartIO caching (SmartIO 缓存)”可禁用 SmartIO 缓存。

在为应用程序启用缓存时，从列表中选择缓存区域。对于卷，默认情况下已选
中缓存区域。

请参见第 260 页的“创建缓存”。
请参见第 264 页的“ 修改缓存”。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删除缓存”。

创建缓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使用可用的 SSD 设备创建缓存区域。
可以指定新建的缓存区域的名称。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创建缓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Cache Areas
(缓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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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Create Cache (创建缓存)”。

5

在“Create Cache (创建缓存)”面板中，输入详细信息并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61 页的““Create Cache (创建缓存)”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264 页的“ 修改缓存”。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删除缓存”。

“Create Cache (创建缓存)”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缓存区域指定属性。
表 11-1

“Create Cache (创建缓存卷)”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Create cache (创建缓存)

选择块级别缓存或文件级别缓存。对于 VxVM
类型的缓存，块级别缓存选项已禁用。

Name (名称)

指定缓存区域的名称。

Select Caching Mode (选择缓存模式)

对于 VxFS 缓存区域，选择“Default (默认)”
模式或“Reserve (保留)”模式。
除了为使用保留缓存区域而配置的应用程序
外，在其他所有应用程序上都可以使用默认
缓存区域。一次只能有一个默认缓存区域处
于联机。并非必须要有默认缓存区域。
保留缓存区域在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上尤其
可用。可以配置任意数量的保留缓存区域。
可以更改缓存模式。

Enable Caching for (启用缓存)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注意：该选项不适用于 Windows 主机。

■

“All VxFS Mount Points (所有 VxFS 装
入点)”：选择该选项可为所有 VxFS 装入
点启用缓存区域。

■

“All VxVM Volumes (所有 VxVM
卷)”：选择该选项可为所有 VxVM 卷启
用缓存区域。

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

选择要在缓存区域中使用的磁盘。

Cache size (缓存大小)

默认的缓存大小是所选磁盘的总大小。

请参见第 260 页的“创建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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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缓存详细信息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主机上的缓存详细信息。您可以查看
详细信息，例如缓存名称、大小、状态和以下项。
■

范围：显示缓存范围。这表明是已为所有卷或装入点启用缓存，还是为选定卷
和装入点启用缓存。

■

读取命中率 (%)：显示由缓存服务的读取百分比。

■

写入命中率 (%)：显示由缓存服务的写入百分比。仅在已为 VxFS 装入点启用写
回缓存时，此选项才会显示。

您可以查看每个缓存卷/装入点的详细信息，例如名称、磁盘组和大小。此外，您可
以查看读取命中率和写入命中率，及以下项：
■

缓存利用率：显示卷/装入点所使用的缓存百分比。

在该视图中，您可以创建、修改和删除缓存区域任务。
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透视图或组织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则可以查看此信
息。
查看缓存详细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右键单击“Host (主机)”，然后单击“Smart IO (智能 IO)” > “Configuration
(配置)” > “Cache Areas (缓存区域)”。

4

在“Smart IO Overview (智能 IO 概述)”面板中，选择缓存查看相关的卷信息。

请参见第 260 页的“创建缓存”。
请参见第 264 页的“ 修改缓存”。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删除缓存”。

查看 SmartIO 影响分析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实时交互图查看在主机或应用程序上
启用 SmartIO 的影响。
或者，也可以查看针对不同持续时间（六小时、一天、一周、一个月或一年）的
SmartIO 影响图。对于 Windows 主机，可以查看针对一天、一个月或一年的性能。
可以查看四种类型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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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Reads (总读取)

■

Total Writes (总写入)

■

Average Response Time (Read) (平均响应时间 (读取))

■

Average Response Time (Write) (平均响应时间 (写入))

在 Winsows 主机上，只能查看前两个图表。
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透视图或组织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则可以查看这些图
表。
查看 SmartIO 影响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找主
机。

3

右键单击数据库或主机，然后选择 SmartIO >“Impact (影响)”。

4

选择“Scope (范围)”，指定是要查看选定缓存区域的影响图，还是要查看所
有缓存区域的影响图。

5

输入要为其绘制 SmartIO 影响图的“Duration (持续时间)”。

请参见第 259 页的“ 启用或禁用 SmartIO 缓存”。
请参见第 260 页的“创建缓存”。

更改 SmartIO 模式
对于 VxFS 缓存区域，缓存模式决定了为特定装入点执行何种缓存。模式可以是
nocache（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显示为 avoid cache ）、read 或
writeback。默认模式为读取。
VxVM 缓存区域只支持读取模式。
缓存模式代表了可以在装入点上为对象启用的最高级别的缓存。如果指定了 avoid
cache 模式，将为装入点禁用 SmartIO 缓存。可以为装入点中的任意数据对象启用
SmartIO 缓存。必须卸载文件系统以启用缓存。
同样，如果指定了 read 模式，将无法为装入点中的任意数据对象启用 SmartIO
writeback 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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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启用或禁用 SmartIO 缓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
并选择所需主机。展开“Volumes (卷)”以查找所需卷。右键单击卷，然
后选择“Change SmartIO Mode (更改 SmartIO 模式)”。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找到数
据库。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选择“Volumes (卷)”。右键单击所需卷，然后选择“Change SmartIO
Mode (更改 SmartIO 模式)”。

■

选择“Files (文件)”。右键单击所需文件，然后选择“Change SmartIO
Mode (更改 SmartIO 模式)”。

3

在“Change SmartIO Mode (更改 SmartIO 模式)”面板中查看所选的数据
库、卷、文件或文件系统的现有 SmartIO 模式，然后选择以下 SmartIO 模式
之一，单击“OK (确定)”：
■

Read (读取)：用来启用仅适用于读取的缓存。

■

Writeback (写回)：用来启用同时适用于读取和写入的缓存，其中写入操作
会定期写回到所选的卷、文件或文件系统。

■

Avoid Cache (取消缓存)：用来为所选的数据库、卷、文件或文件系统禁用
缓存。

请参见第 260 页的“创建缓存”。
请参见第 264 页的“ 修改缓存”。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删除缓存”。

修改缓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修改缓存区的属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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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缓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Cache Areas
(缓存区域)”。

4

选择所需缓存。“Volumes (卷)”选项卡将显示使用此缓存的卷列表。

5

右键单击缓存名称，并选择“Modify Cache (修改缓存)”。

6

在“Modify Cache (修改缓存)”面板中指定所需信息。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65 页的““Modify Cache (修改缓存)”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260 页的“创建缓存”。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删除缓存”。
请参见第 259 页的“ 启用或禁用 SmartIO 缓存”。

“Modify Cache (修改缓存)”面板选项
可使用此向导面板修改缓存区的属性。
表 11-2

“Modify Cache (修改缓存)”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Change state (更改状态)

选择“Online (联机)”或“Offline (脱机)”。
“Online (联机)”启用缓存区，因此可以通过
缓存区进行读写操作。“Offline (脱机)”禁用
缓存区。无法通过缓存区进行读写操作。

Select caching mode (选择缓存模式)

选择“Default (默认)”模式或“Reserve (保
留)”模式。
除了为使用保留缓存区域而配置的应用程序
外，在其他所有应用程序上都可以使用默认
缓存区域。一次只能有一个默认缓存区域处
于联机。并非必须要有默认缓存区域。
保留缓存区域在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上尤其
可用。可以配置任意数量的保留缓存区域。
可以更改缓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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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Enable Caching for (启用缓存)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注意：该选项不适用于 Windows 主机。

■

如果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创建了缓存区，
则将显示以下两个选项。
■

“All Mount Points (所有装入点)”：
选择此选项，在所有装入点上启用缓
存。

■

“Selected Mount Points (所选装入
点)”：选择此选项，在特定装入点上
启用缓存。
如果选择“Selected Mount Points

■

(所选装入点)”，默认情况下不启用缓
存。需要在每个所选装入点上显式启
用缓存。
如果在 VxVM 卷上创建了缓存区，则将显
示以下两个选项。
■

“All Volumes (所有卷)”：选择此选
项，在所有装入点上启用缓存。

■

“Selected Volumes (所选卷)”：选
择此选项，在所选装入点上启用缓存。
如果选择“Selected Volumes (所选
卷)”，则默认情况下不启用缓存。需
要在每个所选卷上显式启用缓存。

Change cache size to (将缓存大小更改为)

指定新的缓存大小。

Add/Remove Disk from Cache (从缓存添
加/删除磁盘)

展开“Add/Remove Disk from Cache (从缓
存添加/删除磁盘)”，可以查看和配置以下参
数：
“Resize (调整大小)”：要将磁盘指定为添
加或删除，请选中各自的磁盘“Name (名
称)”旁边的复选框，然后选择“Add (添加)”
或“Remove (删除)”。

“Modify Cache (修改缓存)”面板还显示现有缓存大小和最大可用缓存大小。
请参见第 264 页的“ 修改缓存”。
请参见第 259 页的“ 启用或禁用 SmartIO 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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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缓存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删除缓存区域。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删除缓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找
到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Cache Areas
(缓存区域)”。

4

在“SmartIO Overview (SmartIO 概述)”面板中，右键单击所需缓存名称，并
选择“Delete Cache (删除缓存)”。

5

在“Delete Cache (删除缓存)”面板中，查看选择内容，然后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260 页的“创建缓存”。
请参见第 264 页的“ 修改缓存”。
请参见第 265 页的““Modify Cache (修改缓存)”面板选项”。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1 向缓
存加载文件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加载特定文件到缓存中。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向缓存加载文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以选择数据
库。

3

单击“Files (文件)”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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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键单击所需的文件，然后选择“Load to cache (加载到缓存)”。

5

在“Load to cache (加载到缓存)”面板中，查看选择项，并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268 页的“ 将表空间或文件固定到缓存”。

请参见第 264 页的“ 修改缓存”。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删除缓存”。

将表空间或文件固定到缓存
可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将表空间或文件固定到缓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将表空间或文件固定到缓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以选择数据
库。

3

单击“Tablespaces (表空间)”或“Files (文件)”选项卡。

4

右键单击所需表空间或文件，然后选择“Pin to cache (固定到缓存)”。

5

在“Pin to cache (固定到缓存)”窗格中，查看选择内容，然后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268 页的“从缓存中取消固定表空间或文件 ”。
请参见第 267 页的“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1 向缓存加载
文件”。

请参见第 264 页的“ 修改缓存”。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删除缓存”。

从缓存中取消固定表空间或文件
如果已将表空间或文件固定到缓存，可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从缓存中
取消固定它们。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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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缓存中取消固定表空间或文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以选择数据
库。

3

单击“Tablespaces (表空间)”或“Files (文件)”选项卡。

4

右键单击所需表空间或文件，然后选择“Unpin from cache (从缓存中取消固
定)”。

5

在“Unpin from cache (从缓存中取消固定)”面板中，查看选择，然后单击
“OK (确定)”。
请参见第 268 页的“ 将表空间或文件固定到缓存”。

请参见第 263 页的“更改 SmartIO 模式”。

关于使用 SmartAssist
使用 SmartAssist 工具，您可以在指定持续时间内从卷集、装入点、磁盘或磁盘组
收集 IO 跟踪日志。然后该工具将分析日志，以确定最佳 SmartIO 缓存大小以及相
关的延迟增长和性能预测。
SmartAssist 分两个阶段运行：
1.

IO 跟踪日志收集

2.

使用 SmartIO 缓存算法进行 IO 跟踪日志分析

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创建并分析 I/O 跟踪日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

请参见第 271 页的“查看 I/O 跟踪日志”。

■

请参见第 270 页的“创建 I/O 跟踪日志 ”。

■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分析 I/O 跟踪日志”。

■

请参见第 273 页的“删除 I/O 跟踪日志”。

有关通过 SmartIO 执行的基于 SSD 的缓存，请参见：
“有关管理 SmartIO”（交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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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I/O 跟踪日志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为卷集、装入点、磁盘或磁盘组创建 IO
跟踪日志。您还可以指定 SmartAssist 必须为其收集 I/O 跟踪日志的持续时间。
有关 SmartAssist I/O 分析工具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有关 SmartAssist”（交叉引用）
该工具在指定持续时间内从目标存储中收集 I/O 跟踪，并将它们保存在以下位置：
/var/vx/smartassist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创建 I/O 跟踪日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

4

在 SmartIO 概述面板中，单击 SmartAssist。

5

单击“New I/O Trace Log (新建 I/O 跟踪日志)”以启动“新建 I/O 跟踪日志”
向导。

6

在“New I/O Trace Log (新建 I/O 跟踪日志)”面板中输入详细信息，然后单
击“OK (确定)”。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270 页的““新建 I/O 跟踪日志”面板选项 ”。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查看 SmartIO 影响分析图”。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分析 I/O 跟踪日志”。

“新建 I/O 跟踪日志”面板选项
可使用此向导面板为新 I/O 跟踪日志指定详细信息。
表 11-3

“新建 I/O 跟踪日志”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I/O Trace Log Name (I/O 跟踪日志名称)

为新 I/O 跟踪日志指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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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Select Storage Object Type (选择存储对象类 指定要为其创建 I/O 跟踪日志的存储对象（或
型)
设备）的类型。
List of Storage Objects (存储对象列表)

选择要为其创建 I/O 跟踪日志的一个或多个
卷、装入点、磁盘或磁盘组。为每个 I/O 跟踪
日志仅选择一种类型的对象。

Number of Storage Objects (存储对象数量)

已选中用来收集 I/O 跟踪日志的存储对象的数
量。

Trace Log Duration (跟踪日志持续时间)

指定 SmartAssist 必须为其收集 I/O 跟踪日志
的持续时间。

请参见第 270 页的“创建 I/O 跟踪日志 ”。

查看 I/O 跟踪日志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从 SmartAssist 选项卡中查看现有 I/O 跟踪
日志的详细信息。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查看 I/O 跟踪日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

4

在 SmartIO 概述面板中，单击 SmartAssist。
查看现有 I/O 跟踪日志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70 页的“创建 I/O 跟踪日志 ”。
请参见第 273 页的“删除 I/O 跟踪日志”。

分析 I/O 跟踪日志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分析通过 SmartAssist 收集的 I/O 跟踪日
志。该工具帮助您为要收集 I/O 跟踪日志的卷、装入点、磁盘或磁盘组确定最佳
SmartIO 缓存大小。您还可以查看相关的延迟增长和性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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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计划要分配自定义缓存大小，SmartAssist 还可以帮助您确定该缓存大小对
应的延迟增长和性能预测。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分析 I/O 跟踪日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 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 SmartAssist。

4

在 SmartAssist 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所需的 I/O 跟踪日志，然后单击“Analyze
(分析)”。

5

默认情况下，SmartAssist 在下方窗格的“Analyze I/O Trace Log (分析 I/O 跟
踪日志)”面板中显示最佳 SmartIO 缓存大小的分析结果，结果如下：
■

总读取次数：最佳缓存能够在跟踪日志中完成的读中次数。

■

缓存大小：默认情况下显示最佳缓存。如果您为自定义缓存大小运行分析，
则该大小将显示在此列中。

■

读中率：缓存将处理的读取比率。

■

平均延迟增长：缓存将保存的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

读取速度：缓存将读取速度提高的倍数。

■

分析方法：表明是使用建议缓存还是自定义缓存进行分析。

6

单击“View Devices (查看设备)”以查看为其创建 I/O 跟踪日志的数据对象。

7

要查看不同缓存大小的相同参数，请在“SmartAssist Analysis Options
(SmartAssist 分析选项)”窗格中输入详细信息，然后单击“Estimate (评
估)”。
请参见第 272 页的“SmartAssist 分析选项窗格”。

SmartAssist 分析选项窗格
要查看 SmartAssist 对自定义缓存大小的分析，请指定下列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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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字段

说明

Analysis with custom size (自定义大小分析) 要查看其延迟增长和性能预测的缓存大小。
Cache latency (缓存延迟)

给定工作负载的预期缓存延迟。

Data latency (数据延迟)

给定工作负载的预期数据延迟。

删除 I/O 跟踪日志
可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删除 I/O 跟踪日志。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删除 I/O 跟踪日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并选择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 SmartIO >“Configuration (配置)”> SmartAssist。

4

在 SmartAssist 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要删除的 I/O 跟踪日志，然后单击“Remove
(删除)”。

5

在“删除 I/O 跟踪日志”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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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IOPS 设置管理应用程序 I/O 工作负载

■

管理 IO 阈值

■

设置 IO 阈值

■

修改 App VG

■

查看实时 IOPS 图表

关于使用 IOPS 设置管理应用程序 I/O 工作负载
当多个应用程序使用一个公共存储子系统时，必须平衡应用程序 I/O 请求，以便这
些应用程序可以共存。您可以对应用程序的卷的每秒 I/O 操作次数 (IOPS) 设置最大
阈值，以满足该需求。
您可以使用应用程序卷组 (App VG) 来设置阈值。应用程序卷组中包括与应用程序
关联的一个卷或一组卷。App VG 中的可用卷将处理来自应用程序的 I/O 请求，直
到应用程序卷组达到最大 IOPS 阈值。之后，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将
限制 I/O 请求，并使其排队。VxVM 将根据优先级，在下一个可用时间间隔内处理
请求。
最大 IOPS 阈值确定了每秒内由应用程序卷组中的所有卷统一处理的最大 I/O 数。
在群集环境中，App VG 的 IOPS 阈值将传播到群集中的所有节点。该阈值将单独
应用于每个节点。
从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为应用程序设置最大 IO 阈值。VxVM 会
在内部设置 App VG，包括与应用程序关联的所有卷。
请参见第 275 页的“管理 IO 阈值”。
或者，利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请求选择特定卷
以构建 App VG。可为每个应用程序创建多个 App VG。可以为每个 App VG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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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IO 阈值

一个不同的 IO 阈值。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 I/O 要求创建 App VG。例如，与存档卷
相比，数据库应用程序的重做日志卷可能需要不同的 IOPS 阈值。
请参见第 276 页的“设置 IO 阈值”。
您还可以修改 App VG 及其 I/O 阈值。可以执行“添加卷”或“删除卷”操作，或
者修改或清除 IOPS 阈值。如果未指定 IO 阈值，则 App VG 将自动删除。
请参见第 276 页的“修改 App VG”。
有关使用最大 IOPS 设置来管理 I/O 工作负载的命令行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管理 IO 阈值
可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设置应用程序级别的最大 IOPS。在设置此 I/O
阈值时，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将在内部设置此应用程序的所有卷的应
用程序卷组 (App VG)。VxVM 将对 App VG 中的卷所处理的组合 IOPS 执行此阈
值。
您稍后可以修改或清除此阈值。如果清除此阈值，则会自动删除 App VG。此时将
不会删除卷。
在群集环境中，App VG 的 IOPS 阈值将传播到群集中的所有节点。该阈值将单独
应用于每个节点。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管理应用程序的 IO 阈值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找到并右
键单击数据库。

3

单击“Manage IO Thresholds (管理 IO 阈值)”。

4

在“Manage IO Thresholds (管理 IO 阈值)”面板中，指定“Maximum IOPS
(最大 IOPS)”值，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74 页的“关于使用 IOPS 设置管理应用程序 I/O 工作负载”。
请参见第 276 页的“设置 IO 阈值”。
请参见第 277 页的“查看实时 IOPS 图表”。
有关命令行选项的信息，以及有关如何确定最大 IOPS 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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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IO 阈值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请求选择特定卷以构建
App VG。可为每个应用程序创建多个 App VG。可以为每个 App VG 指定一个不同
的 IO 阈值。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 I/O 要求创建 App VG。例如，与存档卷相比，数
据库应用程序的重做日志卷可能需要不同的 IOPS 阈值。
最大 IOPS 阈值确定了每秒内由应用程序卷组中的所有卷统一处理的最大 I/O 数。
如果对 App VG 的组合 IO 请求计数超出最大 IOPS 值，Veritas Volume Manager
将限制 IO 请求。
在群集环境中，App VG 的 IOPS 阈值将传播到群集中的所有节点。该阈值将单独
应用于每个节点。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设置 App VG 的 IO 阈值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找到数据
库。在“Volumes (卷)”选项卡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卷，右键单击并选择“Set
IO Thresholds (设置 IO 阈值)”。

3

在“Set IO Thresholds (设置 IO 阈值)”面板中，依次指定“Maximum IOPS
(最大 IOPS)”值和“App VG name (App VG 名称)”，然后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274 页的“关于使用 IOPS 设置管理应用程序 I/O 工作负载”。
请参见第 276 页的“修改 App VG”。
请参见第 277 页的“查看实时 IOPS 图表”。
有关命令行选项的信息，以及有关如何构成 App VG 和确定最大 IOPS 值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torage Foundation 管
理指南》）。

修改 App VG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修改应用程序卷组 (App VG)。可以从 App
VG 添加或删除卷。还可以指定新的最大 IOPS 值。
在群集环境中，App VG 的 IOPS 阈值将传播到群集中的所有节点。该阈值将单独
应用于每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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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清除最大 IOPS 值，则会删除 App VG。同样，如果从 App VG 移除所
有卷，也会删除 App VG。此时将不会删除卷。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修改 App VG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找到数据
库。

3

在 App VG 选项卡中，右键单击相应 App VG，然后选择“Modify App VG (修
改 App VG)”。

4

在“Modify App VG – Add or remove volumes (修改 App VG – 添加或移除
卷)”面板中，选择要添加到 App VG 或者从 App VG 移除的卷，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Modify App VG – Manage IO Thresholds (修改 App VG – 管理 IO 阈值)”
面板中，指定新的“Maximum IOPS (最大 IOPS)”值，然后单击“OK (确
定)”。

6

在“Modify App VG – Summary (修改 App VG – 摘要)”面板中，查看建议的
App VG 修改的摘要，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Modify App VG – Result (修改 App VG – 结果)”面板中查看结果，然后单
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74 页的“关于使用 IOPS 设置管理应用程序 I/O 工作负载”。
请参见第 275 页的“管理 IO 阈值”。
请参见第 276 页的“设置 IO 阈值”。
请参见第 277 页的“查看实时 IOPS 图表”。
有关使用最大 IOPS 设置来管理 I/O 工作负载的命令行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查看实时 IOPS 图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显示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卷组 (App VG) 的每秒 I/O
操作数 (IOPS) 的实时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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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查看 IO 性能图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找到数据
库。

3

在“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查看与应用程序关联的所有卷的 IOPS，不需要进一步的操作。默认情况
下将显示此图表，因为在范围选择列表中已默认选择选项“All (全部)”。
不会显示最大 IOPS 阈值。

■

要查看 App VG 中所有卷的 IOPS，请从范围选择列表中选择 App VG。此
时将显示实际 IOPS 表以及最大 IOPS 阈值。

有关如何设置应用程序和 App VG 的 IOPS 阈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274 页的“关于使用 IOPS 设置管理应用程序 I/O 工作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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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复制

■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

添加辅助节点

■

暂停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

恢复辅助节点的复制

■

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

停止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

切换主节点

■

从原始主节点进行接管

■

关联卷

■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

■

删除辅助节点

■

取消配置复制

■

关于设置复制警报

■

监视复制

关于管理复制
下面是您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的复制器操作的列表。
配置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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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请参见第 280 页的“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添加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288 页的“添加辅助节点”。
暂停复制到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289 页的“暂停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恢复辅助节点的复制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恢复辅助节点的复制”。
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停止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请参见第 292 页的“停止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切换主节点
请参见第 294 页的“切换主节点”。
从原始主节点进行接管
请参见第 295 页的“从原始主节点进行接管”。
删除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299 页的“删除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复制器操作”。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通过创建主节点再添加辅助节点的方式
配置并设置复制。
此操作可以从数据库或磁盘组环境下启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要配置复制，请创建主节点再添加辅助节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所需数据库，然后选择“Replication (复制)”>“Configure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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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并依次展开主机和“Disk Groups (磁盘组)”。右键单击所需磁盘组，然后
选择“Configure replication (配置复制)”。

3

在“Configure replication - Create primary (配置复制 - 创建主节点)”向导
面板中，输入选项以创建主节点。单击“Create primary (创建主节点)”。
请参见第 282 页的““Configure replication - Create primary (配置复制 - 创建主
节点)”面板的选项”。

4

在“Configure replication - Create primary result (配置复制 - 创建主节点结
果)”向导面板中，验证该操作是否成功。成功创建主节点后，“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按钮会变得可用。
请参见第 284 页的““Configure replication - Create primary result (配置复制 - 创
建主节点结果)”面板的选项”。

5

6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在日后添加辅助节点，请单击“Close (关闭)”，然后跳过余下的步骤。

■

要立即添加辅助节点，请单击“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

在“Configure replication - Consistency check on secondary host (配置
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一致性检查)”向导面板中，您可以检查配置一致性结果，
选择辅助主机。单击“Next (下一步)”。

7

在“Configure replication - Replication settings for secondary host (配置
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复制设置)”向导面板中，选择辅助节点的属性。单击
“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285 页的““Configure replication - Replication settings for secondary
host (配置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的复制设置)”面板的选项”。

8

在“Configure replication - Add secondary result (配置复制 - 添加辅助节
点结果)”向导面板中，验证复制节点是否已成功添加以及复制是否已启动。如
果要添加另一个辅助节点，请单击“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选项
卡。如果不想添加另一个辅助节点，请单击“Close (关闭)”。
注意：如果在创建任何对象之后某个操作失败，您可以回滚对象创建操作。
请参见第 288 页的““Configure replication - Add secondary result (配置复制 - 添
加辅助节点结果)”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288 页的“添加辅助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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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 replication - Create primary (配置复制 - 创建主节点)”
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以配置复制并创建主节点。
表 13-1

“Configure replication - Create primary (配置复制 - 创建主节
点)”面板的选项

名称

说明

RVG name (RVG 名称)

输入主节点复制卷组 (RVG) 的名称。
RVG 命名规则：
■

■
■

Volume (卷)

有效的复制数据集 (RDS) 名称只能包含字
母数字字符、下划线、短划线或句点。
名称长度必须在 1 到 31 个字符之间。
名称不能以短划线或句点开头，也不能以
句点结尾。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复制的数据卷或卷集。选
定的数据卷将关联到主节点 RVG。

注意：应用程序使用的所有数据卷都必须包
含在相同的 RVG 中。
Name (名称)

显示卷的名称。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显示文件系统名称。

State (状态)

显示卷运行状况。

Size (大小)

显示卷总大小。

Replicate? (复制？)

如果要使用该特定卷进行复制，请选中该复
选框。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存储复制器 选择要配置为 SRL 的卷。
日志)
New (新建)

选择添加一个新的卷作为 SRL。

Use existing (使用现有)

选择将现有卷用作 SRL。

Volume name (卷名称)

如果要添加一个新卷作为 SRL，请输入该卷
的名称。

Size (大小)

如果要添加一个新卷作为 SRL，请指定 SRL
大小。SRL 大小必须至少为 11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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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Stripe layout (条带布局)

要添加一个新卷作为 SRL 时，如果要使用条
带布局，请选中该复选框。此选项仅在磁盘
组具有多个磁盘时可用。

Manually Select (手动选择磁盘)

单击以手动选择磁盘。

Create VCS Configuration (创建 VCS 配置) 如果要在主机上创建 VCS 配置，则选择此复
选框。
仅当在主机上安装 VCS 且您具有创建 VCS
配置的权限时，才启用此选项。
如果选择此选项，您需要为 VCS 配置创建资
源。
请参见第 283 页的“配置复制 - 创建资源”。
单击以选择要作为 SRL 关联的卷。该卷必须
符合以下条件：

Select (选择)

■

它不应该装入任何文件系统。

■

它不应该是快照卷。

■

它不应该是另一个复制的组成部分。

■

它不应该被选作要复制的数据卷。

请参见第 280 页的“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配置复制 - 创建资源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配置复制并为 VCS 配置创建资源。
表 13-2

配置复制 - 创建资源

名称

说明

Service group Name (服务组名称)

显示自动生成的服务组名称。 可以编辑该服
务组名称。

资源
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

显示资源类型。

Name (名称)

资源的名称。 可以编辑这些名称。

所需资源属性
Attribute Name (属性名称)

显示资源属性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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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Value (值)

输入或编辑资源的值。

请参见第 280 页的“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Configure replication - Create primary result (配置复制 - 创建主节
点结果)”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已创建的新主节点的结果并添加辅助节点。创建主节点后，
将启用“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选项卡。如果选择了创建新的 SRL，则
结果面板还将显示已创建的新卷的结果。
请参见第 280 页的“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Configure replication - Consistency check on secondary host (配
置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上的一致性检查)”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在添加辅助节点之前检查一致性。
表 13-3

“Configure replication - Consistency check on secondary host
(配置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上的一致性检查)”面板的选项

名称

说明

Secondary host (辅助节点主机)

期望值为主机名或 IP 地址。 如果该主机已添
加至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则可以运行一致性检查。如果尚未添加至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请确
保主节点 RVG 中的所有已显示属性都存在于
辅助节点主机上。
单击“Select host (选择主机)”从现有列表
中选择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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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Configuration consistency check results 显示运行以将主节点 RVG 上的可用对象与辅
(配置一致性检查结果)
助节点匹配的一致性检查的结果。如果辅助
节点主机不属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CMS，您可以执行以下检查来确保
一致性：
■

具有相同名称的磁盘组可用。

■

具有相同名称和大小的数据卷与 SRL 可
用。
请确保所有卷都不具有装入的文件系统。

■
■

Primary RVG object (主节点 RVG 对象)

对于 Windows 主机的情况，所选的数据
卷上应创建有 DCM 日志。

显示主节点 RVG 上的可用对象。

Match found on secondary (辅助节点上找 显示运行以查找主节点 RVG 上的匹配项的一
到的匹配项)
致性检查的结果。
Create Disk Group (创建磁盘组)

如果在辅助节点上未找到合适的磁盘组，单
击以在辅助节点上创建磁盘组。

Create missing volume on secondary (在 如果辅助节点上没有合适的卷，单击以在辅
辅助节点上创建缺失的卷)
助节点上创建卷。
■

■

Automatically (自动)：选择此选项可自动
创建卷。
Manually (手动)：选择此选项可手动在辅
助节点上创建卷。

Recheck consistency (重新检查一致性)

在创建缺失的磁盘组或卷后，单击以重新检
查一致性。

继续添加辅助节点操作

如果您发现主节点 RVG 对象和辅助节点主机
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但仍想继续进行“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操作，请选中
此复选框。

请参见第 288 页的“添加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280 页的“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Configure replication - Replication settings for secondary host (配
置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的复制设置)”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辅助节点主机的复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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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

“Configure replication - Replication settings for secondary host
(配置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的复制设置)”面板的选项

名称

说明

Primary name/IP (主节点名称/IP)

输入一个主机名或指定可用于复制的 IP 地
址。 辅助节点主机名必须可从主节点主机进
行解析和访问。例如，london。如果输入了
IP 地址，则该地址必须可从主节点主机进行
访问。
有效的主机名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
线、短划线或句点。名称的长度必须在 1 到
31 个字符之间。不能以短划线或句点开头，
也不能以句点结尾。

Secondary Name/IP (辅助节点名称/IP)

输入一个主机名或指定可用于复制的 IP 地
址。 辅助节点主机名必须可从主节点主机进
行解析和访问。例如，london。如果输入了
IP 地址，则该地址必须可从主节点主机进行
访问。
有效的主机名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字符、下划
线、短划线或句点。名称的长度必须在 1 到
31 个字符之间。不能以短划线或句点开头，
也不能以句点结尾。

Primary RLink (主节点 RLink)

输入主节点 RLink 的名称。
有效的 RLink 名称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字符、
下划线、短划线或句点。 名称的长度必须在
1 到 31 个字符之间。不能以短划线或句点开
头，也不能以句点结尾。

Secondary RLink (辅助节点 RLink)

输入辅助节点 RLink 的名称。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选中该复选框可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当
您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时，辅助节点中的
数据卷必须与主节点中的数据卷同步。
可用于“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操作
的选项：

高级选项

■

Automatic synchronization (自动同步)

■

Synchronization not needed (不需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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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Replication modes (复制模式)

对于 UNIX/Linux 主机，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Synchronous-Override (同步覆盖)

■

Asynchronous (异步)

对于 Windows 主机，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Protocol (协议)

SRL Protection (SRL 保护)

Latency protection (延迟保护)

■

Synchronous-Override (同步覆盖)

■

Synchronous (同步)

■

Asynchronous (异步)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UDP/IP

■

TCP/IP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AutoDCM

■

DCM

■

Override (覆盖)

■

Fail (失败)

■

Off (关闭)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Off (关闭)

■

Override (覆盖)

Low Mark (低标记)

显示在保护变为非活动状态并且更新成功之
前 SRL 中的更新数。

High mark (高标记)

指定在保护变为活动状态并且更新停止或失
败之前 SRL 中的最大等待更新数。

Set bandwidth limit (设置带宽限制)

选中该复选框可指定用于复制的带宽限制。

Compress data (压缩数据)

选中该复选项可先压缩数据再启动向辅助节
点的复制。
仅当已安装的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支持
压缩功能时，才会显示该选项。

287

管理复制
添加辅助节点

名称

说明

Create VCS Configuration (创建 VCS 配置) 如果要在主机上创建 VCS 配置，则选择此复
选框。
仅当在主机上安装 VCS 且您具有创建 VCS
配置的权限时，才启用此选项。
如果选择此选项，您需要为 VCS 配置创建资
源。
请参见第 283 页的“配置复制 - 创建资源”。

请参见第 288 页的“添加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280 页的“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Configure replication - Add secondary result (配置复制 - 添加辅助
节点结果)”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已添加的新辅助节点的结果。还可以查看已启动复制的状
态。要添加其他辅助节点，请单击“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288 页的“添加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280 页的“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添加辅助节点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将辅助节点添加到复制卷组。您还可以
将辅助节点数据卷与主节点数据卷同步并启动复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添加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所需数据库，然后选择“Replication (复制)”>“Add secondary (添加
辅助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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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 RVG，然后选择“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

3

在“Configure replication - Consistency check on secondary host (配置
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一致性检查)”向导面板中，您可以检查配置一致性结果。
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284 页的““Configure replication - Consistency check on secondary
host (配置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上的一致性检查)”面板的选项”。

4

在“Configure replication - Replication settings for secondary host (配置
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复制设置)”向导面板中，选择辅助节点的接受属性。单击
“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285 页的““Configure replication - Replication settings for secondary
host (配置复制 - 辅助节点主机的复制设置)”面板的选项”。

5

在“Configure replication - Add secondary result (配置复制 - 添加辅助节
点结果)”向导面板中，验证复制节点是否已成功添加以及复制是否已启动。如
果要添加另一个辅助节点，请单击“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选项
卡。如果不想添加另一个辅助节点，请单击“Close (关闭)”。
注意：如果在创建任何对象之后某个操作失败，您可以回滚对象创建操作。
请参见第 288 页的““Configure replication - Add secondary result (配置复制 - 添
加辅助节点结果)”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280 页的“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复制”。

暂停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暂停向辅助节点的复制。不允许主节点
上的新更新和排队更新到达辅助节点。此操作将暂停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的通
信。执行此操作时，用户应监视 SRL 溢出。
可以从数据库或主机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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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复制到辅助节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所需的数据库，然后选择“Replication (复制)”>“Pause (暂停)”。

■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的 RVG，然后选择“Pause (暂
停)”。

3

在“Pause replication (暂停复制)”向导面板中，您可以查看辅助节点主机
名、复制状态和数据状态。单击“Finish (完成)”。

4

在“Summary (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暂停所选复制。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恢复辅助节点的复制”。

“Pause replication (暂停复制)”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暂停从主节点到辅助节点的复制。
表 13-5

“暂停复制 (Pause replication)”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Secondary host name (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显示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Replication status (复制状态)

显示 RVG 的复制状态。

Data Status (数据状态)

显示 RVG 复制的数据状态。

请参见第 289 页的“暂停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恢复辅助节点的复制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恢复主节点与辅助节点之间暂停的复制。
可以从数据库或主机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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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所需的数据库，然后选择“Replication (复制)”>“Resume (恢复)”。

■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的 RVG，然后选择“Resume
(恢复)”。

3

在“Resume replication (恢复复制)”向导面板中，可以查看辅助节点主机名
称、复制状态和数据状态。单击“Finish (完成)”。

4

在“Summary (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恢复所选复制。

请参见第 289 页的“暂停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Resume replication (恢复复制)”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恢复主节点与辅助节点之间暂停的复制。
表 13-6

“Resume replication (恢复复制)”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Secondary host name (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显示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Replication status (复制状态)

显示 RVG 的复制状态。

Data Status (数据状态)

显示 RVG 复制的数据状态。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恢复辅助节点的复制”。

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启动复制卷组 (RVG) 的复制。
可以从数据库或主机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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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所需的数据库，然后选择“Replication (复制)”>“Start (启动)”。

■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的 RVG，然后选择“Start (启
动)”。

3

在“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向导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92 页的““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面板的选项”。

4

在“Summary (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是否已启动所选复制。

请参见第 293 页的““Stop replication (停止复制)”面板的选项”。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启动向辅助节点复制数据集 (RDS) 的复制。
表 13-7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Using (使用)

可以使用下列项之一启动复制：
■

Automatic synchronization (自动同步)

■

Synchronization not needed (不需要同步)

Secondary host name (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显示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Replication status (复制状态)

显示 RVG 的复制状态。

Data Status (数据状态)

显示 RVG 复制的数据状态。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停止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停止向辅助节点的复制。如果主节点和辅
助节点不是最新的，此操作将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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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数据库或主机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停止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所需的数据库，然后选择“Replication (复制)”>“Stop (停止)”。

■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的 RVG，然后选择“Stop (停
止)”。

3

在“Stop replication (停止复制)”向导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93 页的““Stop replication (停止复制)”面板的选项”。

4

在“Summary (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是否已停止所选复制。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Stop replication (停止复制)”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停止从主节点到辅助节点的复制。
表 13-8

“Stop replication (停止复制)”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Secondary host name (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显示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Replication status (复制状态)

显示 RVG 的复制状态。

Data Status (数据状态)

显示 RVG 复制的数据状态。

Force (强制)

选择“Force (强制)”复选框可停止复制，即
使辅助节点和主节点 RLINK 不是最新时也是
如此。

请参见第 292 页的“停止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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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主节点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当由于维护或者要在另一个节点上激活应用程
序等原因而必须停止主服务器时，将主服务器切换为辅助服务器将很有用。该迁移
过程就是当复制过程中涉及的应用程序处于非活动状态时将运行正常的主节点转为
辅助节点。
可以从数据库或主机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切换主服务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所需的数据库，然后选择“Replication (复制)”>“Switch (切换)”。

■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的 RVG，然后选择“Switch (切
换)”。

3

在“Switch replication (切换复制)”向导面板中，单击“Finish (完成)”。

4

在“Summary (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所选复制是否已经切换。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Switch replication (切换复制)”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以将复制从主节点切换至辅助节点。
表 13-9 列出了 RVG 不在 VCS 控制之下时可以将复制从主节点切换至辅助节点的
属性。
表 13-10 列出了 RVG 在 VCS 控制之下时可以将复制从主节点切换至辅助节点的属
性。
表 13-9

“Switch replication if RVG is not under VCS control (在 RVG 不
在 VCS 控制之下时切换复制)”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Secondary host name (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显示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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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名称)

说明

Replication status (复制状态)

显示 RVG 的复制状态。

Data Status (数据状态)

显示 RVG 复制的数据状态。

表 13-10

在 RVG 在 VCS 控制之下时切换复制

Name (名称)

说明

Secondary host name (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显示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Replication status (复制状态)

显示 RVG 的复制状态。

Data Status (数据状态)

显示 RVG 复制的数据状态。

显示服务组的名称以及在其上切换该服务组的远程群集的名称。

请参见第 294 页的“切换主节点”。

从原始主节点进行接管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将主节点角色从原始主节点转给辅助节
点。当原始主节点出现故障或因灾难而遭到破坏时，通过接管过程，可以将一致的
辅助节点转换为主节点。当主节点遭遇意外停机或因灾难而遭到破坏时，辅助节点
接管主节点角色会很有用。
注意：接管过程不保证新主节点和任何其他辅助节点 RVG 具有相同的内容。其余
辅助节点必须与新主节点完全同步。
可以从数据库或主机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接管主节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所需的数据库，然后选择“Replication (复制)”>“Takeover (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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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的 RVG，然后选择“Takeover
(接管)”。

3

在“Takeover (接管)”向导面板中，选择故障回复选项并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96 页的““Takeover primary (接管主节点)”面板的选项”。

4

在“Summary (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所选的复制是否遭到接管。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Takeover primary (接管主节点)”面板的选项
表 13-11 列出了 RVG 不在 VCS 控制之下时可以从主节点接管复制并切换至辅助节
点的属性。
表 13-12 列出了 RVG 在 VCS 控制之下时可以从主节点接管复制并切换至辅助节点
的属性。
表 13-11

“Takeover replication if RVG is not under VCS control (在 RVG
不在 VCS 控制之下时接管复制)”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Secondary host name (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显示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Replication status (复制状态)

显示 RVG 的复制状态。

Data Status (数据状态)

显示 RVG 复制的数据状态。

“Failback (故障回复)”选项
Fast failback (快速故障回复)

选择此选项可以将原始主节点与新主节点进
行增量式同步。

Auto fast failback (自动快速故障回复)

选择此选项可以在原始主节点变得可用后将
原始主节点转换为辅助节点，还能自动同步
原始主节点上的数据卷。

No fast failback (不使用快速故障回复)

选择此选项可以在原始主节点变得可用后对
其进行同步。如果确定原始主节点不能恢复，
或者当原始主节点不可用时新主节点上的大
多数数据将发生变化，请使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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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2

在 RVG 在 VCS 控制之下时接管复制

Name (名称)

说明

Secondary host name (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显示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Replication status (复制状态)

显示 RVG 的复制状态。

Data Status (数据状态)

显示 RVG 复制的数据状态。

显示服务组的名称以及在其上复制该服务组的远程群集的名称。

请参见第 295 页的“从原始主节点进行接管”。

关联卷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如果要复制当前未正在复制的卷，则需要将该
卷关联到现有 RVG。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关联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 RVG，然后选择“Associate Volume
(关联卷)”。

3

在“Associate Volume - Volume Selection (关联卷 - 卷选择)”向导面板中，
可以选择要关联到所选 RVG 的卷。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98 页的““Associate Volume - Volume Selection (关联卷 - 卷选择)”面
板的选项”。

4

在“Associate Volume - Advanced Options (关联卷 - 高级选项)”向导面板
中，可以在辅助节点上创建匹配的卷，并且设置同步选项。 单击“Finish (完
成)”。
请参见第 298 页的““Associate Volume - Advanced Options (关联卷 - 高级选项)”
面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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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Volume - Volume Selection (关联卷 - 卷选择)”面板的
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要关联到现有 RVG 的卷。
请参见第 297 页的“关联卷”。

“Associate Volume - Advanced Options (关联卷 - 高级选项)”面板
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是否在辅助节点上找到了卷的匹配项并设置同步选项。 也可
以在辅助节点上创建缺失的卷并重新检查一致性。
表 13-13

“Associate Volume - Advanced Options (关联卷 - 高级选项)”
面板的选项

名称

说明

Auto create volumes (自动创建卷)

单击以自动在与所选卷匹配的辅助节点上创
建卷。

Host Name (主机名)

显示主机的名称。

Match found on secondary? (辅助节点上找 如果在辅助节点上找到了所选卷的匹配项，
到的匹配项)?
则进行显示。
Synchronization option (同步选项)

显示默认的同步选项。 可以更改同步选项。

Recheck consistency (重新检查一致性)

单击以在辅助节点上创建卷后重新检查一致
性。

请参见第 297 页的“关联卷”。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重新同步辅助节点。如果辅助节点处于一
致状态但需要 DCM 重新同步，可以执行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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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同步辅助节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 RVG，然后选择“Resynchronize
secondaries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

3

在“Resynchronize secondaries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向导面板中确认此操
作。单击“OK (确定)”。

删除辅助节点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删除辅助节点复制卷组。在执行此操作
前，必须停止复制到指定的辅助节点。
删除辅助节点操作是不可逆的。为成功执行该操作，必须停止复制到辅助节点。此
操作不会删除数据卷。它只会将数据卷与辅助节点分离开来。如果存在用于复制的
VCS 配置，此操作还将删除 VCS 配置。
可以从数据库或主机的上下文中启动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删除辅助节点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右键单
击所需数据库，然后选择“Replication (复制)”>“Remove secondary
(删除辅助节点)”。

■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 RVG，然后选择“Remove
secondary (删除辅助节点)”。

3

在“Remove secondary (删除辅助节点)”向导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00 页的““Remove secondary (删除辅助节点)”面板的选项”。

4

在“Summary (摘要)”向导面板中，验证所选的复制是否遭到接管。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启动向辅助节点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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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secondary (删除辅助节点)”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可以从 RVG 删除辅助节点。
表 13-14

“Remove secondary (删除辅助节点)”面板的选项

Name (名称)

说明

Secondary host name (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显示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

Replication status (复制状态)

显示 RVG 的复制状态。

Data Status (数据状态)

显示 RVG 复制的数据状态。

请参见第 299 页的“删除辅助节点”。

取消配置复制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取消配置复制。首先调用此操作删除所有
辅助节点，然后删除主节点。如果您具有所需权限，此操作还将删除主机上的 VCS
配置。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取消配置复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织)”，
然后依次展开主机和 RVG。右键单击所需 RVG，然后选择“Unconfigure
replication (取消配置复制)”。

3

在“Unconfigure replication (取消配置复制)”向导面板中确认此操作。单击
“OK (确定)”。

关于设置复制警报
在复制期间，辅助存储站点有时会滞后于主存储站点。这可能是由于辅助存储站点
出现了时间延迟、带宽问题或故障。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可以依据日志使用率（SRL 使用率）
和数据大小监视延迟的复制的所有复制卷组 (RVG)。您可以定义用于引发警报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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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阈值和下限阈值级别。可以在“Settings (设置)”>“Alerts & Rules (警报和规
则)”视图中查看警报。
请参见第 301 页的“监视复制”。

监视复制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您可以指定下限阈值和上限阈值，以
便在对于数据大小或日志使用率而言复制滞后时发出警报。如果数据大小或日志使
用率达到指定阈值，将显示警报。警报的严重性因下限阈值和上限阈值而不同。
您可以分别为每个选定复制指定下限阈值和上限阈值，还可以为所有复制指定通用
阈值。
注意：要禁用复制警报，请为下限阈值和上限阈值设置空值。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监视复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s (数据库)”以选择数
据库。单击“Replications (复制)”选项卡。

■

单击“Organization (组织)”，然后单击“Replications (复制)”选项卡。

■

依次展开“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或“Organization (组
织)”、所需主机和 RVG 以选择 RVG。单击“Links (链接)”选项卡。

3

右键单击 RVG，然后选择“Monitor replication (监视复制)”。

4

在“Monitor replication (监视复制)”向导面板中，指定下限阈值和上限阈值。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02 页的““Monitor replication (监视复制)”面板的选项”。

5

“Result (结果)”面板将显示有关在数据库中成功更新阈值的消息。如果阈值
在数据库中未得到更新，该页面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在“Result (结果)”面
板中，单击“Close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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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replication (监视复制)”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指定下限阈值和上限阈值，以便针对延迟的复制发出警报。
表 13-15

“Monitor replication (监视复制)”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Apply to all (应用于所有项)

要为所有选定的复制指定通用阈值，请选择“Apply
to all (应用于所有项)”。选择此选项将禁用用于为各
个复制设置阈值的选项。

Reset All (全部重置)

要重置用于为各个复制设置阈值的所有选项，请选择
“Reset all (全部重置)”。

RVG

显示复制卷组 (RVG) 的名称。

Destination (目标)

显示目标存储站点的名称。

Behind By Size Low Threshold (KB) 依据数据大小指定下限阈值，以便发出警报指示复制
(落后大小下限阈值 (KB))
延迟。
Behind By Size High Threshold (KB) 依据数据大小指定上限阈值，以便发出警报指示复制
(落后大小上限阈值 (KB))
延迟。
Log Usage Low Threshold (%) (日志 依据日志使用百分比指定下限阈值，以便发出警报指
使用率下限阈值 (%))
示复制延迟。
Log Usage High Threshold (%) (日
志使用率上限阈值 (%))

请参见第 301 页的“监视复制”。

依据日志使用百分比指定上限阈值，以便发出警报指
示复制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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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存储利用率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回收精简存储

■

压缩文件

■

对文件系统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关于回收精简存储
精简置备和精简回收技术可提高存储利用率。精简置备是指通过仅向卷分配保存数
据所需的物理存储来提高存储利用率的技术。通过精简置备，存储管理员可以为应
用程序分配逻辑存储。仅当已写入数据时，系统才释放物理容量。然而，当数据从
文件系统中删除时，物理容量将保持已分配状态，即使不再使用也是如此。要确保
精简存储环境保持精简状态，可以回收未使用的空间。
您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回收精简存储，并在回收过程完
成后查看所回收的物理存储空间。
要回收精简存储，需要具有受支持的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的托管主机。以下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支持精简回收：
■

UNIX/Linux：5.0 MP3 或更高版本

■

Windows：5.1 SP1 或更高版本

此外，存储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存储必须以精简可回收的形式对 Storage Foundation 可见。

■

对于 UNIX/Linux：LUN 必须是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的 Storage Foundation 卷
的一部分。

■

对于 Windows：LUN 必须是已装入 NTFS 文件系统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动态卷的一部分。

优化存储利用率
关于回收精简存储

您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所发现的不同对象的上下文中配置
精简回收：
■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使您可以为所选的主机选择多个文件系统或磁盘并
执行精简回收。将回收相关联的 LUN。您可以运行报告，以确定可能适合进行
精简回收的文件系统和主机。

■

“Storage (存储)”透视图：使您可以从所选存储阵列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精简池
并调度精简回收或手动执行精简回收。将回收相关联的 LUN。精简池是阵列中
专供精简 LUN 使用的设备集合。如果阵列支持精简池且为所选磁盘阵列配置了
Storage Insight Add-on，则可以使用精简池。您可以运行报告，以确定可能适
合进行回收的精简池。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加载项安
装使用指南》。

请参见第 304 页的“对文件系统或磁盘执行精简回收”。
请参见第 305 页的“在磁盘阵列中对精简池执行精简回收”。

对文件系统或磁盘执行精简回收
您可以为所选的主机选择多个文件系统或磁盘并执行精简回收。将回收相关联的
LUN。
有关精简回收的要求，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03 页的“关于回收精简存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对文件系统运行精简回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

4

选择文件系统所装入的一个或多个卷，右键单击并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
统)”>“Reclaim Thin Storage (回收精简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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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磁盘运行精简回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选择主机，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

4

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右键单击并选择“Reclaim Thin Storage (回收精简存
储)”。

在磁盘阵列中对精简池执行精简回收
您可以从所选存储阵列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精简池并调度精简回收或手动执行精简回
收。将回收相关联的 LUN。
注意：如果阵列支持精简池且为所选磁盘阵列配置了 Storage Insight Add-on，则可
以使用精简池。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加载项安装
使用指南》。
有关精简回收的其他要求，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03 页的“关于回收精简存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磁盘阵列或“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对磁盘阵列的权限可以明确分配或从父组织继承。
对精简池调度精简回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Enclosures (未分类的磁盘
阵列)”以查找磁盘阵列。

3

展开磁盘阵列并选择“Thin Pools (精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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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该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精简池，右键单击并选择“Schedule Reclamation
(调度回收)”。

5

从选项中进行选择，以调度何时对所选精简池运行精简回收。
Frequency (频率)

选择“Once (一次)”、“Daily (每日)”、“Weekly
(每周)”或“Monthly (每月)”。

When (时间)

“When (时间)”区域中的选项随“Frequency (频率)”
选择而更改。对于“Weekly (每周)”，您可以选择
“Every weekday (每个工作日)”来调度星期一到星期
五，或选择一周中的特定几天。对于“Monthly (每
月)”，您可以将回收调度为每月的特定一天重复发生。

对精简池运行精简回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Enclosures (未分类的磁盘
阵列)”以查找磁盘阵列。

3

展开磁盘阵列并选择“Thin Pools (精简池)”。

4

在该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精简池，右键单击并选择“Run reclamation (运行
回收)”。

压缩文件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您可以在托管主机上按目录压缩文
件。
进行压缩的文件系统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Storage Foundation 6.0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9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 (VRTSsfmh) 版本 5 或更高版
本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支持在 Windows 文件系统上进行文件压
缩。
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0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文件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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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08 页的“设置压缩日程表”。
请参见第 308 页的“选择压缩目录”。
请参见第 310 页的“按需启动压缩”。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文件压缩
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中的压缩功能，客户可以使用基于主机的压缩优化现有主
节点存储。在文件系统层启用压缩功能会导致存储节省，并避免使用通常与主压缩
关联的复杂且昂贵的设备。压缩的用例包括数据库存档日志和非结构化数据。
无需任何应用程序更改，仅需最少的开销即可执行压缩。压缩不会修改文件元数
据，也不会更改 inode 编号或文件扩展名。写入后，压缩在带外执行。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可以通过选择要压缩的目录在文件系
统（装入点）级别的主机上设置文件压缩。您可以按需压缩目录，也可以设置用于
在主机上运行压缩进程的日程表。您可以查看因文件压缩而节省的空间的报告。启
用压缩后，目录和文件将开始拥有已压缩和未压缩数据块的组合。此组合由文件系
统自动管理，并且会在下一次调度清理期间将未压缩的数据进行压缩。
下面是有关文件压缩的工作方式的更多详细信息：
■

只能压缩用户数据，不能压缩 VxFS 元数据。

■

压缩是文件（而不是目录）的属性。例如，如果压缩了某个目录中的所有文件，
之后复制到该目录的任何文件不会因为这些文件被复制到该目录中而自动予以
压缩。

■

压缩文件是具有压缩扩展区的文件。对压缩文件进行写入会解压缩受影响的扩
展区；结果可能会生成具有压缩扩展区和未压缩扩展区的文件。

■

压缩文件后，inode 编号不会更改，并且在压缩之前打开的文件描述符在压缩后
仍有效。

文件压缩可以与应用程序进行以下交互：
■

虽然对压缩扩展区进行读写的速度慢于对未压缩扩展区进行读写的速度，但应
用程序通常不会发现压缩文件和未压缩文件之间的差异。当应用程序读取压缩
文件时，文件系统不会执行其常规的预读以避免可能需要的 CPU 负载。但是，
从主文件集进行读取时，文件系统会解压缩整个压缩块（默认为 1 MB）并将这
些页面保留在页面缓存中。因此，跨越压缩块边界时，文件的顺序读取通常只
会导致增加成本。从存储检查点中的某个文件进行读取时，情况将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实际请求的数据以外，任何内容都不会进入页面缓存。为
了获得通过存储检查点访问的压缩文件的最佳读取性能，应用程序应使用与压
缩块大小匹配的读取大小。

■

对压缩扩展区进行写入时，请确保具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和磁盘配额限制供新的
未压缩扩展区使用，因为写入会解压缩扩展区。如果没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写
入可能会失败，并显示 ENOSPC 或 EDQUOT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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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压缩文件读取数据然后将该文件复制到另一位置的应用程序（如 tar、cpio、
cp 或 vi）不会在新数据中保留压缩。一些备份程序也是如此。

■

通过命名空间读取文件数据的备份程序不会发现该文件已压缩。备份程序会接
收未压缩的数据，压缩功能将丧失。

请参见第 306 页的“压缩文件”。

选择压缩目录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您可以选择用于选定文件系统的压缩
目录。为压缩启用的目录在压缩进程的调度运行期间进行压缩，也可以根据需要进
行压缩。
如果目录先前已压缩，可以通过取消选择该目录来将其解压缩。运行压缩进程时，
会发生解压缩。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选择压缩目录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将装入文件系统的卷，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Compression (压缩)”选项卡。

6

在目录树中，选择或取消选择要为压缩启用或禁用的目录。

7

单击“Apply (应用)”。

请参见第 308 页的“设置压缩日程表”。
请参见第 310 页的“按需启动压缩”。

设置压缩日程表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您可以为选定主机设置压缩日程表。
您可以添加、更改和删除日程表。
日程表会应用于为主机上每个文件系统的压缩选择的目录。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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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压缩日程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将装入文件系统的卷，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Compression (压缩)”选项卡。

6

单击“Add Schedule (添加日程表)”。

7

在“Compression Schedule (压缩日程表)”窗口中，指定压缩选项并单击
“OK (确定)”。
Frequency (频率)

选择“Daily (每日)”、“Weekly (每周)”或“Monthly
(每月)”。

When (时间)

“When (时间)”区域中的选项随“Frequency (频率)”
选择而更改。对于“Weekly (每周)”，您可以选择工作
日来调度星期一到星期五，或选择一周中的特定几天。
对于“Monthly (每月)”，您可以将压缩调度为每月的
特定一天重复发生。

Compression Duration (压
缩持续时间)

指定运行压缩进程所用的时间。如果在指定的持续时间
内未压缩所有目录，在下一次调度压缩运行时，该进程
会继续压缩剩余的目录。
例如，假设持续时间设置为一小时，并且为 10 个目录
启用压缩。一小时后，压缩了 9 个目录。压缩进程停
止。在下一次调度运行时，压缩进程会继续压缩第十个
目录。然后，该进程会从第一个目录重新开始，压缩自
上次运行以来添加的所有新文件。
默认：四小时

Number of CPUs to use for 指定要用于调度压缩运行的 CPU 数目。
compression (要用于压缩的
默认：主机可使用 50% 的 CPU，最多 4 个 CPU。
CPU 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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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压缩日程表

1

在“Compression (压缩)”选项卡上，单击“Change Schedule (更改日程
表)”。

2

在“Compression Schedule (压缩日程表)”窗口中，更新压缩选项并单击
“OK (确定)”。

删除压缩日程表
◆

在“Compression (压缩)”选项卡上，单击“Delete Schedule (删除日程
表)”。

请参见第 306 页的“压缩文件”。

按需启动压缩
如果主机上未发生与压缩相关的活动，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允
许您在文件系统上立即启动压缩进程。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按需启动压缩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将装入文件系统的卷，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Compression (压缩)”选项卡。

6

（可选）更改为压缩启用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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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Compress Now (立即压缩)”。

8

在“Compress Now (立即压缩)”窗口上，指定要用于压缩的选项，然后确认
开始压缩。
Compression Duration (压缩 指定运行压缩进程所用的时间。在指定的持续时间内，
持续时间)
可能不会处理所有目录。例如，持续时间设置为一小
时，并且为 10 个目录启用压缩。一小时后，压缩了 9
个目录。压缩进程停止。在下一次调度运行时，压缩进
程会继续压缩第十个目录，然后从第一个目录重新开
始，压缩自上次运行以来添加的所有新文件。
默认：四小时
Number of CPUs to use for
compression (要用于压缩的
CPU 数目)

指定要用于压缩的 CPU 数目。
默认：主机可使用 50% 的 CPU，最多 4 个 CPU。

请参见第 306 页的“压缩文件”。

对文件系统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您可以为选定文件系统设置重复数据
删除。
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文件系统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Storage Foundation 6.0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9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 (VRTSsfmh) 版本 6 或更高版
本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支持在 Windows 文件系统上进行重复数
据删除。
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12 页的“关于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314 页的“对文件系统实施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316 页的“启动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317 页的“禁用或删除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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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
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中的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客户可以使用文件系统重复数据
删除功能来优化现有的主存储。在文件系统层启用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可以节省存储
空间，并避免使用通常与文件重复数据删除关联的复杂而昂贵的设备。
在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时，无需进行任何应用程序更改，且开销非常小。重复数据删
除不会更改文件扩展名，这使得用户和应用程序可以正常使用文件，而不影响性
能。
在为文件系统设置重复数据删除之前，请评估数据本身是否适合进行重复数据删
除。
以下是适合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
■

虚拟机引导映像文件（vmdk 文件）

■

用户主目录

■

具有多个文件副本的文件系统

以下项可能不适合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因为它们几乎没有重复数据。
■

数据库

■

媒体文件，如 JPEG、MP3 和 MOV

VxFS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的工作原理如下所述。它通过在整个文件系统中比较块来
清除数据使用的重复块。当重复数据删除功能找到重复块时，它会删除使用的空间
并创建指向通用块的指针。如果重复文件发生更改，而使得文件不再共享同一个
块，则发生更改的块将保存到磁盘，而不是指针。
重复数据删除进程执行以下任务：
■

扫描文件系统是否存在更改

■

对数据进行指纹识别

■

标识重复项

■

验证重复项后将其清除

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所占用的空间是文件系统中的数据量以及重复数据删除片段大
小的函数。在 Linux 或 Solaris 上，Veritas 建议为 SFCFSHA 使用 4k 片段大小，
这样可以通过 NFS 访问虚拟机映像的多个副本。对于所有其他数据集，Veritas 建
议片段大小至少为 16k。提供了有关重复数据删除片段大小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13 页的“关于重复数据删除片段大小”。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具有以下限制：
■

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的完全备份在目标
中需要与未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文件系统相同大小的空间。例如，如果在进行
重复数据删除之后 2 TB 的数据在文件系统中占用 1 TB 的磁盘空间，假设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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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未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则此数据在目标上需要 2 TB 的空间来备份文件系
统。同样，在还原此文件系统时，文件系统上必须有 2 TB 才能还原全部数据。
但是，可以再次对新还原的文件系统进行重复数据删除以重新获得空间节省。
在完全还原文件系统后，Veritas 建议您删除所有现有重复数据删除配置并重新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仅限于卷的主文件集。

■

重复数据删除不支持装入的克隆和快照装入的文件系统。

■

在从备份还原数据后，您必须对还原的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以重新获得由重
复数据删除提供的空间节省。

■

如果使用跨平台数据共享功能将数据从一个平台转换到另一个平台，您必须删
除重复数据删除配置文件和数据库，并在转换后重新启用重复数据删除。

■

您无法将 NetBackup 的 FlashBackup 功能与重复数据删除功能结合使用，因为
FlashBackup 不支持磁盘布局版本 8 和 9。

关于重复数据删除片段大小
重复数据删除片段大小也称为重复数据删除粒度，是计算指纹的单位。有效片段大
小介于 4k 和 128k 之间且是 2 的幂。设置后，更改片段大小的唯一方法是在文件系
统中删除并重新启用重复数据删除。
您应仔细选择片段大小，因为该大小对重复数据删除以及资源要求具有重大影响。
该大小会直接影响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中的指纹记录数，以及对这些记录进行排序
所需的临时空间。较小的片段大小会导致出现大量指纹，因此需要大量重复数据删
除数据库空间。
尽管在重复数据删除后节省的存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集以及数据集内重复
项的分布，但片段大小也可能会显著影响节省的存储量。您必须了解数据集，以便
在重复数据删除后获取最佳结果。一般的经验法则是，片段大小越小，节省的存储
量会越多。片段大小越小，粒度指纹会越多，所识别的重复项通常会越多。但是，
较小的片段会产生数据库大小、重复数据删除时间以及（更重要的是）碎片整理方
面的附加成本。对于较小的片段大小，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大小可能会特别大。通
常，碎片整理越多，文件系统元数据就越多，因此所需的存储会越多。重复数据删
除数据库所占用的空间以及增加的文件系统元数据可以减少通过重复数据删除节省
的存储量。此外，碎片整理还可能会对性能带来负面影响。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重复数据删除算法可尝试通过合并多个连续重复片段来减少碎片整理。
通常，片段大小越大，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大小会越小，重复数据删除速度会越
快，碎片整理会越少。这些优势有时是以减少所节省的存储量为代价的。如果拥有
大量大小较小的重复文件，则仍可以选择大于文件大小的片段大小。较大的片段大
小不会影响小于片段大小的文件的重复数据删除。在此类情况下，会基于整个文件
计算指纹且仍会对文件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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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所占用的空间是文件系统中的数据量以及重复数据删除片段大
小的函数。随着新数据被添加到文件系统，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所占用的空间会日
益增大。需要附加存储，以供临时使用，如对指纹进行排序。临时存储可能会在工
作完成后释放。请确保存在足够的可用空间，以便成功完成重复数据删除。如果文
件系统可用空间大约不足 15%，则重复数据删除可能不会启动。对于较小的片段大
小，重复数据删除有时需要 15% 以上的可用空间。通常，所占用的空间会由于片
段大小较大而明显减少。 Veritas 建议您为 4k 片段保留大约 20% 的可用空间。

对文件系统实施重复数据删除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您可以对选定文件系统实施重复数据
删除。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也可以设置日程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对文件系统实施重复数据删除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将装入文件系统的卷，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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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Deduplication (重复数据删除)”选项卡。该选项卡包括以下内容：
Configure (配置)

允许您配置文件系统以进行重复数据删除。配置设
置了一个小型数据库。
“Configure Deduplication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窗口包括多个可自定义的参数，也允许您设置一个
用于运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日程表。

Unconfigure (取消配置)

允许您删除现有配置。如果要暂时禁用重复数据删
除，但是将配置保留不变，请在“Configure
Deduplication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窗口上执行
此操作。
请参见第 317 页的“禁用或删除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
删除”。

Scan Now (立即扫描)

如果存在现有配置，则使用此选项可立即启动重复
数据删除操作。

Space Saved History (节省的空间 可跟踪重复数据删除的结果。要更改时间段，请从
的历史记录)
“Duration (持续时间)”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然
后单击“Apply (应用)”。

6

单击“Configure (配置)”。

7

在“Configure Deduplication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窗口中，您可以自定义
以下选项：
Enabled (已启用)

如果清除该复选框，则禁用重复数据删除操作。如
果要稍后启用它，请返回到此窗口。

Data Usage (数据使用情况)

允许您根据数据类型和对数据库可用的空间量优化
数据库的大小。为数据选择的块越小，数据库需要
的空间就越大。配置完成后，此参数无法进行更
改，除非取消配置数据库再重新配置它。
对于大多数数据，Veritas 建议使用默认值“Other
(16k) (其他 (16k))”。选项包括“VMDK files (4k)
(VMDK 文件 (4k))”和“Home directories (8k)
(主目录 (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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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要设置重复数据删除的日程表，请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Commit on run number (按运行
次数提交)

重复数据删除进程会在清除重复数据之前对数据进
行扫描并采集指纹。您可以安排重复数据删除进程
在每次运行时清除重复数据（默认值为 1），或者
按指定的运行次数清除重复数据。在不执行重复数
据删除的时间内，重复数据删除运行仅更新数据库
中的指纹。

Weekday Schedule (工作日日程
表)

您可以选择一周中的某一天运行，也可以安排每天
运行。
Veritas 建议在系统活动不太繁忙时安排重复数据
删除，以免干扰常规的系统工作量。

Hours (小时)

9

安排重复数据删除开始运行的时间。

单击“Finish (完成)”。重复数据删除配置设置了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当消
息显示配置完成时，单击“Close (关闭)”。

10 如果要立即运行重复数据删除，而不等待调度时间，请单击“Scan Now (立即
扫描)”。单击“Yes (是)”确认要开始重复数据删除。开始后，您可以关闭窗
口。操作将在后台运行。
请参见第 311 页的“对文件系统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启动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为文件系统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后，您可以按需启动重复数据删除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启动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将装入文件系统的卷，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Deduplication (重复数据删除)”选项卡。

6

单击“Scan Now (立即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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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件系统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311 页的“对文件系统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禁用或删除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如果已设置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则可以稍后暂时禁用或删除该文件系统的重
复数据删除。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禁用或删除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展开主机，然后选择“Volumes (卷)”。

4

右键单击将装入文件系统的卷，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Deduplication (重复数据删除)”选项卡。

6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禁用重复数据删除

■

单击“Configure (配置)”。

■

在“Configure Duplication (配置重复数据删
除)”窗口中，清除“Enabled (已启用)”的复
选框，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

■

单击“Unconfigure (取消配置)”。

■

确认要删除该配置。

请参见第 311 页的“对文件系统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317

部分

4

管理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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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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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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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管理系统

■

19. 管理 VSyste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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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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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管理 Applicatio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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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管理应用程序配置

■

26. 多站点管理

■

A. 高可用性操作列表

15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

■

执行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的先决条件

■

关于可用性对象的属性

■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

关于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可以基于 Cluster Server 管理高可用
性应用程序群集。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帮助您执行所有与 VCS 相关的高
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如设置全局群集 (GCO) 或者使服务组或资源联机。
在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执行高可用性 (HA) 和灾难恢复 (DR)
操作时，必须注意下列事项：
■

要执行 DR 操作（例如远程联机、远程脱机和切换），远程群集与本地群集不需
要由同一个 Management Server 进行管理。但是，在全局群集选项 (GCO) 设
置中至少有一个群集需要由 Management Server 进行管理。要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在现有 GCO 设置中实现群集的最佳管理，建议
您将群集添加到单个 Management Server 域中。

■

系统将提示您打开已关闭的配置，以执行需要配置更改的操作。如果选择自动
打开配置，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提供一个选项，用于在完
成操作后关闭配置。

■

当执行涉及配置更改的操作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在此操
作结束时会自动转储配置。

■

如果要执行批处理操作，您必须对所选的所有对象具有适当的权限。如果对任
何所选对象不具有适当的权限，则整个操作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取
消选择对其没有权限的对象，并再次启动向导以执行此操作。

概述
执行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管理群集”。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91 页的“关于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准备情况”。

执行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的先决条件
执行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之前，必须确保满足下列条件：
■

必须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3.0 或更高版本的托管主机软
件包。建议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1 托管主机软件包以
获取最新功能。

■

托管主机必须由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

■

在托管主机上必须配置并运行 Cluster Server。

为获得最佳的效果，建议群集中的所有节点都必须由 Management Server 进行管
理。但这不是必需的。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关于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

关于可用性对象的属性
使用这些组件的属性配置 Cluster Server 组件。属性包含有关群集、系统、服务组、
资源、资源类型、代理和心跳的数据。例如，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值指定在哪
些系统上配置组以及该组中每个系统的优先级。每个属性均包含定义和值。如果未
指定值，还可以向属性分配默认值。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查看可用性对象（如群集、服务组、系统、
资源和资源类型）的属性。您可以编辑属性名称旁带有编辑图标的属性的值。
表 15-1

属性类型和说明

属性类型

说明

以粗体显示的属性名称

表示该属性是必须配置的属性。必须设置此类属性的值。

以斜体显示的属性名称

表示该属性是一个重要属性。重要属性不一定是必须配置的属
性。

以粗体和斜体显示的属性
名称

表示该属性是重要且必须配置的属性。

带有编辑图标的属性名称

表示该属性是可编辑的属性。

请参见第 324 页的“编辑群集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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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53 页的“编辑服务组的属性”。
请参见第 361 页的“编辑系统的属性”。
请参见第 376 页的“编辑资源的属性”。
请参见第 376 页的“编辑资源类型的属性”。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可为运行于异构操作系统和虚拟化技术的多层业务应用程序提供虚拟
化、业务流程，并可降低服务中断的频率和持续时间。 虚拟业务服务将多层应用程
序表示为一个整合实体，可帮助您管理业务服务的操作。 虚拟业务服务是基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如 Cluster Server）为各层提供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而构
建的。
通过虚拟业务服务可以主动管理 Cluster Server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的
应用程序组件。
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创建、
配置和管理虚拟业务服务。
有关虚拟业务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Availability User's
Guide（《虚拟业务服务可用性安装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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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群集

■

打开群集配置

■

保存群集配置

■

关闭群集配置

■

编辑群集的属性

■

导入类型定义

关于管理群集
群集将高可用性应用程序作为配置完全相同的冗余服务组来进行管理。这些服务组
分布在群集节点中，且可以从一个节点故障转移到另一个节点。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的群集管理视图，您可以通过一
个控制台来管理各个群集。目前，可以对各个群集执行诸如打开配置、保存配置和
关闭配置等任务。
请参见第 323 页的“打开群集配置”。
请参见第 323 页的“保存群集配置”。
请参见第 324 页的“关闭群集配置”。
请参见第 361 页的“启动群集中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请参见第 362 页的“停止群集中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请参见第 326 页的“导入类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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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群集配置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通过打开配置对群集配置文件进行更改。
仅当群集配置关闭时，才可以执行该任务。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打开群集配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所需群集，然后选择“Configuration (配置)”>“Open (打开)”。

4

在“Open configuration (打开配置)”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管理群集”。
请参见第 323 页的“保存群集配置”。
请参见第 324 页的“关闭群集配置”。

保存群集配置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对群集配置进行更改，并将更新后的配置
保存到磁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保存群集配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所需群集，然后选择“Configuration (配置)”>“Save (保存)”。

4

在“Save configuration (保存配置)”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管理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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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23 页的“打开群集配置”。
请参见第 324 页的“关闭群集配置”。

关闭群集配置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关闭群集配置以确保不对其进行任何更改。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关闭群集配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所需群集，然后选择“Configuration (配置)”>“Close (关闭)”。

4

在“Close configuration (关闭配置)”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管理群集”。
请参见第 323 页的“打开群集配置”。
请参见第 323 页的“保存群集配置”。

编辑群集的属性
通过编辑属性操作，可以在 Cluster Server 中配置多个对象的策略行为。此操作还
可以帮助您定义允许 Cluster Server 监视不同资源以获得高可用性的属性值。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仅可以编辑群集的可编辑属性。在属性列表中，可编辑的属性在属性名称旁
带有一个编辑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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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群集的属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群集，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选择“Attributes (属性)”选项卡。

5

右键单击要编辑的属性，然后选择“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6

编辑字段中的值。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5 页的““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选项”。

7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管理群集”。
请参见第 323 页的“保存群集配置”。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编辑群集、主机、服务组、资源或资源类型的属性。
表 16-1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Attribute (属性)

显示要编辑的属性。此字段不可编辑。

Apply to (应用于)

确定属性的作用域。通常，借助此选项，您
可以为所有系统分配同一属性值或者为不同
的系统分配不同的值。您无法切换服务组属
性的作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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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Attribute Value (属性值)

根据维度输入属性的新值，然后单击“OK (确
定)”。
■

■

对于单一的标量属性，请在其字段中输入
值。
对于向量或键列表属性，请在各字段中输
入值。单击“Add (添加)”添加属性值。
要删除某个值，请从值列表中选择该值，
然后单击“Remove (删除)”。

■

对于关联属性，请在各字段中输入键和
值，然后单击“Add (添加)”。要删除某
个属性值，请从值表格中选择该值，然后
单击删除选项。

请参见第 324 页的“编辑群集的属性”。
请参见第 361 页的“编辑系统的属性”。
请参见第 353 页的“编辑服务组的属性”。
请参见第 376 页的“编辑资源的属性”。
请参见第 376 页的“编辑资源类型的属性”。
请参见第 332 页的““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选项”。

导入类型定义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将自定义资源类型定义导入到配置中。在
VCS 群集上安装任何 ISV 代理以导入代理类型定义时，通常会执行此操作。默认情
况下，在 Windows 上会导入此类型定义。在 Linux 上，管理员需要执行此操作。
导入类型定义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所需群集，然后选择“Import Type Definition (导入类型定义)”。

4

在“Import Type Definition (导入类型定义)”向导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要导入类型定义的群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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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提供类型定义文件所在的群集节点上的代理安装路径。预计代理已安装在
群集节点上，类型定义文件可用。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管理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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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组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服务组

■

创建服务组

■

启用服务组

■

禁用服务组

■

为服务组中的资源创建 Atleast 计数依赖关系

■

关于 的 Atleast 计数依赖关系

■

切换服务组

■

冻结服务组

■

取消冻结服务组

■

清除服务组

■

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

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

删除服务组

■

关于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

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

取消链接服务组

■

关于中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操作

■

中使用站点相关服务组操作的先决条件

管理服务组
关于管理服务组

■

使用站点相关服务组操作的限制

■

使服务组联机

■

使服务组脱机

■

切换服务组

■

清除服务组中的故障

■

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

编辑服务组的属性

■

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

关于依赖关系视图

■

查看服务组依赖关系视图

■

关于 修改服务组

■

关于 Cluster Server 服务组警报和故障转移报告

■

查看 VCS 故障转移持续时间报告

关于管理服务组
服务组是包含运行托管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硬件和软件资源的虚拟容器。服务组允
许 VCS 将托管应用程序的所有硬件和软件资源作为单个单元进行控制。发生故障
转移时，资源不会分别进行故障转移，而是整个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如果系统上
有多个服务组，一个组可以在不影响其他组的情况下进行故障转移。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中，使用群集视图中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或“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视图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集中管理多个服务组

■

分别管理单个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4 页的“启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8 页的“冻结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0 页的“ 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请参见第 340 页的“清除服务组”。
请参见第 351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的故障”。
请参见第 343 页的“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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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37 页的“切换服务组”。
请参见第 353 页的“编辑服务组的属性”。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创建服务组”。
请参见第 386 页的“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387 页的“将全局服务组转换为本地服务组”。
请参见第 354 页的“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创建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创建与群集关联的服务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创建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所需群集，然后选择“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组)”。

4

在“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组)”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添加服务组并对其进行配置，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

要添加服务组并在稍后对其进行配置，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31 页的““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组)”选项”。

5

在“Configure System List (配置系统列表)”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配置系统列表和资源，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

要配置系统列表并在稍后配置资源，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32 页的““Configure System List (配置系统列表)”选项”。

6

在“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配置资源和资源依赖关系，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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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配置资源并在稍后配置资源依赖关系，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32 页的““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选项”。

7

在“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面板中，输入所需信息，然
后单击“Finish (完成)”。

8

■

要配置资源依赖关系，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

要稍后配置资源依赖关系，请单击“Finish (完成)”。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删除服务组”。
请参见第 356 页的“关于 修改服务组”。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在群集中创建服务组。
表 17-1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组)”向导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名称在群集的所有服务
组中必须唯一。
所输入的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服务组的名
称仅可以包含字母、数字、连字符或下划线。

Type (类型)

选择服务组的类型。可用选项包括：
■

■

■

Failover (故障转移) - 每次在一个系统上
运行。故障转移组用于大多数不支持多个
系统同时访问应用程序数据的应用程序。
Parallel (并行) - 同时在群集中的多个系统
上运行。并行服务组适用于那些管理多个
同时运行而不会造成数据损坏的应用程序
实例的应用程序。
Hybrid (混合型) - 故障转移服务组和并行
服务组的组合。它在系统区域内作为故障
转移组运行，在多个系统区域间作为并行
组运行。混合型服务组用于复制的数据群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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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30 页的“创建服务组”。

“Configure System List (配置系统列表)”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您要运行服务组的系统。可以使用箭头选项在列之间移动系
统或更改系统的优先级。
表 17-2

“Configure System List (配置系统列表)”向导面板的选项

列

说明

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

列出可用来运行服务组的可用系统。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 按优先级顺序列出选定的系统。
系统)
可以使用下列选项：
■

Autostart (自动启动)：选择“Autostart

■

(自动启动)”复选框时，服务组将在故障
持久资源联机后自动重新启动。
Priority (优先级)：使您优先安排服务组内
的每个系统。 将系统添加到“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系统)”
选项时，将为其分配默认值。 您也可以编
辑分配的默认值。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创建服务组”。
请参见第 354 页的“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配置服务组的资源。可向一个服务组中添加多个资源。单击“Add
(添加)”选项可将资源添加到服务组中。
表 17-3

“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向导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输入资源的名称。资源名称在群集中应具有
唯一性。
所输入的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资源的名称
仅可以包含字母、数字、连字符或下划线。

Type (类型)

从下拉字段中选择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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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Enabled (已启用)

选择该复选框可启用对应的资源。

Critical (严重)

选择该复选框可将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

Edit resource attribute (编辑资源属性)

单击此选项可编辑资源属性。在“Edit
Attributes (编辑属性)”页面中，可以查看列
表中的重要属性和必须配置的属性。选择要
编辑的属性，并在字段中输入所需信息。
请参见第 325 页的““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选项”。

Delete resource (删除资源)

单击此选项可删除资源。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创建服务组”。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通过链接资源来创建资源依赖关系。单击“Link (链接)”将父资
源链接到子资源。
使用“Configure Atleast Dependencies (配置 Atleast 依赖关系)”复选框配置子
资源的 Atleast 计数依赖关系。
注意：仅当选中“Configure Atleast Dependencies (配置 Atleast 依赖关系)”复
选框时，才允许选择 Atleast 依赖关系的多个子资源。
表 17-4

“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 Parent (选择父项)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父资源。

Select Child (选择子项)

从列表中选择子资源。

Delete (删除)

单击此选项可删除资源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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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Atleast Count (Atleast 计数)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依赖关系计数，以设置在
父资源联机之前要处于联机状态的最少子资
源数。
例如，如果应用程序依赖于三个 IP 并且如果
必须使该应用程序联机或保持其处于联机状
态，则必须至少使两个 IP 联机才能使该应用
程序联机。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创建服务组”。
请参见第 377 页的“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请参见第 378 页的“取消服务组中资源的链接”。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启用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启用已禁用的服务组，以便可以使其联
机。仅当服务组在群集主机上处于已禁用状态时，才可将其启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在执行此任务之前，如果群集配置尚未处于打开状态，则需要将其打开。
启用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Enable (启用)”。

5

在“Enable Service Group (启用服务组)”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要在其上启用服务组的系统。选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可在所
有系统上启用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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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7 页的“切换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5 页的“禁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启用资源”。
请参见第 340 页的“ 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禁用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禁用服务组，以便阻止其联机。您可以
使用此功能在主机上的服务组进行维护操作时临时阻止代理监视这些服务组。仅当
服务组在群集主机上处于已启用状态时，才可将其禁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在执行此任务之前，如果群集配置尚未处于打开状态，则需要将其打开。
禁用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Disable (禁用)”。

5

在“Disable Service Group (禁用服务组)”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要禁用单个服务组，请选择要在其上禁用服务组的系统。选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可在所有系统上禁用服务组。

■

6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4 页的“启用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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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37 页的“切换服务组”。
请参见第 369 页的“禁用资源”。
请参见第 341 页的“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为服务组中的资源创建 Atleast 计数依赖关系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在服务组的两个资源之间创建依赖关系（链
接）。在两个资源之间创建链接时，需要将一个资源指定为父资源，另一个资源指
定为子资源。子资源必须在父资源之前联机。
在 Atleast 计数依赖关系中，父资源依赖于一组子资源。您可以为父资源配置最小
子资源数。必须使配置的子资源联机，才能使父资源联机或保持联机状态。
一个依赖关系中的父资源可以是另一个依赖关系的子资源。服务组中存在多个父子
依赖关系，它们为单个应用程序资源提供支持。在依赖关系图中，此应用程序资源
位于图的顶点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为服务组中的资源创建 Atleast 计数依赖关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所需群集，然后选择“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组)”。

4

在“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组)”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添加服务组并对其进行配置，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

要添加服务组并在稍后对其进行配置，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31 页的““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组)”选项”。

5

在“Configure System List (配置系统列表)”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配置系统列表和资源，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

要配置系统列表并在稍后配置资源，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32 页的““Configure System List (配置系统列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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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配置资源和资源依赖关系，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

要配置资源并在稍后配置资源依赖关系，请输入所需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32 页的““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选项”。

7

在“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面板中，选择父资源和子资
源。

8

选中“Configure Atleast Dependencies (配置 Atleast 依赖关系)”复选框，
以便选择需要进行配置的子资源。
注意：必须使配置的子资源联机，才能使父资源联机。

9

选择子资源，然后单击“Link (链接)”。

10 从“Atleast Count (Atleast 计数)”下拉选项中选择需要为 Atleast 计数依赖
关系设置的子资源数量。

11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关于 的 Atleast 计数依赖关系
在 Atleast 计数依赖关系中，父资源依赖于一组子资源。仅当该资源集中处于联机
状态的子资源数达到最小数量时，才能使父资源联机或保持联机状态。
例如，父资源 (res1) 依赖于子资源（res2、res3、res4、res5 和 res6）。如果将
Atleast 依赖关系设置为 2，仅当两个或多个资源联机时才能使父资源联机，且仅当
两个或多个字资源联机时，父资源才能保持联机状态。

切换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探查所有资源
并检查其是否做好联机准备之前，服务组将一直处于自动禁用状态。如果在群集中
的其中一个系统上未运行 VCS 引擎，则可以自动启用服务组。在这种情况下，必
须更改服务组的已禁用状态以便在群集中的另一个系统上启用该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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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启用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Autoenable (自动启用)”。

5

在“Autoenable Service Group (自动启用服务组)”面板中，选择要在其上自
动启用服务组的系统。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4 页的“启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5 页的“禁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启用资源”。

冻结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冻结服务组。在服务组上执行维护任务
时，冻结非常有用。您可以暂时或永久冻结服务组。重新启动 Cluster Server 时，
临时冻结的服务组会自动取消冻结。需要显式取消冻结永久冻结的服务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注意：要永久冻结服务组，必须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冻结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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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Freeze (冻结)”。

5

在“Freeze Service Group (冻结服务组)”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6

■

选择“Freeze Persistently (持久冻结)”以确保服务组保持冻结状态（除
非显式取消冻结）。

■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9 页的“取消冻结服务组”。

取消冻结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取消冻结已冻结的服务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注意：要取消冻结永久冻结的服务组，必须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取消冻结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Unfreeze (取消冻结)”。

5

在“Unfreeze Service Group (取消冻结服务组)”面板中，单击“OK (确
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8 页的“冻结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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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解决在服务组联机或脱机时出现的与资源
相关的问题。当服务组联机或脱机时，组中的资源也将联机或脱机。如果针对特定
资源的联机操作或脱机操作挂起，请清除服务组以从其资源中清除“等待联机”或
“等待脱机”状态。清除服务组通常会使群集处于“PARTIAL (部分联机)”状态。
完成此过程后，解决特定资源的问题，然后继续使服务组联机或使其脱机。
注意：清除操作不会暂停已在运行的资源操作（如联机或脱机）。如果在执行清除
命令后正在运行的操作成功完成，则资源状态可能会根据运行的结果发生更改。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清除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Flush (清除)”。

5

在“Flush Service Group (清除服务组)”面板中，选择要在其上清除服务组
的系统。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在使服务组的资
源联机之前，需要启用这些资源。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在启用资源之前，必须为服务组配置资源。在启用服务组的资源之前，必须
打开它所属的群集的配置。

340

管理服务组
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Resources (资源)”>“Enable
All (全部启用)”。

5

在“Enable All Resources (启用所有资源)”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1 页的“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请参见第 334 页的“启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5 页的“禁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启用资源”。
请参见第 369 页的“禁用资源”。

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通过禁用服务组的资源来阻止其联机。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在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之前，必须使其全部脱机。在禁用服务组的资源之
前，必须打开它所属的群集的配置。
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341

管理服务组
删除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Resources (资源)”>“Disable
All (全部禁用)”。

5

在“Disable All Resources (禁用所有资源)”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0 页的“ 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请参见第 334 页的“启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5 页的“禁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启用资源”。
请参见第 369 页的“禁用资源”。

删除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一个或多个服务组。在删
除任何服务组之前，需要取消该服务组的依赖关系的链接。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删除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器组，然后选择“Delete (删除)”。

5

在“Delete Service Group (删除服务组)”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创建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3 页的“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请参见第 354 页的“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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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服务组在群集中链接，以确保服务组按正确的顺序联机。一次可链接两个服务组。
一个服务组通常依赖于另一个服务组的资源和运行状态。
必须首先联机的服务组被称为子服务组。必须在子服务组后联机的服务组被称为父
服务组。
一个服务组可以是一个服务组的子服务组，同时还可以是另一个服务组的父服务
组。在复杂服务组中，存在多个父子依赖关系以最终支持单个应用程序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3 页的“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链接群集中相互依赖的服务组对。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在执行此任务之前，如果群集配置尚未处于打开状态，则需要将其打开。
链接群集中的两个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Link (链接)”。

5

在“Link Service Group (链接服务组)”面板中，指定依赖关系的详细信息并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44 页的““Link Service Group (链接服务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3 页的“关于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4 页的“取消链接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删除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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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Service Group (链接服务组)”选项
使用该向导面板可将选定的服务组添加为父服务组的子组。
表 17-5

“Link Service Group (链接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Child Group (子组)

选择打算定义为子服务组的服务组。

Relationship (关系)

选择定义父组与子组状态关系的关系。
Online local - 父组必须等待子组联机后才可
以启动。
Offline local - 只有当子组脱机时才可以启动
父组，反之亦然。该关系可防止相冲突的应
用程序在同一系统上运行。如果使用的是该
关系，则不能指定任何依赖关系类型。
Online Remote - 父组实例依赖于任意系统
（该父组联机的系统除外）上联机子组的一
个或多个实例。在该关系中，不能将依赖关
系类型指定为 Hard。
Online Global - 子组必须在群集中某处联机，
然后父组才可以联机。在该关系中，不能将
依赖关系类型指定为 Hard。

Dependency Type (依赖关系类型)

选择定义父组和子组之间链接稳定性的依赖
关系类型。可用选项包括：
Firm - 子组必须联机，父组才能联机，依赖
关系的位置确定子组必须联机的位置。
Soft - 子组必须联机，父组才能联机，依赖关
系的位置确定子组必须联机的位置。例如，
在 online-local-soft 依赖关系中，子组实例必
须在同一系统上联机，父组才能联机。
Hard - 子组或父组出现故障时，子组和父组
一起故障转移到同一系统。

请参见第 343 页的“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取消链接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取消链接群集中相互依赖的服务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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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在执行此任务之前，如果群集配置尚未处于打开状态，则需要将其打开。
取消链接群集中的两个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Unlink (取消链接)”。

5

在“Unlink Service Group (取消链接服务组)”面板中，选择要从中取消链接
服务组的父组。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3 页的“关于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3 页的“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删除服务组”。

关于中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操作
在校园群集中执行服务组操作时，您可以提供站点相关信息。通过站点识别，管理
员可以在本地站点发生故障时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其他站点。 以下服务组操作支持
该功能：
■

Online (联机)

■

Offline (脱机)

■

Switch (交换机)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指定要故障转
移到所选服务组的站点或系统。例如，您可以在站点 A 的任意系统上使所选服务组
联机，或在站点 B 的所有系统上使服务组脱机。
您可以为这些操作选择一个或多个服务组。但是请注意，与站点相关的操作仅在所
选服务组在同一伸展群集上配置时适用；伸展群集和非伸展群集中的服务组将不受
支持。 并行、故障转移和混合服务组不支持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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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站点相关操作使用多站点管理功能。它不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服务组
的 SystemZones 属性。
请参见第 346 页的“ 中使用站点相关服务组操作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346 页的“使用站点相关服务组操作的限制”。

中使用站点相关服务组操作的先决条件
已配置服务组的站点相关操作仅在以下情况下可用：
■

所选服务组是校园群集的一部分。

■

您已为已配置服务组的群集节点提供站点名称（称为站点标记）。您需要使用
多站点管理功能的“Configure Stretch Sites (配置伸展站点)”向导将站点标
记分配给群集节点。
请参见第 426 页的“配置伸展站点”。

■

您使用 Cluster Server 6.1版、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和托管主机。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中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操作”。

使用站点相关服务组操作的限制
本节列出了站点相关服务组操作的限制：
■

从伸展群集和非伸展群集中选择多个服务组时，用户无法使用站点选项。

■

“Propagate (传播)”和“Force (强制)”选项不可用于多个服务组操作。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中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操作”。

使服务组联机
在特定系统、所选站点的任意系统或群集中的任意可用系统上，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手动将一个或多个服务组置于正常运行状态（称为联机状态）。通过
站点感知，您可以在本地站点发生故障时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其他站点。联机操作
适用于故障转移、并行和混合服务组或以上三者的组合（适用于多个服务组选择）。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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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服务组联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在“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下，选择所需的服务组。按 Ctrl 或 Shift
可选择多个服务组。

5

单击右键并选择“Online (联机)”。
请参见第 347 页的““Online service groups (使服务组联机)”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中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操作”。

“Online service groups (使服务组联机)”面板的选项
使用该面板提供站点和系统（群集节点）相关信息，以使一个或多个服务组联机。
对于单个服务组：表 17-6
对于多个服务组：表 17-7
表 17-6

“Online single service group (使单个服务组联机)”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 the system you want to
选择所需的系统，以使所选服务组联机。
online service group on: (选择要
并行服务组可以故障转移到任意特定系统、群集中的所
在其上使服务组联机的系统:)
有系统或所选站点的所有系统。
混合服务组可以故障转移到任意特定系统、群集中的所
有系统或所选站点的任意系统。
故障转移服务组可以故障转移到任意特定系统、群集中
的任意系统或所选站点的任意系统。
Force (enforce a takeover if the
cluster holding authority is
down) (强制 (如果群集持有授权已
关闭，则强制接管))

选中该复选框可强制在其他可用群集上进行全局服务组
故障转移。如果该群集没有使全局服务组联机所需的授
权，则“Force (强制)”选项会将所需的授权分配给该
群集；由此确保对全局服务组成功进行故障转移。授权
是一个持久的服务组属性，它指定哪个群集具有使全局
服务组联机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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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Propagate (All of its required
选中该复选框可使所有子服务组与父服务组一起联机。
child groups are also brought
online) (传播 (其需要的所有子组也
会置为联机))

表 17-7

“Online multiple service groups (使多个服务组联机)”面板的选
项

字段

说明

Do you want to online the
following service group(s)? (是
否要使以下服务组联机?)

对于多服务组操作（故障转移、并行或混合服务组的任
意组合），您可以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任意可
用系统或任意可用站点。
选择适当的选项（“Any System (任意系统)”或站点
名称），以使服务组联机。

注意：对于多个服务组上的联机操作，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显示所选服务组的所有站点。一定要注意，某些站点可能不适用于服务组。仅会
对适用于所选服务组的那些站点成功执行联机操作。对于剩余的服务组，会忽略联
机操作。
请参见第 346 页的“使服务组联机”。

使服务组脱机
在特定系统、所选站点的任意系统或群集中的任意可用系统上，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使一个或多个服务组脱机。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使服务组脱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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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下，选择所需的服务组。按 Ctrl 或 Shift
可选择多个服务组。

5

单击右键并选择“Offline (脱机)”。
请参见第 349 页的““Offline service groups (使服务组脱机)”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中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操作”。

“Offline service groups (使服务组脱机)”面板的选项
使用该面板提供站点和系统（群集节点）相关信息，以使一个或多个服务组脱机。
对于单个服务组：表 17-8
对于多个服务组：表 17-9
表 17-8

“Offline single service group (使单个服务组脱机)”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 the system you want to
选择您想要在其中使所选服务组脱机的所需群集节点
offline service group (选择要使服 （系统）。
务组脱机的系统)
并行服务组可以故障转移到任意特定系统、群集中的所
有系统或所选站点的所有系统。
混合服务组可以故障转移到任一特定系统或群集中的所
有系统。
故障转移服务组可以故障转移到任一特定系统。
Force (强制)

选中此复选框可强制使服务组脱机，即使其中其资源正
在等待完成探查操作。

If probed (如果已探查)

选中此复选框可仅在服务组资源的探查操作已完成时使
服务组脱机。

Propagate (传播)

选中此复选框可使所有需要的父服务组（具有 hard 或
firm 依赖关系）与所选服务组一起脱机。

表 17-9

字段

“Offline multiple service groups (使多个服务组脱机)”面板的选
项
说明

Select the system you want to
选择您想要在其中使服务组脱机的所需群集节点（系
offline service groups (选择要使 统）。根据服务组类型（故障转移、并行或混合）的组
服务组脱机的系统)
合，您可以选择特定系统或某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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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针对多个服务组的脱机操作，尽管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显示所选服务组的所有站点，但是务必注意：某些站点可能不适用于某个或某些
服务组。仅会对适用于所选服务组的那些站点成功执行脱机操作。对于剩余的服务
组，会忽略脱机操作。
请参见第 348 页的“使服务组脱机”。

切换服务组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将一个或多个服务组切换到特定系统、所选站点
的任意系统或群集中的任意可用系统。
注意：不支持对并行服务组执行切换操作。该操作仅适用于站点选项仅可用于故障
转移服务组的故障转移和混合服务组。站点选项不可用于混合服务组（针对单个和
集合服务组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切换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在“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下，选择所需的服务组。按 Ctrl 或 Shift
可选择多个服务组。

5

右键单击并选择“Switch (切换)”。
请参见第 350 页的““Switch service groups (切换服务组)”面板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中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操作”。

“Switch service groups (切换服务组)”面板选项
使用该面板提供站点和系统（群集节点）相关信息，以将一个或多个服务组切换到
其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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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个服务组：表 17-10
对于多个服务组：表 17-11
表 17-10

“Switch single service group (切换单个服务组)”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 the system you want to
选择将选定服务组切换到的所需系统。
switch service group to: (选择要
故障转移服务组可以切换到任意特定系统、群集中的任
将服务组切换到的系统:)
意系统或所选站点的任意系统。
混合服务组可以切换到任意特定系统。
不支持对并行服务组执行切换操作。

表 17-11

“Switch multiple service groups (切换多个服务组)”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o you want to switch the
following service group(s)? (是
否要切换以下服务组?)

选择“Any System (任意系统)”或站点名称将选定服
务组切换到任意可用系统或选定站点。

注意：对于针对多个服务组的切换操作，尽管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显示所选服务组的所有站点，但是务必注意：某些站点可能不适用于某个或某些
服务组。仅会对适用于所选服务组的那些站点成功执行切换操作。对于剩余的服务
组，会忽略切换操作。
请参见第 350 页的“切换服务组”。

清除服务组中的故障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通过删除服务组内的资源故障来清除该服
务组。在清除资源故障之后，可以使服务组联机。在诸如电源故障或配置错误之类
的许多情况下，服务组中的资源都可能会出现故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351

管理服务组
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清除服务组中的故障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Clear Fault (清除故障)”。

5

在“Clear Fault Service Groups (清除故障服务组)”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6

■

要清除特定系统中的故障，请选择该系统。选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
以清除所有系统中的故障。

■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服务组中的资源可能会因以下任一原因进入管理等待状态：
■

Off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

Offline 函数无效。

■

On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

Online 函数无效。

■

资源意外脱机。

■

monitor 函数始终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在清除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之前，建议您采取手动操作来解决问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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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所需服务组，然后选择“Clear Admin Wait (清除管理等待)”。

5

在“Clear Admin Wait (清除管理等待)”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6

■

选择要清除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的系统。

■

选择“Fault Service Group (故障服务组)”可将服务组标记为出现故障。

■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联机”。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脱机”。
请参见第 372 页的“使资源脱机并传播状态”。
请参见第 371 页的“探查资源”。

编辑服务组的属性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编辑服务组的某些属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仅可以编辑服务组的可编辑属性。在属性列表中，可编辑的属性在属性名称
旁带有一个编辑图标。
编辑服务组的属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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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选择“Attributes (属性)”选项卡。

6

右键单击要编辑的属性，然后选择“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7

编辑字段中的值。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5 页的““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选项”。

8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56 页的“关于 修改服务组”。

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修改服务组能够在其中联机的系统的列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在执行此任务之前，如果群集配置尚未处于打开状态，则需要将其打开。
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Modify System List (修改系统
列表)”。

5

在“Configure System List (配置系统列表)”面板中指定详细信息，然后单
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32 页的““Configure System List (配置系统列表)”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关于管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56 页的“关于 修改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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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赖关系视图
依赖关系视图是一种图形表示形式，用于表示某个服务组与其他服务组的依赖关系
或所选服务组的资源依赖关系。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提供了两种类型的依赖关系视图：
■

“Service group dependency (服务组依赖关系)”视图 - 从群集视图和服务组视
图启动

■

“Resource dependency (资源依赖关系)”视图 - 从服务组视图和资源视图启动

依赖关系视图具有下列组件：
组件

说明

主要部分

位于依赖关系视图窗口的中心。
要沿任意方向平移或移动视图，请单击并沿
所需方向拖动鼠标。
使用主要部分可执行下列操作：
“Service group dependency (服务组依赖关
系)”视图：
■

右键单击服务组图标，然后从快捷菜单中
选择所需的操作以执行服务组级操作。

“Resource dependency (资源依赖关系)”视
图：
■

水平缩放栏

右键单击资源图标，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
择所需的操作以执行资源级操作。

位于依赖关系视图窗口的顶部。
要放大或缩小，可单击缩放栏或拖动缩放滑
块。单击“Reset Zoom (重置缩放)”可将缩
放重置为 100%。

系统选项卡

位于依赖关系视图窗口的底部。
选项卡表示所选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存在的
系统。

注意：依赖关系视图每隔 20 秒会自动刷新一次。您也可以通过刷新浏览器来刷新
该视图。
请参见第 356 页的“查看服务组依赖关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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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81 页的“查看资源依赖关系视图”。

查看服务组依赖关系视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查看群集中服务组间依赖关系的图形表示。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服务组查看与其相
关的此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通过右键单击所需服务组，可以执行与该服务组相关的所有操作。
注意：从群集视图启动的服务组依赖关系视图显示该群集中所有服务组的依赖关
系。从服务组视图启动的服务组依赖关系视图仅显示所选服务组的依赖关系。
在群集视图中查看服务组依赖关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组织实体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以查找群集。

3

选择所需群集。

4

选择“Service Group Dependency (服务组依赖关系)”选项卡。
此视图将显示所选群集中所有服务组的依赖关系。

在服务组视图中查看服务组依赖关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组织实体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选择服务组。

4

选择“Service Group Dependency (服务组依赖关系)”选项卡。
此视图将仅显示所选服务组的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355 页的“关于依赖关系视图”。
请参见第 381 页的“查看资源依赖关系视图”。

关于 修改服务组
您可以修改已创建的服务组。修改服务组时需要执行下面所列的一个或多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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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服务组中的资源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

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请参见第 354 页的“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

编辑服务组的属性

关于 Cluster Server 服务组警报和故障转移报告
Cluster Server (VCS) 服务组故障转移警报和报告提供以下功能：
■

计算数据中心内 VCS 服务组的自动计划外故障转移的平均故障转移持续时间。
存储管理员可以查看花费更多时间在系统上变为联机的服务组。警报功能还可
帮助您了解数据中心内 Cluster Server 的总体性能。 VCS 服务组的故障转移持
续时间由“VCS Failover Duration (VCS 故障转移持续时间)”报告提供。

■

该报告还提供设置故障转移持续时间警报阈值（以秒为单位）的功能。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在当前的故障转移持续时间长于指定的阈值时
发出警报。您可以为以下对象设置故障转移持续时间阈值：
■

群集

■

服务组

在群集级别设置的故障转移持续时间值适用于其所有组成服务组，除非在特定
服务组级别明确设置。
注意：要使用报告和警报功能，请确保使用 Cluster Server 6.1 版或更高版本、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和托管主机。
请参见第 357 页的“查看 VCS 故障转移持续时间报告”。
请参见第 481 页的“关于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82 页的“为对象添加阈值设置”。

查看 VCS 故障转移持续时间报告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VCS Failover Duration (VCS 故障
转移持续时间)”报告提供了选定作用域内服务组的故障转移持续时间的相关详细信
息。 您可以为故障转移持续时间报告添加所有类型的服务组（故障转移、并行和混
合）。该报告提供了服务组的最短、最长和平均故障转移持续时间，从而提供了数
据中心内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 (HA) 状态的概况。所有用户（管理员、操作员和访
客）均可运行此报告。仅 Cluster Server 服务组支持报告和警报。其他第三方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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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不受支持。此外，请确保 VCS 节点（托管主机）正在运行 Veritas Operations
Manger 6.1 或更高版本。
当服务组跨全局站点或在不同的群集之间进行故障转移时，故障转移报告将采用以
下格式显示源系统与目标系统的主机名和群集名称：
<Host-Name>::<Cluster-Name>。
例如，当群集 (clus2) 中的主机 (host1) 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群集 (clus7) 中的主机
(host5) 时，该报告将指示源为 host1::clus2，目标为 host5::clus7。
您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下列任务：
■

订阅报告。

■

将报告另存为 CSV 文件。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群集和服务组查看
与其相关的此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分配
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 VCS 故障转移持续时间报告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并在
左窗格中展开“Reports (报告)”。

2

单击“VCS Failover Duration (VCS 故障转移持续时间)”报告。

3

在“Select scope for VCS Failover Duration report (选择 VCS 故障转移持
续时间报告的作用域)”向导面板中，选择报告的作用域，然后单击“Run (运
行)”。
请参见第 116 页的““Select scope to run report (选择要运行报告的作用域)”面板
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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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系统

■

冻结系统

■

取消冻结系统

■

编辑系统的属性

■

启动群集中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

停止群集中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关于管理系统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管理与群集关联的系统。您可以针对任
何系统执行冻结或解冻等操作。
请参见第 359 页的“冻结系统”。
请参见第 360 页的“取消冻结系统”。

冻结系统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冻结系统以阻止其上的服务组故障转移到
另一系统。执行系统升级时，此任务特别有用。重新启动 Cluster Server 时，将自
动取消冻结已冻结的系统。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将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要持久冻结系统，或者将活动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一系统，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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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系统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ystems (系统)”节点以查找系统。

4

右键单击系统，然后选择“Freeze (冻结)”。

5

在“Freeze System (冻结系统)”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Freeze Persistently (持久冻结)”以确保让系统保持冻结状态（除
非显式取消冻结）。

■

选择“Evacuate service groups running on the System (迁移系统上运
行的服务组)”以将系统上的活动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另一系统。

6

单击“OK (确定)”。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0 页的“取消冻结系统”。

取消冻结系统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取消冻结已冻结的系统。也可以取消冻结
已持久冻结的系统。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将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要取消冻结已持久冻结的系统，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
取消冻结系统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ystems (系统)”节点以查找系统。

4

右键单击系统，然后选择“Unfreeze (取消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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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Unfreeze System (取消冻结系统)”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59 页的“冻结系统”。

编辑系统的属性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编辑系统的某些属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仅可以编辑系统的可编辑属性。在属性列表中，可编辑的属性在属性名称旁
带有一个编辑图标。
编辑系统的属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ystems (系统)”节点以查找系统。

4

右键单击系统，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选择“Attributes (属性)”选项卡。

6

右键单击要编辑的属性，然后选择“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7

编辑字段中的值。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5 页的““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选项”。

8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59 页的“关于管理系统”。

启动群集中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
留程序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启动群集中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
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您可以启动群集中所选主机或所有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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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启动群集中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HAD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群集，然后选择“Start VCS (启动 VCS)”。

4

在“Start VCS (启动 VCS)”向导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要启动特定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HAD，请选择该主机。选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以启动群集中所有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HAD。

■

5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2 页的“停止群集中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停止群集中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
留程序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停止群集中所选系统上或所有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对设备执行维护操作时，可能需要
停止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停止群集中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HAD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群集，然后选择“Stop VCS (停止 VCS)”。

4

在“Stop VCS (停止 VCS)”向导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要停止特定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HAD，请选择该系统。选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以停止群集中所有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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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要在不停止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或服务组的情况下强制停止 Cluster Server
HAD，请选择“Force (强制)”。

■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1 页的“启动群集中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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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Systems

■

启动虚拟机

■

停止虚拟机

■

迁移虚拟机

关于 VSystems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查看受监视的虚拟机 (VM)。 查看功能只
针对包含受监视的虚拟机的群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下作为资源管理的虚拟机称为 VSystems。
您在 VSystems 上可以执行启动 VM、停止 VM 和迁移等操作。
请参见第 364 页的“启动虚拟机”。
请参见第 365 页的“停止虚拟机”。
请参见第 366 页的“迁移虚拟机”。

启动虚拟机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通过启动监视虚拟机的服务组启动虚拟机
(VM)。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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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虚拟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在导航树中选择所需群集，并选择“VSystems”选项卡。

4

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机，然后选择“Start VM (启动 VM)”。

5

在“Start Virtual Machine (启动虚拟机)”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6

■

选择要启动 VM 的物理服务器。

■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4 页的“关于 VSystems”。
请参见第 365 页的“停止虚拟机”。
请参见第 366 页的“迁移虚拟机”。

停止虚拟机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通过停止监视虚拟机的服务组停止虚拟机
(VM)。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停止虚拟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在导航树中选择所需群集，并选择“VSystems”选项卡。

4

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机，然后选择“Stop VM (停止 VM)”。

5

在“Stop Virtual Machine (停止虚拟机)”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要在其上启用服务组的系统。选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可在所
有系统上启用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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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4 页的“关于 VSystems”。
请参见第 364 页的“启动虚拟机”。
请参见第 366 页的“迁移虚拟机”。

迁移虚拟机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1，您可以动态迁移配置为 VCS 服务
组中资源的虚拟机 (VM)。 在服务组中，仅可以将一个虚拟机配置为资源。 迁移过
程中，您可以在不同物理服务器之间移动正在运行的虚拟机，而无需断开客户端或
应用程序的连接。与切换操作不同，动态迁移功能所需停机时间最少。
有关迁移虚拟机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6.1 管理指南》。
注意：要迁移 VM，您需要在主机上安装托管主机软件包 6.1 版本。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迁移虚拟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在导航树中选择所需群集，并选择“VSystems”选项卡。

4

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机，然后选择“Migrate (迁移)”。

5

在“Migrate Virtual Machine (迁移虚拟机)”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6

■

选择要迁移虚拟系统的系统。

■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4 页的“关于 VSystems”。
请参见第 364 页的“启动虚拟机”。
请参见第 365 页的“停止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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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源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资源

■

启用资源

■

禁用资源

■

删除资源

■

清除资源中的故障

■

探查资源

■

使资源脱机并传播状态

■

使资源联机

■

使资源脱机

■

调用资源操作

■

编辑资源的属性

■

编辑资源类型的属性

■

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

取消服务组中资源的链接

■

添加或修改资源

■

将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

■

将资源标记为非关键资源

■

查看资源依赖关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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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资源
资源是服务组最基本的元素。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管理单个或多个
资源。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启用资源”。
请参见第 369 页的“禁用资源”。
请参见第 371 页的“探查资源”。
请参见第 376 页的“编辑资源的属性”。
请参见第 376 页的“编辑资源类型的属性”。
请参见第 370 页的“清除资源中的故障”。
请参见第 352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请参见第 369 页的“删除资源”。
请参见第 377 页的“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联机”。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脱机”。
请参见第 374 页的“调用资源操作”。
请参见第 372 页的“使资源脱机并传播状态”。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启用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启用一个或多个资源。在使资源联机之前，
需要先启用这些资源。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启用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Enable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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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Enable resource (启用资源)”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69 页的“禁用资源”。
请参见第 334 页的“启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7 页的“切换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0 页的“ 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禁用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通过禁用资源来阻止其联机。一次可以禁
用一个或多个资源。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禁用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Disable (禁用)”。

5

在“Disable resource (禁用资源)”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启用资源”。
请参见第 335 页的“禁用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1 页的“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删除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删除服务组中的资源。可以同时删除多个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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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删除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Delete (删除)”。

5

在“Delete resource (删除资源)”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41 页的“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启用资源”。
请参见第 340 页的“ 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清除资源中的故障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清除资源中的故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清除资源中的故障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Clear Fault (清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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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Clear Fault Resource (清除故障资源)”面板中，选择要清除资源的系统。
选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以清除所有系统中的资源。单击“OK (确
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51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的故障”。

探查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在使资源联机之前，可以探查资源以确认已对
其进行正确配置。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探查一个或多个资源。
注意：在探查资源之前必须先启用资源。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探查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Probe (探查)”。

5

在“Probe resource(s) (探查资源)”面板中，选择要探查其上资源的系统。选
择“All Systems (所有系统)”可探查所有系统上的资源。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联机”。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脱机”。
请参见第 372 页的“使资源脱机并传播状态”。
请参见第 352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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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资源脱机并传播状态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资源及其所有依赖资源脱机。使父资源
脱机后，脱机状态会传播到子资源。可以同时使服务组的多个资源脱机。
如果存在以下任一情况，将无法执行此任务：
■

该资源不依赖于任何其他资源

■

该资源不依赖于任何其他资源

■

该资源处于脱机状态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使资源脱机并传播状态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Offline Propagate (脱机传播)”。

5

在“Offline Propagate for Resource (脱机传播资源)”面板中，执行以下操
作：
■

要使某个特定系统上的资源脱机并将脱机状态传播到子资源，请选择该系
统。

■

要在不考虑父资源状态的情况下使资源脱机，请选择“Ignore Parent (忽
略父项)”。

■

6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联机”。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脱机”。
请参见第 352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请参见第 371 页的“探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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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资源联机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手动使资源联机。可以同时使服务组的多
个资源联机。要使资源联机，必须先启用该资源。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使资源联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Online (联机)”。

5

在“Online Resource (使资源联机)”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6

■

要使某个特定系统上的资源联机，请选择该系统。

■

要使全局资源（该资源对远程群集具有权限）对使其联机的本地群集具有
权限，请选择“Force (强制)”。

■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脱机”。
请参见第 352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请参见第 371 页的“探查资源”。

使资源脱机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手动使资源脱机。可以同时使服务组的多
个资源脱机。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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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资源脱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offline (脱机)”。

5

在“Offline Resource (使资源脱机)”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要使某个特定系统上的资源脱机，请选择该系统。

■

要在不考虑父资源状态的情况下使资源脱机，请选择“Ignore Parent (忽
略父项)”。

■

6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联机”。
请参见第 372 页的“使资源脱机并传播状态”。
请参见第 371 页的“探查资源”。
请参见第 352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调用资源操作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运行预定义的脚本，以便对资源执行操作。
例如，一些预定义的资源操作包括分割磁盘组和结合磁盘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调用资源操作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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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Invoke Action (调用操作)”。

5

在“Invoke Action (调用操作)”面板中，输入所需信息。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75 页的““Invoke Action (调用操作)”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请参见第 377 页的“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请参见第 378 页的“取消服务组中资源的链接”。
请参见第 369 页的“删除资源”。

“Invoke Action (调用操作)”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提供输入以调用资源操作。
表 20-1

“Invoke resource action (调用资源操作)”向导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lect the action that you want to invok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调用的操作。
(选择要调用的操作)
此列表仅包含所选资源支持的“支持操作”。
Select the system you want to invoke
action on (选择要在其上调用操作的系统)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在其上调用操作的系统。

Action Arguments (操作参数)

输入要调用的操作的参数，然后单击“Add
(添加)”。
例如，可按如下所示对“Application (应用程
序)”操作和“Mount (装入)”操作使用参数：
■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 - 选择 getcksum
作为操作并输入应用程序的路径。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OK (确
定)”，调用所选系统上的操作。

■

Mount point (装入点) - 选择
mountpoint.vfd 并输入 fix 作为操作参
数。单击“Add (添加)”，然后单击“OK
(确定)”，在所选系统上创建装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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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74 页的“调用资源操作”。

编辑资源的属性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编辑资源的某些属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注意：仅可以编辑资源的可编辑属性。在属性列表中，可编辑的属性在属性名称旁
带有一个编辑图标。
编辑资源的属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资源，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选择“Attributes (属性)”选项卡。

6

右键单击要编辑的属性，然后选择“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7

编辑字段中的值。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5 页的““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选项”。

8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编辑资源类型的属性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编辑资源类型的某些属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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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仅可以编辑资源类型的可编辑属性。在属性列表中，可编辑的属性在属性名
称旁带有一个编辑图标。
编辑资源类型的属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和服务组以查找资源类型。

4

右键单击资源类型，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选择“Attributes (属性)”选项卡。

6

右键单击要编辑的属性，然后选择“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7

编辑字段中的值。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5 页的““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选项”。

8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管理群集”。
请参见第 323 页的“保存群集配置”。

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在服务组的两个资源之间创建链接（依赖
关系）。在两个资源之间创建链接时，需要将一个资源指定为父资源，另一个资源
指定为子资源。子资源必须在父资源之前联机。
一个依赖关系中的父资源可以是另一个依赖关系的子资源。服务组中存在多个父子
依赖关系，它们为单个应用程序资源提供支持。在依赖关系图中，此应用程序资源
位于图的顶点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以父子依赖关系链接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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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Link/Unlink Resources (链接/取消链接资
源)”。

5

在“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面板中，选择父资源和子资
源，然后选择“Link (链接)”。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请参见第 374 页的“调用资源操作”。
请参见第 378 页的“取消服务组中资源的链接”。

取消服务组中资源的链接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取消服务组中两个资源的链接以便删除其
父子依赖关系。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取消服务组中资源的链接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Link/Unlink Resources (链接/取消链接资
源)”。

5

6

在“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与要删除的资源依赖关系对应的“Delete (删除)”选项。

■

单击“OK (确定)”。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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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77 页的“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请参见第 374 页的“调用资源操作”。
请参见第 369 页的“删除资源”。

添加或修改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向服务组添加资源或修改现有服务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添加或修改服务组中的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所需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Resources (资
源)”>“Add/Modify Resources (添加/修改资源)”。

5

在“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所需信息以添加资源。要修改资源，请使用“Resource List (资源列
表)”表中的可用选项。
请参见第 332 页的““Configure Resources (配置资源)”选项”。

6

7

■

要配置资源依赖关系，请单击“Next (下一步)”。

■

要添加或修改资源并在以后配置资源依赖关系，请单击“Finish (完成)”。

在“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所需信息以链接资源。

■

单击“Finish (完成)”。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77 页的“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请参见第 378 页的“取消服务组中资源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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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74 页的“调用资源操作”。
请参见第 369 页的“删除资源”。

将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将服务组中的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当标
记为关键资源的资源或其所依赖的资源出现故障时，这些资源所在的服务组也会转
至故障状态。Cluster Server 会使出现故障的资源脱机，并将服务组状态更新为
“ONLINE|PARTIAL (联机|部分联机)”。此操作还可确保当某个关键资源在服务组
联机过程中无法联机时，服务组不进入联机状态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将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Mark Critical (标记为关键)”。

5

在“Mark Resource as Critical (将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80 页的“将资源标记为非关键资源”。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将资源标记为非关键资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将服务组中的关键资源标记为非关键资源。
如果将关键资源标记为非关键资源，则当标记为非关键资源的资源或其所依赖的资
源出现故障时，服务组不会转至故障状态。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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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源标记为非关键资源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查
找资源。

4

右键单击所需资源，然后选择“Mark Non Critical (标记为非关键)”。

5

在“Mark Resource as Non Critical (将资源标记为非关键资源)”面板中，单
击“OK (确定)”。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80 页的“将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关于管理资源”。

查看资源依赖关系视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查看服务组中资源间依赖关系的图形表示。
您可以查看与服务组相关的此信息，前提是对于这些服务组，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
显式分配或者继承自父组织或群集的 Guest 角色。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右键单击所需的资源可执行与该资源相关的所有操作。
在服务组视图中查看资源依赖关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选择服务组。

4

选择“Resource Dependency (资源依赖关系)”选项卡。
此视图将显示所选服务组中所有资源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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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视图中查看资源依赖关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服务组以及资源类型以选
择资源。

4

选择“Resource Dependency (资源依赖关系)”选项卡。
此视图将仅显示所选资源的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355 页的“关于依赖关系视图”。
请参见第 356 页的“查看服务组依赖关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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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全局群集

■

关于全局群集术语

■

关于创建全局群集

■

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

将全局服务组转换为本地服务组

■

关于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关于全局群集
全局群集技术是高可用性灾难恢复 (HA/DR) 的核心功能。部分 HA/DR 使用称为全
局群集和全局服务组的对象来实现远程的跨群集故障转移。全局群集和全局服务组
在远距离位置上配置有对应的远程群集和远程服务组。
表 21-1 描述了全局群集中的对象。
表 21-1

全局群集对象

对象

说明

全局群集

每个全局群集至少包含一个远程群集。

全局服务组

全局服务组是已在一个或多个远程群集上进
行配置的服务组。

远程群集

远程群集是专门为全局服务组配置的故障转
移目标。本地群集与此群集一起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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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在本地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全局服务组将故障转移到其预配置的远程群
集。
注意：远程群集通常在离其对应全局群集较远的位置进行配置。
请参见第 384 页的“关于全局群集术语 ”。
请参见第 384 页的“关于创建全局群集”。
请参见第 388 页的“关于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关于全局群集术语
在全局群集配置中，全局群集位于本地站点上，与其对应的远程群集位于远程站点
上。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上至少配置了一个全局服务组。
在描述全局群集管理任务的上下文中，“全局”和“远程”的定义如下：
■

“全局”表示：
■

群集或服务组是在本地站点上配置的。

■

群集或服务组还在远程站点上配置了特定的故障转移目标群集或故障转移目
标组。

“远程”表示：
■

群集或服务组是在远离本地站点的某个站点上配置的。

■

群集或服务组配置为其全局对应项的故障转移目标。

从远程站点的角度来看，各术语应反过来叙述。
请参见第 383 页的“关于全局群集”。

关于创建全局群集
创建全局群集的过程包括以下任务：
■

配置全局群集心跳（群集间心跳）以监视故障转移目标群集的运行状况。

■

在位于本地站点的群集以及位于远程站点的群集上创建一个公用服务组。

■

将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公用的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383 页的“关于全局群集”。
请参见第 385 页的“关于 创建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385 页的“将远程群集添加到本地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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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86 页的“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关于 创建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在创建全局群集时，请确保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必须正确配置所有群集的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以进行 Cluster Server (VCS)
全局群集操作。

■

csgnic 资源、gconic 资源（NIC 资源）、gcoip（IP 资源）和 wac 资源必须联

机。
■

要用作全局服务组的服务组必须在全局群集和远程群集上使用相同的名称。

■

全局群集和远程群集必须使用唯一名称。

■

全局群集和远程群集使用同一版本的 VCS。

■

全局群集和远程群集必须使用同一操作系统。

■

在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创建全局群集时，远程群集应与
本地群集属于同一 Management Server 域。

请参见第 384 页的“关于创建全局群集”。

将远程群集添加到本地群集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指定一个远程群集，作为在本地群集上配
置的服务组的故障转移目标。必须从两个独立群集开始。可从其中任一群集执行此
任务。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将远程群集添加到本地群集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所需群集，然后选择“Disaster recovery (灾难恢复)”>“Setup
GCO (设置 GCO)”。

4

在“Setup GCO between selected clusters (在所选群集间设置 GCO)”面板
中，选择本地群集以及将要配置为远程群集的群集。

5

单击“Finish (完成)”确认操作。

6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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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84 页的“关于创建全局群集”。
请参见第 385 页的“关于 创建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连接所需的全局（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以后，必须将远程群集通用的本地服务组
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对于本地群集上要设为全局组的每个服务组，需要在远程群集上配置一个相同的服
务组。要用作全局组的服务组在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上必须具有相同的名称。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在服务组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Make
Global/Local (设为全局/本地)”。

5

在“Make Global/Local (设为全局/本地)”面板中，选择要在其上将服务组设
为全局的群集。将选定的群集从“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列表移动
到“Cluster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群集)”列表中。
请参见第 386 页的““Make Global/Local (设为全局/本地)”选项”。

6

要将服务组设为全局，请单击“OK (确定)”。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84 页的“关于创建全局群集”。

“Make Global/Local (设为全局/本地)”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要在其上将服务组设为本地或全局的群集，并选择故障转移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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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Cluster Selection (群集选择)”面板的选项

选项

说明

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

列出可在其上将服务组设为全局的群集。
要将服务组设为全局，需要在此列中选择群
集，然后将其移动到“Cluster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群集)”列下。
要将服务组设为本地，需要在“Cluster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群集)”列中
选择群集，然后将其移动到此列下。

Cluster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 列出在其上服务组当前为全局组的群集。
群集)
要将服务组设为本地，需要在此列中选择群
集，然后将其移动到“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列下。
要将服务组设为全局，需要在“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列中选择群集，然后将
其移动到此列下。
Select Cluster Failover Policy (选择群集故 列出群集故障转移的策略。
障转移策略)
要阻止某个组自动故障转移至其他群集，您
需要选择“Manual (手动)”。
如果组在群集内无法故障转移，或整个群集
出现故障，要使某个组自动故障转移至其他
群集，您需要选择“Auto (自动)”。
如果组在群集内无法故障转移，要使某个组
自动故障转移至其他群集，您需要选择
“Connected (连接)”。

注意：全局服务组故障转移不能自动进行，
因为辅助站点中的数据无法更新。因此，全
局服务组的默认策略为“Manual (手动)”而
非“Auto (自动)”。

请参见第 386 页的“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387 页的“将全局服务组转换为本地服务组”。

将全局服务组转换为本地服务组
您可以将全局服务组转换回至本地服务组。该转换过程将会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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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局群集中，删除服务组群集列表中的远程群集。

■

在远程群集中，删除服务组群集列表中的全局群集。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将全局服务组转换为本地服务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在服务组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服务组，然后选择“Edit (编辑)”>“Make
Global/Local (设为全局/本地)”。

5

在“Make Global/Local (设为全局/本地)”面板中，选择要在其上将服务组设
为本地的群集。将选定的群集从“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列表移动
到“Cluster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群集)”列表中。
请参见第 386 页的““Make Global/Local (设为全局/本地)”选项”。

6

要进行服务组本地转换，请单击“OK (确定)”。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88 页的“关于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关于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要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请执行下列任务：
■

在远程群集中，使 ClusterService 组中的 wac 资源脱机。
请参见第 389 页的“使 wac 资源脱机 ”。

■

删除远程群集的第二步是防止它被视为故障转移目标。从每个全局服务组以及
与此全局关系相关的远程服务服务组的群集列表中删除远程群集。您需要将全
局服务组转换为本地服务组。
请参见第 387 页的“将全局服务组转换为本地服务组”。
您必须对群集中配置的所有全局服务组重复此过程。

■

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请参见第 389 页的“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如果存在下列任一情况，则无法删除远程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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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远程群集是全局服务组的群集列表的一部分

■

该群集是全局服务组的全局心跳列表的一部分

要执行这些任务，您必须具有下列权限之一：
■

对要删除的远程群集具有管理员权限

■

对远程群集中配置的全局服务组具有管理员权限

使 wac 资源脱机
要从全局群集中删除某个远程群集，第一步是使远程群集上的 wac 资源脱机。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远程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使 wac 资源脱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远程群集。

3

选择所需群集，然后选择“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4

右键单击 wac 资源，然后选择“offline (脱机)”。

请参见第 388 页的“关于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删除远程群集的最后一步是从全局群集中删除该群集或取消该群集的链接。
注意：执行此任务之前，必须使远程群集中的 wac 资源脱机，并从所有全局服务组
的群集列表中删除该远程群集。
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所需群集，然后选择“Disaster recovery (灾难恢复)”>“Remove
GCO (删除 G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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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Remove GCO between selected clusters (在所选群集间删除 GCO)”
面板中，选择本地群集以及将要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的远程群集。单击“Next
(下一步)”。

5

单击“Finish (完成)”确认操作。

6

在“Result (结果)”页面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88 页的“关于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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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防火练习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准备情况

■

关于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

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

关于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

关于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

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

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

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

启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

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

查看防火练习日程表

关于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准备情况
“Readiness (准备情况)”状态是一种测量服务组按照其预期或配置方式进行故障
转移的功能的度量。准备情况会考虑服务组、系统和群集的状态。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允许您监视下列类型的准备情况：
■

高可用性准备情况，用于检查：
■

服务组故障转移到本地群集中的系统的功能

■

伸展服务组故障转移到本地站点中的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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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恢复准备情况，用于检查：
■

Cluster Server 全局服务组故障转移到远程站点中其目标远程群集中的系统
的功能

■

伸展群集中的服务组故障转移到远程站点中的系统的功能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关于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操作”。

关于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高可用性 (HA) 防火练习检查群集中的服务组是否已准备好在同一群集的特定系统
上联机。
要为数据库或应用程序配置高可用性，可以更改多个系统上的几项基础架构和配置
设置。要维护这些基础架构和配置设置很困难，因为群集环境随时可能更改。管理
员经常通过添加磁盘、创建新磁盘组和卷、添加新群集节点或新 NIC 来升级和维护
基础架构。通过更新 Cluster Server 配置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物理配置和基础架构至
关重要。HA 防火练习可检测某节点上 Cluster Server 配置与基础物理配置和基础
架构之间的差异。此类差异可能阻止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联机。最终，HA 防火练
习将提供用于更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上的 HA 准备情况
信息的数据。
HA 防火练习会检查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并在服务组脱机的每个系统（位于服务
组的系统列表中）上运行。
要运行 HA 防火练习，服务组必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在群集中联机。

■

其包含的所有或部分资源类型由支持 HA 防火练习的代理管理。为成功执行 HA
防火练习，这些资源必须具有 VFD。

您可以对服务组上的 HA 防火练习进行调度，也可以在需要时随时手动运行它。
注意：如果 HA 防火练习成功，它并不保证服务组在目标系统上将处于联机状态，
因为存在一些不受 Cluster Server 控制的因素，可能阻止服务组联机。但是，如果
HA 防火练习失败，则说明服务组在该系统上很有可能无法联机。
请参见第 392 页的“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对服务组运行高可用性 (HA) 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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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将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
继承。
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Fire Drill (防火练习)”>“Run HA Fire Drill (运
行 HA 防火练习)”。

5

在“Fire Drill (防火练习)”向导面板中，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Schedule (日程表)”向导面板中，指定运行 HA 防火练习的日程表，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396 页的““Schedule (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7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中，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97 页的““Summary (摘要)”面板的选项”。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92 页的“关于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8 页的“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启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1 页的“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关于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灾难恢复 (DR) 防火练习功能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一种
DR 解决方案。DR 防火练习可验证以全局方式配置的服务组是否能够故障转移到远
程群集，或者伸展服务组是否能够在同一校园群集中的远程站点上联机。DR 防火
练习是一个零停机时间测试，旨在模仿关键服务组的配置、应用程序数据和故障转
移行为。成功的 DR 防火练习表明，在需要时关键服务组按预期或按照配置故障转
移到远程群集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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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DR 防火练习功能可执行以下操作：
■

验证应用程序的复制是否可正常运作。

■

验证 DR 服务组是否可成功联机。

要对服务组执行 DR 防火练习，必须在远程群集中创建一个防火练习服务组。防火
练习服务组的配置类似于原始服务组的配置。
DR 防火练习的目的是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联机。通过执行此操作，可
验证具有类似配置的服务组是否能够故障转移到远程群集并在其上联机。当 DR 防
火练习组联机时，它使用的是应用程序数据的快照，此快照是应用程序的已复制生
产数据的即时点副本。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其他资源实例进行交互。
所以，即使在服务组联机时，它们也可以安全联机。
为确保故障转移，建议在不使用 DR 防火练习时禁用该功能。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关于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如果要对数据中心内的服务组运行灾难恢复 (DR) 防火练习，则使用 Cluster Server
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非常重要。防火练习服务组的配置类似于原始服务组的配置。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使用防火练习服务组运行 DR 防火练习
时，请确保：
■

在远程群集中配置了要运行 DR 防火练习的服务组

■

防火练习服务组与全局服务组名称相同，后缀为 _fd。如果服务组所属的 Windows
群集早于 5.1SP1 发行版，则防火练习组的名称必须采用以下格式：FDxx_ sg。
此处，FD 标识防火练习服务组的名称，xx 标识 00 到 99 之间的任意编号，sg
标识要运行 DR 防火练习的服务组的名称。对于较新的 Windows 发行版，防火
练习服务组的名称必须与全局服务组相同，且以 _fd 为后缀。

■

防火练习组的 UserStrGlobal 属性包含字符串 FD:app_group_name。
FD:app_group_name 标识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的名称。

■

防火练习服务组与远程群集上的服务组具有 offline-local 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393 页的“关于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可以对服务组执行灾难恢复 (DR) 防
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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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将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
继承。
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依次展开群集和“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以查找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Fire Drill (防火练习)”>“Run DR Fire Drill (运
行 DR 防火练习)”。

5

在“Select Remote Clusters and Global Service Groups (选择远程群集和
全局服务组)”向导面板中，指定所需详细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395 页的““Select remote clusters and global service groups (选择远
程群集和全局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6

在“Schedule (日程表)”向导面板中，指定运行 DR 防火练习的日程表，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396 页的““Schedule (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7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中，验证已做出的选择，然后单击“Finish (完
成)”。
请参见第 397 页的““Summary (摘要)”面板的选项”。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92 页的“关于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2 页的“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8 页的“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启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1 页的“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Select remote clusters and global service groups (选择远程群集
和全局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要运行灾难恢复 (DR) 防火练习的远程群集和全局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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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Select remote clusters and global service groups (选择远程群
集和全局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Remote Clusters of the cluster [cluster
name] (群集 [群集名称] 的远程群集)

列出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提供的远程群集。
选中与群集名称相对应的复选框，并且从
“Run fire drill on host (在主机上运行防火
练习)”列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主机名称。
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Any System (任意系
统)”，从而在群集上的任意系统中运行 DR
防火练习。

Global service groups (全局服务组)

列出了所选群集上可用的全局服务组。
此表显示了服务组的名称、状态和类型，以
及配置了这些服务组的主群集和远程群集。
DR 防火练习将针对远程群集执行。
选中相应复选框可选择要对其运行 DR 防火练
习的服务组。

Reset the fire drill test after successful run 选中此复选框可在成功进行防火练习后立即
(成功运行后重置防火练习测试)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关于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Schedule (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创建防火练习日程表或者在群集中的所选服务组上运行防火练
习。
在设置后选择“Run Now (立即运行)”以立即运行防火练习。选择“Schedule for
later (安排以后执行)”来指定以后运行防火练习的日程表。
表 22-2

“Schedule (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chedule Name (日程表名称)

输入运行防火练习的日程表的名称。

Schedule Desc (日程表说明)

输入运行防火练习的日程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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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Frequency (频率)

选择运行防火练习的频率。“When (时间)”
列下的值将随此处选择的选项变化。
可用选项有一次、每天、每周和每月。

When (时间)

按如下所示精确指定要运行防火练习的时间：
■

对于每日日程表：如果要在一天内多次运
行防火练习，请选择防火练习的频率。从
“Time (时间)”字段选择时间，从“Start
Date (开始日期)”字段选择开始日期。

■

对于每周日程表：选择“Every weekday
(每个工作日)”选项可在一周中的每个工
作日（自星期一到星期五）运行防火练
习。如要在一周中的特定几天运行防火练
习，则从“Recur every week on (每周
重复日)”字段选择日期。从“Time (时
间)”字段选择时间，从“Start Date (开
始日期)”字段选择开始日期。

■

对于每月日程表：要在一个月的特定一天
运行防火练习，请在“Day (天)”字段中
输入日期。要在一个月的经常性日期运行
防火练习，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选
项。 从“Time (时间)”字段选择时间，
从“Start Date (开始日期)”字段选择开
始日期。

请参见第 392 页的“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Summary (摘要)”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验证对所选服务组上运行的防火练习所作出的选择。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98 页的“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392 页的“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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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编辑为运行高可用性 (HA) 或灾难恢复 (DR)
防火练习而创建的日程表。可以从此页面中的“Category (类别)”列中识别 HA 和
DR 防火练习。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将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
继承。
修改防火练习日程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选择“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

4

选择“Fire Drill Schedules (防火练习日程表)”选项卡。

5

在日程表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的防火练习日程表。选择“Edit (编辑)”。

6

在“Edit Schedule (编辑日程表)”向导面板中，编辑运行防火练习的日程表。
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98 页的““Edit Schedule (编辑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7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中，验证已作出的选择。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97 页的““Summary (摘要)”面板的选项”。

8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启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1 页的“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Edit Schedule (编辑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编辑您在以前创建的防火练习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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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Edit Schedule (编辑日程表)”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chedule Name (日程表名称)

显示防火练习日程表的名称。

Schedule Desc (日程表说明)

编辑运行防火练习的日程表描述。

Frequency (频率)

选择运行防火练习的频率。“When (时间)”
列下的值将随此处选择的选项变化。
可用选项包括“Daily (每日)”、“Weekly (每
周)”和“Monthly (每月)”。

When (时间)

按如下所示精确指定要运行防火练习的时间：
■

对于每日日程表：如果要在一天内多次运
行防火练习，请选择防火练习的频率。从
“Time (时间)”字段选择时间，从“Start
Date (开始日期)”字段选择开始日期。

■

对于每周日程表：选择“Every weekday
(每个工作日)”选项可在一周中的每个工
作日（自星期一到星期五）运行防火练
习。如要在一周中的特定几天运行防火练
习，则从“Recur every week on (每周
重复日)”字段选择日期。从“Time (时
间)”字段选择时间，从“Start Date (开
始日期)”字段选择开始日期。

■

对于每月日程表：要在一个月的特定一天
运行防火练习，请在“Day (天)”字段中
输入日期。要在一个月的经常性日期运行
防火练习，则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选
项。 从“Time (时间)”字段选择时间，
从“Start Date (开始日期)”字段选择开
始日期。

请参见第 398 页的“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2 页的“查看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392 页的“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399

运行防火练习
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删除为运行高可用性 (HA) 或灾难恢复
(DR) 防火练习而创建的日程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将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
继承。
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选择“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

4

选择“Fire Drill Schedules (防火练习日程表)”选项卡。

5

在日程表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的防火练习日程表。选择“Delete (删除)”。

6

在“Delete Schedule (删除日程表)”向导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98 页的“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启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1 页的“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启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启用为运行高可用性 (HA) 或灾难恢复
(DR) 防火练习而创建的已禁用的日程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将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
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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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选择“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

4

选择“Fire Drill Schedules (防火练习日程表)”选项卡。

5

在日程表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的防火练习日程表。选择“Enable (启用)”。

6

在“Enable Schedule(s) (启用日程表)”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98 页的“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1 页的“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删除为运行高可用性 (HA) 或灾难恢复
(DR) 防火练习而创建的日程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将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
继承。
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选择“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

4

选择“Fire Drill Schedules (防火练习日程表)”选项卡。

5

在日程表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的防火练习日程表。选择“Disable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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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Disable Schedule(s) (禁用日程表)”向导面板，单击“OK (确定)”。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398 页的“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启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查看防火练习日程表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查看已创建的高可用性防火练习和灾难恢
复防火练习的日程表。
从此视图中，您可以编辑、删除、启用或者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此页面可显示有关防火练习日程表的以下信息：
Name (名称)

防火练习日程表的名称。

Recurrence (重复周期)

防火练习运行的日程表。

Service Group (服务组)

与防火练习关联的服务组的名称。

Start Date (开始日期)

安排开始防火练习的日期。

End Date (结束日期)

安排结束防火练习的日期。

Status (状态)

防火练习的当前状态。指示防火练习的状态
为启用、禁用还是无效。

Category (类别)

防火练习的类别。指示日程表是适用于高可
用性防火练习还是适用于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查看防火练习日程表和详细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选择“Service groups (服务组)”节点。

4

选择“Fire Drill Schedules (防火练习日程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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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98 页的“编辑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删除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启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401 页的“禁用防火练习日程表”。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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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恢复计划

■

创建恢复计划

■

编辑恢复计划

■

运行恢复计划

■

删除恢复计划

■

查看恢复计划的运行历史记录

■

查看恢复计划的属性

■

关于恢复计划日志文件

关于恢复计划
您可以使用恢复计划增强针对数据中心中对象的主动灾难恢复功能。这一自动化过
程使您可以对多个虚拟业务服务 (VBS) 和服务组进行分组，并按所需的顺序对这些
实体运行预定义的任务。
您可以在恢复计划中指定下列任务：
■

启动或停止 VBS

■

使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

运行自定义脚本

您可以对作为恢复计划一部分的托管主机执行自定义脚本。您可以将多个此类自定
义脚本添加到您的恢复计划。每次运行脚本时，都返回一个值。 表 23-1 列出了各
个返回值以及对应的平台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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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返回值

平台

说明

0

Windows、
Unix/Linux

在脚本中未指定显式返回代码时成功执行脚本。

-1

Windows

无法派生脚本。

-2

Windows、
Unix/Linux

脚本未在指定的超时内完成。

-3

UNIX/Linux

无法派生脚本。

将默认值（5 分钟）视为任何脚本的超时。 运行恢复计划时可以配置此超时。 如果
脚本未在五分钟内返回值或者运行时间超过五分钟，则任务将标记为失败。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您可以创建、编辑、删除和运
行恢复计划。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会提供恢复计划的进度
和状态。
请参见第 405 页的“创建恢复计划”。

创建恢复计划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可以创建恢复计划，以及查看虚拟业务服务、服务组或
自定义脚本的列表。您可以启动或停止虚拟业务服务，以及使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要运行自定义脚本，需要指定自定义脚本的名称以及要在其上运行它的主机。您还
可以指定任务是否关键。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如果已经为您的用户组分配群集上的 Operator 或 Guest 角色，则您只能查看树节
点中的虚拟业务服务，但不能使用它们执行此操作。
创建恢复计划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Recovery Plan (恢复计划)”以查看所有恢复计划的列表。右键单击
恢复计划，然后选择“Create (创建)”。

■

单击“Recovery Plan (恢复计划)”。如果未列出现有恢复计划，请右键单
击窗格，然后单击“Create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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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Create Recovery Plan (创建恢复计划)”向导面板中，指定恢复计划的名
称、说明和其他任务详细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406 页的““Create recovery plan (创建恢复计划)”面板的选项”。

4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上，验证是否已成功创建恢复计划。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408 页的“编辑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11 页的“删除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10 页的“运行恢复计划”。

“Create recovery plan (创建恢复计划)”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恢复计划指定名称、说明和任务。表 23-2 介绍了创建恢复计
划的选项。表 23-3 介绍了定义为恢复计划一部分的任务的属性。
表 23-2

创建恢复计划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输入恢复计划的名称。

Description (说明)

输入恢复计划的说明。

Add (添加)

单击此选项可将虚拟业务服务 (VBS)、服务组
或脚本添加到恢复计划。
尝试创建恢复计划时，不会列出空 VBS 以供
选择。

Import (导入)

单击导入现有恢复计划。导入的恢复计划的
任务以及关联对象将追加到任务列表。 如果
导入脚本任务，也会为新的恢复计划复制脚
本。
以下是一些例外情况，这些情况仅导入了恢
复计划的模板（没有对象的任务）：
■

■

没有与导入的恢复计划的任务关联的任何
对象（虚拟业务服务、服务组或主机）的
访问权限。
与导入的恢复计划的任务关联的任一对象
被删除。

在这些情况下，您可以为该特定任务选择同
一对象类型的任何其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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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Delete (删除)

单击此选项可从恢复计划中删除虚拟业务服
务、服务组或脚本任务。

Move Up (上移)

单击此选项可更改恢复计划中的任务顺序（上
移）。

Move Down (下移)

单击此选项可更改恢复计划中的任务顺序（下
移）。

Type (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恢复计划对象的类型。

Name (名称)

指定所选恢复计划对象的名称。

Action (操作)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操作。
此下拉列表显示可对恢复计划中的对象执行
的操作。 对于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可以选
择需要对其执行联机/脱机操作的站点。 对于
无法识别站点的服务组，可以选择在任何系
统上联机/脱机。 对于 VBS 和脚本，可用操
作分别为启动/停止和执行。
仅当属于群集的系统上安装有托管主机 6.1 版
本时，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操作才可用。

表 23-3

任务属性

Description (说明)

您可以添加所选任务的说明。

Critical (严重)

如果标记为关键任务的任务失败，将中止恢
复计划的执行，并且不会执行剩余任务。 如
果标记为非关键任务的任务失败，恢复计划
将继续执行剩余任务。

Timeout (min) (超时 (分钟))

“Timeout (超时)”的默认值是“5 minutes
(5 分钟)”。可以修改超时值。
如果指定超时值，您需要确保任务在指定时
间内执行完毕。 该任务可能成功完成，也可
能未成功完成，但是指定的超时值到期后，
恢复计划不跟踪任何更改。

请参见第 405 页的“创建恢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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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恢复计划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编辑恢复计划，以及查看虚拟业务服务、
服务组或自定义脚本的列表。您可以启动或停止虚拟业务服务，以及使服务组联机
或脱机。您可以指定任务是否关键以及运行自定义脚本。要运行自定义脚本，必须
指定自定义脚本的名称以及要在其上运行它的主机。您还可以在显示的列表中添
加、删除任务或更改其在恢复计划中的显示顺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编辑恢复计划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

2

单击“Recovery plan (恢复计划)”以查看所有恢复计划的列表。

3

右键单击所需的恢复计划，然后选择“Edit (编辑)”。

4

在“Edit Recovery Plan (编辑恢复计划)”向导面板中，指定恢复计划的名称、
说明和任务。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408 页的““Edit recovery plan (编辑恢复计划)”面板的选项”。

5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上，验证是否已成功编辑恢复计划，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05 页的“创建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11 页的“删除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10 页的“运行恢复计划”。

“Edit recovery plan (编辑恢复计划)”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为恢复计划修改名称、说明、任务和任务属性。表 23-4 介绍了
编辑恢复计划的选项。表 23-5 介绍了定义为恢复计划一部分的任务的属性。
表 23-4

编辑恢复计划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修改恢复计划的名称。

Description (说明)

修改恢复计划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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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Add (添加)

单击此选项可将虚拟业务服务、服务组或脚
本添加到恢复计划。
尝试编辑恢复计划时，不会列出空 VBS 以供
选择。

Import (导入)

单击导入现有恢复计划。任务列表包含现有
恢复计划的任务。

Delete (删除)

单击此选项可从恢复计划中删除虚拟业务服
务、服务组或脚本。

Move Up (上移)

单击此选项可更改恢复计划中的任务顺序（上
移）。

Move Down (下移)

单击此选项可更改恢复计划中的任务顺序（下
移）。

Type (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恢复计划对象的类型。

Name (名称)

指定所选恢复计划对象的名称。

Action (操作)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操作。
此下拉列表显示可对恢复计划中的对象执行
的操作。 对于可识别站点的服务组，可以选
择需要对其执行联机/脱机操作的站点。 对于
无法识别站点的服务组，可以选择在任何系
统上联机/脱机。 对于 VBS 和脚本，可用操
作分别为启动/停止和执行。

表 23-5

任务属性

Description (说明)

您可以修改所选任务的说明。

Critical (严重)

“Critical (严重)”的默认值为“No (否)”。
可以修改默认值。如果某任务标记为关键且
失败，则中止恢复计划，且不运行其余任务。
如果某任务标记为非关键，则即使该任务失
败，也不会停止恢复计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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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out (min) (超时 (分钟))

“Timeout (超时)”的默认值是“5 minutes
(5 分钟)”。可以修改超时值。
如果指定超时值，您需要确保任务在指定时
间内执行完毕。在后台执行该任务，且恢复
计划不跟踪从后端对任务进行的任何可能发
生的更改。即使通过脚本执行的恢复计划执
行的派生进程被从后端终止，恢复计划也不
进行跟踪。

请参见第 408 页的“编辑恢复计划”。

运行恢复计划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运行恢复计划。如果您没有权限运行恢复
计划中指定的任务，则该恢复计划将无法运行。 如果您无法访问属于恢复计划的任
何对象或者已删除这些对象，恢复计划的执行就会被阻止。 将记录相应的错误消
息。在解决错误后，您可以再次运行恢复计划并选择跳过已完成的任务。操作可能
会被中止。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将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运行恢复计划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

2

单击“Recovery Plan (恢复计划)”以查看所有恢复计划的列表。

3

右键单击所需的恢复计划，然后选择“Execute (执行)”。

4

在“Execute Recovery Plan (执行恢复计划)”向导面板中，确认要运行的恢
复计划。此外，指明是否需要跳过任何任务。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411 页的““Run recovery plan (运行恢复计划)”面板的选项”。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上，验证是否成功运行恢复计划。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05 页的“创建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08 页的“编辑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11 页的“删除恢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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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 recovery plan (运行恢复计划)”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恢复计划的任务。您还可以指明是否需要跳过任何任务。
表 23-6

运行恢复计划

字段

说明

Type (类型)

查看所选任务的类型。

Name (名称)

查看所选对象的名称。

Action (操作)

查看所选的操作。

Critical (严重)

查看任务的关键性。

Timeout (min) (超时 (分钟))

指定脚本、虚拟业务服务或服务组任务运行
时您要等待的持续时间。
指定的超时值到期后恢复计划停止。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在超时后不会
跟踪任务的状态。
运行恢复计划时对超时值所做的更改仅适用
于当前的运行/执行操作。

Skip (跳过)

选择该选项可从当前运行中跳过任务执行。

Offline shared service group(s) while stopping 选中该复选框可在停止任何虚拟业务服务时
any VBS (停止任何 VBS 时使共享服务组脱 使共享服务组脱机。
机)

请参见第 410 页的“运行恢复计划”。

删除恢复计划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现有恢复计划。您只能删
除那些当前不处于执行状态的恢复计划。 您可以删除单个恢复计划或多个恢复计
划。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删除恢复计划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

2

单击“Recovery Plan (恢复计划)”以查看所有恢复计划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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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所需的恢复计划，然后选择“Delete (删除)”。

4

在“Delete Recovery Plan (删除恢复计划)”向导面板中，确认要删除恢复计
划。单击“OK (确定)”。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上，验证是否已成功删除恢复计划。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405 页的“创建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08 页的“编辑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10 页的“运行恢复计划”。

查看恢复计划的运行历史记录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查看恢复计划的运行历史记录。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至少分配
Guest 角色。 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查看恢复计划的运行历史记录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

2

单击“Recovery Plan (恢复计划)”以查看所有恢复计划的列表。

3

右键单击所需的恢复计划，然后选择“Historical Runs (运行历史记录)”。

4

在“Historical Runs (运行历史记录)”向导面板中查看该恢复计划的历史记录
详细信息。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412 页的““Historical Runs (运行历史记录)”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405 页的“创建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08 页的“编辑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11 页的“删除恢复计划”。

“Historical Runs (运行历史记录)”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恢复计划的历史记录详细信息。
恢复计划的“Historical Runs (运行历史记录)”视图显示了下列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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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Historical Runs (运行历史记录)”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tate (状态)

此特定执行实例的恢复计划的状态。

Source (源)

恢复计划任务的源主机详细信息。

User (用户)

启动恢复计划执行的用户的用户名。

Start Time (开始时间)

开始执行恢复计划的日期和时间。

End Time (结束时间)

恢复计划执行完毕的日期和时间。

请参见第 405 页的“创建恢复计划”。

查看恢复计划的属性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查看恢复计划的属性。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至少分配
Guest 角色。 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查看恢复计划的属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

2

单击“Recovery Plan (恢复计划)”以查看所有恢复计划的列表。

3

右键单击所需的恢复计划，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在“Recovery Plan Properties (恢复计划属性)”向导面板中查看该恢复计划
的属性。单击“Close (关闭)”。
请参见第 413 页的““Recovery Plan Properties (恢复计划属性)”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405 页的“创建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08 页的“编辑恢复计划”。
请参见第 411 页的“删除恢复计划”。

“Recovery Plan Properties (恢复计划属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恢复计划的属性。无法编辑或选择此面板中显示的字段来执
行任何任务。表 23-8 描述了恢复计划的属性，而表 23-9 描述了属于恢复计划的任
务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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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Recovery Plan Properties (恢复计划属性)”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Type (类型)

查看所选任务的类型。

Name (名称)

查看所选对象的名称。 显示名称的同时还显
示一个图标，用于显示所选对象的当前状态。

Action (操作)

查看任务的操作。
如果对象是属于伸展群集的服务组，则可以
看到所选操作以及执行该任务的站点。

表 23-9

任务属性

Description (说明)

查看所选任务的说明。

Critical (严重)

查看所选任务的关键性。

Timeout (min) (超时 (分钟))

查看所选任务的超时值。

请参见第 405 页的“创建恢复计划”。

关于恢复计划日志文件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维护可供操作员进行故障排除的多个日志文
件。列表如下
表 23-10

恢复计划的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类别

日志文件名

GUI 日志

/var/opt/VRTSsfmcs/logs/WebDebugLog.txt

任何未处理的例外日志

/var/opt/VRTSsfmcs/logs/tomcat.log

脚本执行日志

/var/opt/VRTSsfmh/logs/rplan_script_execute.log

推送文件日志

/var/opt/VRTSsfmh/logs/push_file.log

请参见第 404 页的“关于恢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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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ApplicationHA 管理

■

执行 ApplicationHA 管理的先决条件

■

关于 ApplicationHA 操作

■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启动 ApplicationHA 操作

■

关于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

为托管主机启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

为托管主机禁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关于 ApplicationHA 管理
ApplicationHA 是一个高可用性产品，可以为在虚拟机内运行的应用程序提供监视
功能。ApplicationHA 使用持久的心跳机制，将应用程序的状态传输到虚拟化基础
架构层中的高可用性提供程序。
如果在虚拟机内部运行的应用程序发生故障，ApplicationHA 将试图重新启动此应
用程序。如果 ApplicationHA 无法重新启动该应用程序，它将试图正常重新启动虚
拟机。如果内部重新启动不还原该应用程序，ApplicationHA 会向高可用性提供程
序发送消息，以便从外部重新启动虚拟机。如果此操作失败，高可用性提供程序可
能会将虚拟机故障转移到另一台虚拟化服务器。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在以下虚拟化环境中执行 ApplicationHA 操
作：
■

VMware ESX/ESXi

■

Linux 内核虚拟机 (KVM)

■

IBM AIX 逻辑分区 (L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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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VM Server (OVM) for SPARC (Solaris LDOM)

VMware 环境中的高可用性提供程序是 VMwareHA。KVM、OVM Server for SPARC
和 LPAR 环境中的高可用性提供程序是 Cluster Server。
要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为在这些虚拟化环境中发现虚拟
机，您必须执行下列步骤：
■

将 VMware 或 KVM 虚拟机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

将 LPAR 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

将 OVM Server for SPARC 中的逻辑域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请参见第 416 页的“执行 ApplicationHA 管理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416 页的“关于 ApplicationHA 操作”。

执行 ApplicationHA 管理的先决条件
当 VCS 管理和监控 LPAR 资源时，LPAR 代理将阻止托管 VCS 的管理 LPAR 的
LPM 功能。当 VCS 停止管理 LPAR 时，LPM 功能可供 VCS 系统使用。如果 LPAR
代理崩溃或终止，则迁移管理 LPAR 的 LPM 功能仍被阻止。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考《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415 页的“关于 ApplicationHA 管理”。
请参见第 416 页的“关于 ApplicationHA 操作”。

关于 ApplicationHA 操作
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深入了解从物理计算机和虚拟机中发现的
不同应用程序。它可以提供基于以下条件的信息：
■

虚拟化技术：VMware、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逻辑分区 (LPAR) 和逻辑域
(LDom)。

■

高可用性提供程序：ApplicationHA 和 Cluster Server

■

作用域：整个域、组织或在主机级别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提供了一个用于执行 ApplicationHA 操作的界面。您可
以对虚拟机、逻辑域或逻辑分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执行操作。
您必须在主机或者“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分配有 Admin 角色，才能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执行 ApplicationHA 操作。 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
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请参见第 416 页的“执行 ApplicationHA 管理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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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启动
ApplicationHA 操作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可以执行监视数据中心内虚拟机、逻
辑分区和逻辑域上的 ApplicationHA 访客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程序的任务。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启动 ApplicationHA 操作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右键单击所需主机，然后选择“Manage ApplicationHA (管理
ApplicationHA)”。

4

在向导面板左侧单击所需的操作。

请参见第 416 页的“关于 ApplicationHA 操作”。

关于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功能可让您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创
建 Cluster Server (VCS) 群集与 ApplicationHA 主机之间的专用网络。ApplicationHA
主机使用此专用网络与 VCS 群集进行通信，以通知应用程序故障的信息。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可为选定的托管主机启用或禁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管理 ApplicationHA 访客的 VCS 节点称为基础架构主机。
支持此功能的操作系统有 Linux、AIX 和 Solaris。支持的服务器有 KVM 服务器、
LDom 服务器和 LPAR 虚拟机。此外，请确保托管主机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配置为代理。
请参见第 417 页的“为托管主机启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请参见第 418 页的“为托管主机禁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为托管主机启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为所选托管主机启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
构。此操作将在 Cluster Server (VCS) 群集和 ApplicationHA 主机之间创建专用网
络。ApplicationHA 主机使用此专用网络与 VCS 群集进行通信，以通知应用程序故
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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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使用此功能来配置 VCS 群集的自动注册选项。如果在虚拟机上配置了
ApplicationHA，自动注册功能将在虚拟机和基础架构主机之间通过专用网络启用自
动通信。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仅可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逻辑域 (LDOM) 和逻辑分区 (LPAR) 虚拟机上执
行此操作。
为托管主机启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ystems (系统)”节点以查找系统。

4

右键单击系统，然后选择“ApplicationHA Infrastructure (ApplicationHA 基
础架构)”>“Enable (启用)”。

5

在“Enable ApplicationHA Infrastructure (启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面板中，单击“OK (确定)”以确认。

请参见第 418 页的“为托管主机禁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为托管主机禁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为所选托管主机禁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
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或 Operator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仅可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逻辑域 (LDOM) 和逻辑分区 (LPAR) 虚拟机上执
行此操作。
为托管主机禁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ystems (系统)”节点以查找系统。

418

管理 ApplicationHA
为托管主机禁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4

右键单击系统，然后选择“ApplicationHA Infrastructure (ApplicationHA 基
础架构)”>“Disable (禁用)”。

5

在“Disable ApplicationHA Infrastructure (禁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面板中，单击“OK (确定)”以确认。

请参见第 417 页的“为托管主机启用 ApplicationHA 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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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用程序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应用程序配置

■

应用程序配置的先决条件

■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启动配置应用程序向导

关于应用程序配置
在虚拟或物理环境中运行的 VCS 控制之下，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 VCS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应用程序监视。
注意：仅可使用 VCS 6.0.1 版本 (Windows)、6.0.2 (Linux) 以及在 VCS 6.1.0
（Solaris、AIX）以后版本上安装的代理包启用此功能。如果使用 Linux 和 UNIX，
请确保已安装 VRTSvcswiz 软件包。
您可以在单个系统上以启动/停止模式，或者在多个系统上以故障转移模式配置应用
程序监视。
请参见第 420 页的“应用程序配置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421 页的“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启动配置应用程序向
导”。

应用程序配置的先决条件
下面是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应用程序配置功能的先决条
件：
■

应已在要配置应用程序进行监视的系统之间配置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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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端口未受到防火墙的阻止。

■

已在属于 VCS 群集的所有系统上安装相同的应用程序。

■

包含应用程序数据文件和注册表复制信息的磁盘驱动器存在于本地系统上。

有关配置应用程序的先决条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应用程序特定的 VCS 代理指南。
要验证 VCS 在物理或虚拟环境中是否支持基于向导配置特定的应用程序，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版本说明》。
请参见第 420 页的“关于应用程序配置”。
请参见第 421 页的“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启动配置应用程序向
导”。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启动配置应
用程序向导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您可以配置虚拟或物理环境中运行的
应用程序监视。您可以从群集或系统启动该向导。
从群集启动配置应用程序向导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所需群集，然后选择“Configure Application (配置应用程序)”。

4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向导面板中，选择运行应用程序的系统。

从系统启动配置应用程序向导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然后展开“Systems (系统)”以查找系统。

3

右键单击所需系统，然后选择“Configure Application (配置应用程序)”以启
动向导。

请参见第 420 页的“关于应用程序配置”。
请参见第 420 页的“应用程序配置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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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站点管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多站点管理

■

多站点管理功能

■

多站点管理的先决条件

■

多站点管理的限制

■

设置校园群集

■

设置复制的数据群集

■

配置伸展站点

关于多站点管理
多站点管理程序有助于在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对象之间实现一致
的站点配置和管理。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将站点名称分配给磁盘阵列以及占用磁盘阵列存储的群集主
机。您还可以设置这些主机的站点防护首选项。
以下操作系统支持多站点管理：

多站点管理
多站点管理功能

平台

操作系统

级别

Linux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Update 3、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Update 5、6、7、8、9

SUSE Linux Enterprise 11

SP2

Oracle Linux 6

Update 3、4

Oracle Linux 5

Update 5、6、7、8。9

对于 Linux，AMD Opteron 或 Intel Xeon EM64T (x86_64) 处理器系列仅支持 64 位操作系
统。
Solaris

AIX

Microsoft Windows

Solaris 10

Update 8、9、10、11

Solaris 11

SRU1，Update 1

AIX 6.1

TL5 或更高版本（Power 5、
Power 6 或 Power 7）

AIX 7.1

TL0 或更高版本（操作系统支
持的任何芯片组）

Windows Server 2008

R2

Windows Server 2012

R2

Windows Server 2012

请参见第 423 页的“多站点管理功能”。
请参见第 424 页的“多站点管理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424 页的“多站点管理的限制”。

多站点管理功能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多站点管理的主要功能如下：
■

将站点名称分配给磁盘阵列以及选定群集的主机。

■

通过置备选择群集配置类型 - 校园群集、复制数据群集 (RDC) 以及混合模式。

■

添加并编辑站点防护首选项。

■

配置服务组依赖关系。

■

在发现托管主机的过程中自动填充站点标记：将主机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之后，会在每台主机上发现为磁盘组和磁盘定义的现有站点标记，并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数据库中填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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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24 页的“设置校园群集”。
请参见第 425 页的“设置复制的数据群集”。

多站点管理的先决条件
开始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多站点管理功能之前，请确保
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群集的所有主机都必须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6.0.1 或更高
版本。

■

对于非 Windows 平台，Management Server 和托管主机必须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6.0 或更高版本。对于 Windows 平台，
Management Server 和托管主机必须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6.1 或更高版本。

请参见第 422 页的“关于多站点管理”。

多站点管理的限制
多站点管理限制如下：
■

不支持对实体组（例如，虚拟业务服务）进行站点标记。

■

不支持基于规则的站点标记。

■

不支持在存储和主机之间自动站点标记（传播）实体，反之亦然。

■

不支持站点级别操作（例如迁移）。

■

在服务组上定义的带系统区群集无法进行站点标记。您需要先清除系统区属性，
然后再标记群集。

■

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如果用户使用命令行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磁盘将不
会进行站点标记。

请参见第 422 页的“关于多站点管理”。

设置校园群集
配置园区群集时，相关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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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校园群集

表 26-1
步骤

操作

说明

步骤 1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配置伸展站点。

此步骤包括将站点标记分配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中的存储磁盘阵列以及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中所需群集的标
记系统。
请参见第 426 页的“配置伸展站点”。
您可以在标记磁盘阵列和主机之前或之后创建磁
盘组（如步骤 2 所述）。根据磁盘组是否已配置，
步骤 2 分为两种情况。

步骤 2

如果执行步骤 1 前，磁盘组 在此情况下，当您标记磁盘阵列和主机（如步骤
已配置，具有来自不同磁盘 1 所述）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阵列的磁盘。
Manager 会自动使得磁盘组站点保持一致。

注意： 站点一致性也通过“Configure Stretch
Cluster (配置伸展群集)”向导配置。
如果执行步骤 1 前，磁盘组 标记磁盘阵列和主机（如步骤 1 所述）后，您可
未配置。
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
制台创建新的磁盘组。创建磁盘组期间，系统提
供了一个可识别磁盘组站点的选项。
请参见第 426 页的“配置伸展站点”。
步骤 3

在磁盘组上创建镜像卷。

在上面创建的磁盘组上创建镜像卷。这是执行校
园群集端到端设置所必需的。

注意：如果使用 VxVM 或 VCS 命令行删除站点标记，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仍会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上显示站点标记。
要获取更新后的状态，请等待 30 分钟或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上刷新主机。有关删除站点标记的更多信息和说明，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
请参见第 423 页的“多站点管理功能”。
请参见第 425 页的“设置复制的数据群集”。

设置复制的数据群集
对于复制数据群集配置，步骤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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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复制数据群集

表 26-2
步骤

操作

说明

步骤 1

设置复制。

可以使用以下各项完成该操作：
■

■

步骤 2

基于阵列的复制。例如，EMC Symmetrix
Remote Data Facility (SRDF) 配置。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考供应商文档。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的复制。有关如何设
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的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它包括对群集系统进行站点标记，以及从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中设置其首选项。
配置站点标记。
请参见第 426 页的“配置伸展站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灾难恢复
操作指南》。
请参见第 423 页的“多站点管理功能”。
请参见第 424 页的“设置校园群集”。

配置伸展站点
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配置
伸展站点。支持以下三种配置：
■

对于校园群集，首先需要使用站点名称对磁盘阵列进行标记，然后将同一站点
标记分配给群集主机。设置所需站点防护首选项。针对校园群集配置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命令。

■

对于复制数据群集 (RDC) 配置，针对群集节点分配站点标记，并设置站点防护
首选项。RDC 配置不需要进行磁盘阵列标记。针对 RDC 配置运行 Cluster Server
命令。

■

对于混合模式（Storage Foundation 卷镜像和基于阵列或主机的复制的组合），
则使用站点名称对磁盘阵列进行标记，并将同一标记分配给群集主机。设置所
需站点防护首选项。与校园群集一样，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命
令是针对混合模式运行的。
注意：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不支持删除站点标记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灾难恢
复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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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伸展站点
注意：对于校园群集和混合配置，请运行以下所有步骤。对于 RDC 配置（由于不
需要进行磁盘阵列标记），请转至步骤 3。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torage (存储)”透视图，然后查找
所需磁盘阵列。应该标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两个站点中的磁盘阵列。这些磁盘阵列的磁盘属于或将成为用于校
园群集的磁盘组的一部分。

2

右键单击磁盘阵列，然后选择“Assign Sites (分配站点)”。
请参见第 427 页的““Enclosure site assignment (磁盘阵列站点分配)”面板的选
项”。

3

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后查找使用磁盘阵列中的存储的群
集。右键单击该群集，然后选择“Configure Stretch Sites (配置伸展站点)”。

4

在“Specify Cluster Type (指定群集类型)”面板中，选择所需的群集配置。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428 页的““Select cluster type (选择群集类型)”面板的选项”。

5

在“Assign Sites to Systems (将站点分配给系统)”面板中，为每个群集系
统选择站点标记。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428 页的““Assign site to the systems (将站点分配给系统)”面板的选
项”。

6

在“Specify Site Fencing Preference (指定站点防护首选项)”面板中，设置
站点首选项。
请参见第 429 页的““Site fencing preference (站点防护首选项)”面板的选项”。

7

单击“Finish (完成)”完成系统的站点分配。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
击“Show Commands (显示命令)”以查看针对站点配置操作运行的所有命
令。如果任何命令无法运行，则向导不会运行后续命令。

请参见第 423 页的“多站点管理功能”。
请参见第 424 页的“设置校园群集”。
请参见第 425 页的“设置复制的数据群集”。

“Enclosure site assignment (磁盘阵列站点分配)”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将站点名称分配给群集使用的磁盘阵列。您可以从“Site (站点)”下
拉列表中选择站点名称，或提供新的站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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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26 页的“配置伸展站点”。

“Select cluster type (选择群集类型)”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指定用于站点分配操作的群集类型。
表 26-3

“Select cluster type (选择群集类型)”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Campus cluster (校园群集)

对于校园群集配置，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卷镜像功能在站点之间复制数据。对于校园
群集，需要标记磁盘阵列和系统。
针对校园群集配置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命令。
确保与所选校园群集关联的磁盘阵列已经标
记。

Replicated data cluster (RDC) (复制数据群集 对于 RDC，仅执行基于主机的或阵列级别的
(RDC))
复制。已运行 Cluster Server 命令（即仅标记
VCS 对象）。
Mixed mode (混合模式)

对于混合模式，已组合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卷镜像和基于主机或阵列的复制
技术在站点之间复制数据。

请参见第 426 页的“配置伸展站点”。
请参见第 424 页的“设置校园群集”。
请参见第 425 页的“设置复制的数据群集”。

“Assign site to the systems (将站点分配给系统)”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针对所选群集的系统分配站点标记。
表 26-4

“Assign site to the systems (将站点分配给系统)”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ystem (系统)

显示所选群集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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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Site (站点)

列出磁盘阵列级别的标记。例如，如果系统
从磁盘阵列 E1（具有标记 T1）和 E2（具有
标记 T2）中获取存储，则下拉列表会显示 T1
和 T2。

注意：如果要为系统提供新标记，则可以编
辑标记名称。

请参见第 426 页的“配置伸展站点”。
请参见第 424 页的“设置校园群集”。
请参见第 425 页的“设置复制的数据群集”。

“Site fencing preference (站点防护首选项)”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针对所选群集的系统设置站点首选项。
表 26-5

“Site fencing preference (站点防护首选项)”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Configure Site Fencing
Preference (配置站点防护
首选项)

选中该复选框可启用站点防护首选项。

Site (站点)

针对系统设置的站点标记的名称。

Preference (首选项)

为站点选择站点首选项 - 最高、高、中和低。

如果 UseFence 群集属性设置为 SCSCI3，则“Configure Site
Fencing Preference (配置站点防护首选项)”复选框可用。如
果 UseFence 群集属性设置为 None，则该复选框不可用，并
将显示相应的消息。

注意：主机站点防护首选项不受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支持。 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即将发行的版本中受支持。您仍然可以设置这些
首选项。 但是，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仅当 Cluster Server (VCS) 支持这些首
选项时它们才有效。
请参见第 426 页的“配置伸展站点”。
请参见第 424 页的“设置校园群集”。
请参见第 425 页的“设置复制的数据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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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高可用性操作列表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群集操作

■

系统操作

■

服务组操作

■

资源操作

群集操作
表 A-1 列出了可对群集执行的操作，并指明了该操作可对单个群集执行还是可对多
个群集执行。
表 A-1

群集操作

操作

适用于单个群集还是多个群集？

打开群集配置

单个

保存群集配置

单个

请参见第 323 页的“保存群集配置”。
关闭群集配置

单个

请参见第 324 页的“关闭群集配置”。
编辑群集的属性
请参见第 324 页的“编辑群集的属性”。

单个

高可用性操作列表
系统操作

操作

适用于单个群集还是多个群集？

设置群集之间的 GCO

多个

请参见第 385 页的“将远程群集添加到本地群
集”。
导入类型定义

单个

请参见第 326 页的“导入类型定义”。
删除群集之间的 GCO

多个

请参见第 388 页的“关于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
除远程群集”。

系统操作
表 A-2 列出了可对系统执行的操作，并指明了该操作可对单个系统执行还是可对多
个系统执行。
表 A-2

系统操作

操作

适用于单个群集主机还是多个群集主机？

冻结系统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59 页的“冻结系统”。
取消冻结系统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60 页的“取消冻结系统”。
编辑系统的属性

单个

请参见第 361 页的“编辑系统的属性”。
启动群集中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 单个
后台驻留程序
请参见第 361 页的“启动群集中主机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停止群集中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 单个
后台驻留程序
请参见第 362 页的“停止群集中系统上的
Cluster Server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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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操作
表 A-3 列出了可对服务组执行的操作，并指明了该操作可对单个服务组执行还是可
对多个服务组执行。
表 A-3

服务组操作

操作

适用于单个服务组还是多个服务组？

向群集中添加服务组

单个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创建服务组”。
修改服务组

单个

请参见第 356 页的“关于 修改服务组”。
启用服务组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34 页的“启用服务组”。
禁用服务组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35 页的“禁用服务组”。
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单个

请参见第 354 页的“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启用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40 页的“ 启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禁用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41 页的“禁用服务组的所有资源”。
使服务组联机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46 页的“使服务组联机”。
使服务组脱机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48 页的“使服务组脱机”。
冻结服务组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38 页的“冻结服务组”。
取消冻结服务组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39 页的“取消冻结服务组”。
链接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3 页的“链接群集中的服务组”。

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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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适用于单个服务组还是多个服务组？

取消链接服务组

单个

请参见第 344 页的“取消链接服务组”。
切换服务组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50 页的“切换服务组”。
刷新服务组

单个

请参见第 340 页的“清除服务组”。
自动启用服务组

单个

请参见第 337 页的“切换服务组”。
清除服务组的故障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51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的故障”。
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待状态的资源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52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处于管理等
待状态的资源”。
编辑服务组的属性

单个

请参见第 353 页的“编辑服务组的属性”。
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单个

请参见第 386 页的“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
服务组”。
将全局服务组转换为本地服务组

单个

请参见第 387 页的“将全局服务组转换为本地
服务组”。
对所选服务组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92 页的“运行高可用性防火练习”。
对所选服务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94 页的“运行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删除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删除服务组”。

单个和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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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操作
表 A-4 列出了可对资源执行的操作，并指明了该操作可对单个资源执行还是可对多
个资源执行。
表 A-4

资源操作

操作

适用于单个资源还是多个资源？

添加或修改资源

单个

请参见第 379 页的“添加或修改资源”。
启用资源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68 页的“启用资源”。
禁用资源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69 页的“禁用资源”。
编辑资源的属性

单个

请参见第 376 页的“编辑资源的属性”。
编辑资源类型的属性

单个

请参见第 376 页的“编辑资源类型的属性”。
使资源联机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联机”。
使资源脱机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73 页的“使资源脱机”。
使资源脱机并传播状态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72 页的“使资源脱机并传播状态”。
探查资源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71 页的“探查资源”。
清除资源的故障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70 页的“清除资源中的故障”。
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单个

请参见第 377 页的“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取消服务组中资源的链接
请参见第 378 页的“取消服务组中资源的链接”。

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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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适用于单个资源还是多个资源？

调用资源操作

单个

请参见第 374 页的“调用资源操作”。
将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80 页的“将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
将资源标记为非关键资源

单个和多个

请参见第 380 页的“将资源标记为非关键资源”。
删除资源
请参见第 369 页的“删除资源”。

单个和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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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5

监视数据中心内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许可证

■

27. 管理许可证

■

28. 查看部署信息

27
管理许可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许可证

■

关于 Veritas 授权许可和定价

■

关于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

关于许可证部署策略

■

自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

手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

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

修改许可证部署策略

■

删除许可证部署策略

关于许可证
通常，如果要检查 Storage Foundation 许可证的状态，您必须单独检查每个服务
器。由于数据中心可能有运行各种软件的许多类型的主机，因此该过程可能会非常
耗时。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您可以查看在托管主机
上部署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许可证的实时状态。
您可以查看已部署的许可证总数、可付费和不可付费的许可证数以及过期的许可证
数。您可以查看已部署许可证的主机和虚拟主机的总数，以及许可证需要进行整合
的主机的总数。还可查看交互图中产品方面的部署分发。
您可运行按操作系统层和服务器层提供演示许可证及部署详细信息的报告。还可针
对无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许可证的主机运行报告，并获取违反的
部署策略的详细信息。

管理许可证
关于 Veritas 授权许可和定价

每隔 24 小时发现一次托管主机上部署的许可证。
请参见第 444 页的“关于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请参见第 452 页的“查看数据中心内 SFHA 许可证的概述”。
请参见第 454 页的“查看部署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55 页的“查看数据中心内的部署策略详细信息”。

关于 Veritas 授权许可和定价
在 UNIX（Solaris、HP-UX 和 AIX）、Linux 和 Windows 上运行的 Veritas Storage
and Server Management、High Availability 产品必须进行认证才能在服务器上运
行。产品认证因平台不同而异。认证是指平台为 Storage and Server Management、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授权的方式。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上提供了价格层信息。可以将 Management Server 配置为自动
更新价格层信息，也可以手动进行更新。
表 27-1
层类型

Veritas 价格层类型
支持的平台

说明

Server Price Tier (服务器 UNIX：Solaris、
UNIX 上的 Veritas Storage and Server
价格层)
HP-UX 和 IBM AIX Management、High Availability 产品通常是
按每台服务器进行授权许可和定价的。定价
取决于服务器所分配到的服务器价格层。
Veritas 已建立了 12 个服务器层（从层 A 到
层 N），其中层 A 表示具有较弱处理功能的
服务器，层 N 表示性能最高的服务器。
客户必须为运行 Storage and Server
Management、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的每个
服务器支付基于服务器的价格。此定价表适
用于 UNIX（Solaris、HP-UX 和 AIX）上的
Veritas Storage and Server Management、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的所有版本。
服务器层的可用价格层为 A、B、C、D、E、
F、G、H、I、J、K、L、M、N
服务器层适用于 7.x 及之前的许可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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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类型

支持的平台

Processor Price Tier (处 所有平台
理器价格层)

说明
Veritas Storage and Server Management、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可以按分层处理器进行
授权许可和定价。价格取决于处理器所分配
到的层。根据处理器的性能特性（如处理核
心的数量和体系结构），可以将处理器分配
到从处理器层 1 到处理器层 3 的三个不同处
理器层。
客户必须为运行 Storage and Server
Management、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的每个
处理器支付基于分层处理器的价格。
处理器层的可用价格层为层 1、层 2 和层
3。
处理器价格层适用于 7.x 之前的许可证版
本。

Operation System Price Microsoft Windows 在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运行的
Tier (操作系统价格层)
Veritas Storage and Server Automation、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是按每台服务器定价
的。该价格还取决于所安装的 Windows 版
本；例如，标准版、企业版或数据中心版。
Windows 上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不遵循基于处理器的定价
表。
操作系统层的可用价格层为级别 1、级别 2
和级别 3。
操作系统价格层适用于 7.x 之前的许可证版
本。
Symantec Performance
Value Unit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SPVU)）

所有平台

计算主机上 Veritas Storage and Server
Management、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的
SPVU 时需要考虑以下内容：
■

主机上的操作系统

■

处理器的品牌和型号

■

每个处理器的内核数量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SPVU) 适用于 7.x
之前的许可证版本。
Per-core licenses (每核
心许可证)

所有平台

该值通过计算主机上由产品使用的核心总数
而得出。
每核心许可证仅适用于 7.x 之后的许可证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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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40 页的“关于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许可证”。
请参见第 452 页的“查看数据中心内 SFHA 许可证的概述”。

关于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6.0 发行版开始，Veritas 将对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使用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SPVU) 定价方
法。某一特定产品所需的 SPVU 总数可以通过将该产品使用的核心数乘以每个核心
的 SPVU 值来计算。
每个核心的 SPVU 的计算依据如下：
■

主机上的操作系统

■

处理器的品牌和型号

■

每个处理器的核心数

注意：要在主机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以计算
SPVU，托管主机的版本至少为 4.1。
要针对 IBM LPAR 和基于内核的虚拟机上运行的产品计算 SPVU，您需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版本 5.0 或更高版本。
基于这些标准，主机的每个内核将分配一个特定的 SPVU 值。物理主机和虚拟主机
使用的核心数是不同的。在物理主机上部署的产品中，SPVU 是针对产品所使用的
实际核心数计算的。在物理主机上，所有产品使用的核心数相同。例如，在物理主
机上有八个已使用的核心，并且您在该主机上安装了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要计算该主机的 SPVU，这两个产品使用的全部八个核心都必须考虑在内。
实际上，在物理主机上的同一操作系统内运行的所有产品已使用的核心数都相同。
对于虚拟化服务器，各种类型的虚拟化服务器的产品 SPVU 的计算方式不同。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以计算安装在 VMware、Solaris LDOM、Solaris
Zones 虚拟化服务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以及 IBM LPAR 上的产品所需的 SPVU。
只有当部署在 Linux 和 Windows 虚拟化平台上时，才会计算 Application HA 的
SPVU。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VMware 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Solaris LDOM 虚拟化服务器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2 页的“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3 页的“关于 IBM LPAR 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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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Mware 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如果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无法识别 VMware ESX 虚拟化服务器
和虚拟机之间的映射，则无法计算 VMware 虚拟机上安装的产品的 Symantec 性能
值单位 (SPVU)。要使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能够识别 VMware
ESX 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之间的映射，必须执行以下任务：
■

导航到“Settings (设置)”>“Virtualization (虚拟化)”，并使用 VMware
vCenter 将虚拟化服务器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

将各个虚拟机作为托管主机分别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注意：如果在添加 VMware ESX 虚拟化服务器之前将虚拟机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最多需要 24 小时来计算 SPVU。同样，如果您仅将虚拟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而不添加虚拟化服务器，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无法为虚拟化服务器上安装的产品计算 SPVU。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仍会发现产品的所有许可证。
针对 VMware ESX 服务器的虚拟机上运行的产品计算 SPVU 时，会将服务器上的
核心总数与分配给具有相同访客操作系统和相同产品的虚拟机的虚拟 CPU (vCPU)
总数进行比较。两者之中的较小值即是该服务器上需要获得授权许可的核心（待许
可核心）的总数。将该数值乘以每个核心的 SPVU 值即可计算得到 SPVU。
例如，一台 VMware ESX 服务器具有三台虚拟机以及总共八个核心。其中两台虚拟
机各使用 6 个 vCPU 并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虚拟机上的 vCPU
总数等于 6 加 6，即 12。要计算服务器的待许可核心数，将 12 与 8（物理 VMware
ESX 服务器上的核心数）进行比较。由于 8 是较小值，因此，该 VMware ESX 服
务器上的产品的待许可核心数为 8。要为此虚拟机上的产品计算所需的 SPVU，将
8 乘以每个核心的实际 SPVU 值即可。
请参见第 440 页的“关于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Solaris LDOM 虚拟化服务器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2 页的“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3 页的“关于 IBM LPAR 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关于 Solaris LDOM 虚拟化服务器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要使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能够为 LDOM 虚拟化服务器上安装的
产品计算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SPVU)，必须执行以下任务：
■

将虚拟化服务器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

将访客域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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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在添加 LDOM 虚拟化服务器之前将域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最多需
要 24 小时来计算 SPVU。同样，如果仅将域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而不添加 LDOM 虚拟化服务器，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无法为虚拟化服务器上安装的产品计算 SPVU。但是，在这种情况下，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仍会发现产品上的所有许可证。
要针对 Solaris LDOM 虚拟化服务器上的产品计算 SPVU，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将分配给逻辑域（控制域和访客域）的线程总数考虑在内，
这些逻辑域都安装有相同的产品。例如，一台 Solaris LDOM 服务器具有四个核心，
每个核心有八个线程。该服务器具有一个控制域（包含 10 个线程）以及两个访客
域（各包含 6 个线程和 4 个线程）。在这三个域上都安装有 Storage Foundation。
线程总数为 20。待许可核心总数等于 20（线程总数）除以 8（每个核心的线程
数），所得结果四舍五入为 3。SPVU 等于 3 乘以每个核心的 SPVU 值。
Solaris Zones 上的产品的 SPVU 是根据全局区域上的核心数来计算的。在为 Solaris
Zones 上的产品计算 SPVU 时，不会考虑本地区域上的核心数。
请参见第 440 页的“关于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VMware 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2 页的“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3 页的“关于 IBM LPAR 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要针对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上运行的产品计算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SPVU)，
您需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版本 5.0。
针对虚拟机上运行的产品计算 SPVU 时，会将服务器上的核心总数与分配给具有相
同访客操作系统和相同产品的虚拟机的虚拟 CPU (vCPU) 总数进行比较。两者之中
的较小值即是该服务器上需要获得授权许可的核心（待许可核心）的总数。将该数
值乘以每个核心的 SPVU 值即可计算得到 SPVU。
例如，一台虚拟服务器具有三台虚拟机以及总共八个核心。其中两台虚拟机各使用
6 个 vCPU 并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通过 6 加 6 可计算得到虚拟
机上的 vCPU 总数，即 12。要计算虚拟服务器的待许可核心，请将 12 与 8 比较
（后者是服务器上的物理核心的数量）。因为 8 较小，所以此服务器上产品的待许
可核心是 8。要查找该虚拟机上的产品所需的 SPVU，请将每个核心的实际 SPVU
值乘以 8。
针对 KVM 群集环境中运行的产品计算 SPVU 时，会将群集中的所有虚拟机的 vCPU
总数与服务器上的核心总数比较。两者之中的较小值即是该服务器上需要获得授权
许可的核心（待许可核心）的总数。将该数值乘以每个核心的 SPVU 值即可计算得
到 SP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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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KVM 群集环境中，群集中所有虚拟机上的 vCPU 总数是 24，而核心总数
是 35。要计算待许可核心，请将 24 与 35 进行比较。因为 24 较小，所以此服务器
上产品的待许可核心数是 24。要查找该群集环境中的产品所需的 SPVU，请将每个
核心的实际 SPVU 值乘以 24。
对于在 KVM 上运行且在服务器和虚拟机上部署的产品，服务器上的核心总数用于
计算 SPVU。
请参见第 440 页的“关于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VMware 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Solaris LDOM 虚拟化服务器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3 页的“关于 IBM LPAR 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关于 IBM LPAR 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要针对 IBM LPAR 上运行的产品计算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SPVU)，您需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受管主机版本 5.0。
针对 IBM LPAR 上运行的产品计算 SPVU 时，会将虚拟 CPU (vCPU) 的总数与物
理 LPAR 服务器上的核心数进行比较。两者之中的较小值即是该服务器上需要获得
授权许可的核心（待许可核心）的总数。将该数值乘以每个核心的 SPVU 值即可计
算得到 SPVU。
注意：如果是专用 LPAR，则 vCPU 是分配的核心。如果 LPAR 有限制，则 vCPU
是授权容量，如果 LPAR 无限制，则 vCPU 是保留容量。
针对在群集环境中的 IBM LPAR 上运行的产品计算 SPVU 时，会将群集中所有虚拟
机的所有 vCPU 的总数与群集中 LPAR 服务器上的物理核心总数进行比较。两者之
中的较小值用于计算许可证。
请参见第 440 页的“关于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VMware 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Solaris LDOM 虚拟化服务器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2 页的“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关于每核心授权许可
从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7.0 发行版开始，Veritas 针对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使用每核心授权许可定价方法。该值通过计算主机上由产品使用的
核心总数而得出。
物理主机和虚拟主机使用的核心数计算方法是不同的。在物理主机上部署的产品
中，针对产品所使用的实际核心数计算待许可核心数值。在物理主机上，所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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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核心数相同。例如，在物理主机上有八个已使用的核心，并且您在该主机上
安装了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要计算该主机的每核心值，这两个
产品使用的全部八个核心都必须考虑在内。实际上，在物理主机上的同一操作系统
内运行的所有产品已使用的核心数都相同。
对于虚拟化服务器，产品的待许可核心数值将计算为以下两者的最小值：
■

分配到与该特定虚拟化服务器关联的虚拟机的虚拟 CPU 数。

■

该虚拟化服务器上的总核心数。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VMware 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 Solaris LDOM 虚拟化服务器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2 页的“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请参见第 443 页的“关于 IBM LPAR 的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关于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可以使用特定于操作系统的命令查找主机特性。其中包括主机的品牌和型号、处理
器类型和处理器计数。虽然您可以发现大多数主机的硬件信息，但可能查不到某个
主机的所有特性。这种情况下称之为“未知层”。
使用分配价格层功能可以向未知主机分配价格层。这消除了手动查找主机特性的需
求。
可通过选择服务器价格层、处理器价格层、操作系统价格层或 Symantec Performance
Value Unit (SPVU) 价格层来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请参见第 445 页的“手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关于许可证部署策略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可以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以便管理
数据中心内的许可证部署。
您可以定义一个风险阈值和一个特定许可证的一个故障阈值。如果在数据中心内部
署的许可证数超过风险阈值，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生成一条
警告。如果部署的许可证数超过故障阈值，也会生成该警报。您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上查看警报。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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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您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使用上传的价格层信息自动向单
个主机或多个主机分配价格层。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自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Licensing (SFHA 授权许
可)”。

2

单击“Deployment Details (部署详细信息)”选项卡。

3

在部署详细信息列表中，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Assign price tier (分配价
格层)”>“Automatically (自动)”。

4

在“Assign price tier automatically (自动分配价格层)”向导面板中，验证已
选择的主机。单击“OK (确定)”。

5

在“Assign price tier automatically - Result (自动分配价格层 - 结果)”面板
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44 页的“关于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手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您可以通过选择服务器、处理器类型、操作系统或 Symantec Price Value Unit
(SPVU) 价格层来手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手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FHA Licensing (SFHA 授
权许可)”。

2

单击“Deployment Details (部署详细信息)”选项卡。

3

在部署详细信息列表中，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Assign price tier (分配价
格层)”>“Manually (手动)”。

4

在“Assign price tier manually - Select tier values (手动分配价格层 - 选择
层值)”面板中，指定所需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446 页的““Select tier values (选择层值)”面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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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Assign price tier manually - Select hosts to apply same tier values
(手动分配价格层 - 选择要应用相同层值的主机)”面板中，选择主机，然后单
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447 页的““Select hosts to apply same tier values (选择主机以应用同
一层值)”面板的选项”。

6

在“Assign price tier manually - Result (手动分配价格层 - 结果)”面板中，
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44 页的“关于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Select tier values (选择层值)”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将最新价格层手动分配到已部署许可证的主机。
您可以查看所选主机的主机名、平台、CPU 型号和服务器型号详细信息。
注意：并非所有信息都适用于所选的主机。您可以从适用于主机的信息下拉框中指
定值。
表 27-2

“Select tier values (选择层值)”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rver tier (服务器层)

选择适当的服务器价格层。服务器价格层使用字母 A 到 N 来
表示。
服务器价格层适用于 Solaris、HP-UX 和 AIX 平台。

Processor tier (处理器层)

选择适当的处理器类型价格层。处理器价格层表示为层 1、
层 2、层 3 以及层 4。
处理器价格层适用于所有支持的平台。

OS tier (操作系统层)

选择适当的操作系统价格层。操作系统价格层表示为级别 1、
级别 2 和级别 3。
操作系统价格层适用于 Windows 平台。

SPVU

为主机的每个处理器核心输入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SPVU)
的值。

Show hosts having similar 仅当所选主机在数据中心内具有相似的主机（基于品牌、型
configuration (显示具有相似 号、处理器或操作系统）时，才会显示此复选框。
配置的主机)

请参见第 445 页的“手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446

管理许可证
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请参见第 447 页的““Select hosts to apply same tier values (选择主机以应用同一层
值)”面板的选项”。

“Select hosts to apply same tier values (选择主机以应用同一层值)”
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可以基于制造商、型号、处理器或操作系统选择类似主机。
您可以查看主机名、平台、服务器层、处理器层、操作系统层以及每台主机 SPVU
值等详细信息。
选择要应用同一层值的主机。
请参见第 445 页的“手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请参见第 446 页的““Select tier values (选择层值)”面板的选项”。

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通过该策略可在数据中
心的许可证部署中收到各种类型的警报。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Licensing (SFHA 授权许
可)”。

2

单击“Deployment policy (部署策略)”选项卡。

3

单击“Create policy (创建策略)”。

4

在“Create policy - Details (创建策略 - 详细信息)”向导面板中，输入详细信
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5

在“Create policy - Result (创建策略 -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49 页的“修改许可证部署策略”。
请参见第 450 页的“删除许可证部署策略”。

“Create policy - Details (创建策略 - 详细信息)”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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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3

“Create policy - Details (创建策略 - 详细信息)”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Policy name (策略名称)

指定部署策略的名称。可以在以后使用该名称来识别部署策
略。例如，策略名称可帮助您识别警报消息中的策略。

Platform (平台)

选择部署许可证所基于的平台。

Tier type (层类型)

根据要在其上部署许可证的平台，选择下列价格层类型之一：
■

SPVU

■

“Server (服务器)”层

■

“OS (操作系统)”层

■

每个核心

■

“Processor (处理器)”层

以下是平台及其层类型的列表：
■

■

Solaris、HP-UX 和 AIX ■ 对于 7.x 之前的许可证版本 - SPVU、服务器层和处理
器价格层
■ 对于 7.x 之后的许可证版本 - 服务器层和每核心授权
许可
Linux ■ 对于 7.x 之前的许可证版本 - SPVU 和处理器价格层
■

■

Tier value (层值)

对于 7.x 之后的许可证版本 - 每核心授权许可

Windows ■ 对于 7.x 之前的许可证版本 - SPVU、处理器层和操作
系统价格层
■ 对于 7.x 之后的许可证版本 - 每核心授权许可

根据所选平台从以下价格层进行选择。
■

“Processor (处理器)”层 - 层 1、层 2、层 3 和层 4。

■

“Server (服务器)”层 - 字母 A-N。

■

“OS (操作系统)”层 - 级别 1、级别 2 和级别 3。

注意：此字段不适用于 SPVU 层类型。
Product name (产品名称)

选择要为其创建部署策略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Product edition (产品版本)

选择要为其创建部署策略的产品的版本类别。

Product version (产品版本) 选择要为其创建部署策略的产品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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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Risk threshold (风险阈值)

输入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必须为其生成警
告的许可证部署的数量。
如果已选择 SPVU 作为层类型，则必须在此字段中指定 SPVU
数。

Fault threshold (故障阈值)

输入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必须为其生成警
报的许可证部署的数量。
如果已选择 SPVU 作为层类型，则必须在此字段中指定 SPVU
数。
如果您选择了每核心授权许可作为层类型，则需要在此字段
中指定待许可核心的数量。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修改许可证部署策略
只能修改已创建的许可证部署策略的风险阈值和故障阈值。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修改许可证部署策略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选择“Licensing (SFHA 授权)”。

2

单击“Deployment policy (部署策略)”选项卡。

3

右键单击策略，然后选择“Edit thresholds (编辑阈值)”。

4

在“Edit thresholds - Details (编辑阈值 - 详细信息)"向导面板中，修改“Risk
threshold (风险阈值)”和“Fault threshold (故障阈值)”字段中的值，然后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449 页的““Edit threshold - Details (编辑阈值 - 详细信息)”面板的选项”。

5

在“Edit thresholds - Result (编辑阈值 -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请参见第 450 页的“删除许可证部署策略”。

“Edit threshold - Details (编辑阈值 - 详细信息)”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修改您为许可证部署策略定义的“Risk threshold (风险阈值)”
和“Fault threshold (故障阈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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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编辑的策略没有名称，则可以在此面板中为策略提供名称。
表 27-4

“Edit threshold - Details (编辑阈值 - 详细信息)”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Policy name (策略名称)

显示已提供的策略名称。
如果要编辑的策略没有名称，则可以在此字段中为策略提供
名称。

Platform (平台)

显示在您创建策略时已选择的平台。

Tier type (层类型)

显示在您创建策略时已选择的层类型。

Tier value (层值)

显示在您创建策略时已选择的层值。

Product name (产品名称)

显示在您创建策略时已选择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Product edition (产品版本)

显示在您创建策略时已选择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版
本。

Product version (产品版本) 显示在您创建策略时已选择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版本
号。
Risk threshold (风险阈值)

修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必须为其生成警
告的许可证部署的数量。

Fault threshold (故障阈值)

修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必须为其生成警
报的许可证部署的数量。您必须验证数据中心内的许可证部
署情况。

请参见第 449 页的“修改许可证部署策略”。

删除许可证部署策略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许可证部署策略。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删除许可证部署策略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Licensing (SFHA 授权许
可)”。

2

单击“Deployment policy (部署策略)”选项卡。

3

右键单击策略以显示快捷菜单，然后单击“Delete policy (删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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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Delete policy (删除策略)”向导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5

在“Delete policy - Result (删除策略 -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请参见第 449 页的“修改许可证部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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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部署信息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查看数据中心内 SFHA 许可证的概述

■

查看部署详细信息

■

查看数据中心内的部署策略详细信息

■

查看 VOM 部署报告

查看数据中心内 SFHA 许可证的概述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此视图为您提供了在数据中心内部署的许可证
的概述。您可以查看以下表和图表：
■

“Host Deployment Summary (主机部署摘要)”表
表 28-1

■

“License Deployment Summary (许可证部署摘要)”表
表 28-2

■

“Product deployment summary (产品部署摘要)”图表
在此图表中，您可以查看按版本部署的产品。将鼠标指针悬停在该图表上可查
看产品版本和部署数。

表 28-1
字段

Host deployment summary (主机部署摘要)
说明

Total hosts having licenses (具有许可证的 显示数据中心内已部署产品许可证的主机数
主机总数)
量。
Virtual hosts having licenses (具有许可证 显示数据中心内已部署产品许可证的虚拟主
的虚拟主机数)
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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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Hosts having improper licensing (授权许
可错误的主机数)

显示已部署许可证有重叠功能的主机数量。
可以整合这些许可证。
例如，如果主机上安装了 Volume Replicator
Standard 版本和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Enterprise 版本，
可以将 Volume Replicator 的许可证与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with
Volume Replicator 许可证整合。
还会显示具有同一产品的多个许可证的主机，
以及已启用分布式站点管理 (DSM) 功能但不
具备 Storage Foundation HA/DR 的许可证的
主机。

表 28-2

License deployment summary (许可证部署摘要)

字段

说明

Total licenses (许可证总数)

显示在数据中心内部署的许可证总数。

Chargeable licenses (可付费的许可证数)

显示可付费的已部署许可证总数。
请参见第 454 页的“关于可付费部署许可证”。

Non-chargeable licenses (不可付费的许可 显示不可付费的已部署许可证总数。
证数)
Expired licenses (过期许可证)

显示数据中心内过期许可证的数量。

Violated policies (违反的策略数)

显示违反的部署策略的数量。

如果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至少将 Guest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则可以
查看与主机相关的此信息。
查看数据中心内 SFHA 许可证的概述
◆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FHA Licensing (SFHA 授
权许可)”。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许可证”。
请参见第 454 页的“查看部署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55 页的“查看数据中心内的部署策略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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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付费部署许可证
部署许可证是否可付费取决于许多因素，如许可证类型、版本类别、版本以及许可
证的功能集。
如果在主机上部署了一个许可证，该许可证将始终标记为可付费许可证。
请考虑以下情况，一个主机针对同一产品（但版本或版本类别不同）具有多个冗余
许可证：
■

如果某台主机针对版本类别不同但是版本相同的同一个产品具有多个许可证，
则会将版本类别最高的许可证标记为可付费许可证。例如，如果主机上部署了
Storage Foundation 5.0 Standard 版本和 Storage Foundation 5.0 Enterprise 版
本，则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版本为可付费。

■

如果某台主机针对版本不同但是版本类别相同的同一个产品具有多个许可证，
将会根据相应的软件包版本将许可证标记为可付费许可证。例如，如果在其中
一台主机上部署了 Storage Foundation 5.0 Standard 和 Storage Foundation 5.1
Standard，并且该主机上安装了 VRTSvxvm 5.0 软件包，则 Storage Foundation
5.0 Standard 的许可证为可付费许可证。

■

如果某台主机针对版本和版本类别都不同的同一个产品具有多个许可证，则版
本类别最高的许可证为可付费许可证。例如，如果部署了 Storage Foundation
4.1 Enterprise 和 Storage Foundation 5.0 Standard，则 Storage Foundation
4.1 Enterprise 为可付费许可证。

如果某台主机部署了版本和版本类别都不同的多个产品，则会将找到其产品凭证的
许可证标记为可付费许可证。否则，具有最高位许可证的产品为可付费。
许可证功能集的重叠也可确定许可证的责任。例如，如果主机上安装了 Volume
Replicator Standard 版本和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Enterprise 版本，
则会将这两个许可证都标记为可付费许可证，并且将该主机标记为“Host having
improper licensing (授权许可错误的主机)”。
所有重要的产品许可证（例如 ApplicationHA 许可证或数据库许可证）始终为可付
费许可证。
请参见第 452 页的“查看数据中心内 SFHA 许可证的概述”。

查看部署详细信息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此视图为您提供了数据中心内某台主机上安装
的许可证的概述。您可以查看版本类别、版本、SPVU，并检查该许可证是否可付
费。您可以查看许可证的详细信息，例如密钥编号、序列号、到期日期、服务器价
格层、处理器价格层和操作系统层信息
您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下列任务：
■

自动分配价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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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分配价格层。

■

查看 SPVU。

■

查看子许可证。
此视图显示了通过父产品许可证安装的子许可证列表。

■

查看已启用的功能。
此视图显示了由父产品许可证启用的产品和功能列表。

如果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至少将 Guest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则可以
查看与主机相关的此信息。
查看数据中心内的部署详细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FHA Licensing (SFHA 授
权许可)”。

2

单击“Deployment Details (部署详细信息)”选项卡。

请参见第 454 页的“关于可付费部署许可证”。
请参见第 444 页的“关于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请参见第 445 页的“手动向主机分配价格层”。
请参见第 440 页的“关于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查看数据中心内的部署策略详细信息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此视图提供了数据中心内的部署策略的概述。
您可以查看策略的详细信息，例如策略名称、产品名称、版本类别、版本、层类
型、层、风险和故障阈值以及许可证部署总数。
您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下列任务：
■

创建策略。

■

编辑策略的风险阈值和故障阈值。

■

删除策略。

其中许可证超过故障阈值的部署策略将以红色突出显示。其中许可证超过风险阈值
的部署策略将以黄色突出显示。
通过在顶部的“Search (搜索)”文本框中输入策略名称或产品名称，可以对
“License deployment policies (许可证部署策略)”表进行过滤。
您也可以根据以下条件过滤该表：
■

有风险的策略

■

出现故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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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至少将 Guest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则可以
查看与主机相关的此信息。
查看部署策略详细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FHA Licensing (SFHA 授
权许可)”。

2

单击“Deployment Policy (部署策略)”选项卡。

3

在“Deployment Policy (部署策略)”选项卡中，查看许可证部署策略的详细
信息。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创建许可证部署策略”。
请参见第 449 页的“修改许可证部署策略”。
请参见第 450 页的“删除许可证部署策略”。
请参见第 444 页的“关于许可证部署策略”。
请参见第 452 页的“查看数据中心内 SFHA 许可证的概述”。
请参见第 454 页的“查看部署详细信息”。

查看 VOM 部署报告
此报告会提供连接至 Management Server 的主机信息以及它们是否拥有可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管理的 Veritas 产品。
概述部分会显示以下信息：
■

向 Management Server 报告的主机总数。

■

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Cluster Server、Application HA 或 Dynamic
Multipathing 的主机数量。

■

拥有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许可证的主机数量。

■

发现的物理交换机数量。

■

发现的物理光纤通道端口数量。

■

导出 NAS 共享的磁盘阵列数量。

■

未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Cluster Server、AppHA 或 Dynamic Multipathing
的主机数量。

■

拥有 Storage Foundation Standard 或 Storage Foundation Basic 许可证的主机
数量。

■

发现的虚拟交换机数量。

■

发现的虚拟光纤通道端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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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中可以查看主机名称、主机运行的操作系统以及主机类型。您可以查看配置类
型，如无代理主机、代理主机或无配置主机以及以下详细信息：
■

主机上是否安装了 Storage Foundation、Cluster Server、Dynamic Multipathing
或 Application HA。

■

主机上安装的 Storage Foundation、Cluster Server、Dynamic Multipathing 或
Application HA 的版本。此值可为 Enterprise、Standard 或 Basic。

您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下列任务：
■

订阅报告。

■

将报告另存为 CSV 文件。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如果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至少将 Guest 角色分配给您的用户组，则可以
查看与主机相关的此信息。
查看 VOM 部署报告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FHA Licensing (SFHA 授
权许可)”。

2

单击“Reports (报告)”选项卡。

3

单击“VOM Deployment Report (VOM 部署报告)”。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报告”。
请参见第 118 页的“预订报告”。
请参见第 117 页的“保存报告”。
请参见第 120 页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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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

关于测量的资源

■

关于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

为主机启用性能计量

■

为主机禁用性能计量

■

为虚拟化服务器启用性能计量

■

为虚拟化服务器禁用性能计量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

查看主机的性能图

■

查看磁盘的性能图

■

查看卷和文件系统的性能图

■

查看路径的性能图

■

查看启动器的性能图

■

查看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的性能图

■

查看虚拟化服务器路径的性能图

■

查看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

关于阈值设置

■

为对象添加阈值设置

监视性能
关于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

删除对象的阈值设置

■

为对象启用阈值设置

■

为对象禁用阈值设置

关于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各种资源的历史性能数据被收集在固定大小的二进制文件中。循环阵列中出现新数
据时将重写较旧的数据。衡量标准数量、数据插入频率、对象数量和汇总数据库会
影响二进制文件的大小。较高精密度的数据将压缩为较低精密度的数据。例如，收
集前 24 小时每隔 5 分钟的数据进行每日性能分析。对于每月性能分析，将使用每
两个小时对应的 5 分钟数据的平均值。对于每年性能日志，则使用每 24 小时对应
的 5 分钟数据的平均值。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测量的资源”。
请参见第 464 页的“关于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关于测量的资源
表 29-1 列出了测量的资源，以及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之前版
本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5.0 及更高版本之间的日志配置差异。
例如，要了解系统的 CPU 利用率百分比，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5.0 中，每 24 小时会进行 5 分钟测量；而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之前版本中，则是每周进行 5 分钟测量。
Windows 平台上的主机测量适用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6.0 及更
高版本。表 29-2 列出了 Windows 平台上测量的资源和日志配置。
在测量期间收集的数据用于生成资源的性能图表。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6.1 及更高版本中，此数据还可用于评估资源上定义的阈值设置。
需要安装 Control Host Add-on 6.1 及更高版本，才能为 VMware ESX 服务器和虚
拟机启用性能测量。需要安装 Storage Insight Add-on 6.1 及更高版本，才能为存储
阵列端口、适配器和磁盘阵列启用性能测量。要查看卷和磁盘的性能图，Storage
Foundation HA 产品必须安装在主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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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1

UNIX 主机的日志配置

资源

图表名称

主机

Available Memory (可 5 分钟/1 周
用内存) (KB)

5 分钟/1 天

Average CPU Load
(平均 CPU 负载)

1 天/1 年

CPU Utilization (CPU 不可用
利用率)（以百分比计
算）

5 分钟/1 天

主机

之前版本中的日志
配置

Swap in Rate (交换
率)（KB/秒）

版本 5.0 及以后版
本中的日志配置

2 小时/1 个月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Used Swap (已用交换
空间) (KB)
文件系统

卷

磁盘

Size/Used (大小/已用 6 小时/1 个月
空间) (KB)
1 天/1 年

6 小时/1 个月

Average Read/Write 1 分钟/6 小时
Latency (平均读取/写
5 分钟/1 天
入延迟)
2 小时/1 个月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入的字节数) 1 天/1 年
（以字节为单位）

1 分钟/6 小时

Average Read/Write 1 分钟/6 小时
Latency (平均读取/写
5 分钟/1 天
入延迟)
2 小时/1 个月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入的字节数) 1 天/1 年
（以字节为单位）

1 分钟/6 小时

1 天/1 年

5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5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460

监视性能
关于测量的资源

资源

图表名称

之前版本中的日志
配置

主机启动器

Average Read/Write 1 分钟/6 小时
Latency (平均读取/写
5 分钟/1 天
入延迟)
2 小时/1 个月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入的字节数) 1 天/1 年
（以字节为单位）

版本 5.0 及以后版
本中的日志配置
5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Read/Write Errors (读
取/写入错误数)
Read/Write Queue
Lengths (读取/写入队
列长度)
主机磁盘阵列

Average Read/Write 不可用
Latency for Host (主
机的平均读取/写入延
迟)

5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Average Bytes
Read/Written for Host
(主机的平均读取/写入
字节数)（以字节为单
位）
主机路径

Average Read/Write 不可用
Latency (平均读取/写
入延迟)

5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入的字节数)
（以字节为单位）
VMware ESX 服务器 Available Memory (可 不可用
和虚拟机
用内存) (KB)
CPU Utilization (CPU
利用率)（以百分比计
算）
Swap in Rate (交换
率)（KB/秒）
Used Swap (已用交换
空间) (KB)

5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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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图表名称

之前版本中的日志
配置

VMware ESX 服务器 Average Read/Write 不可用
启动器
Latency (平均读取/写
入延迟)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入的字节数)
（以字节为单位）
VMware ESX 服务器 Average Read/Write 不可用
磁盘阵列
Latency for Host (主
机的平均读取/写入延
迟)

版本 5.0 及以后版
本中的日志配置
5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5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入的字节数)
（以字节为单位）
VMware ESX 服务器 Average Read/Write 不可用
路径
Latency (平均读取/写
入延迟)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入的字节数)
（以字节为单位）
存储阵列 - 端口

IO Operations per
不可用
second (每秒 IO 操作
数)
IO Throughput per
second (每秒 IO 吞吐
量)

存储阵列 - 适配器

IO Operations per
不可用
second (每秒 IO 操作
数)
IO Throughput per
second (每秒 IO 吞吐
量)

5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30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30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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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图表名称

之前版本中的日志
配置

存储阵列 - 磁盘阵列

Average Read/Write 不可用
Latency for Host (主
机的平均读取/写入延
迟)

版本 5.0 及以后版
本中的日志配置
30 分钟/1 天
2 小时/1 个月
1 天/1 年

Average Bytes
Read/Written for Host
(主机的平均读取/写入
字节数)（以字节为单
位）
IO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秒 IO 操作
数)

表 29-2

Windows 主机的日志配置

资源

图表名称

版本 6.0 及以后版本中的
日志配置

主机

Available Memory (可用内存) 5 分钟/1 天
(KB)
2 小时/1 个月
Average CPU Load (平均
1 天/1 年
CPU 负载)
CPU Utilization (CPU 利用率)
（以百分比计算）
Swap in Rate (交换率)（KB/
秒）
Used Swap (已用交换空间)
(KB)

文件系统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5 分钟/1 天
(平均读取/写入延迟)
2 小时/1 个月
Bytes Read/Written (in bytes)
1 天/1 年
(读取/写入的字节数)（以字节
为单位）

卷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5 分钟/1 天
(平均读取/写入延迟)
2 小时/1 个月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
1 天/1 年
入的字节数) （以字节为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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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图表名称

版本 6.0 及以后版本中的
日志配置

磁盘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5 分钟/1 天
(平均读取/写入延迟)
2 小时/1 个月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
1 天/1 年
入的字节数) （以字节为单
位）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464 页的“关于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请参见第 481 页的“关于阈值设置”。

关于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表 29-3 描述了多种资源的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出于估计目的，“资源数”列中
的数据基于标准环境。“收集的衡量标准”列表示针对每种资源收集的衡量标准
数。例如，对于 DMP 路径，收集的衡量标准总数为 4 种：读取字节数、写入字节
数、平均读取时间和平均写入时间。
主机、卷、磁盘、文件系统、路径和启动器的数据日志均存储在托管主机中。虚拟
化服务器、虚拟机、路径和启动器的数据日志均存储在控制主机中。对于存储阵列
（端口、适配器和磁盘阵列），1 天的数据日志存储在发现主机中，而所有其他的
日志均存储在 Management Server 中。
注意：如果在高可用性环境下配置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则存
储阵列端口、适配器和磁盘阵列日志均保存在共享磁盘中。VMware ESX 服务器和
虚拟机日志也保存在共享磁盘中。
表 29-4 列出了 Windows 平台上主机、文件系统、卷和磁盘的数据日志的空间估
计。
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表 29-3
资源名称

资源数

主机、
1
VMware
1
ESX 服务
器和虚拟机
1

收集的衡
量标准数

收集间隔

收集持续
时间

大小 (KB) 单个对象
的大小
(KB)

5

5 分钟

1天

24

24

5

2 小时

1 个月

29

29

5

1天

1年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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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名称

收集的衡
量标准数

收集间隔

收集持续
时间

大小 (KB) 单个对象
的大小
(KB)

多径处理路 1000
径
1000

4

5 分钟

1天

18967

19

4

2 小时

1 个月

23477

24

启动器

4

9

5 分钟

1天

171

43

4

18

2 小时

1 个月

423

106

4

18

1天

1年

428

107

4

4

5 分钟

1天

76

19

4

8

2 小时

1 个月

8

2

4

8

1天

1年

190

46

100

3

5 分钟

1天

1423

14

100

3

1天

1年

1784

18

100

4

1 分钟

6 小时

2348

23

100

4

5 分钟

1天

1898

19

100

4

2 小时

1 个月

2348

23

100

4

1天

1年

2379

24

100

4

1 分钟

6 小时

2348

23

100

4

5 分钟

1天

1898

19

100

4

2 小时

1 个月

2347

23

100

4

1天

1年

2379

23

32

2

30 分钟

1天

304

9

32

4

2 小时

1 个月

751

23

32

4

1天

1年

761

24

8

2

30 分钟

1天

76

9

8

4

2 小时

1 个月

188

23

8

4

1天

1年

190

24

磁盘阵列

文件系统

卷

磁盘

存储阵列 阵列端口

存储阵列 适配器

资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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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名称

资源数

收集的衡
量标准数

收集间隔

收集持续
时间

大小 (KB) 单个对象
的大小
(KB)

存储阵列 磁盘阵列

1

1

30 分钟

1天

5

5

1

2

2 小时

1 个月

12

12

1

2

1天

1年

12

12

Windows 主机的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表 29-4
资源名称

资源数

收集的衡
量标准

收集间隔

收集持续
时间

大小 (KB) 单个对象
的大小
(KB)

主机

1

5

5 分钟

1天

24

24

1

5

2 小时

1 个月

29

29

1

5

1天

1年

30

30

100

4

5 分钟

1天

1898

19

100

4

2 小时

1 个月

2348

23

100

4

1天

1年

2379

24

100

4

5 分钟

1天

1898

19

100

4

2 小时

1 个月

2348

23

100

4

1天

1年

2379

24

100

4

5 分钟

1天

1898

19

100

4

2 小时

1 个月

2347

23

100

4

1天

1年

2379

23

文件系统

卷

磁盘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测量的资源”。

为主机启用性能计量
使用此选项可为主机启用性能计量。
如果主机的配置类型为无代理或无配置，则无法启用性能计量。您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中查看主机的配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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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为主机启用性能计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选择“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量)”，然后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467 页的“为主机禁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测量的资源”。
请参见第 464 页的“关于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为主机禁用性能计量
使用此选项可为主机禁用性能计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为主机禁用性能计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清除“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量)”复选框，并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66 页的“为主机启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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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测量的资源”。
请参见第 464 页的“关于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为虚拟化服务器启用性能计量
使用此选项可为 VMware、LDOM、KVM 和 Hyper-V 虚拟化服务器启用性能计量。
要启用 VMware 虚拟化服务器的性能计量，需要 Control Host Add-on 版本 6.1 或
更高版本。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虚拟化服务器或“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上为用户
组分配 Admin 角色。对虚拟化服务器的权限可以明确分配或从父组织继承。
为虚拟化服务器启用性能计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Servers (未分类的服务器)”
以查找虚拟化服务器。

3

右键单击虚拟化服务器，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选择“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量)”，并单击“OK (确
定)”。

请参见第 468 页的“为虚拟化服务器禁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测量的资源”。
请参见第 464 页的“关于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为虚拟化服务器禁用性能计量
使用此选项可为 VMware、LDOM、KVM 和 Hyper-V 虚拟化服务器禁用性能计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虚拟化服务器或“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上为用户
组分配 Admin 角色。对虚拟化服务器的权限可以明确分配或从父组织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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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拟化服务器禁用性能计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Servers (未分类的服务器)”
以查找虚拟化服务器。

3

右键单击虚拟化服务器，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清除“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量)”复选框，并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468 页的“为虚拟化服务器启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测量的资源”。
请参见第 464 页的“关于数据日志的空间估计”。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可以使用交互图来查看下列对象的性能。
表 29-5
透视图

对象

Server (服务器)

主机
磁盘
卷和文件系统
路径
启动器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
路径

Storage (存储)

磁盘阵列
阵列端口
适配器

469

监视性能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在托管主机上安装 Control Host Add-on 6.1 和更高版本，以查看上述对象的性能
图。安装 Storage Insight Add-on 6.1 和更高版本，以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
中查看阵列端口和适配器的性能图。
您可以选择一个对象并查看多个性能参数图。这些图为线形图。代表性能参数的线
以不同颜色表示。X 轴代表持续时间，Y 轴代表性能参数。为每个性能参数显示了
线性趋势线。线性趋势线通过在历史数据上拟合线来进行绘制。线性趋势不适用于
实时图表。
如果卷和磁盘的性能图由 VxVM 管理，则这些性能图可用。仅当路径（物理主机）、
启动器和磁盘阵列的性能图由运行 DMP 的物理主机管理时，这些性能图才可用。
仅当路径由运行 VxDMP 的虚拟化服务器管理时，虚拟化服务器路径的性能图才可
用。
可以对性能图执行以下操作：
■

指定想要查看选定对象的性能的持续时间。

■

在线形图上移动鼠标指针可查看性能数据。相对于鼠标指针在图上的位置，会
显示一个工具提示。

■

单击所需图例可暂时隐藏或显示线形图。

请参见第 470 页的“用于查看资源性能图的先决条件命令”。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查看主机的性能图”。
请参见第 472 页的“查看磁盘的性能图”。
请参见第 474 页的“查看卷和文件系统的性能图”。
请参见第 475 页的“查看路径的性能图”。
请参见第 477 页的“查看启动器的性能图”。
请参见第 478 页的“查看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的性能图”。
请参见第 479 页的“查看虚拟化服务器路径的性能图”。
请参见第 480 页的“查看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用于查看资源性能图的先决条件命令
表 29-6 列出了查看主机性能图所需的先决条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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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6

主机的先决条件命令

图表名称

先决条件命令

Available Memory (可用内存)

Solaris/Linux: vmstat
AIX: svmon
HP-UX: swapinfo

Swap in Rate (交换率)

VMware Guest/ESX: SWPR/S
Solaris: sar
AIX: vmstat
HP-UX: vmstat
Linux: sar

Used Swap (已用交换空间)

Solaris/AIX: swap
Linux: cat /proc/swaps
HP-UX: swapinfo
VMware: vSphere APIs

Size/Used (大小/已用空间)

vxlist

要查看运行 VxDMP 的 ESX 服务器的磁盘阵列、多径处理路径和启动器性能图，用
于配置 vCenter 发现的用户帐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Host\CIM\CIM Interaction (主机\CIM\CIM 交互)

要查看 VMware ESX 服务器和虚拟机的“Available Memory (可用内存)”、“CPU
Utilization (CPU 利用率)”、“Swap in Rate (交换率)”和“Used Swap (已用交
换空间)”性能图，用于配置 vCenter 发现的用户帐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Host\Configuration\Change Settings (主机\配置\更改设置)

请参见第 469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查看主机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主机的性能。可以针对不
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1 年）或基于实时数据查看主机
的性能。
表 29-7 列出了主机的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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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的性能图

表 29-7
性能图名称

说明

Available Memory (可用内存)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中的可用内存以及趋势。
Average CPU Load (平均
CPU 负载)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的 CPU 队列长度以及趋势。
对于 Windows 主机，此图形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上
等待 CPU 的线程以及趋势。

CPU Utilization (CPU 利用率)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的 CPU 利用率（以百分比表
示）以及趋势。
Swap in Rate (交换率)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的换入速率（KB/秒）以及趋
势。

Used Swap (已用交换空间)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所使用的交换空间以及趋势。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主机查看这些性能
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
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查看主机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选择主机，然后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持
续时间。

请参见第 469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请参见第 466 页的“为主机启用性能计量”。

查看磁盘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磁盘的性能。可以针对不
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1 年）或基于实时数据查看磁盘
的性能。
可以仅查看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的性能图，并查看该磁盘是否属于磁盘组。不
显示具有虚拟启动器的虚拟机的性能图表。
表 29-8 列出了磁盘的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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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8

磁盘的性能图

性能图名称

说明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磁盘的平均读取和写入延迟以及趋势。
(平均读取/写入延迟)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
入的字节数)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在磁盘上读取和写入的字节数（字节）
以及趋势。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主机查看这些性能
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
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查看与主机关联的磁盘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Disk Groups (磁盘组)”以查找磁盘组。

4

选择磁盘组，然后单击“Disk (磁盘)”选项卡。

5

在磁盘列表中，右键单击磁盘并选择“Performance (性能)”。使用下拉列表
来更改持续时间。

6

单击省略号可选择其他磁盘。只有磁盘为共享磁盘时，才会显示省略号。

查看与应用程序关联的磁盘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 (数据库)”。

3

选择数据库，然后单击“Disk (磁盘)”选项卡。

4

在磁盘列表中，右键单击磁盘并选择“Performance (性能)”。使用下拉列表
来更改持续时间。

5

单击省略号可选择其他磁盘。只有磁盘为共享磁盘时，才会显示省略号。

请参见第 469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请参见第 466 页的“为主机启用性能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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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卷和文件系统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卷和文件系统的性能。可
以针对不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1 年）或基于实时数据
查看卷的性能。您可以针对一个月或一年的持续时间查看文件系统的性能。对于
Windows 主机，可以针对 6 小时、24 小时、一周、一个月、一年的持续时间或基
于实时数据查看文件系统的性能。
如果在卷上装入文件系统，则可以通过卷性能图视图查看文件系统图。如果在卷上
没有装入任何文件系统，则仅显示卷性能图。
可以仅查看 Storage Foundation 卷的性能图，并查看该卷是否属于磁盘组。
表 29-9 列出了卷的性能图。
表 29-9

卷的性能图

性能图名称

说明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卷的平均读取和写入延迟以及趋势。
(平均读取/写入延迟)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
入的字节数)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在卷上读取和写入的字节数（字节）以
及趋势。

表 29-10 列出了文件系统的性能图。
表 29-10

文件系统的性能图

性能图名称

说明

Size/Used (大小/已用空间)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文件系统的大小和已用空间以及趋势。
此图仅对 UNIX 主机显示。

FileSystem -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文件系
统 - 平均读取/写入延迟)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文件系统的平均读取和写入延迟以及趋
势。
此图仅对本机 Windows 文件系统（FAT、FAT32、NTFS 和
ReFS）显示。

FileSystem - Bytes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在文件系统上读取和写入的字节数以及
Read/Write (文件系统 - 读取/ 趋势。
写入的字节数)
此图仅对本机 Windows 文件系统（FAT、FAT32、NTFS 和
ReFS）显示。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主机查看这些性能
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
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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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主机关联的卷和文件系统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以查找要查看其性能图的卷。

4

选择卷，然后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持续
时间。

5

单击文件系统图中的省略号可选择其他文件系统。只有文件系统为共享文件系
统时，才会显示省略号。

查看与应用程序关联的卷和文件系统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 (数据库)”。

3

选择数据库，然后单击“Volumes (卷)”选项卡。

4

在卷列表中，右键单击卷并选择“Performance (性能)”。使用下拉列表来更
改持续时间。

5

单击文件系统图中的省略号可选择其他文件系统。只有文件系统为共享文件系
统时，才会显示省略号。

请参见第 469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请参见第 466 页的“为主机启用性能计量”。

查看路径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路径的性能。可以针对不
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或基于实时数据查看路径的性能。
仅当路径由 DMP 或 VxDMP 管理时，才能查看该路径的性能图。不显示具有虚拟
启动器的虚拟机的性能图表。
表 29-11 列出了路径的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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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性能图

表 29-11
性能图名称

说明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路径的平均读取和写入延迟以及趋
(平均读取/写入延迟)
势。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
入的字节数)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在所选路径中读取和写入的字节数（字
节）以及趋势。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主机查看这些性能
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
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查看与主机关联的路径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Disk Groups (磁盘组)”。

4

单击某个磁盘。

5

在“Paths (路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路径，然后选择“Performance (性
能)”。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持续时间。

查看与应用程序关联的路径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依次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Database (数据库)”。

3

选择数据库，然后单击“Disk (磁盘)”选项卡。

4

单击某个磁盘

5

在“Paths (路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路径，然后选择“Performance (性
能)”。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持续时间。

请参见第 469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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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启动器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启动器的性能。可以针对
不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或基于实时数据查看启动器的
性能。
只有启动器由 DMP 或 VxDMP 管理时，才能查看启动器的性能图。不显示具有虚
拟启动器的虚拟机的性能图表。
表 29-12 列出了启动器的性能图。
表 29-12

启动器的性能图

性能图名称

说明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启动器的平均读取和写入延迟以及趋势。
(平均读取/写入延迟)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
入的字节数)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在启动器上读取和写入的字节数（字节）
以及趋势。

Read/Write Errors (读取/写入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启动器上的读取和写入错误数以及趋势。
错误数)
Read/Write Queue Lengths
(读取/写入队列长度)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启动器上的读取和写入队列长度以及趋
势。

注意：仅针对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 5.1 及更高版本显示
启动器的“Read/Write Errors (读取/写入错误数)”图和
“Read/Write Queue Lengths (读取/写入队列长度)”图。这
些图表仅适用于非虚拟化主机。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主机查看这些性能
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
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查看启动器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选择主机，然后单击“Initiators (启动器)”选项卡。

4

在启动器列表中，右键单击启动器并选择“Performance (性能)”。使用下拉
列表来更改持续时间。

请参见第 469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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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的
性能。可以针对不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1 年）或基于
实时数据查看性能。
可以查看 VMware 和 LDOM 虚拟化服务器以及 VMware 虚拟机的性能图。仅当
VRTSsfmh 软件包安装在 LDOM 和 LPAR 虚拟机上时，才可以查看这些虚拟机的
性能图。
表 29-13 列出了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的性能图。
表 29-13

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的性能图

性能图名称

说明

Available Memory (可用内存)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中的可用内
存 (GB) 以及趋势。
CPU Utilization (CPU 利用率)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上的 CPU 利
用率（百分比）以及趋势。
Swap in Rate (交换率)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的交换率
（KB/秒）以及趋势。

Used Swap (已用交换空间)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使用的交换
空间 (GB) 以及趋势。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虚拟化服务器查看
这些性能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查看 ESX 服务器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Servers (未分类的服务器)”
以查找虚拟化服务器。

3

选择虚拟化服务器，然后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使用下拉列表
来更改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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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虚拟机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Servers (未分类的服务器)”
以查找虚拟化服务器。

3

依次展开虚拟化服务器和“Virtual Machines (虚拟机)”以查找虚拟机。

4

选择虚拟机，然后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
持续时间。

请参见第 469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请参见第 466 页的“为主机启用性能计量”。

查看虚拟化服务器路径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虚拟化服务器路径的性能。
可以针对不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或基于实时数据查看
路径的性能。
仅当路径由 DMP 或 VxDMP 管理时，才能查看该路径的性能图。
表 29-14 列出了虚拟化服务器路径的性能图。
表 29-14

虚拟化服务器路径的性能图

性能图名称

说明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路径的平均读取和写入延迟以及趋
(平均读取/写入延迟)
势。
Bytes Read/Written (读取/写
入的字节数)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在路径中读取和写入的字节数（字节）
以及趋势。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虚拟化服务器查看
这些性能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查看虚拟化服务器路径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Servers (未分类的服务器)”
以查找虚拟化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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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虚拟化服务器，然后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选择磁盘

4

在“Paths (路径)”选项中，右键单击路径，然后选择“Performance (性
能)”。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持续时间。

请参见第 469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请参见第 478 页的“查看虚拟化服务器和虚拟机的性能图”。

查看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磁盘阵列的性能。可以针
对不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1 年）或基于实时数据查看
磁盘阵列的性能。
仅当从磁盘阵列置备到主机的存储由 DMP 或 VxDMP 管理时，才能查看磁盘阵列
的性能图。如果磁盘阵列由 Storage Insight Add-on 6.1 或更高版本发现，您也可以
查看性能图。
不显示具有虚拟启动器的虚拟机的“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for Host (主机
的平均读取/写入延迟)”和“Bytes Read/Written for Host (主机的读取/写入字节
数)”图。
表 29-15 列出了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表 29-15

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性能图名称

说明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的平均读取和写入延迟以及趋
for Host (主机的平均读取/写 势。
入延迟)
Bytes Read/Written for Host
(主机的读取/写入字节数)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的读取和写入字节数 (KB) 以及
趋势。

IO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的每秒 IO 操作数以及线性趋
秒 IO 操作数)
势。

注意：仅当您安装了 Storage Insight Add-on 6.1 或更高版
本时，才能查看此图
此图仅对 EMC Symmetrix、EMC CLARiiON、EMC VNX
（块）、NetApp 和 IBM XIV 阵列显示。
无法为实时数据提供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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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磁盘阵列查看这些
性能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
您也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查看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torage (存储)”透视图，然后在左
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Enclosures (未分类磁盘阵
列)”以查找磁盘阵列。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如果磁盘阵列为 EMC VNX（块），请展开“Components (组件)”以选择
“Block (块)”。

■

对于其他磁盘阵列，请跳至步骤 4。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持续时间。

5

单击省略号以选择主机。

请参见第 469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性能图”。

关于阈值设置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1，您可以在相应的对象上为表 29-16
中描述的衡量标准设置阈值。 违反该阈值条件时，将引发风险或故障。
托管主机版本必须为 6.1 或更高版本，才能在该主机上启用阈值设置，并且阈值设
置只有通过一个 Management Server 才能实现。无代理主机不支持阈值设置。您
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中查看主机的配置类型。
托管主机 5.x 和 6.x 版本具有以下默认阈值，但这些阈值不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上显示。
■

CPU 利用率 = 98 %

■

可用内存 = 102400 KB

如果违反这些默认阈值，将触发此风险严重性类型的警报。 但是，如果您在托管主
机版本 6.1 上定义了新阈值，则将重写默认值。
下表列出了您可以设置阈值的对象和衡量标准。还列出了对象的评估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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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衡量标准和评估间隔

表 29-16
对象

衡量标准

评估间隔

Host (主机)

CPU 利用率

5 分钟

可用内存
Average CPU Load (平均
CPU 负载)
与主机关联的磁盘、卷及 平均读取延迟
路径。
Average Write Latency
(平均写入延迟)

5 分钟

主机启动器

平均读取延迟

5 分钟

平均写入延迟

注意：在 Windows 主机上不支持主机

读取队列长度

在 UNIX/Linux 主机上，磁盘和卷的性
能统计信息每分钟收集一次。最后五个
示例用于阈值评估，如果任一示例违反
了阈值，则将触发警报。

启动器的阈值设置。

写入队列长度
读取错误
写入错误
群集和服务组

故障转移持续时间

发生故障转移事件时进行阈值评估。

按照表 29-16 中所述间隔收集对象的性能衡量标准采样值。如果任何所收集采样值
违反了为该衡量标准定义的任何阈值，将触发阈值定义中指定严重性的警报。
只有当收集的性能采样值没有违反为该性能衡量标准定义的任何阈值时，才会清除
该警报。
请参见第 482 页的“为对象添加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86 页的“删除对象的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89 页的“为对象启用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92 页的“为对象禁用阈值设置”。

为对象添加阈值设置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为对象设置阈值。如果违反该阈值，则
将引发相应的故障或风险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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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选择同一类型的多个对象，例如主机、卷或磁盘。选择多个对象时，将重
写之前设置的值。操作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具体取决于对象的数量。您可以
在“Recent Tasks (最近任务)”窗格中查看具体的状态。
您无法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中选择多个群集进行阈值设置。
对于一个群集，设置的阈值适用于该群集中的所有服务组，除非该阈值是针对某个
服务组显式定义的。
当在某个对象上设置多个阈值时，应该为衡量标准、运算符、阈值和所触发警报的
严重性类型（故障或风险）设置不同的值。
注意：确保在主机上启用了性能计量，以接收阈值违规警报（故障或风险）。
■

为主机添加阈值设置

■

为磁盘添加阈值设置

■

为卷添加阈值设置

■

为与主机关联的路径添加阈值设置

■

为主机启动器添加阈值设置

■

为群集添加阈值设置

■

为服务组添加阈值设置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为主机添加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单击“Add (添加)”以创建空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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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下列选项中进行选择。
衡量标准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衡量标准。

Operator

选择“>”或“<”。

Threshold (阈值)

输入阈值。

触发

选择“Fault (故障)”或“Risk (风险)”警
报严重性类型。

状态

显示阈值设置的状态。如果添加了新的衡
量标准，则状态默认为“Enabled (已启
用)”。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磁盘添加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单击“Disk (磁盘)”选项卡。

4

右键单击磁盘，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单击“Add (添加)”以创建空白行。

7

从这些选项中选择，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卷添加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以查找卷。

4

右键单击卷，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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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Add (添加)”以创建空白行。

7

从这些选项中选择，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与主机关联的路径添加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Disk Groups (磁盘组)”以选择磁盘组。

4

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

5

在“Paths (路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路径，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6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7

单击“Add (添加)”以创建空白行。

8

从这些选项中选择，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主机启动器添加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选择主机，然后单击“Initiators (启动器)”选项卡。

4

在启动器列表中，右键单击启动器并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单击“Add (添加)”以创建空白行。

7

从这些选项中选择，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群集添加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群集，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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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Add (添加)”以创建空白行。

6

从这些选项中选择，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要在群集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
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为服务组添加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单击“Add (添加)”以创建空白行。

6

从这些选项中选择，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要对服务组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
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
分配或继承。
请参见第 481 页的“关于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86 页的“删除对象的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89 页的“为对象启用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92 页的“为对象禁用阈值设置”。

删除对象的阈值设置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删除为对象设置的阈值。
■

删除主机的阈值设置

■

删除磁盘的阈值设置

■

删除卷的阈值设置

■

删除与主机关联的路径的阈值设置

■

删除启动器的阈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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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群集的阈值设置

■

删除服务组的阈值设置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删除主机的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选择要删除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

6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删除磁盘的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单击“Disk (磁盘)”选项卡。

4

右键单击磁盘，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删除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删除卷的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以查找卷。

4

右键单击卷，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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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删除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删除与主机关联的路径的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Disk Groups (磁盘组)”。

4

单击某个磁盘。

5

在“Paths (路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路径，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6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7

选择要删除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

8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删除启动器的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选择主机，然后单击“Initiators (启动器)”选项卡。

4

在启动器列表中，右键单击启动器并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删除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删除群集的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群集，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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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选择要删除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

6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要在群集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
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删除服务组的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删除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要对服务组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
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
分配或继承。
请参见第 481 页的“关于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82 页的“为对象添加阈值设置”。

为对象启用阈值设置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为对象启用阈值。
■

为主机启用阈值设置

■

为磁盘启用阈值设置

■

为卷启用阈值设置

■

为与主机关联的路径启用阈值设置

■

为启动器启用阈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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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群集启用阈值设置

■

为服务组启用阈值设置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为主机启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选择要启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Enable (启用)”。

6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磁盘启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单击“Disk (磁盘)”选项卡。

4

右键单击磁盘，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启用的衡量标准阈值设置，然后单击“Enable (启用)”。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卷启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以查找卷。

4

右键单击卷，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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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启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Enable (启用)”。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与主机关联的路径启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Disk Groups (磁盘组)”。

4

单击某个磁盘。

5

在“Paths (路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路径，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6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7

选择要启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Enable (启用)”。

8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启动器启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选择主机，然后单击“Initiators (启动器)”选项卡。

4

在启动器列表中，右键单击启动器并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启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Enable (启用)”。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群集启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群集，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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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选择要启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Enable (启用)”。

6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要在群集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
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为服务组启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启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Enable (启用)”。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要对服务组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
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
分配或继承。
请参见第 481 页的“关于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92 页的“为对象禁用阈值设置”。

为对象禁用阈值设置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为对象禁用阈值。
■

为主机禁用阈值设置

■

为磁盘禁用阈值设置

■

为卷禁用阈值设置

■

为与主机关联的路径禁用阈值设置

■

为启动器禁用阈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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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群集禁用阈值设置

■

为服务组禁用阈值设置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为主机禁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选择要禁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isable (禁用)”。

6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磁盘禁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单击“Disk (磁盘)”选项卡。

4

右键单击磁盘，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禁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isable (禁用)”。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卷禁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Volumes (卷)”以查找卷。

4

右键单击卷，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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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禁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isable (禁用)”。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与主机关联的路径禁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Disk Groups (磁盘组)”。

4

单击某个磁盘。

5

在“Paths (路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路径，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6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7

选择要禁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isable (禁用)”。

8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启动器禁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
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
查找主机。

3

选择主机，然后单击“Initiators (启动器)”选项卡。

4

在启动器列表中，右键单击启动器并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禁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isable (禁用)”。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为群集禁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右键单击群集，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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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选择要禁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isable (禁用)”。

6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要在群集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
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
为服务组禁用阈值设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集)”
以查找群集。

3

展开群集，然后展开“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4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6

选择要禁用的阈值设置，然后单击“Disable (禁用)”。

7

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要对服务组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
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
分配或继承。
请参见第 481 页的“关于阈值设置”。
请参见第 489 页的“为对象启用阈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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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

创建或修改业务应用程序

■

重命名业务应用程序

■

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

在数据中心内查看业务应用程序

■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概述

■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服务可用性

■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数据可用性

■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 SAN 连接性

■

关于 makeBE 脚本

■

使用 makeBE 脚本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

使用 makeBE 脚本导入业务应用程序

■

使用 makeBE 脚本导出业务应用程序

■

使用 makeBE 脚本更新业务应用程序

■

使用 makeBE 脚本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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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
应用程序
业务应用程序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构成管理单元的对象集
合。对象可以属于不同的类型。
业务应用程序的一个用例如下所示：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以发
现某些应用程序（例如某些数据库应用程序），并显示其相关对象的信息。如果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无法发现应用程序，您可以创建业务应用程
序。为此，可以使用基本对象创建应用程序的表示形式。例如，如果 MyApp 是唯
一使用特定磁盘组 MyAppDG 的应用程序，则 MyAppDG 磁盘组可以用作 MyApp
业务应用程序的基本对象。然后，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能够确定
该磁盘组的所有关联对象，并收集该数据以便在业务应用程序中进行监视。
创建业务应用程序时，可以选择以下一个或多个对象：
■

主机

■

卷

■

磁盘组

■

服务组

■

数据库

■

Exchange Server

您可以监视关联对象集的概括性状态和详细状态。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创建或修改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498 页的“重命名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499 页的“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499 页的“在数据中心内查看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00 页的“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概述”。

创建或修改业务应用程序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创建或修改业务应用程序。业务应用程序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构成管理单元的对象集合。对象可以属于
不同的类型。
可以在数据中心中创建多个业务应用程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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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Business Applications (业务应用程序)”并选择“Create Business
Application (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3

在“Create Business Application (创建业务应用程序)”向导面板中，输入业
务应用程序的名称并输入说明（可选）。选择一个或多个可用的对象类型：主
机、卷、磁盘组、服务组、数据库和 Exchange Server。单击“Next (下一
步)”。

4

在后续面板中，选择要添加到业务应用程序的对象。

5

检查“Summary (摘要)”面板上的信息，如果满意，单击“Next (下一步)”。
业务应用程序将在表中列出。要查看详细信息，双击表行。

修改业务应用程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Business Applications (业务应用程序)”。

3

右键单击业务应用程序并选择“Modify (修改)”。
如果要只修改业务应用程序的名称，使用“Rename (重命名)”选项更容易。

4

在“Modify Business Application (修改业务应用程序)”向导面板中，更改
全部所需信息，包括名称。单击“Next (下一步)”。

5

在后续面板中，选择要添加到业务应用程序的对象。

6

检查“Summary (摘要)”面板上的信息，如果满意，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重命名业务应用程序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重命名现有的业务应用程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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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业务应用程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Business Applications (业务应用程序)”。

3

右键单击业务应用程序，然后选择“Rename (重命名)”。

4

键入新名称和（可选)说明，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删除现有的业务应用程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Business Applications (业务应用程序)”。

3

右键单击业务应用程序，然后选择“Delete (删除)”。

4

单击“Yes (是)”继续进行删除。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在数据中心内查看业务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在数据中心内查看业务应用程序列表。
对于每个业务应用程序，您可以查看图形显示，其中显示了服务可用性、数据可用
性和 SAN 连接性的状态。通过将鼠标悬停在状态图标上，可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您可以查看与主机相关的此信息，前提是对于这些主机，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显式
分配或继承自父组织的 Guest 角色。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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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中心内查看业务应用程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在树中，单击“Business Applications (业务应用程序)”。

3

要查看状态概述，请将鼠标悬停在任何状态图标上。您可以双击业务应用程序
以了解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00 页的“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概述”。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概述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状态摘要。
“Overview (概述)”选项卡包括以下各项的状态面板：
■

■

■

“Service Availability (服务可用性)”：显示有关是否配置高可用性群集、是
否配置灾害恢复以及群集和相关对象的状态的信息，如下所示：
■

“Health (运行状况)”：由提供高可用性的服务组和群集的状态决定。

■

“Hidden Risks (潜在风险)”：由处于冻结状态的服务组或未启用的关键资
源决定。

■

“Stability (稳定性)”：由过去七天内的计划外故障转移数决定。

“Data Availability (数据可用性)”：显示有关复制和快照的信息并显示存储资
产的状态。
■

“Health (运行状况)”：由卷和文件系统、磁盘以及复制卷组 (RVG) 的状态
决定。

■

“Hidden Risks (潜在风险)”：由使用卷快照和文件系统副本的数据冗余量
决定。

■

“Stability (稳定性)”：仅在配置了 VVR 时才适用。稳定性由存储复制器日
志 (SRL) 延迟量决定。

“SAN Connectivity (SAN 连接性)”：显示是否为存储 I/O 路径配置了冗余的
相关信息。冗余包括主机级别的多径处理和交换机或交换结构级别的单一故障
点。交换机和交换结构信息的可用性取决于是否配置了 Fabric Insight Add-on。
■

“Health (运行状况)”：由交换机级别或交换结构级别的故障或处于多径处
理降级状态的磁盘决定。

■

“Hidden Risks (潜在风险)”：由未配置 I/O 冗余的磁盘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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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概述)”选项卡还包括一些图表（其中包括存储分布（按供应商）和存
储使用情况（原始、可用、占用））和活动日志。
您可以查看与主机相关的此信息，前提是对于这些主机，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显式
分配或继承自父组织的 Guest 角色。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概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Business Applications (业务应用程序)”。

3

选择业务应用程序，然后单击“Overview (概述)”选项卡。
有关状态面板中使用的衡量标准和计算的详细信息，请单击状态面板。要查看
使用的计算，请将鼠标悬停在详细信息面板中的信息图标上。

4

其他选项卡提供了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01 页的“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服务可用性”。
请参见第 502 页的“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数据可用性”。
请参见第 503 页的“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 SAN 连接性”。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服务可用性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与服务可用性相关的业务应用程序对
象的信息。
列出的对象可以包括：
■

群集

■

服务组

■

资源

您可以查看与主机相关的此信息，前提是对于这些主机，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显式
分配或继承自父组织的 Guest 角色。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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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服务可用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Business Applications (业务应用程序)”。

3

选择业务应用程序，然后单击“Service Availablity (服务可用性)”选项卡。
您可以双击群集以深化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前提是您可以访问
该透视图。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00 页的“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概述”。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数据可用性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与数据可用性相关的业务应用程序对
象的信息。
列出的对象可以包括：
■

数据库

■

Exchange Server

■

主机

■

启动器

■

磁盘组

■

卷

■

磁盘

■

复制

根据对象类型，图形显示所选对象的性能信息。例如，对于所选主机，图形显示平
均 CPU 负载和负载平均趋势。深化到主机病并查看其性能图时会获得相同的信息。
您可以查看与主机相关的此信息，前提是对于这些主机，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显式
分配或继承自父组织的 Guest 角色。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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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数据可用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Business Applications (业务应用程序)”。

3

选择业务应用程序，然后单击“Data Availability (数据可用性)”选项卡。
您可以深化到树中作为顶级对象提供的对象，包括主机、数据库或 Exchange
Server。要深化到某个对象，请双击该对象。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00 页的“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概述”。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 SAN 连接性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与 SAN 连接性相关的业务应用程序对
象的信息。
根据是否配置了 Fabric Insight Add-on，列出的对象可以包括：
■

路径

■

磁盘阵列

■

RAID 组

■

精简池

■

适配器

■

阵列端口

■

交换机

您可以查看与主机相关的此信息，前提是对于这些主机，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显式
分配或继承自父组织的 Guest 角色。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 SAN 连接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Business Applications (业务应用程序)”。

3

选择业务应用程序，然后单击“SAN Connectivity (SAN 连接性)”选项卡。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00 页的“查看业务应用程序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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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akeBE 脚本
使用 makeBE 命令行脚本，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用户可以使用
命令行执行各种与业务应用程序相关的操作。makeBE 脚本是通过 VRTSsfmcs 软件
包提供的，您需要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运行 makeBE 脚本。通过 vomadm 实用程
序，您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上运行
各种命令。makeBE 脚本即是其中一个命令。
使用 makeBE 脚本，您可以执行下列与业务应用程序相关的操作：
■

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

更新业务应用程序

■

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

从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中导入业务应用程序。您需要确保该 CSV 文件已包含
要添加到业务应用程序的对象的相关信息。

■

将业务应用程序的对象导出到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

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非活动群集节点（从属）中不支持 makeBE 命令。在非
高可用性环境中，托管主机中不支持 makeBE 命令。
请参见第 504 页的“makeBE 脚本中使用的对象”。
请参见第 505 页的“makeBE 脚本 CSV 文件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06 页的“makeBE 脚本参数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06 页的“makeBE 脚本的限制”。

makeBE 脚本中使用的对象
makeBE 脚本使用下列对象执行其与业务应用程序相关的操作：
■

基本对象：这些对象通常是在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
台创建业务应用程序时使用的所有对象。这些对象包括主机、数据库、磁盘组、
文件系统、服务组、磁盘阵列、群集和 Exchange Server。

■

makeBE CSV 文件：makeBE CSV 文件的每一行会一次或多次出现以下模式：
<BusinessApps_name>,<obj_type>,<obj_id>,<oper_type>,<optional
information column>

每一行都指示 makeBE 命令如何操作业务应用程序。每个 makeBE CSV 文件可能
包含多个行来创建业务应用程序。您可以使用一个 makeBE CSV 文件操作多个
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07 页的“使用 makeBE 脚本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08 页的“使用 makeBE 脚本导入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09 页的“使用 makeBE 脚本导出业务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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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10 页的“使用 makeBE 脚本更新业务应用程序”。

makeBE 脚本 CSV 文件详细信息
makeBE 脚本 CSV 文件的每一行会出现或多次出现以下模式：
<BusinessApps_name>,<obj_type>,<obj_id>,<oper_type>,<optional
information column>

例如
'BusinessApp1','host','{00120050-5680-5af4-0000-000094d5b73c}','I','system1.domain.com'

下表提供了有关 makeBE CSV 文件参数的详细信息：
表 30-1

makeBE 脚本 CSV 文件详细信息

<BusinessApps_name> 您可以使用 BusinessApps_name 来指示任何现有的业务应用程序或
新的业务应用程序。
此参数对于导入、导出以及用户定义的导入操作是通用的。
<oper_type>

指示对业务应用程序执行的操作类型。
■

■

I：此选项用于将对象添加到业务应用程序，或者更新对象（如果对
象已存在）。
D：此选项用于从业务应用程序中删除对象。

这些参数对于导入、导出以及用户定义的导入操作是通用的。
<obj_type> 和
<obj_id>

提供业务应用程序对象的说明。
■

<obj_type>=‘AE_description’，<obj_id>=业务应用程序的详细说明

上述参数对于导入、导出以及用户定义的导入操作是通用的。
但是，下列参数是导入和导出操作所特有的：
■

<obj_type>=’host’，<obj_id>=主机表中的 host_id

■

<obj_type>=’database’，<obj_id>=数据库表中的 db_id

■

<obj_type>=’diskgroup’，<obj_id>=磁盘组表中的 dg_id

■

<obj_type>=’filesystem’，<obj_id>=文件系统表中的 fs_id

■

<obj_type>=’servicegroup’，<obj_id>=服务组表中的 sg_id

■

<obj_type>=’enclosure’，<obj_id>=array_subsystem 表中的 enc_id

■

<obj_type>=’cluster’，<obj_id>=host_container 表中的 hc_id

■

<obj_type>=’exchange_server’，<obj_id>=exchange_server 表中
的 exch_id

以下参数特定于用户定义的导入操作：
■

<obj_type>=’host_name_pattern’，<obj_id>=正则表达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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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al
information
column>

如果提供了 export 选项，则此列将填入对象名。对于其他操作，将忽
略此列。
此选项是导入、导出以及用户定义的导入操作所共有的。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makeBE 脚本参数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上键入
下列命令来查看与 makeBE 脚本相关的参数：
perl vomadm makeBE --help

命令输出将显示三个在操作业务应用程序时可以执行的操作。支持的操作有 import、
export 和 user_defined_import。使用这些命令，您还需要指定 infile（CSV 文
件)，其中包含业务应用程序、其对象以及要对业务应用程序执行的操作类型的相关
信息。
vomadm makeBE[--import <infile> | --export <outfile> |
--user_defined_import <infile>]
infile：输入文件的完整路径
outfile：输出文件的完整路径
■

import：使用 import 选项可创建业务应用程序、在业务应用程序中添加对象以
及从选定的业务应用程序中删除对象。使用 import 选项还可以更新和删除现有
的业务应用程序。CSV 文件中所述的操作类型参数 (<oper_type>) 将决定操作
的类型。要将对象添加到业务应用程序，请将 <oper_type> 的值设置为 I，而对
于删除操作，请将该值设置为 D。

■

export：使用 export 选项可将业务应用程序的内容导出到 CSV 文件。此文件可
用于导入或验证。

■

user_defined_import：与 import 选项类似，您可以使用此选项添加或删除业务
应用程序对象。但该选项还可以提高业务应用程序操作的灵活性。例如，您可
以将 <obj_type> 指定为 host_name_pattern，将 <obj_id> 指定为“正则表达
式模式”。
例如，以下表达式会将以 vcs 开头的所有主机添加到 TestBA 业务应用程序中：
在本例中，“正则表达式模式”的值是 vcs.*。
'TestBA','host_name_pattern',vcs.*,'I',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makeBE 脚本的限制
本部分列出了 makeBE 脚本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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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无法使用 makeBE 脚本从 Management Server 导出单个业务应用程序对象。

■

不支持虚拟业务服务操作。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makeBE 脚本日志文件
下面列出了为 makeBE 操作生成的日志文件：
■

■

UNIX
■

/var/opt/VRTSsfmh/logs/vomadm.log

■

/var/VRTSsfmcs/SFMdb3.dblog

Windows
■

<appdirmh>/logs/vomadm.log

■

<appdircs>/logs/SFMdb3.dblog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使用 makeBE 脚本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 makeBE 脚本创建业务应用程序。要创建业务应用程序，需要使用
makeBE 脚本的 import 选项。import 选项使用现有的 CSV 文件创建业务应用程
序。CSV 文件的内容决定业务应用程序的对象。
使用 makeBE 脚本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1

以管理员或根用户身份登录到 Management Server。

2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运行以下命令：
■

对于 UNIX Management Server：/opt/VRTSsfmh/bin> perl vomadm
makeBE --import /tmp/Samplefile.csv

■

对于 Windows Management Server：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perl.exe vomadm makeBE --import
C:\tmp\Samplefile.csv

3

成功导入之后，业务应用程序将显示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

下面列出了用于业务应用程序创建操作的示例 CSV 文件。业务应用程序是包含主
机、磁盘阵列、数据库、磁盘组和文件系统的 TestBA。
'TestBA','host','{422e85ef-33e8-9257-2be9-704ff07a9d38}','I',
'TestBA','enclosure','EMC_CLARiiON_CK200082401064','I',
'EMC_CLARiiON_CK20008240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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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BA','database','MSSQL@win2k3-6\\SQL32BIT@
{0012001a-a03b-5952-0000-000038caa494}@-1107251074','I','TestDB'
'TestBA','diskgroup','{b932c8c8-b9d0-11e0-a90c-001aa03b5950}','I',
'win2k3-6-Dg0'
'TestBA','filesystem','\\?\\Volume{58ca12bd-11a6-11e0-9946-001aa03b5950}
\\','I','\\?\\Volume{58ca12bd-11a6-11e0-9946-001aa03b5950}\\'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使用 makeBE 脚本导入业务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 makeBE 脚本导入现有 CSV 文件的内容，以及创建业务应用程序。导入的
CSV 文件的内容决定业务应用程序的对象。
使用 makeBE 脚本导入业务应用程序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Management Server。

2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运行以下命令：
■

对于 UNIX Management Server：/opt/VRTSsfmh/bin> perl vomadm
makeBE --import /temp/Samplefile.csv

■

对于 Windows Management Server：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perl.exe vomadm makeBE --import
C:\temp\Samplefile.csv

下面列出了用于业务应用程序导入操作的示例 CSV 文件。业务应用程序是包含数
据库、主机、服务组、文件系统和存储磁盘阵列的 TestBA。
'TestBA','database','Sybase@nbk1@sybaseha@
{00020003-bae2-42d7-0000-000083e242d7}','I','nbk1'
'TestBA','host','{564dd88a-0ae2-a9bb-7854-b50e3e0376ee}','I',
'TestBA','servicegroup','VCSAppMonHBSG@ApplicationHA_pl8dom5-',
'I','VCSAppMonHBSG'
'TestBA','filesystem','{00120015-c5f4-2b83-0000-00004a2cf9a3}
\\Device\\Harddisk0\\Partition2','I',
'{00120015-c5f4-2b83-0000-00004a2cf9a3}\\Device\\Harddisk0\\Partition2'
'TestBA','enclosure','EMC_CLARiiON_CK200082401064',
'I','EMC_CLARiiON_CK20008240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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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BA','BusinessApps_description','Full description of the Business
Application','I',

成功导入之后，业务应用程序将显示在包含以上所列对象的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使用 makeBE 脚本导出业务应用程序
如果已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创建业务应用程序，则可以使用 makeBE
脚本的 export 选项将与业务应用程序相关的信息导出到 CSV 文件。
使用 makeBE 脚本导出业务应用程序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Management Server。

2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运行以下命令：
■

对于 UNIX Management Server：/opt/VRTSsfmh/bin> perl vomadm
makeBE --export /tmp/Samplefile.out

■

对于 Windows Management Server：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perl.exe vomadm makeBE --export
C:\temp\Samplefile.out

下面列出了在业务应用程序导出操作之后生成的示例 CSV 文件。业务应用程序是
包含三个主机和两个存储磁盘阵列的 TestBA。CSV 文件的最后一行包含业务应用
程序说明。
每个对象条目还包含其对象 ID。例如，每个主机条目包含其 host_id。对于第一个
主机条目，对象 ID 是 422e85ef-33e8-9257-2be9-704ff07a9d38。
'TestBA','host','{422e85ef-33e8-9257-2be9-704ff07a9d38}','I',
'TestBA','host','{4207f2c1-8538-115f-d3b0-80638d0b0f2d}','I',
'TestBA','host','{42070e20-1106-3042-99ea-428e38dea523}','I',
'TestBA','enclosure','EMC000287971357','I','EMC000287971357'
'TestBA','enclosure','EMC_CLARiiON_CK200082401064','I','EMC_CLARiiON_CK200082401064'
'TestBA','BA_description','Business Apps description.','I',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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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akeBE 脚本更新业务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 makeBE 脚本更新现有的业务应用程序。例如，添加或删除主机、服务
组、数据库、群集等等。使用 makeBE 脚本的 --user_defined_import 选项可指
定 CSV 文件，其中包含更新业务应用程序所需的信息。
使用 makeBE 脚本更新业务应用程序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Management Server。

2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运行以下命令：
■

对于 UNIX Management Server：/opt/VRTSsfmh/bin> perl vomadm
makeBE --user_defined_import /temp/Samplefile.out

■

对于 Windows Management Server：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perl.exe vomadm makeBE
--user_defined_import C:\temp\Samplefile.csv

下面列出了用于 user_defined_import 操作的示例 CSV 文件：
'ALL_Hosts','host_name_pattern',vom-.*,'I',
'ALL_Hosts','AE_description',' ','I',

注意：通过 --user_defined_import 选项，可以灵活地输入主机名模式。例如，
所有主机名均以 vom-.* 开头。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使用 makeBE 脚本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 makeBE 脚本删除现有业务应用程序。要删除业务应用程序，需要使用
makeBE 脚本的 import 选项。import 选项使用现有的 CSV 文件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CSV 文件中的 <oper_type> 参数（设置为 D）指示操作类型（删除）。
使用 makeBE 脚本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Management Server。

2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运行以下命令：
■

对于 UNIX Management Server：/opt/VRTSsfmh/bin> perl vomadm
makeBE --import /tmp/Samplefile

■

对于 Windows Management Server：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perl.exe vomadm makeBE --import
C:\tmp\Samplefile.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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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了用于删除操作的示例 CSV 文件。请注意，在 CSV 文件中定义的
<oper_type> 的值是 D。它表明对业务应用程序执行了删除操作。
'TestBA','BA_description','Business Application description','D',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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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扩展属性

■

设置对象上扩展属性的值

■

搜索对象以设置扩展属性值

■

修改对象上的扩展属性值

关于使用扩展属性
扩展属性是用户定义的附加属性，用于提供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对象的更多详细信息。对象的此相关信息是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所发现的有关该对象的详细信息的补充。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在对象上定义多个扩展属性。您可以使用扩展属性对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的对象进行搜索、过滤和排序。您还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管理扩展属性。
您可以定义一个扩展属性，然后将其与相关对象关联起来。将扩展属性与对象关联
时，需要为扩展属性设置值。
表 31-1 列出了支持扩展属性的对象类型以及这些对象所属的透视图。
表 31-1

支持扩展属性的对象类型

对象

透视图

主机、磁盘、磁盘组、卷、快照、Exchange Server (服务器)
Server、数据库
群集、服务组

Availability (可用性)

磁盘阵列、交换机、交换结构、交换结构区

Storage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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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透视图

虚拟化服务器、虚拟机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设置对象扩展属性的值：
■

通过在透视图中选择一个对象

■

通过在透视图中的数据中心中搜索和筛选对象

注意：有关添加扩展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设置对象上扩展属性的值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时，对于为相关透视图中的对象定义的扩展属性，
您可以为其设置扩展属性值。
表 31-2 列出了支持扩展属性的对象类型以及这些对象所属的透视图。
表 31-2

支持扩展属性的对象类型

对象

透视图

主机、文件系统、磁盘、磁盘组、卷、
Exchange Server

Server (服务器)

群集、服务组

Availability (可用性)

磁盘阵列、交换机、交换结构、交换结构区

Storage (存储)

虚拟化服务器、虚拟机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有关扩展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
配置指南》。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对象上或相关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对象上的
权限可以显式分配，也可以继承自父组织。
为一个或多个对象上的扩展属性设置值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未分类)”文件夹以查找对象。

3

右键单击对象，然后选择“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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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中，输入扩展属性的值。
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514 页的““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的选项”。

5

在“Set Extended Attributes - Result (设置扩展属性 - 结果)”面板中，单击
“Close (关闭)”。

“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为扩展属性指定值。
选中要输入值的扩展属性复选框。该值的最大长度可以为 256 个字符。

搜索对象以设置扩展属性值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搜索和过滤透视图中的对象，并设置扩展
属性值。
表 31-3 列出了支持扩展属性的对象类型以及这些对象所属的透视图。
表 31-3

支持扩展属性的对象类型

对象

透视图

主机、文件系统、磁盘、磁盘组、卷、
Exchange Server

Server (服务器)

群集、服务组

Availability (可用性)

磁盘阵列、交换机、交换结构、交换结构区

Storage (存储)

虚拟化服务器、虚拟机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有关扩展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
配置指南》。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相关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搜索对象以设置扩展属性值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选择“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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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向导面板中，输入搜索条件，
然后单击“Preview (预览)”（若要查看搜索结果）。
请参见第 515 页的““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的选项”。

4

单击“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

5

在“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中，输入扩展属性的值，
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514 页的““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的选项”。

6

在“Set Extended Attributes - Result (设置扩展属性 - 结果)”面板中，单击
“Close (关闭)”。

“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在透视图中搜索对象。
表 31-4

“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earch for (搜索)

选择要搜索的对象

Select columns (选择列)

选择要出现在搜索结果中的列。

Reset (重置)

单击此选项可清除选择。

Update (更新)

单击此选项可更新搜索结果中出现的列。

Attribute (属性)

选择要为其指定值的属性。

Condition (情况)

选择条件，例如“Starts With (开始于)”。

Value (值)

键入值。值字符串不区分大小写。

Add (添加)

单击此选项可向搜索查询添加其他参数。

Remove (删除)

单击此选项可从查询中删除。

Operator (操作员)

选择对新参数使用 AND 运算符还是 OR 运算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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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对象上的扩展属性值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时，对于为特定对象定义的扩展属性，您可以修
改之前为其设置的扩展属性值。可以从相关对象的详细信息视图中修改扩展属性的
值。
修改单个对象的扩展属性值时，现有值会显示。您需要重写现有值。选择多个对象
时，现有扩展属性值不会显示。
有关扩展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
配置指南》。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对象上或相关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对象上的
权限可以显式分配，也可以继承自父组织。
修改为对象上的扩展属性设置的值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转至透视图，并在左窗格中选择
“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未分类)”文件夹以查找对象。

3

在对象的详细视图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对象。

4

右键单击对象，然后选择“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

5

在“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中，修改值，然后单击
“OK (确定)”。
请参见第 514 页的““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面板的选项”。

6

在“Set Extended Attributes - Result (设置扩展属性 - 结果)”面板中，单击
“Close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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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策略检查

■

签名注册设置的工作方式

■

注册策略签名

■

注销签名

■

设置签名可调参数

■

运行手动策略扫描

■

启用或禁用策略签名

■

查看策略违规详细信息

■

查看或导出可用策略签名的列表

■

关于将自定义签名用于策略检查

关于策略检查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策略检查采用名为策略签名的各个规则来验
证数据中心配置是否符合预定义的标准。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包
含一组预定义的签名。您也可以创建自定义签名。
策略检查扫描会识别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环境中不符合指定标准
的资源。对于违规情况，您可以不断进行跟踪。策略检查有助于在错误和风险状况
变得更严重之前主动发出通知，以使您更好地识别和解决环境中的风险。
您可以选择要扫描的签名以及运行扫描的日程表。此过程称为注册签名。您也可以
按需运行扫描。执行扫描后可以查看违规结果。您可以临时启用或禁用签名。
扫描所需时间取决于运行策略检查时要检查的主机数量以及运行的签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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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安装 VRTSsfmh 软件包，您无法在 ESX 服务器和非全局区域上注册签名。
请参见第 518 页的“签名注册设置的工作方式”。
请参见第 519 页的“注册策略签名”。
请参见第 520 页的“注销签名”。
请参见第 520 页的“设置签名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521 页的“运行手动策略扫描”。
请参见第 522 页的“启用或禁用策略签名”。
请参见第 523 页的“查看策略违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24 页的“查看或导出可用策略签名的列表”。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关于将自定义签名用于策略检查”。

签名注册设置的工作方式
签名注册是选择要扫描的策略签名以及（可选）为运行扫描时间指定日程表的过
程。
根据您注册签名的位置，您可以确定签名扫描的范围，即要调度扫描哪些主机以确
定是否存在选定签名，如下所示：
■

从“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您可以按组织和按单个主机注册签名。

■

从“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您可以按组织和按单个群集注册签名。

按组织注册签名不仅有助于确保组织内的策略遵从性，而且更便于执行。
可以使用主机或群集的设置（不同于主机或群集所属组织其余部分使用的设置）来
注册签名。优先选择最新的注册设置。
因此，建议使用的顺序是首先在组织级别上注册签名。然后，可以根据需要在较低
（主机或群集）级别上修改签名设置。请注意，如果您稍后在组织级别上修改签名
设置，则组织设置将覆盖先前在较低级别上修改的任何设置。
某些签名具有可调参数。注册签名之后，您可以查看注册签名列表以识别具有可调
参数的任何签名，然后为可调参数设置值。与签名注册一样，可以在组织级别或主
机/群集级别上应用可调参数，并将优先选择最新设置。
默认情况下，启用已注册的签名。可以暂时禁用签名以便从扫描中排除它们。与其
他设置一样，可以在组织级别或主机/群集级别上启用或禁用签名，并将优先选择最
新设置。通过用于修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设置的适当权限，您
还可以启用或禁用数据中心的策略签名，同样会优先选择最新设置。
请参见第 519 页的“注册策略签名”。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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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策略签名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选择要扫描的策略签名，还可以选择指定
日程表以确定何时运行扫描。此过程称为签名注册。
根据您注册签名的位置，您可以确定签名扫描的范围，即要调度扫描哪些主机以确
定是否存在选定签名，如下所示：
■

从“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您可以按组织和按单个主机注册签名。

■

从“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您可以按组织和按单个群集注册签名。

要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
承的。要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
配或继承。
注册策略签名

1

2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群集

右键单击所选对象，然后单击“Policy Checks (策略检查)”>“Register
Policy Signatures (注册策略签名)”。
此菜单选项也可从“Registered Signatures (已注册签名)”选项卡中访问。

3

在“Select Signatures (选择签名)”面板中，选中要注册的可用签名旁的复选
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要指定扫描的日程表，请选择“Select schedule (选择日程表)”并指定日程表
详细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5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中查看信息。如果不想立即运行签名检查，可取消
选择该选项。单击“Finish (完成)”。
该签名在“Registered Signature (已注册签名)”选项卡中列出，状态为已启
用。
如果签名有可调参数（可以修改的默认设置），它们会在表中列出，您可以对
其进行修改。
请参见第 520 页的“设置签名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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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请参见第 518 页的“签名注册设置的工作方式”。

注销签名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注销策略签名。注销签名后，它将不再包含
在选定对象的未来策略扫描范围内。
要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
承的。要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
配或继承。
注销签名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群集

2

单击“Registered Signatures (已注册签名)”选项卡。

3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签名，然后单击“Unregister Signatures (注销签名)”。

4

确认要注销所选签名。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设置签名可调参数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部分策略检查签名可能有可调参数，它们是可
以进行修改的默认设置。注册一个策略检查扫描使用的签名后，可以修改可调参
数。如果签名有任何关联的可调参数，“Registered Signatures (已注册签名)”
选项卡的“Tunable Defaults (可调参数默认设置)”列中会显示默认的可调参数设
置。
可以在组织级别或主机、群集级别设置签名可调参数。如果先针对主机或群集设置
可调参数，然后针对组织设置可调参数，则采用最近的设置。
要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
承的。要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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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
配或继承。
设置签名可调参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群集

2

单击“Registered Signatures (已注册签名)”选项卡。

3

右键单击具有要修改的可调参数的签名行，然后单击“Set Tunables (设置可
调参数)”。

4

在“Set Policy Signature Tunables (设置策略签名可调参数)”面板中，输入
新的可调参数值并单击“OK (确定)”。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操作是否成功。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运行手动策略扫描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手动运行策略扫描。
策略扫描适用于“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的选定主机或“Availability (可用
性)”透视图上的选定群集。还可以对组织运行扫描。
要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
承的。要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
配或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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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手动策略扫描

1

2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群集

右键单击所选对象，然后单击“Policy Checks (策略检查)”>“Scan
Signatures Now (立即扫描签名)”。

3

确认开始扫描。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启用或禁用策略签名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启用或禁用策略签名。当您注册策略签名
时，默认情况下已将其启用。
您可以针对各个主机或群集或者按组织来启用或禁用各个签名。优先选择最新的设
置。
要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
承的。要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显式分
配或继承。
您还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中启用或禁用数据中心的策略签名。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和配置
指南》。
启用策略签名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群集

2

单击“Registered Signatures (已注册签名)”选项卡。

3

选择要启用的一个或多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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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键单击签名，然后单击“Enable Signatures (启用签名)”。

5

确认是否要启用签名。

禁用策略签名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群集

2

单击“Registered Signatures (已注册签名)”选项卡。

3

选择要禁用的一个或多个签名。

4

右键单击签名，然后单击“Disable Signatures (禁用签名)”。

5

确认是否要禁用签名。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查看策略违规详细信息
当托管主机上的配置选项不满足已注册策略签名为其设置的条件时，将出现策略违
规。通过策略签名扫描发现并报告违规。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显示通过策略签名扫描发现的违规的相关详细信息。您
可以查看“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所选主机的策略违规或“Availability (可用
性)”透视图中所选群集的策略违规。还可以查看某一组织的策略违规。
这些违规划分为以下类别。
表 32-1

策略违规的类别

类别

说明

All (全部)

基于先前五次扫描，列表显示了新违规和重复违规。

New (新建)

在当前扫描中不属于先前五次扫描的新策略违规。

Recurring (重复)

在先前五次扫描的一次或多次扫描中已发生并将在当前扫描
中继续发生的违规。

Resolved (已解决)

在先前五次扫描中发现的、不再发生的策略违规。

“Overview (概述)”选项卡包括有关签名名称、签名类别（例如，平台）、错误
数、警告数和违规总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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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包括违反的签名、出现违规的对象和违规详细信息。
注意：“Reports (报告)”视图中提供了“Policy Signature Scan Summary (策略签
名扫描摘要)”报告。
策略违规也会造成主机故障。数据中心的“Faults (故障)”选项卡提供了一个中心
视图，供您管理和监视相应透视图的所有故障（包括策略违规故障）。 对于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或者低于 6.1 版的托管主机上生成的故障，将会在 30 分钟
之内在控制台中显示电子邮件通知和故障。
您也可以设置规则来接收策略违规的脱机通知。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透视图中创建规则”。
您可以查看与主机（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或群集（在“Availability (可
用性)”透视图上）相关的此信息，前提是对于这些主机或群集，您的用户组至少具
有显式分配或继承自父组织的 Guest 角色。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透视图上分
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策略违规详细信息

1

2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主机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选择一个组织或群集

右键单击所选对象，然后单击“Policy Checks (策略检查)”>“Show Violation
Details (显示违规详细信息)”。

3

查看“Overview (概述)”选项卡上的概述信息。从其他选项卡中进行选择以了
解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查看或导出可用策略签名的列表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查看所有策略签名并将它们导出到文件中。
您必须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Settings (设置)”透视图拥有
适当的权限。
如果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则可以查看此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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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或导出可用策略签名的列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Policy Signatures (策略签名)”。

3

如果要将签名导出到文件中，单击窗口右上方的“Save (保存)”图标。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关于将自定义签名用于策略检查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以为策略检查添加自定义签名。可以
按照与使用随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的预定义签名相同的方式
使用自定义签名。您可以调度自定义签名以便在指定的各组主机上扫描。
必须将自定义签名脚本复制到 Management Server，并运行 pcreg 实用程序以安
装它。然后，必须将自定义签名脚本复制到要运行它的托管主机。此外，还可以使
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将一个或多个自定义签名脚本绑定到一个自定义解
决方案中，以便上传至 Management Server 数据库并部署到托管主机。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创建自定义签名脚本”。
请参见第 528 页的“安装自定义签名脚本”。
请参见第 528 页的“复制自定义签名脚本”。
请参见第 529 页的“删除自定义签名”。

创建自定义签名脚本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签名脚本，以便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进行
策略检查。创建脚本时，您可以使用任何编程语言。此外，自定义签名脚本可以具
有任何类型的代码。
在创建自定义签名脚本时，必须确保：
■

在成功时，脚本必须返回 0。

■

在出错时，脚本必须返回非 0 值。

在出错的情况下，脚本必须输出如下内容：

525

管理策略检查
关于将自定义签名用于策略检查

表 32-2

出现错误时的脚本输出

项目

值

RESULT_RC

以下任一退出码：
■

0 - 检查已通过。

■

1 - 检查失败并显示警告。

■

2 - 检查失败并显示错误。

■

100 - 不受支持或者无法运行检查。

RESULT_TXT

显示失败消息。

RESULT_REMEDY

显示可帮助解决问题的消息。

自定义签名脚本必须支持 --what 命令行参数，该参数可在使用 customized
signature script.pl --what 命令时确保以下输出：
表 32-3

命令输出：customized signature script.pl --what

项目

值

CHECK_ID

显示唯一值。此值可以是数字或字符串。
自定义签名的 CHECK_ID 和脚本文件名称需
要相同以正常运行。
例如： PC_VXVM_UNUSED_VOLUMES

CHECK_NAME

显示自定义签名的名称。

CHECK_DESCRIPTION

显示签名的说明。

CHECK_KEYWORDS

显示自定义签名所属的类别。
例如：
UTILIZATION,VXVM,PERFORMANCE,VCS

注意：使用 pcreg 实用程序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成功安装时，自定义签名必
须返回代码 0。它不得提供任何其他输出。
请参见第 527 页的“自定义签名脚本示例”。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关于将自定义签名用于策略检查”。
请参见第 528 页的“安装自定义签名脚本”。
请参见第 528 页的“复制自定义签名脚本”。
请参见第 529 页的“删除自定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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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策略检查”。

自定义签名脚本示例
以下是用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进行策略检查的自定义签名
脚本的示例。
注意：以下脚本示例是使用 PERL 创建的。
#!/opt/VRTSsfmh/bin/perl
BEGIN { @INC = ("/opt/VRTSsfmh/lib/modules"); }
use strict;
if ($ARGV[0] eq "--what")
{
print "CHECK_ID: PC_VXVM_UNUSED_VOLUMES\n";
print "CHECK_NAME: VxVM Unused Volumes\n";
print "CHECK_DESCRIPTION: Check to see if any VxVM volumes are unused.\n";
print "CHECK_KEYWORDS: UTILIZATION,UNIX,VXVM\n";
exit (0);
}
if($^O =~ /Win32/i)
{
print "RESULT_RC=100\n";
print "RESULT_TXT=Windows host detected\n";
print "RESULT_REMEDY=This check is intended only for unix hosts\n";\
exit(100);
}
my $exitcode = 0;
my @items = `/opt/VRTSsfmh/bin/vxlist -t stats vol`;
my $iocount = {};
foreach (@items) {
if(/^vol\s+(\S+)\s+(\S+)\s+(read|write)\s+(\S+)\s+/) {
my $name = $2."/".$1;
$iocount->{$name} += $4;
}
}
foreach (keys %$iocount) {
if($iocount->{$_}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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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print "RESULT_RC=2\n";
print "RESULT_TXT=VxVM volume $2 in disk group $1 may be unused.
It has performed no I/O since last reboot.\n";
print "RESULT_REMEDY=There may be data on the volume, such as an unmounted file
system.
If not, space can be reclaimed by deleting the volume,\n";
$exitcode = 2;
}
}
exit($exitcode);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创建自定义签名脚本”。

安装自定义签名脚本
将自定义签名脚本复制到 Management Server 后，必须安装自定义签名。确保脚
本为可执行格式。
要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安装自定义签名，可以使用可在以下位置找到的 pcreg
实用程序：
■

在基于 UNIX/Linux 的 Management Server 上 - /opt/VRTSsfmh/bin

■

在基于 Windows 的 Management Server 上 -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

使用以下语法，以便运行实用程序来安装自定义签名：
■

pcreg --script custom signature script

注意：提供自定义签名脚本的完整路径。
安装自定义签名后，必须将自定义签名脚本复制到希望在其上进行注册的托管主
机。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关于将自定义签名用于策略检查”。

复制自定义签名脚本
您必须确保自定义策略检查签名存在于要运行它的托管主机上。
必须将自定义脚本复制到以下位置：
■

在基于 UNIX/Linux 的托管主机上 - /opt/VRTSsfmh/lib/sign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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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于 Windows 的托管主机上 -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lib\signatures

您可以将自定义签名手动复制到托管主机。此外，可以使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将自定义签名推送到所需托管主机。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关于将自定义签名用于策略检查”。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创建自定义签名脚本”。
请参见第 528 页的“安装自定义签名脚本”。
请参见第 529 页的“删除自定义签名”。

删除自定义签名
要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删除自定义策略检查签名，可以运行
以下实用程序：
pcreg --id policy check id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关于将自定义签名用于策略检查”。

关于使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绑定自定义签名脚本
使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可以将一个或多个自定义策略检查签名脚本以
及安装脚本和卸载脚本绑定到 .sfa 存档。安装脚本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
的特定位置上传自定义签名脚本，并在托管主机上的特定位置复制自定义签名脚
本。为自定义签名创建加载项后，就可以使用“Deployment Management (部署管
理)”功能部署它。加载项的卸载脚本可以从 Management Server 和托管主机中删
除自定义签名。
有关使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的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加载项安装使用指南》。
请参见第 529 页的“自定义签名的 setup.pl 脚本示例”。
请参见第 530 页的“自定义签名的 unsetup.pl 脚本示例”。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关于将自定义签名用于策略检查”。

自定义签名的 setup.pl 脚本示例
以下是自定义签名的 setup.pl 脚本示例：
#!/opt/VRTSsfmh/bin/perl
BEGIN { @INC = ("/opt/VRTSsfmh/lib/modu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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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VRTS::AddOnInfo;
use File::Copy;
require File::Spec;
my
my
my
my

$store_dir = $ENV{'Store'};
$install_dir = VRTS::Paths::get_path("InstallDir");
$pcregutil = File::Spec->catfile($install_dir,"bin","pcreg");
$sigdir = File::Spec->catfile($install_dir,"lib","signatures");

# Creating array of signature files name
@signature_files = ("UnUsedVolumes.pl");
# Copy file under signatures directory
foreach $sigfile (@signature_files)
{
print "Copying script $sigfile to $sigdir\n";
copy($sigfile,$sigdir);
print "Making script executable\n";
my $pc = File::Spec->catfile($sigdir,$sigfile);
system("chmod +x $pc");
# Upload signature only on CS
if ( VRTS::AddOnInfo::is_CS() )
{
print "Uploading script\n";
my $cmd1 = VRTS::Util::make_command($pcregutil,"--script",$pc);
system($cmd1);
}
}
exit(0);

自定义签名的 unsetup.pl 脚本示例
以下是自定义签名的 unsetup.pl 脚本示例：
#!/opt/VRTSsfmh/bin/perl
BEGIN { @INC = ("/opt/VRTSsfmh/lib/modules"); }
use VRTS::AddOnInfo;
use File::Copy;
require File::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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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install_dir = VRTS::Paths::get_path("InstallDir");
my $sigdir = File::Spec->catfile($install_dir,"lib","signatures");
my $pcregutil = File::Spec->catfile($install_dir,"bin","pcreg");
# Creating array of signature files name and signature name
@signature_files = ("UnUsedVolumes.pl");
@signature_names = ("PC_VXVM_UNUSED_VOLUMES");
# Remove script on CS
if ( VRTS::AddOnInfo::is_CS() )
{
foreach $signame (@signature_names)
{
print "Remove signature $signame\n";
system("$pcregutil --id $signame");
}
}
# Remove signature from signature directory
foreach $sigfilename (@signature_files)
{
print "Remove script $sigfilename\n";
my $sigfile = File::Spec->catfile($sigdir,$sigfilename);
File::Path::rmtree("$sigfile");
}
exi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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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

禁用主机启动器上的 DMP 路径

■

禁用磁盘阵列上的 DMP 路径

■

禁用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DMP 路径

■

重新启用 DMP 路径

■

删除已完成的 DMP 维护事件记录

■

查看已完成 DMP 维护事件的输出和结果

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Dynamic Multi-Pathing 允许您通过不同的节点集引导与存储的通信，以实现故障转
移和负载平衡。当连接失败时，Dynamic Multi-Pathing 会自动将通信分布到备用路
径。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要在数据中心内的阵列端口或启动器上执行维护操作。例
如，升级已经在一个或多个启动器上安装的固件。您需要临时禁用将这些阵列端口
和启动器连接到存储的多径处理路径，并且在维护操作完成后重新启用这些路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您提供了通过在数据中心内选择阵列、虚
拟化服务器或启动器来禁用多径处理路径的选项。
在下列情况下，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会支持动态多径处理操作以及多径处理
路径发现功能：
■

物理主机已安装 Dynamic Multi-Pathing。

■

VMware ESX 服务器已安装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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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也支持 ESX 服务器的 EMC PowerPath/Virtual
Edition (VE)、Microsoft MPIO 以及 HP Native multipathing 的发现功能。对于这些
技术，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发现包括元节点下路径、路径计
数、活动路径计数和每条路径状态在内的多径处理信息。
在禁用路径之前，必须确保连接的资源具有到基础物理存储的备用路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您提供了验证关联的卷、磁盘组、主机和应用程
序的选项，上述各项当前使用通过选定的启动器或阵列端口连接的存储。您需要在
主机、磁盘阵列或虚拟化服务器上拥有管理权限才能执行这些路径维护操作。
注意：您不能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 Windows 托管主机
的路径。
请参见第 533 页的“禁用主机启动器上的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39 页的“禁用磁盘阵列上的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40 页的“禁用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DMP 路径”。

禁用主机启动器上的 DMP 路径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选择主机并禁用该主机上一个或多个启动
器的所有路径。
禁用主机启动器上的 DMP 路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选择所需的主机并单击右键，然后选择
“DMP Path Management (DMP 路径管理)”。

■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选择主机，并在“Initiators (启动器)”选
项卡下，选择所需启动器。右键单击启动器，然后选择“DMP Path
Management (DMP 路径管理)”。

■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转至“Solutions (解决方案)”部分，然
后单击“DMP Path Management (DMP 路径管理)”，接着在“Actions
(操作)”下单击“Start DMP Path Management (启动 DMP 路径管理)”。

2

在“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中，输入所需的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4 页的““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的选项”。

3

在下一个面板中，选择含有要禁用的 DMP 路径的一个或多个启动器。
请参见第 536 页的““Object selection (对象选择)”面板的选项”。

533

管理动态多径处理路径
禁用主机启动器上的 DMP 路径

4

在“Path Disable Confirmation (路径禁用确认)”面板中，查看 DMP 路径的
详细信息。要查看有关 DMP 路径与数据中心内其他存储资源的关系的信息，
请单击“View Associations Report (查看关联报告)”。单击“Disable (禁
用)”禁用所有列出的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37 页的““Path disable (路径禁用)”面板的选项”。

5

在“Paths Disabled (已禁用路径)”面板中，查看已禁用的路径和完成该操作
所运行的命令的详细信息。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保存和关闭配置并在日后重新启用 DMP 路径，请单击“Save and Close
(保存并关闭)”。
请参见第 538 页的“路径禁用输出摘要”。

■

要在维护操作完成后重新启用 DMP 路径，请单击“Next (下一步)”。此时
向导会提示您重新启用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41 页的“重新启用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32 页的“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以启动新的动态多径处理维护事件。该面板允许您为要启动的新 DMP
维护事件指定名称。
表 33-1
列出与创建主机的新 DMP 事件相关的选项。
表 33-2
列出与创建磁盘阵列的新 DMP 事件相关的选项。
表 33-3
列出与创建虚拟化服务器的新 DMP 事件相关的选项。
表 33-1

针对主机的“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
Case Name (事件名称)

要启动的新 DMP 维护事件的名称。

Description (说明)

针对新 DMP 维护事件要包括的其他信息。此字段为可选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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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选择含有要维护的启动器的主机。
如果选择了单个主机，则以下选项不适用。仅当从“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部分启动 DMP 维护事件时才会显示这些选项。
Name (名称)

主机的名称。

State (状态)

主机的状态。

IP address (IP 地址)

主机的 IP 地址。

Architecture (体系结构)

主机的体系结构，例如 PowerPC 和 SPARC。

Platform (平台)

主机使用的操作系统。

请参见第 533 页的“禁用主机启动器上的 DMP 路径”。
表 33-2

针对磁盘阵列的“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ew Case options (新事件选项)
Case Name (事件名称)

要启动的新 DMP 维护事件的名称。

Description (说明)

针对新 DMP 维护事件要包括的其他信息。此字段为可选
字段。

选择含有要维护的一个或多个阵列端口的磁盘阵列。
如果选择了单个磁盘阵列，则以下选项不适用。仅当从“Storage (存储)”透视图的
“Solutions (解决方案)”部分启动 DMP 维护事件时才会显示这些选项。
Name (名称)

磁盘阵列的名称。

Serial (序列号)

磁盘阵列的序列号。

Vendor (供应商)

磁盘阵列制造商的名称。

Product (产品)

阵列型号的名称。

Type (类型)

阵列的类型。

请参见第 539 页的“禁用磁盘阵列上的 DMP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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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针对虚拟化服务器的“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的选
项

字段

说明

New Case options (新事件选项)
Case Name (事件名称)

要启动的新 DMP 维护事件的名称。

Description (说明)

针对新 DMP 维护事件要包括的其他信息。此字段为可
选字段。

选择含有要维护的启动器的主机。
如果选择了单个主机，则以下选项不适用。仅当从“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的
“Solutions (解决方案)”部分启动 DMP 维护事件时才会显示这些选项。
Name (名称)

主机的名称。

State (状态)

主机的状态。

IP address (IP 地址)

主机的 IP 地址。

Architecture (体系结构)

主机的体系结构，例如 PowerPC 和 SPARC。

Platform (平台)

主机使用的操作系统。

请参见第 540 页的“禁用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DMP 路径”。

“Object selection (对象选择)”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以选择启动器（对于主机和虚拟化服务器）以及阵列端口或适配器
（对于磁盘阵列），以便执行 DMP 路径维护操作。
注意：对于磁盘阵列，如果安装了 Storage Insight Add-on，则会显示阵列端口。如
果未安装 Storage Insight Add-on，则会列出阵列端口全球名称 (WWN)。
表 33-4
列出 DMP 路径管理操作的启动器。
表 33-5
列出 DMP 路径管理操作的阵列端口。
表 33-6
列出 DMP 路径管理操作的虚拟化服务器的启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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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Select Initiators (选择启动器)”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启动器的名称。

Host (主机)

与启动器关联的主机。

Driver Version (驱动程序版本) 适用于启动器的驱动程序版本。
Firmware Version (固件版本)

启动器上使用的固件版本。

Vendor (供应商)

启动器的制造商。

请参见第 533 页的“禁用主机启动器上的 DMP 路径”。
表 33-5

“Select array port (选择阵列端口)”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阵列端口的名称

Array Port WWN (阵列端口
WWN)

阵列端口的全球名称。

请参见第 539 页的“禁用磁盘阵列上的 DMP 路径”。
表 33-6

针对虚拟化服务器的“Select Initiators (选择启动器)”面板的选
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启动器的名称。

Host (主机)

与启动器关联的主机。

Driver Version (驱动程序版本) 适用于启动器的驱动程序版本。
Firmware Version (固件版本)

启动器上使用的固件版本。

Vendor (供应商)

启动器的制造商。

请参见第 540 页的“禁用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DMP 路径”。

“Path disable (路径禁用)”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查看已经选择进行禁用的 DMP 路径的详细信息。您可以单击“View
Association Report (查看关联报告)”查看关于要禁用的 DMP 路径与其他存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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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关系信息。如果一条或多条路径不为操作所支持，则会单独列出它们。单击
“View Paths (查看路径)”查看此类路径的详细信息。
表 33-7

“Path disable (路径禁用)”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已经选择进行禁用的 DMP 路径的名称。

Status (状态)

已经选择进行禁用的 DMP 路径的当前状态。

Devices (设备)

路径所在磁盘的名称。

Active Paths (活动路径)

活动 DMP 路径的数量。

Host (主机)

已经选择进行禁用的 DMP 路径连接到的主机。

Initiator (启动器)

与 DMP 路径关联的启动器。

请参见第 533 页的“禁用主机启动器上的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39 页的“禁用磁盘阵列上的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40 页的“禁用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DMP 路径”。

路径禁用输出摘要
使用此面板可查看 DMP 路径禁用操作的输出摘要。
表 33-8

“Paths disable output summary (路径禁用输出摘要)”面板的选
项

字段

说明

Path Disable Operation Output Summary ■
(路径禁用操作输出摘要)
■

成功 DMP 命令的总数。

Command Details (命令详细信息)

■

在其上运行成功 DMP 命令的主机。

■

禁用的 DMP 路径的详细信息。

■

失败 DMP 命令的详细信息和失败的原因。

失败 DMP 命令的总数。

请参见第 533 页的“禁用主机启动器上的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39 页的“禁用磁盘阵列上的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40 页的“禁用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DMP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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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磁盘阵列上的 DMP 路径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选择磁盘阵列并禁用该磁盘阵列上一个或
多个阵列端口的所有路径。
在磁盘阵列上禁用 DMP 路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中，选择所需的磁盘阵列并单击右键，然后选
择“DMP Path Management (DMP 路径管理)”。

■

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中，转至“Solutions (解决方案)”部分，然
后单击“DMP Path Management (DMP 路径管理)”，接着在“Actions
(操作)”下单击“Start DMP Path Management (启动 DMP 路径管理)”。

2

在“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中，输入所需的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4 页的““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的选项”。

3

在“Specify Array Ports (指定阵列端口)”面板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阵列端口
以执行 DMP 维护。
请参见第 536 页的““Object selection (对象选择)”面板的选项”。

4

在“Path Disable Confirmation (路径禁用确认)”面板中，查看 DMP 路径的
详细信息。要查看有关 DMP 路径与数据中心内其他存储资源的关系的信息，
请单击“View Associations Report (查看关联报告)”。单击“Disable (禁
用)”禁用所有列出的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37 页的““Path disable (路径禁用)”面板的选项”。

5

在“Paths Disabled (已禁用路径)”面板中，查看已禁用的路径和完成该操作
所运行的命令的详细信息。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保存和关闭配置并在日后重新启用 DMP 路径，请单击“Save and Close
(保存并关闭)”。
请参见第 538 页的“路径禁用输出摘要”。

■

要在维护操作完成后重新启用 DMP 路径，请单击“Next (下一步)”。此时
向导会提示您重新启用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41 页的“重新启用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32 页的“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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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DMP 路径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选择虚拟化服务器并禁用该虚拟化服务器
上一个或多个启动器的所有路径。
禁用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DMP 路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中，选择所需的主机并单击右键，然
后选择“DMP Path Management (DMP 路径管理)”。

■

在“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中，转至“Solutions (解决方案)”部
分，然后单击“DMP Path Management (DMP 路径管理)”，接着在
“Actions (操作)”下单击“Start DMP Path Management (启动 DMP 路
径管理)”。

2

在“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中，输入所需的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4 页的““Define new case (定义新事件)”面板的选项”。

3

在下一个面板中，选择含有要禁用的 DMP 路径的一个或多个启动器。
请参见第 536 页的““Object selection (对象选择)”面板的选项”。

4

在“Path Disable Confirmation (路径禁用确认)”面板中，查看 DMP 路径的
详细信息。要查看有关 DMP 路径与数据中心内其他存储资源的关系的信息，
请单击“View Associations Report (查看关联报告)”。单击“Disable (禁
用)”禁用所有列出的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37 页的““Path disable (路径禁用)”面板的选项”。

5

在“Paths Disabled (已禁用路径)”面板中，查看已禁用的路径和完成该操作
所运行的命令的详细信息。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保存和关闭配置并在日后重新启用 DMP 路径，请单击“Save and Close
(保存并关闭)”。
请参见第 538 页的“路径禁用输出摘要”。

■

要在维护操作完成后重新启用 DMP 路径，请单击“Next (下一步)”。此时
向导会提示您重新启用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41 页的“重新启用 DMP 路径”。

请参见第 532 页的“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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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用 DMP 路径
您可以重新启用之前在维护操作中针对启动器、磁盘阵列或虚拟化服务器禁用的
DMP 路径。可通过以下方式重新启用 DMP 路径：
■

禁用 DMP 路径后立即重新启用。使用同一个向导面板重新启用已禁用的路径。

■

使用“Solution (解决方案)”部分上“Waiting Cases (等待的事件)”部分下适
用于 DMP 事件的“Resume Case and Re-Enable Paths (继续事件并重新启
用路径)”。对于启动器，请使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下的“Solution (解
决方案)”部分；对于磁盘阵列，请使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下的“Solution
(解决方案)”部分；而对于虚拟化服务器，请使用“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
视图下的“Solution (解决方案)”部分。

禁用后立即重新启用 DMP 路径

1

禁用阵列、启动器或虚拟化服务器上的 DMP 路径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8 页的“路径禁用输出摘要”。

2

在“Paths Re-Enable Confirmation (路径重新启用确认)”面板中，单击
“Re-Enable (重新启用)”。
请参见第 542 页的““Path re-enable (路径重新启用)”面板的选项”。

3

在“Path Enable Operation Output Summary (路径启用操作输出摘要)”面
板中，查看重新启用的 DMP 路径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43 页的“路径重新启用输出摘要”。

4

在“ DMP Maintenance Result Summary (Veritas DMP 维护结果摘要)”页
面中，查看当前路径和完成该操作所运行的命令的详细信息。单击“Close (关
闭)”。
请参见第 543 页的““DMP Maintenance Result Summary (DMP 维护结果摘要)”
面板”。

使用“Solutions (解决方案)”页面重新启用 DMP 路径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磁盘阵列，请转至“Storage (存储)”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
案)”页面。

■

对于启动器，请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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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虚拟化服务器，请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页面。

2

在“Waiting Cases (等待的事件)”部分下，选择所需的事件。单击右键，然
后选择“Resume Case and Re-Enable Paths (继续事件并重新启用路径)”。

3

在“Paths Re-Enable Confirmation (路径重新启用确认)”面板中，单击
“Re-Enable (重新启用)”。
请参见第 542 页的““Path re-enable (路径重新启用)”面板的选项”。

4

在“Path Enable Operation Output Summary (路径启用操作输出摘要)”面
板中，查看重新启用的 DMP 路径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43 页的“路径重新启用输出摘要”。

5

在“ DMP Maintenance Result Summary (Veritas DMP 维护结果摘要)”页
面中，查看当前路径和完成该操作所运行的命令的详细信息。单击“Close (关
闭)”。
请参见第 543 页的““DMP Maintenance Result Summary (DMP 维护结果摘要)”
面板”。

请参见第 532 页的“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Path re-enable (路径重新启用)”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已经选择进行重新启用的 DMP 路径的详细信息。
表 33-9

“Path re-enable confirmation (路径重新启用确认)”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已选择的 DMP 路径的名称。

Devices (设备)

路径所在磁盘的名称。

Active Paths (活动路径)

活动 DMP 路径的数量。

Host (主机)

已经选择进行启用的 DMP 路径连接到的主机。

Initiator (启动器)

与 DMP 路径关联的启动器。

请参见第 541 页的“重新启用 DMP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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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重新启用输出摘要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 DMP 路径重新启用操作的输出摘要。此向导面板显示以下
信息：
表 33-10

“Paths re-enable output summary (路径重新启用输出摘要)”面
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Path Enable Operation Output
Summary (路径启用操作输出摘要)

■

成功命令的总数。

■

失败 DMP 命令的总数。

Command Details (命令详细信息)

■

在其上运行成功 DMP 命令的主机

■

重新启用的 DMP 路径的详细信息

■

失败 DMP 命令的详细信息和失败的原因。

请参见第 541 页的“重新启用 DMP 路径”。

“DMP Maintenance Result Summary (DMP 维护结果摘要)”面板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已完成的动态多径处理 (DMP) 维护事件的总述。
此面板列出了下列详细信息：
■

受管理的 DMP 路径及其当前状态。

■

DMP 维护操作期间运行的所有命令及其结果。

表 33-11

DMP Maintenance Result Summary (Veritas DMP 维护结果摘
要)”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Current Path Status (当前路径状态)
Name (名称)

已完成状态管理的 DMP 路径的名称。

Status (状态)

DMP 路径的当前状态。

Device (设备)

与 DMP 路径相关联的磁盘设备。

Active Paths (活动路径)

活动路径的数量。

Host (主机)

与 DMP 路径相关联的主机。

Initiator (启动器)

与 DMP 路径相关联的启动器。

Array port (阵列端口)

与 DMP 路径相关联的阵列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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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All Commands Executed and Results (所有已执行命令和结果)
Disable Path Commands
Executed (已执行禁用路径命
令)

显示为禁用 DMP 路径而运行的命令的名称。

Enable Path Commands
Executed (已执行启用路径命
令)

显示为启用 DMP 路径而运行的命令的名称。

请参见第 541 页的“重新启用 DMP 路径”。

删除已完成的 DMP 维护事件记录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数据库会保留每个完成的 DMP 维护事件的
记录。如果您不希望长时间保留该记录，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将其从数据库中删除。
删除完成的 DMP 维护事件记录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磁盘阵列，请转至“Storage (存储)”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
案)”页面。

■

对于主机，请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
页面。

■

对于虚拟化服务器，请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页面。

2

在“Completed Cases (完成的事件)”部分下，选择所需的事件。单击右键，
然后选择“Delete Case (删除事件)”。

3

在“Delete Completed Case (删除已完成事件)”面板中，单击“Yes (是)”
进行确认。

请参见第 532 页的“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查看已完成 DMP 维护事件的输出和结果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您可以查看 DMP 路径的状态
和 DMP 维护过程中运行的命令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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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已完成 DMP 维护事件的输出和结果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磁盘阵列，请转至“Storage (存储)”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
案)”页面。

■

对于主机，请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
页面。

■

对于虚拟化服务器，请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页面。

2

在“Completed Cases (完成的事件)”部分下，选择所需的事件。单击右键，
然后选择“Show Case Output and Results (显示事件输出和结果)”。

3

在“ DMP Maintenance Result Summary (Veritas DMP 维护结果摘要)”页
面中，查看当前路径和完成该操作所运行的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43 页的““DMP Maintenance Result Summary (DMP 维护结果摘要)”
面板”。

请参见第 532 页的“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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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CVM 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监视和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CVM 群集

■

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关于监视和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CVM 群集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包括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这个组件。CVM 扩展了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Manager (VxVM) 的功能以增加对群集环境的支持。CVM 可以使群集节点同时访问
并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控制下的一组磁盘或 LUN。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可以监视 CVM 群集的相
关信息，并支持对群集对象（例如磁盘组、卷和磁盘）执行 Storage Foundation
(SF) 操作。
注意：无法在 Windows CVM 群集上执行针对群集共享类型的 SF 磁盘组的操作以
及针对此类磁盘组上的卷的操作。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中提供了类似视图。
表 34-1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监视和管理 CVM 群集

操作或查看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支持

查看全部 CVM 群集

通过树中的存储群集节点，您可以显示所有 CVM
群集的列表。 该表的列提供了顶级信息，例如该
群集是否支持灵活存储共享 (FS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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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或查看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支持

搜索 CVM 群集

全局搜索功能将群集作为一个对象包括在内。您可
以根据群集属性创建搜索查询并保存搜索查询。

查看每个群集中对象的详细信息

可以查看每个群集中对象的详细信息，包括：
■

主机

■

群集中所有主机的所有磁盘

■

磁盘组

■

卷和文件系统

■

应用程序

使用群集中所有主机的本地或部分共享
的存储

在支持 FSS 的群集和主机中，您可以通过群集的
磁盘视图导出或取消导出磁盘。 还可以通过主机
的磁盘视图执行此操作。

查看群集的所有主机中的共享和导出存
储的关联。

在群集的磁盘视图中，您可以按照磁盘对信息进行
分组，以显示不同主机的哪些磁盘是相同的。例
如，该视图显示通过 FSS 导出功能共享的导出磁
盘及相应的远程磁盘。
主机的磁盘视图在一个子选项卡上显示类似信息。

在群集中创建共享磁盘组或执行磁盘组
操作。

您可以通过树中的存储群集节点、所选群集或所选
群集主机创建共享磁盘组。 如果该群集支持 FSS，
则您可以为共享磁盘组启用 FSS 并添加导出的磁
盘。
主机视图支持的所有磁盘组操作也可以通过群集视
图执行。

在群集中执行卷和文件系统操作。

主机视图支持的所有卷和文件系统操作也可以通过
群集视图执行。

请参见第 547 页的“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请参见第 551 页的“关于灵活存储共享”。

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分配角色和权限的
主要对象是主机。可以将权限分配到该透视图、主机的组织或者各个主机。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包括 CVM 群集的单独视图。如果您的用户组在群集的
至少一个主机上分配有至少一个 Guest 角色，您可以查看该群集及其中主机的信
息。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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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在群集视图上下文或者主机上下文中右键单击 CVM 群集对象（例如，磁
盘和卷）执行操作。
要通过群集上下文执行多数 Storage Foundation 操作，需要拥有作为所选 CVM 群
集主节点的主机的 Admin 权限。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
的。所影响操作包括磁盘组、磁盘、卷和文件系统操作。
注意：由于主角色可能会更改，因此建议为所有群集节点分配 Admin 权限。
■

■

要通过群集视图中的主机执行以下操作，需要相关主机的 Admin 权限：
■

Create disk group (创建磁盘组)

■

Create Volume (创建卷)

■

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

■

Rescan Disks (重新扫描磁盘)

■

Refresh (刷新)

■

Move to (Organization) (转至（组织）)

■

DMP Path Management (DMP 路径管理)

■

Create extended attributes (创建扩展属性)

要在群集视图中的磁盘上执行以下操作，需要相关主机的 Admin 权限：
■

Reclaim thin storage (回收精简存储)

■

Disconnect (断开连接)

■

Offline (脱机)

■

Online (联机)

■

Export (导出)

■

Unexport (取消导出)

■

Resize (调整单位大小)

■

Rename (重命名)

■

Evacuate (迁移磁盘)

■

Replace (替换)

■

Recover (恢复)

■

Initialize (初始化为零)

■

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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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m

■

Set extended attributes (设置扩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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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灵活存储共享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实施灵活存储共享

■

关于灵活存储共享

■

灵活存储共享用例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灵活存储共享功能和支持

■

针对灵活存储共享导出和取消导出磁盘

■

在现有共享磁盘组中启用或禁用灵活存储共享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实施灵活
存储共享
要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实施灵活存储共享 (FSS)，请采用以
下过程。
表 35-1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实施灵活存储共享

任务

有关详细信息

了解 FSS 的要求和用例

请参见第 551 页的“关于灵活存储共享”。
请参见第 552 页的“灵活存储共享用例”。
请参见第 553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灵活存储共享功能
和支持 ”。

导出磁盘以用于支持 FSS 的群集

请参见第 553 页的“针对灵活存储共享导出和
取消导出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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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有关详细信息

创建启用 FSS 的共享磁盘组并添加导出的磁 请参见第 555 页的“在现有共享磁盘组中启用
盘
或禁用灵活存储共享”。
或者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在现有共享磁盘组上启用 FSS 并添加导出的
磁盘

关于灵活存储共享
灵活存储共享 (FSS) 是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的一项功能，可启用本地存储、群集范围内的网络共享。本地存储的
形式可以是直接连接存储 (DAS)，也可以是内部磁盘驱动器。网络共享存储通过使
用群集节点之间的网络互连启用。
FSS 允许网络共享存储与物理共享存储共存，逻辑卷可以使用两种类型的创建公共
存储名称空间的存储创建。使用网络共享存储的逻辑卷能够以透明方式为文件系统
和应用程序提供数据冗余、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而不需要物理共享存储。
有关您的 SFCFSHA 版本和平台支持 FSS 的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软件兼容性列表》。
图 35-1

灵活存储共享环境

请参见第 552 页的“灵活存储共享用例”。
请参见第 553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灵活存储共享功能和
支持 ”。
请参见第 550 页的“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实施灵活存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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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存储共享用例
以下列表包括您想要为其使用 FSS 功能的多个用例：
在当前用例中使用本地存储

FSS 功能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堆
栈的所有当前用例，而不需要基于 SAN 的存
储。

脱离主机处理

数据迁移：
■

从共享 (SAN) 存储到网络共享存储

■

从网络共享存储到 SAN 存储

■

从连接到一个节点 (DAS)/群集的存储到连
接到不同节点 (DAS)/群集的存储，不共享
存储

备份/快照：
其他节点可以通过结合群集并从托管在 DAS/
共享存储（已连接到群集的一个或多个节点，
但不是执行备份的主机）上的卷/快照读取来
进行备份。
利用现有 SFCFSHA 功能的 DAS SSD 优势

■

■

■

跨连接到群集的单个节点的 DAS SSD 镜
像。DAS SSD 提供比 SAN 存储（包括
SSD）更好的性能。FSS 提供一种跨群集
共享这些 SSD 的方式。
在 SSD 上保留一个镜像并在 SAN 存储上
保留另一个镜像，这样既可以因 SSD 而
提高读取访问速度，又可以因 SAN 存储
而提供数据的高可用性。
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使用 SSD 存在
多种最佳实践。在群集环境中使用连接
SAN 的 SSD 的所有用例都是可行的。通
过 FSS，DAS SSD 也可用于类似用途。

通过 SmartIO 进行文件系统缓存的 FSS

如果群集中的节点具有内部 SSD 和 HDD，
则 HDD 可以使用 FSS 通过网络共享。您可
以使用 SmartIO 通过 SSD 设置读取缓存。读
取缓存可以为使用网络共享 HDD 创建的卷提
供服务。

校园群集配置

站点之间无需光纤通道 (FC) SAN 连接便可设
置校园群集。

请参见第 551 页的“关于灵活存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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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灵活存储
共享功能和支持
灵活存储共享 (FSS) 是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的一项功能。FSS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受支
持，如下所示：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检查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是否支持 FSS，还会检查群集节点是否具有所需的托管主机版本（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6.1 或更高版本）以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执行 FSS 操作。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发现是否已为磁盘组启用 FSS，磁盘
组的相关信息将显示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添加网络共享磁盘之
前，必须使磁盘组支持 FSS。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发现磁盘是否已导出（网络共享磁
盘）、是否为远程或两者都不是，并会在控制台中显示某磁盘的 FSS 状态。
磁盘导出是一项 FSS 特定的操作，对在本地主机可见的磁盘执行，以使其对
CVM 群集中的所有主机可见。远程磁盘是已从群集中的其他主机导出的磁盘。

■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所包含的向导支持为现有磁盘组启用/禁用 FSS 以
及导出/取消导出磁盘以实现在 CVM 群集中共享使用的 FSS 操作。现有 SF 操
作的向导可以根据需要支持 FSS 操作。

■

CVM 群集（支持 FSS 和非 FSS）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以树结构列
出。“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的群集视图提供存储可视化视图，包括群集中
的每个主机如何使用存储、多少存储位于本地以及多少存储位于远程等等。可
在群集级别执行“Create Disk Group (创建磁盘组)”操作。其他 SF 操作可从
选定群集中的对象执行。

■

您可以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的搜索功能中针对群集对象创建查询。例
如，您可以搜索具有属性“FSS Capable (支持 FSS)”的群集。

■

为已启用 FSS 的磁盘组创建卷时，可以指定跨主机镜像该卷。 为了帮助验证镜
像卷不是基于单个主机的本地存储，可以为主机注册“Cross Enclosure/Host
Mirroring (跨磁盘阵列/主机镜像)”策略签名。

关于 FSS 要求和限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FCFSHA 文档。
请参见第 551 页的“关于灵活存储共享”。

针对灵活存储共享导出和取消导出磁盘
要使用没有在 Cluster Volume Manager 群集的所有节点之间物理共享的磁盘，必
须先导出这些磁盘以进行网络共享。导出设备将使该设备可为群集中的所有节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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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AN 磁盘以及本地磁盘都需要导出，这样才能与可能加入群集的任何新节点完
全共享。导出的磁盘只能添加到已启用灵活存储共享 (FSS) 的磁盘组。
不能导出引导磁盘、不透明磁盘、属于导入或逐出磁盘组一部分的磁盘以及非
Storage Foundation (VxVM) 磁盘。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导出磁盘以实现灵活存储共享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Clusters (群集)”并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
您也可以在于主机上查看磁盘时执行此操作。

3

右键单击该磁盘，然后选择“Export (导出)”。
您也可以一次性选择多个磁盘进行导出。

4

确认要导出该磁盘。单击“OK (确定)”。
磁盘导出后，可以在“Disks (磁盘)“选项卡上查看关联的远程磁盘。
您可以将导出的磁盘添加到支持 FSS 的共享磁盘组。您可以在创建共享磁盘组
或在现有磁盘组上使用设置/取消设置 FSS 操作时启用 FSS。
请参见第 555 页的“在现有共享磁盘组中启用或禁用灵活存储共享”。

取消导出先前针对灵活存储共享导出的磁盘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Clusters (群集)”并单击“Disks (磁盘)”选项卡。
您也可以在处于主机上下文中时执行此操作。

3

右键单击磁盘，然后选择“Unexport (取消导出)”。

4

确认要取消导出该磁盘。 单击“OK (确定)”。
取消导出某个磁盘后，该磁盘不再向群集中的其他节点显示为可用存储。

请参见第 550 页的“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实施灵活存储共享”。
请参见第 547 页的“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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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共享磁盘组中启用或禁用灵活存储共享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让您在支持 FSS 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中在现有共享磁盘组上启用或禁用灵活存储共享 (FSS)
您也可以在于支持 FSS 的 CVM 群集中创建新磁盘组时启用 FSS。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当前主机上为您的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如果在主机上下
文中，可以在群集的主节点上分配，如果是在群集上下文中，可以在“Server (服
务器)”透视图中分配。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在现有共享磁盘组上启用或禁用 FSS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Clusters (群集)”并单击“Shared Disk Groups (共享磁盘组)”选项
卡。
您也可以在主机上下文中从选定的磁盘组执行此操作。

3

右键单击磁盘组并选择“Set/Unset FSS (设置/取消设置 FSS)”。
FSS 的当前状态（开/关）随即显示。

4

确认您要将磁盘组 FSS 状态设置为开/关。

请参见第 550 页的“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实施灵活存储共享”。
请参见第 547 页的“CVM 群集对象查看和操作所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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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

关于发现 Solaris 区域

■

关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

■

关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 LPAR 和 VIO

■

关于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化发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虚拟
化发现

■

关于与虚拟化相关的报告

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支持以下虚拟化技术：
■

VMware ESX

■

Solaris Zones

■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以前称为 Sun 逻辑域 - LDom）

■

逻辑分区 (LPAR)

■

Microsoft Hyper-V

■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作为 KVM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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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VMware ESX 发现，将有一台指定的控制主机用于发现数据中心内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执行此发现后，将显示 VMware vCenter Server 管理的 ESX 服务
器，以及这些 ESX 服务器上配置的虚拟机。
对于 Solaris Zones 发现，VRTSsfmh 软件包中的 zone agentlet（安装在 Solaris 托
管主机上）将会发现主机上配置的全局区域。执行此发现后，将显示全局区域中配
置的非全局区域。
对于 Sun LDom 发现，VRTSsfmh 软件包中的 LDom agentlet（安装在 Solaris 托管
主机上）将会发现主机上配置的 LDom 服务器。执行此发现后，将显示在 LDom 服
务器上配置的 LDom 客户端。
对于逻辑分区 (LPAR) 发现，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以使用硬件
管理控制台 (HMC)、安装在 LPAR 客户端上的 VRTSsfmh 软件包或作为 VIO 服务器
上 DMP 的一部分安装的 VRTSsfmh 软件包。控制主机是 HMC 发现所必需的。
对于 Microsoft Hyper-V 发现，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发现 Hyper-V
服务器（其上装有 VRTSsfmh 软件包）及其与 Hyper-V 虚拟机的关联。还会发现置
备给访客的存储，及其与虚拟机和 Hyper-V 服务器的关联。Hyper-V 访客（使用代
理或无代理选项）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时，将提供存储映射发现。
对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发现，如果已安装 KVM 模块并在虚拟化服务器（KVM
服务器）上进行了配置，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在 Linux 主机
上发现 KVM 虚拟机。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发现有关 KVM 虚
拟机的基本信息。例如，虚拟机名称、CPU 等。
请参见第 557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请参见第 567 页的“关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
请参见第 573 页的“关于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化发”。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被指定为控制主机的托管主机可以发
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装有 Control Host Add-on 的托管主机可以在数据中心内发现有关下列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的信息：
■

管理一个或多个 ESX 服务器的 vCenter 服务器。

■

已配置各个虚拟机的 ESX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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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控制主机能从中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相关信息的 vCenter 服务器或 ESX
服务器，确保控制主机可以对其进行 ping 操作。控制主机和控制主机要从中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相关信息的 vCenter 服务器或 ESX 服务器必须在同一子网
中。
您在指定控制主机上安装的 Control Host Add-on 包含 VMware Infrastructure SDK
(VI SDK)，VI SDK 为 VMware 服务器和控制主机提供了用于访问 VMware
Infrastructure 的标准接口。控制主机向 Management Server 报告其发现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相关信息。Management Server 合并从控制主机收到的数据，并填充
相关视图。
有关支持的 vCenter 服务器和 ESX 服务器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如何发现 vCenter 和 ESX 服
务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指定的控制主机发现关于虚拟机的信
息。必须在要指定为控制主机的托管主机上安装 Control Host Add-on。控制主机使
用 VMware Infrastructure SDK (VI SDK) 访问 vCenter Server 和 ESX 服务器。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配置虚拟化发现时，您必须确保拥有访
问 vCenter Server 或 ESX 服务器的适当权限。此外，对于要从中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信息的 vCenter Server 或 ESX 服务器，您必须确保拥有“Browse
Datastore (浏览数据存储)”权限。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0 开始，VMware 发现的默认方法会跳
过数据存储浏览。由于此项变更，您可以看到使用之前版本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数据和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0
发现的数据之间的区别如下：
■

只有连接到某个 VMware 虚拟机的虚拟磁盘才会被发现。

■

未发现某些虚拟磁盘属性，例如 Physical Allocation (物理分配)、Used Capacity
(已用容量)、% Utilization (利用率百分比) 以及 thin/non-thin (精简/非精简)。

如果您需要这些详细信息，可以启用数据存储浏览，方法是在 virtualization.conf
文件中将 datastore_browse 标志设置为 1。
有关使用 virtualization.conf 文件进行配置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vCenter 服务器包含一个 Web 服务器，此服务器是 Apache Tomcat 服务器。在
Web 服务器上承载的 Web 服务与 VMware Infrastructure 进行通信。在您配置虚拟
化发现之后，控制主机使用 VI SDK 与在 Web 服务器上承载的 Web 服务进行通
信。针对此通信，控制主机使用 HTTPS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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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SDK Web 服务的 URL 如下：
https://traditional host name of the vCenter or the ESX servers/sdk
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之后，控制主机向 Management Server 报告发现的数
据。
请参见第 557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请参见第 559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在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上发现的信息”。
请参见第 560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Datastore”。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在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
件上发现的信息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的发现可提供下列信息：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的主
机名和 IP 地址。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 VMware Infrastructure 组件的操
作系统句柄。

■

操作系统句柄与虚拟磁盘（与在 ESX 服务器上配置的虚拟机相关联）的关联
性。

请参见第 557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请参见第 560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Datastore”。

查看 VMware 的存储映射信息
存储映射视图提供有关如何为 VMware ESX 服务器及其关联的虚拟机分配存储的信
息、所用虚拟磁盘的类型、实际的物理存储分配、源设备和访客设备以及其他相关
信息。
■

Source Name (源名称)：数据存储中用于存储分配的 vmdk 文件的路径。

■

Source Device (源设备)：VMware 虚拟化服务器内设备的名称。

■

Datastore Name (数据存储名称)：包含 vmdk 的数据存储的名称。数据存储是数
据中心内组合的基础物理存储资源的虚拟表示形式。

■

vDisk Type (vDisk 类型)：虚拟磁盘的类型 - 精简、平面或原始。此信息仅在
datastore_browse 设置为 1 时可用。

■

Size (大小)：虚拟磁盘的存储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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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Allocation (物理分配)：当前占用的存储。此信息仅在 datastore_browse
设置为 1 时可用。

■

Virtual Disk (虚拟磁盘)：使用 vmdk 的虚拟磁盘的名称。此信息仅在虚拟化服务
器级别上可用。

■

Guest device name (访客设备名称)：访客计算机内设备的名称。仅当虚拟机上
安装了 VRTSsfmh 软件包时，该信息才可用。

■

Target type (目标类型)：目标设备的类型。例如，磁盘。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虚拟化服务器查看
与其相关的此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上分
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在虚拟化服务器级别上查看 VMware 的存储映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

3

选择所需的虚拟化服务器。

4

单击“Storage Mapping (存储映射)”选项卡。

在虚拟机级别上查看 VMware 的存储映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

3

选择所需的虚拟化服务器。

4

展开“Virtual Machines (虚拟机)”节点。

5

单击所需的虚拟机。

6

单击“Storage Mapping (存储映射)”选项卡。

请参见第 557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Datastore
Datastore 是根据连接到 ESX 服务器的磁盘和 LUN 创建的物理存储集合。系统会
从 Datastore 向 VMware 虚拟机分配存储。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您可以查看 Datastore 与虚拟机之间的存储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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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tore 是虚拟机文件的一个存储位置。该存储位置可以是 VMFS 卷或者 NFS 文
件系统上的目录。
此外，VMware 可以直接从 ESX 服务器上的可用物理磁盘向虚拟机分配存储。该存
储分配称为原始设备映射。
请参见第 557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VMware
Infrastructure”。

关于 VMware 环境中的多径处理发现
通过对 VMware 环境中的多径处理发现的支持，可以发现与数据中心内 ESX 服务
器的磁盘多径处理相关的信息。它允许您管理 ESX 服务器上 VxDMP 下的磁盘路
径。可以使用 Control Host Add-on 启用该支持。对于每个磁盘，您可以发现以下
信息：
■

路径总数和活动路径数。

■

有关路径的详细信息。

■

有关多径处理应用程序的信息。多径处理应用程序可以是 VMware Native
Multipathing (NMP)、EMC PowerPath/Virtual Edition 或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for VMware。

如果 DMP for VMware 是多径处理解决方案，您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中使用 DMP 维护向导启用或禁用磁盘路径。
注意：也可以生成包含有关在 VMware ESX 服务器上安装的 DMP 许可证的详细信
息的报告。许可证发现也是使用 Control Host Add-on 启用的。
请参见第 561 页的“关于 VMware 环境中多径处理发现的用户权限”。

关于 VMware 环境中多径处理发现的用户权限
下表列出了在 ESX 服务器上多路径发现所需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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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权限

是否可选

Datastore\Browse Datastore 是
(Datastore\浏览 Datastore)

如果未提供该权限会发生
什么情况
此标志表示是否需要浏览数据
存储以发现虚拟磁盘的详细信
息。
跳过数据存储浏览会导致
VMware 发现与之前版本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之间存在以下差异：
■

■

Host\CIM\CIM Interaction (主 否。
■
机\CIM\CIM 交互)
但是，只有运行 VxDMP 的
ESX 服务器需要使用该权限。 ■
如果您不具有任何运行
VxDMP 的 ESX，则不需要使 ■
用该权限。

Host\Configuration\Change 是
Settings (主机\配置\更改设置)

只有连接到某个 VMware
虚拟机的虚拟磁盘才会被
发现。
未发现某些虚拟磁盘属
性，例如 Physical
Allocation (物理分配)、
Used Capacity (已用容
量)、% Utilization (利用率
百分比) 以及 thin/non-thin
(精简/非精简)。
VxDMP 可调参数发现无法
进行。
VxDMP 许可证发现无法进
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DMP 路径维护操作将无法
在 VxDMP 管理的 ESX 服
务器的磁盘路径上运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无法发现 VMware
ESX 服务器中正在运行的
VxDMP 版本。而对未运行
VxDMP 的 ESX 服务器没有影
响。

请参见第 561 页的“关于 VMware 环境中的多径处理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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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VMware 事件的近实时发现
通过 VMware 事件的近实时发现，虚拟机的任何状态更改（例如 VM 开机）以及
Management Server 域中的 vCenter Server 基础架构级别的更改（例如 VM 创建）
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数据库中近实时更新。
VMware 基础架构的近实时发现允许部分发现 vCenter Server 下托管的 ESX 服务
器。例如，如果接收到托管在 ESX1 上的虚拟机 (VM1) 的 SNMP 陷井，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只为 ESX1 运行发现周期。不重新发现 vCenter
Server 下的其他 ESX 服务器。此发现由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到 Management
Server 的事件通知通过 SNMP 陷阱触发。：
对于近实时发现，确保在同一个域中配置了 VMware vCenter Server 和 Management
Server。VMware vCenter Server 级发生的以下事件支持此发现：
表 36-2

近实时发现支持的事件

已发现状态

事件如 VMware vCenter 适用于 Management
Server 中所示
Server 的版本

虚拟机开机

VM 开机

6.0 或更高版本

虚拟机关机

VM 关机

6.0 或更高版本

虚拟机分布式资源调度程序
(DRS) 开机

DRS VM 开机

6.0 或更高版本

虚拟机挂起

VM 挂起

6.0 或更高版本

虚拟机创建

VM 创建

6.1 或更高版本

虚拟机迁移

VM 迁移

6.1 或更高版本

热迁移：处于开机状态的虚拟
机从一个 ESX 服务器迁移到
另一个 ESX 服务器。
虚拟机从一个 ESX 服务器重 VM 重定位
定位到另一个 ESX 服务器

6.1 或更高版本

冷迁移：处于关机状态的虚拟
机从一个 ESX 服务器迁移到
另一个 ESX 服务器。
虚拟机重命名

VM 重命名

虚拟机通过 VMware DRS（分 DRS VM 迁移
布式资源调度程序）迁移到其
他主机

6.1 或更高版本
6.1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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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VMware vCenter Server 4.x、5.x 和 6.0 支持虚拟机的近实时更新。
有关设置近实时 (NRT) 发现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关于发现 Solaris 区域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在 Solaris 10 或 11 主机上创建的、由
其管理的区域。通过随 VRTSsfmh 软件包一起安装在 Solaris 10 或 11 主机上的 Zone
Agentlet，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可以发现主
机上的全局区域和非全局区域。
通过发现 Solaris 区域，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以发现以下信息：
■

与全局区域关联的非全局区域。

■

从全局区域导出到非全局区域的存储。

■

在 Solaris 10 主机的非全局区域中运行的数据库。

注意：仅当非全局区域处于运行状态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才
能发现非全局区域中的 Oracle 数据库。

注意：除了非全局区域中的 Oracle 数据库，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支持发现其他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如何发现 Solaris 区域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属于 VRTSsfmh 软件包的 zone agentlet
有助于发现 Solaris Zones。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通过 zone
agentlet 发现全局区域和关联的非全局区域。
注意：区域发现只能在全局区域中执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下列 Solaris 实用程序来发现全局和非
全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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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3

用于发现全局和非全局区域的 Solaris 实用程序

实用程序

用途

zoneadm

列出 Solaris 10 托管主机上的全局区域中配置
的非全局区域

zonecfg

显示每个非全局配置的详细信息

zlogin

从全局区域登录到非全局区域

请参见第 564 页的“关于发现 Solaris 区域”。
请参见第 565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 Solaris 区域信
息”。
请参见第 566 页的“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 Solaris 区域的
限制”。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 Solaris 区域信息
Solaris Zones 发现可提供下列信息：
表 36-4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 Solaris Zones 信
息

信息类型

组件

在全局区域中配置的非全局区域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以下内容：

从全局区域导出到非全局区域的存储

■

从全局区域导出到非全局区域的设备

■

在非全局区域中装入的文件系统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以下内容：
■

完整的操作系统句柄（不是盘片）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

■

ZFS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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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类型

组件

非全局区域中的 Oracle 数据库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以下内容：
■

Oracle 数据库

■

Oracle RAC 数据库

■

solaris9 标记区域中的 Oracle 数据库

■

Solaris 本机标记区域中的 Oracle 数据库

注意：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支持发现非全局区域中的安全 Oracle 数据
库。安全 Oracle 数据库针对 sysdba 帐户设
置了密码集，用于保护这种数据库。

请参见第 564 页的“关于发现 Solaris 区域”。
请参见第 564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如何发现 Solaris 区域”。
请参见第 566 页的“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 Solaris 区域的
限制”。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 Solaris 区域的限
制
下列限制适用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 Solaris Zones：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支持在同时配置了区域和 LDom 的
Solaris 托管主机上发现 Solaris Zones。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建议在非全局区域中安装 VRTSsfmh
软件包。
注意：相反地，您可以在非全局区域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然后将相应的全局区域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

如果导出到非全局区域的设备不支持 zlogin 实用程序，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会发现这些设备。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只能发现本机和 Solaris 品牌区域。

请参见第 564 页的“关于发现 Solaris 区域”。
请参见第 564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如何发现 Solaris 区域”。
请参见第 565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 Solaris 区域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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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
逻辑域
逻辑域 (LDom) 是来自 Oracle Sun 的并行虚拟化技术。LDom 提供在 Solaris 操作
系统实例中创建的单独虚拟化操作系统环境和虚拟化 CPU。每个 LDom 都使用独
立内核。每个 LDom 包含一个专用的、虚拟化的操作系统，以及一个虚拟 CPU。
您可以启动、停止和重新启动 LDom 中运行的操作系统。每个 LDom 的功能与一台
使用部分硬件资源的完整虚拟机（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配置）相同。您可以在 LDom
上运行应用程序。
数据中心内创建了 LDom 的物理服务器称为 LDom 服务器。在 LDom 服务器上创
建的单个访客 LDom 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角色，这取决于 LDom 的上下文和使用情
况。
下面是 LDom 的四个主要角色类型：
表 36-5

LDom 角色

LDom 角色

说明

控制域

通过与 LDom 服务器中的虚拟机管理程序进
行通信来创建和管理其他 LDom 和服务。

服务域

将 LDom 服务器上创建的服务提供给其他
LDom。例如，服务域可以提供虚拟网络交换
机服务或虚拟磁盘服务。

I/O 域

直接访问输入或输出设备。例如，I/O 域可以
访问网络设备。

访客域

使用来自服务域和 I/O 域的服务。控制域管理
访客域。

通过随 VRTSsfmh 软件包一起安装在 Solaris 传统主机上的 LDom Agentlet，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可以发现在 LDom 服务器上配
置的 LDom 服务器和访客 LDom。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请参见第 568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如何发现 Solaris 逻辑
域”。
请参见第 568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逻辑域的信
息”。
请参见第 569 页的“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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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如何发现 Solaris 逻辑域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VRTSsfmh 软件包附带的 LDom
agentlet 有助于在 Solaris 托管主机上发现 LDom。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通过 LDom agentlet 发现 LDom 服务器和关联的访客 LDom。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 ldm 命令发现 Solaris 逻辑域的详细信
息。
以下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与 ldm 命令一起使用，发现 Solaris
逻辑域详细信息的主要选项：
表 36-6

与 ldm 命令一起使用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选项

ldm 命令和选项

用途

ldm list

列出 LDom 服务器上配置的所有 LDom 及其
详细信息

ldm devices

发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所发现的 LDom 的 CPU 和内存信息

请参见第 567 页的“关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
请参见第 568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逻辑域的信
息”。
请参见第 569 页的“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的限制”。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逻辑域的信息
发现 Solaris LDom 后，将会提供以下信息：
表 36-7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 LDom 信息

信息类型

组件

LDom 服务器上配置的访客 LDom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以下内容：
■

虚拟 CPU 总数

■

按核心列出的虚拟 CPU 数

■

分配到每个 LDom 的虚拟 CPU 数

■

总系统内存

■

可用系统内存

■

分配到每个 LDom 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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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67 页的“关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
请参见第 568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如何发现 Solaris 逻辑
域”。
请参见第 569 页的“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的限制”。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的限制
下列限制适用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 Solaris LDom：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会发现处于非活动状态的 Solaris
LDom。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会同时执行 Solaris LDom 发现和
Solaris Zones 发现。

请参见第 567 页的“关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
请参见第 568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如何发现 Solaris 逻辑
域”。
请参见第 568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逻辑域的信
息”。

查看 LDom 的存储映射信息
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 LDom 的存储映射信息。在此页面上查
看下列信息：
■

Source Name (源名称)：为 LDom 提供存储的源。

■

Source Device (源设备)：为 LDom 提供存储的源设备的名称。

■

Source Type (源类型)：提供存储的源类型。例如，文件、磁盘或卷。

■

Guest device name (访客设备名称)：LDom 内设备的名称。

■

Target type (目标类型)：目标设备的类型。例如，磁盘。

■

Storage Container Name (存储容器名称)：为 LDom 提供存储的存储容器的名
称。

■

Storage Container Type (存储容器类型)：为 LDom 提供存储的存储容器的类
型。例如，文件系统。

■

Virtual Machine (虚拟机)：占用存储的虚拟机的名称。

■

Physical allocation (物理分配)：导出到 LDom 访客的设备的存储容量。例如，
磁盘、卷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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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虚拟化服务器查看
与其相关的此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上分
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在虚拟化服务器级别上查看 LDom 的存储映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

3

选择所需的虚拟化服务器。

4

单击“Storage Mapping (存储映射)”选项卡。

在虚拟机级别上查看 LDom 的存储映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

3

选择所需的虚拟化服务器。

4

展开“Virtual Machines (虚拟机)”节点。

5

单击所需的 LDom。

6

单击“Storage Mapping (存储映射)”选项卡。

请参见第 567 页的“关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逻辑域”。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关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发现
LPAR 和 VIO
您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 LPAR 服务器，并发现与
数据中心内 LPAR、VIO 客户端以及 VIO 服务器相关的信息。不支持客户端 LPAR
和 VIO 服务器的无代理发现。
注意：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仅支持 LPAR 配置文件名称中的合法
文件名字符。不支持为了供操作系统使用而保留的特殊字符（例如空格、\、$、!、
&）。建议为 LPAR 配置文件名称使用大写和小写的字母、数值 (0-9)、_ 和 -。
LPAR 发现机制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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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硬件管理控制台 (HMC) 的发现：HMC 服务器可管理 LPAR 服务器，并且
使您可以发现与 VIO 服务器和 VIO 客户端相关的信息。您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上的虚拟化管理选项将 HMC 服务器添加
到 Management Server。
要将 HMC 服务器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需要在应添
加 HMC 服务器的主机上安装 Control Host Add-on。支持 LPAR 客户端上的虚
拟 SCSI 磁盘。但不支持 NPIV 或虚拟光纤通道磁盘。当前，仅支持本机或 DMP
设备备份的虚拟 SCSI 磁盘。通过仅配置 HMC 服务器（而不使用 VRTSsfmh 软
件包），可发现有关从 VIO 服务器导出到 VIO 客户端的存储以及存储区域网络
(SAN) 中分配到 VIO 服务器的设备的信息。

■

使用安装在 LPAR 客户端上的 VRTSsfmh 软件包的发现：LPAR 客户端上的
VRTSsfmh 软件包可提供有关 LPAR 客户端的其他信息。此信息与使用 HMC 服
务器发现的信息相关联。还支持虚拟 SCSI 设备发现以及虚拟 SCSI 设备与 VIO
服务器中的源设备的关联。
注意：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仅支持本机磁盘作为 VIO 服务器
的后端设备。这些磁盘可以由 Microsoft Multipath I/O (MPIO) 和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控制。由任何第三方多径处理软件（或逻辑卷）控制的磁
盘用作后备设备时，端到端关联将不可用。

■

使用作为 VIO 服务器上 DMP 的一部分安装的 VRTSsfmh 软件包的发现：添加具
有 DMP 6.0 或更高版本的 VIO 服务器后，将提供 DMP 支持的导出存储的发现
以及正常托管主机发现。 为了实现端到端关联，需要在 VIO 服务器上安装 DMP
6.0 或更高版本。 仅当 VIO 服务器（安装有 DMP）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时，DMP 支持的设备的存储映射才
可用。

■

通过 Storage Insight Add-on，可以发现有关 SAN 中分配到 VIO 服务器的阵列
和 LUN 的完整信息。
注意：配置阵列（由 VIO 服务器占用）后，或将 VIO 服务器（带有 DMP）添
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后，建议刷新
对应的 HMC 发现，以便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中立
即查看端到端关联。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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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支持的 LPAR 存储关
联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为 VIO 服务器和客户端提供存储关联支
持。VIO 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存储关联支持提供了每层的 VIO 服务器和客户端存储占
用情况的相关信息。提供了以下 VIO 服务器和客户端相关信息：
■

有关向 VIO 客户端分配的存储的信息；VIO 客户端中的存储是直接从存储区域
网络 (SAN) 分配的，还是通过 VIO 服务器分配的

■

VIO 服务器发现结果以及 VIO 服务器存储与 SAN 的关联。

■

从 VIO 服务器导出到 VIO 客户端的存储的详细信息，以及 VIO 服务器源设备与
VIO 客户端目标设备之间的映射

■

有关哪个 VIO 服务器参与到 VIO 客户端的存储分配以及分配了多少存储的信
息。

■

有关向 VIO 服务器分配的存储以及从 VIO 服务器向 VIO 客户端分配的存储的信
息。

■

有关 VIO 客户端为各种应用程序和文件系统占用的已分配存储量的信息。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查看 LPAR 的存储映射信息
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 LPAR 和 VIO 的存储映射信息。在此页
面上查看下列信息：
■

Source Name (源名称)：为 LPAR 提供存储的源。例如，LUN。

■

Source Device (源设备)：VIO 服务器内设备的名称。

■

Source Type (源类型)：提供存储的源类型。例如，磁盘。

■

Physical Allocation (物理分配)：当前占用的存储。

■

Virtual Disk (虚拟磁盘)：使用存储的 LPAR 的名称。

■

Guest device name (访客设备名称)：LPAR 内设备的名称。仅当虚拟机上安装
了 VRTSsfmh 软件包时，该信息才可用。

■

Target type (目标类型)：目标设备的类型。例如，磁盘。

■

Source VIO (源 VIO)：为 LPAR 提供虚拟化 I/O 服务的 VIO 服务器的名称。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虚拟化服务器查看
与其相关的此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上分
配的 guest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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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化服务器级别上查看 LPAR 的存储映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

3

选择所需的虚拟化服务器。

4

单击“Storage Mapping (存储映射)”选项卡。

在虚拟机级别上查看 LPAR 的存储映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

3

选择所需的虚拟化服务器。

4

展开“Virtual Machines (虚拟机)”节点。

5

单击所需的 LPAR。

6

单击“Storage Mapping (存储映射)”选项卡。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关于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化发
Hyper-V 是 Microsoft 针对 x86-64 系统的基于虚拟机管理程序的虚拟化技术。如果
在托管主机上启用了 Hyper-V 角色，则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来发现与 Hyper-V 主机和虚拟机相关的信息。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 Hyper-V WMI API 进行发现。
Hyper-V 发现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别：
■

虚拟机发现：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及其与 Hyper-V 服务
器的关联进行的 Hyper-V 虚拟机发现。

■

导出的存储发现：置备给来宾的存储及其与虚拟机和 Hyper-V 服务器的关联的
发现。

请参见第 573 页的“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发现”。
请参见第 574 页的“Microsoft Hyper-V 存储映射发现”。

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发现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可以发现有关 Hyper-V 虚拟机的信
息。例如，虚拟机名称、分配的内存、CPU、状态以及从 Hyper-V 服务器导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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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V 访客的存储（虚拟硬盘和通过磁盘）。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发现所有虚拟机，包括未安装访客操作系统的虚拟机。
支持 Hyper-V 虚拟机的代理和无代理发现。但是，对于无代理方法，发现的信息是
有限的。要发现有关配置的虚拟机的更多信息，应使用代理发现方法。它提供了有
关虚拟机的详细信息。
虚拟机发现的先决条件如下所示：
■

应在 Hyper-V 服务器（父分区）上安装 VRTSsfmh 软件包。

■

应启用 Hyper-V 角色。

■

应运行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WMI) 服务。

下面列出了虚拟机发现的限制：
■

与 Hyper-V 虚拟机相关联的无代理 Hyper-V 服务器（父分区）不支持 Hyper-V
发现。

请参见第 573 页的“关于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化发”。

Microsoft Hyper-V 存储映射发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发现从主机的本地存储或存储区域网络
(SAN) 中置备给访客的存储。Hyper-V 访客（包含或不包含 VRTSsfmh 软件包）添
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时，将提供存
储映射发现。
其他存储属性也显示在该页面上。例如，存储的大小、类型（VHD 或通过磁盘）以
及存储容器（置备虚拟存储的主机上的卷）。访客上的存储设备句柄将映射到从主
机置备的相应 VHD 或通过磁盘。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也会发现
置备给 VMS 的快照磁盘。
存储映射发现的先决条件如下所示：
■

Hyper-V 服务器必须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2008 R2 或更高版本的操作系统。

■

应在访客上运行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WMI)。

存储映射发现的限制如下所示：
■

Linux 访客不支持存储关联。

请参见第 573 页的“关于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化发”。

查看 Hyper-V 的存储映射信息
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查看 Hyper-V 的存储映射信息。在此页面上
查看下列信息：
■

Source Name (源名称)：为 Hyper-V 虚拟机提供存储（.vhd 文件）的源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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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Device (源设备)：为 Hyper-V 虚拟机提供存储的源设备的名称。

■

Storage Container Name (存储容器名称)：存储 .vhd 文件的存储容器的名称。

■

Storage Container Type (存储容器类型)：存储容器的类型。

■

vDisk Type (vDisk 类型)：虚拟磁盘的类型。例如，动态和差异。

■

Virtual Machine (虚拟机)：占用已提供存储的虚拟机的名称。

■

Guest device name (访客设备名称)：Hyper-V 虚拟机内设备的名称。

■

Target type (目标类型)：目标设备的类型。例如，磁盘。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虚拟化服务器查看
与其相关的此信息。如果用户组具有在“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上分配的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在虚拟化服务器级别上查看 Hyper-V 的存储映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

3

选择所需的虚拟化服务器。

4

单击“Storage Mapping (存储映射)”选项卡。

在虚拟机级别上查看 Hyper-V 的存储映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

3

选择所需的虚拟化服务器。

4

展开“Virtual Machines (虚拟机)”节点。

5

单击所需的 Hyper-V 虚拟机。

6

单击“Storage Mapping (存储映射)”选项卡。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基于
内核的虚拟机 (KVM) 虚拟化发现
对于包含虚拟化扩展（Intel VT 或 AMD-V）的 x86 硬件上的 Linux，基于内核的虚
拟机 (KVM) 是一个完整的虚拟化解决方案。如果已安装并配置了 KVM 模块，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在 Linux 主机上发现 KVM 虚拟机。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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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发现有关仅运行虚拟机的基本信息。例如，虚拟
机名称、CPU 等。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 virsh 命令发现与
KVM 相关的信息。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发现的先决条件如下：
■

Linux 主机上必须存在 VRTSsfmh 软件包。

■

必须已安装并配置了 KVM 模块。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发现的限制如下：
■

不支持导出的存储发现和存储关联。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关于与虚拟化相关的报告
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生成下列报告，报告中显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虚拟化环境的详细信息：
“Orphaned Virtual Disks (孤
立虚拟磁盘)”报告

显示未由选定报告范围内任何虚拟机所使用的虚拟磁盘的
详细信息。该信息包括虚拟磁盘名称、虚拟磁盘类型、虚
拟磁盘物理存储分配及其他属性。

显示关于存储分解和虚拟机状态的信息。该报告提供开机
State (按 VM 状态分解存储)”报 虚拟机、关机虚拟机和挂起虚拟机所占用的存储的相关信
息。
告
“Storage Breakup by VM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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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

登录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

注销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支持的对象

■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执行操作

■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执行操作的示例

■

使用 XPRTLC 和 cURL 执行操作的示例

■

JSON 格式的输出示例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提供了可使用任意标准 HTTPS 客户端通过
HTTPS 协议访问的 API。 通过该界面，可以查询由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数据和管理某些对象类型的用户定义属性。API 可用于搜索对象，
列出其属性，以及设置其扩展属性。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6.1，您还可以对一些对象执行操作。 可以使用 XPRTLC 客户端或任何其他 HTTPS
客户端（如 cURL）调用这些 API。
扩展属性是用户定义的属性，用于提供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对象的其他详细信息。可以使用由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提供的
Web 服务 API 管理这些扩展属性。

使用 Web 服务 API
登录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注意：还可以通过不属于 Management Server 域但已连接到 Management Server
的主机调用 Web 服务 API。
用于访问 Web 服务 API 的基本 URL：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

其中 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 是 Management Server 的主机名、完全限定
主机名或 IP 地址。
请参见第 578 页的“登录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请参见第 580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支持
的对象”。
请参见第 583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执行操作”。

登录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要求用户进行登录以执行相
关操作。身份验证信息将作为 HTTPS 请求正文的一部分发送。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进行登录：
■

使用用户凭据。

■

使用 HTTPS 客户端（XPRTLC 或 cURL）生成证书并进行登录。

通过以下方法之一，使用用户凭据登录到 Web 服务 API：
■

启动以下 URL 进入登录界面：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login

■

运行以下 XPRTLC 命令：
xprtlc -l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login
-d user=user -d password=password -d
domain=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

■

运行以下 cURL 命令：
curl -g -k -d user=user -d password=password -d
domain=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login

通过以下命令，使用 XPRTLC 或 cURL 生成证书：
■

对于 XPRT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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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rtlc -l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gencert
-d user=user -d password=password -d
domain=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 cert.txt
■

对于 cURL：
curl -g -k -d user=user -d password=password -d
domain=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gencert >
/root/cert.txt

通过以下命令，使用证书进行登录：
■

对于 XPRTLC：
xprtlc -l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login
-f certfile=@/root/cert.txt

■

对于 cURL：
curl -g -k -F certfile=@/root/cert.txt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login

登录后，即会创建会话 ID，您可以使用该 ID 访问 Web 服务 API。会话 ID 的有效
时间为 30 分钟。会话过期后，您需要再次登录，以获取新的会话 ID。
示例会话 ID：
{"cookie":"JSESSIONID=38B752A5DCF210717F5C99D867A17379;","current_server_time":"Mon
Jan 28 03:48:03 PST 2013","max_active_interval":30,"expires_at":"Mon Jan 28
04:18:03 PST 2013"}
请参见第 577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请参见第 579 页的“注销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注销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
务 API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注销：
■

启动以下 URL 以打开注销界面：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logout

■

运行以下 XPRTLC 命令：
xprtlc -b "session id" -l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logout

■

运行以下 cURL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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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l -g -k -b "session id"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logout

请参见第 578 页的“登录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请参见第 577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
务 API 支持的对象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可用于搜索对象、设置其扩
展属性以及执行某些操作。
表 37-1 列出了某些支持的对象以及要在 URL 中使用的相应对象名称。
表 37-1

在 URL 中使用的对象名称

对象

在 URL 中使用的对象名称

主机

host

磁盘

disk

磁盘组

diskgroup

卷

volume

HBA

hba

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vbs-dependency

虚拟业务服务

vbs

数据库

db

应用程序数据库文件

db/file

数据库 - 卷管理器

dbvm

数据库 - 卷管理器磁盘

dbvmdisk

数据库卷磁盘组

dbvmdiskgroup

表空间

tablespace

实例

instance

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文件

dbfile

Exchange Server

exch

580

使用 Web 服务 API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支持的对象

对象

在 URL 中使用的对象名称

许可证

license

软件包

软件包

产品

product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cluster

服务组

sg

系统

system

磁盘阵列

enclosure

交换结构

fabric

交换机

switch

区域

zone

交换机底盘

switch-chassis

虚拟化服务器

vserver

虚拟机

vm

存储映射

storagemapping

存储池

storagepool

逻辑设备

ldev

RAID 组

raidgroup

精简池

thinpool

vfiler (NetApp) 或虚拟数据移动设备（VNX
或 Celerra）

vfiler

NAS 文件系统复制

fsrep

物理设备

pdev

存储卷

storagevolume

存储置备模板

模板/存储

复制的卷组

rvg

参与 RVG 复制的主机

rv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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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在 URL 中使用的对象名称

主节点和辅助节点 RVG 之间的复制链接

rvglink

恢复计划

recoveryplan

恢复计划任务

恢复计划/任务

SmartIO 缓存区

iocachearea

在透视图中查看所有任务，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除外

task

在透视图中查看所有子任务，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除外

subtask

您可以从“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以及“Storage (存储)”透视图查看 HBA。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的 HBA 列出了给定主机上可用的 HBA。“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中的 HBA 列出了将 LUN 从给定磁盘阵列导出到的 HBA。
要使用 Web 服务 API 管理对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通常管理对
象的位置）内的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例如，要管理主机，必须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
表 37-2 列出了您需要在其上具备 Admin 角色的对象和透视图以及需要在 URL 中使
用的透视图名称。
表 37-2
对象

对象和透视图
透视图

在 URL 中使用的
透视图名称

主机、磁盘、磁盘组、卷、系统 HBA、Exchange Server (服务器)
Server、虚拟业务服务、虚拟业务服务 - 依赖关
系、数据库、数据库 - 卷管理器、数据库 - 卷管理
器磁盘、数据库 - 卷管理器磁盘组、表空间、实
例、数据库 - 文件、Exchange Server、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文件、应用程序数据库、复制卷组
(RVG)、RVG 链接、RVG 主机、存储置备模板、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SmartIO 缓存
区、许可证、软件包和产品。

server

群集、服务组、资源、系统、虚拟业务服务 - 依赖 Availability (可用
关系、虚拟业务服务和恢复计划任务。
性)

h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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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透视图

磁盘阵列、逻辑设备 (LDEV)、端口、HBA、复制、 Storage (存储)
RAID 组、精简池、等级、策略、共享、vfiler
(NetApp) 或虚拟数据移动设备（VNX 或
Celerra）、NAS 文件系统复制、物理设备
(PDEV)、存储卷、交换结构、交换机、交换机底
盘、交换机端口、区域、区域成员和连接。
虚拟化服务器、虚拟机、存储映射、磁盘、存储
池、群集和系统 HBA。

在 URL 中使用的
透视图名称
storage

Virtualization (虚拟 virt
化)

请参见第 577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请参见第 578 页的“登录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执行操作
表 37-3 列出了您可用于查看对象并管理其扩展属性的 URL。支持的输出格式为
JSON。当可编辑值设置为 true 时，将以元数据报告扩展属性。所有成功的操作将
返回 HTTP 200 OK 响应。失败的操作将输出一个错误元素，用于描述错误情况。
表 37-3

操作和 URL

操作

HTTP 方 URL
法

获取对象的元数据

GET

base_url/meta/perspective/object type

定义扩展属性

POST

base_url/meta/perspective/object
type/add?name=ea_name

删除扩展属性

POST

base_url/meta/perspective/object
type/delete?name=ea_name

修改扩展属性

POST

base_url/meta/perspective/object
type/modify?name=ea_name&new_name=ea_new_name

设置扩展属性

POST

base_url/update/perspective/object
type/object id?ea_name=value

获取对象属性

GET

base_url/query/perspective/object
type/objec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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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ase_url 是 https://ManagementServer_hostname:14161/vom/api。对象
类型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支持的对象，例如主
机、群集、LDEV 和虚拟化服务器。ea_name 是扩展属性的名称，value 是分配给
扩展属性的值。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启动和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可以在“Server (服务器)”和“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中执行此操作。

■

启动和停止 VVR 复制。

■

运行恢复计划。

■

使用存储模板来置备存储。
要执行此操作，您需要安装 Storage Provisioning 和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6.1 版本。

■

对磁盘阵列的磁盘、卷和精简池执行精简回收。
要对磁盘阵列执行此操作，您需要安装 Storage Insight Add-on 6.1 版本。
请参见第 303 页的“关于回收精简存储”。

使用以下 URL 查看上面列出的操作。
base_url/op/

操作 URL 的 GET 请求显示执行该操作的示例 URL 以及负载信息。
例如要启动复制卷组 (RVG) 的复制，start_replication 操作 URL 将包括主机 ID 以
及 RVG ID。
base_url/op/server/host/{host_id}/rvg/{rvg_id}/startreplication

在任意 HTTPS 客户端中输入操作 URL 和负载信息以执行该操作。 成功完成该操
作后，将显示任务 URL。 单击该任务 URL 以查看有关该操作的完整信息。
为对象执行 base_url/query 时将显示 operation_urls。 这是可以对该对象执行
的操作的列表。
注意：仅当存在 Web API 支持的操作时才会显示 operation_urls。 如果没有可以
执行的操作，则不显示 operation_urls。
请参见第 577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请参见第 578 页的“登录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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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
务 API 执行操作的示例
以下是使用 Web 服务 API 执行操作的一些示例：
■

获取主机元数据：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server/host

■

在对象类型群集上定义名为 department 的扩展属性：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hadr/cluster
/add?name=department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添加并显示对象类型群集的扩展属性
department。
■

在对象类型群集上将名为 department 的扩展属性修改为 Dept_new：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hadr/cluster
/modify?name=department&new_name=Dept_new

■

在对象类型群集上删除名为 Dept_new 的扩展属性：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hadr/cluster
/delete?name=dept_new

当删除扩展属性时，该属性不会显示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
■

针对扩展属性所在的主机更新扩展属性值：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update/server/host
/myhost_id?location=1st floor

■

过滤显示类型为专用的磁盘组对象：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query/server/host
/myhost_id/diskgroup?display_type=private

■

运行恢复计划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op/hadr/
recoveryplan/rplan_id/execute/

运行恢复计划所需的负载信息为任务顺序和超时持续时间。 如果将在运行时跳
过某个任务，则 IS_SKIP 应为 true。 如果要使共享服务组脱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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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SharedSg 应设置为 true。 在 HTTPS 客户端中使用以上 URL 和负载信
息以运行恢复计划操作。
■

要使用存储模板来置备存储，请输入下列 URL 以查看负载信息。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op/server/
template/storage/storage_template_id/provision

执行存储模板操作所需的负载信息为主机 ID、磁盘组 ID 和卷大小。 在 HTTPS
客户端中使用以上 URL 和负载信息以执行操作。
注意：如果已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的“Advanced Authorization (高级
授权)”下启用“Ask reason for all operations (询问所有操作的原因)”，则必须提
供执行该操作的原因。
请参见第 583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执行操作”。

使用 XPRTLC 和 cURL 执行操作的示例
以下是使用 XPRTLC 和 cURL 执行操作的一些示例：
获取主机元数据：
■

xprtlc -m POST -b "session id"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server/host

■

curl -g -k -X POST -b "session id"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server/host

在对象类型群集上定义名为 department 的扩展属性：
■

xprtlc -m POST -b "session id"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hadr/cluster
/add?name=department

■

curl -g -k -X POST -b "session id"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hadr/cluster
/add?name=department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添加并显示对象类型群集的扩展属性
department。
在对象类型群集上将名为 department 的扩展属性修改为 Dept_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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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prtlc -m POST -b "session id"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hadr/cluster
/modify?name=department&new_name=Dept_new

■

curl -g -k -X POST -b "session id"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hadr/cluster
/modify?name=department&new_name=Dept_new

在对象类型群集上删除名为 Dept_new 的扩展属性：
■

xprtlc -m POST -b "session id"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hadr/cluster
/delete?name=dept_new

■

curl -g -k -X POST -b "session id"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meta/hadr/cluster
/delete?name=dept_new

当删除扩展属性时，该属性不会显示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
针对扩展属性所在的主机更新扩展属性值：
■

xprtlc -m POST -b "session id"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update/server/host
/myhost_id?location=1st floor

■

curl -g -k -X POST -b "session id"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update/server/host
/myhost_id?location=1st floor

过滤显示类型为专用的对象磁盘组：
■

xprtlc -b "session id"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query/server/host
/myhost_id/diskgroup?display_type=private

■

curl -g -k -b "session id"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query/server/host
/myhost_id/diskgroup?display_type=private

要运行恢复计划，请执行以下操作：
■

xprtlc -m POST -b "session id"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op/hadr/recoveryplan/
myrplan_id/execut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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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load={"Tasks": [{"task_order":"1", "IS_SKIP":false},
{"task_order":"1", "TIMEOUT":"5"},
{"task_order":"2", "IS_SKIP":false,
"TIMEOUT":2}], "OfflineSharedSg":true}' -d
'reason=recovery plan execution for ticket no. 123'
■

curl -g -k -X POST -b "session id"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op/hadr/recoveryplan/
myrplan_id/execute' -d
'payload={"Tasks": [{"task_order":"1", "IS_SKIP":false},
{"task_order":"1","TIMEOUT":5},
{"task_order":"2", "IS_SKIP":false,
"TIMEOUT":2}], "OfflineSharedSg":true}' -d
'reason=recovery plan execution for ticket no. 123'

使用存储模板来置备存储
■

xprtlc -b "session id" -m POST -d
'payload={"HostId":"my_host_id",
"DiskGroupId":"myDG_id", "VolSize":"vol_size"}'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op/server/
template/storage/storage_template_ID/provision'

■

curl -g -k -X POST -b "session id" -l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14161/vom/api/op/server/
template/storage/storage_template_ID/provision' -d
'payload={"HostId": {"my_host_id",
"DiskGroupId":"myDG_id", "VolSize":"vol_size"}'

其中，symantecdomain.example.com 是您的 Management Server 的名称，
server 是“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hadr 是“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myhost_id 是主机的编码 ID，myDG_id 是磁盘组的编码 ID，myrplan_id 是恢复
计划 ID。
如果已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的“Advanced Authorization (高级授权)”
下启用“Ask reason for all operations (询问所有操作的原因)”，则需要提供执行
该操作的原因。
注意：对象的 query URL 输出会显示 encoded_id 值。您需要使用此编码 ID 值更
新该对象的扩展属性。
同样，操作 URL 的 GET 请求显示执行该操作的示例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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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83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执行操作”。

JSON 格式的输出示例
以下是 JSON 格式的一些输出示例：
元数据输出：
[
{
"name":"id"
"perspective":"SERVER"
"editable":false
},
{
"name":"name"
"perspective":"SERVER"
"editable":false
},
{
"name":"user defined ea"
"perspective":"SERVER"
"editable":true
},
.
.
.
{
"name":"associated_urls",
"urls":[
{"name":"volumes",
"template":[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vom/api/query
/server/host/{host-id}/volume"
],
}
{"name":"disks",
"template":[
"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vom/api/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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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host/{host-id}/disk"
],
}
.
.
]
]

查询输出：
[
{
"user defined ea":"1st floor",
"encoded_id":"{00120050-56a6-15f3-0000-0000f684d3ab}",
"id":"{00120050-56a6-15f3-0000-0000f684d3ab}",
"associated_urls":{
"diskgroups":"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vom/api/query/server

/host/{00120050-56a6-15f3-0000-0000f684d3ab}/diskgroup",
"hbas":"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vom/api/query/server/host/
{00120050-56a6-15f3-0000-0000f684d3ab}/hba",
"volumes":"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vom/api/query/server/host/
{00120050-56a6-15f3-0000-0000f684d3ab}/volume",
"disks":"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vom/api/query/server/host/
{00120050-56a6-15f3-0000-0000f684d3ab}/disk"
},
"name":"10.255.255.255",
"url":"https://symantecdomain.example.com/vom/api/query/server/host/
{00120050-56a6-15f3-0000-0000f684d3a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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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83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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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命令
行界面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omadm 实用程序

■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列出所有已配置的磁盘阵列

■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主机管理

■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部署管理

■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业务应用程序管理

■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服务管理

■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域管理

■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列出已配置的计划

关于 vomadm 实用程序
通过 vomadm 实用程序，您可以执行以下类别的多项操作：
选项

类别

操作

arrayinfo

config-list

列出通过 Storage Insight Add-on 配置的所有磁
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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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类别

操作

host-mgmt

HostManagement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主
机管理

hotfix

deployment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修
补程序部署

makeBE

BEManagement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
务应用程序管理

service

Service-Management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服
务管理

domain-mgmt

Domain-Management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域
管理

schedule

列出托管主机上配置的所有日程表。

注意：您需要拥有管理权限才能运行这些命令。
只能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上使用
host-mgmt 和 makeBE 选项。Linu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支持这些命令。
vomadm 命令语法如下所述：
■

对于 Windows Management Server：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perl.exe vomadm < command>

■

对于 UNIX Management Server：/opt/VRTSsfmh/bin/vomadm <command>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列出所有已配置的磁盘阵列
使用以下命令列出通过 Storage Insight Add-on 配置的所有磁盘阵列：
vomadm arrayinfo --config-list <type> [--output-format <json>]

其中
config-list：用于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下配置磁盘阵列的方法，默认值为

all。
output-format：用户希望的输出类型，默认值为表格格式。

请参见第 592 页的“关于 vomadm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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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主机管理
使用以下命令可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已配置主机。
vomadm host-mgmt [--remove --host <hostname> | --remove --hostfile
<file> | --list ]

其中，
list：用于列出配置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的代理的所有主机。
remove：用于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删除指定主机。要删除

单个主机，请使用 --host 选项。要删除多个主机，请使用 --hostfile 选项。
host：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在 --list 选

项中列出）已知的托管主机的名称。
hostfile：包含主机名列表的文件的路径。该文件中应列出主机，并且每个主机占

一个新行。
请参见第 592 页的“关于 vomadm 实用程序”。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部署管理
通过 vomadm 实用程序使用以下命令部署修补程序：
vomadm hotfix [--install <hf> | --uninstall <hf-id> | --list |
--get-status <task-id>]

其中
install：安装修复程序文件指定的修复程序。
uninstall：卸载修复程序 ID 指定的修复程序。
get-status：获取任务 ID 指定的任务状态。
hf：修复程序文件的完整路径。
hf-id：修复程序的 ID。
task-id：触发操作时生成的任务的 ID。

请参见第 592 页的“关于 vomadm 实用程序”。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业务应用程序管理
通过 vomadm 实用程序中的 makeBE 命令选项，可以使用命令行执行与业务应用程
序相关的各种操作。makeBE 命令语法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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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madm makeBE [--import <infile> | --export <outfile> |
--user_defined_import <infile>]

其中
infile：输入文件的绝对路径。
outfile：输出文件的绝对路径。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关于 makeBE 脚本”。
请参见第 507 页的“使用 makeBE 脚本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10 页的“使用 makeBE 脚本更新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92 页的“关于 vomadm 实用程序”。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服务管理
使用以下命令可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各种服务：
vomadm service { --start | --stop | --restart | --status | --version
| --help } [process]

其中
start：启动指定的服务或该脚本管理的所有服务。
stop：停止指定的服务或该脚本管理的所有服务。
restart：重新启动指定的服务或该脚本管理的所有服务。
status：显示指定的服务或该脚本管理的所有服务的状态。
version：显示 Management Server 主机上安装的 VRTSsfmcs 软件包或 RTSsfmh

软件包的版本。
help：显示帮助以使用 service 命令以及随该命令提供的各种选项。
process：以下任意进程的名称：
■

web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器

■

at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xprtld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essaging Service

■

db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Database Service

■

dcli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分布式命令行后台驻留程序

■

sd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程序

■

xtrapd - SNMP 陷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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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 该脚本管理的所有进程

请参见第 592 页的“关于 vomadm 实用程序”。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进行域管理
使用以下命令可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已配置主机。
vomadm domain-mgmt [--remove-all | --remove <domain> | --show-tasks
[--latest <n>]]

其中，
remove-all：从所有 Management Server 域注销所有主机，运行该命令的域除外。
remove <domain>：从 <domain> 参数中指定的 Management Server 注销所有主

机。 对于 <domain> 参数，使用配置 Management Server 时所用的名称。
show-tasks [--latest <n>]：显示此命令已执行或当前正在运行的所有任务的状

态。 与 show-tasks 选项一起使用时，latest 参数显示指定的最近 n 个任务，其
中 n 是一个数字。
请参见第 592 页的“关于 vomadm 实用程序”。

使用 vomadm 实用程序列出已配置的计划
使用以下命令可列出托管主机上已配置的计划。
vomadm schedule[--help | --list [--<class>]

其中，
list --<class>：显示属于指定类别的所有计划。

请参见第 592 页的“关于 vomadm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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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vxlist

■

vomadm

■

xdist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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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list
vxlist – 显示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的记录。

大纲
vxlist [-option] [keyword] [arguments] [storage_object_names ...]

说明
vxlist 列出 Storage Foundation 对象。

要显示 vxlist 命令输出，必须运行 vxdclid 后台驻留程序。如果未运行 vxdclid，
请以根用户身份运行 /opt/VRTSsfmh/adm/dclisetup.sh。

关键字
alert

列出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警报。
cache

列出卷管理器缓存对象。
disk

列出磁盘。
diskgroup|dg

列出卷管理器磁盘组。
dmp

列出受支持的阵列支持库 (ASL)。
enclosure|enclr|array

列出磁盘阵列。
filesystem|fs

列出已装入的文件系统。
getfield

列出来自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记录的指定字段。与 -F 选项一起
使用。
hba|hostport|controller|ctrl

列出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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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

列出 LUN 的 Storage Insight Add-on 信息。仅当主机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域，且为 Storage Insight 启用了关联阵列时，才会提供此信息。
首次使用 lun 关键字时，会从 Management Server 中获取阵列信息。在下一
小时运行的任意 vxlist lun 命令都将使用 vxdclid 缓存。如果修改了阵列参
数，vxdclid 缓存可能会过时。在上一个 vxlist lun 命令之后一小时运行的
vxlist lun 命令可再次从 Management Server 中获取最新的阵列信息。
要强制 vxlist lun 命令获取更新的阵列信息，请使用 rescan 关键字。
nodeinfo

列出 Cluster Volume Manager 节点信息。
path

列出路径。
plex|pl

列出 plex。
rescan

获取更新过的 Storage Foundation 信息。
请参见 lun 关键字。
snapshot|snap

列出卷管理器快照。
subdisk|sd

列出子磁盘。
tag|tags

列出卷标记。
targetport|tca

列出目标端口。
task

列出正在运行的卷管理器任务。
umfilesystem|umfs

列出在文件系统表文件中引用的已卸载文件系统。
volume|vol

列出卷管理器卷。
vset

列出卷管理器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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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a|--all

显示所有字段或部分（包括那些没有数据的部分）。
-d|--deliminator string

使用指定的 string 而非空格来分隔以表格形式显示的字段。
-e|--exact

显示扇区中所有与大小相关的数字。
请参见 -u 选项。
-F|--format "objtype:field1[,field2...] [objtype:field1[,field2...]]"

显示为一个或多个对象类型指定的字段。对于每个对象类型，指定对象类型、
冒号和字段名称的逗号分隔列表。字段名称可以是在该对象类型的 vxprint -m
输出中列出的任何字段。支持以下对象类型：
■

disk

■

diskgroup|dg

■

enclosure|enclr|array

■

filesystem|fs

■

hba|hostport|controller|ctrl

■

path

■

targetport|tca

■

volume|vol

■

vset

-k|--kilobyte

显示所有与大小相关的数字（以 KB 为单位）。
-g|--diskgroup dg

列出指定磁盘组中的存储对象。
-H|--help [objtype]

显示用法信息。
-l|--long

以长格式显示。
-B|--bare field1[,field2...]objtype

以简化格式显示。仅显示指定长格式的字段
-O|--output [csv|long|table]

以所选格式显示信息。默认格式是 table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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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operty object_name1object_name2...

显示指定 LUN 的属性页面。除非使用 --all 选项，否则不会显示没有数据的
部分。
-q|--suppress

以表格输出格式抑制标头。
-s|--sections sectionname,...object_name

仅显示属性页面中的指定部分。除非使用 --all 选项，否则不会显示没有数据
的部分。
-t|--table [default|lun|stats]

以指定的表格格式显示 LUN 信息。默认格式是 default。
-u|--unit [p|t|g|m|k|blocks|bytes|scaled]

显示指定单元中所有与大小相关的数字。默认设置是 scaled。

示例
本节介绍了 vxlist 的用法示例。
示例 1：
显示用于查看磁盘相关信息的 vxlist 用法。
vxlist -H disk

示例 2：
以简化格式显示磁盘的“Device (设备)”、“Status (状态)”、“Log Info (日志信
息)”和 VDID 字段（以 ++ 字符串分隔）。
vxlist -B "Device,Status,Log Info,VDID" -d ++ disk

示例 3：
仅显示名为 vol_1 的卷的属性页面中的磁盘段。
vxlist -s disks vol vol_1

示例 4：
显示名为 vol_1 和 vol_2 的卷的、包含磁盘段的属性页面。
vxlist -p -s disks vol vol_1 vol_2

示例 5：
显示磁盘 disk_1 的 device_tag、guid 和 mediatype 字段。
vxlist -g dg_1 -F disk:device_tag,guid,mediatype getfield disk_1

示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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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dg_1 磁盘组的指定磁盘和卷字段：
vxlist -g dg_1 -F "disk:device_tag,guid,mediatype volume:state"
getfield

文件
/etc/vx/dcli/sfm/conf/dcli_conf.ini
vxlist 和 vxdclid 配置文件
/etc/vx/dcli/log/server_A
vxdclid 日志文件

说明
vxlist 的默认位置是 /opt/VRTSsfmh/bin/vxlist。还有一个名为
/etc/vx/bin/vxlist 的 vxlist 链接。

基于 Windows 的 Management Server 不支持 vxlis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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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madm
vomadm – 允许您使用命令行执行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相关的

操作。可用选项包括列出配置的磁盘阵列、主机管理、修复程序部署管理、业务应
用程序管理、服务管理以及域管理。

大纲
vomadm arrayinfo
vomadm host-mgmt
vomadm hotfix
vomadm makeBE
vomadm service
vomadm domain-mgmt

说明
arrayinfo 选项用于列出配置的磁盘阵列，host-mgmt 选项用于主机管理，hotfix

选项用于修补程序部署，makeBE 选项用于业务应用程序操作，service 选项用于服
务管理，domain-mgmt 选项用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域管理。

关键字
arrayinfo

用于列出通过 Storage Insight Add-on 配置的所有磁盘阵列。
host-mgmt

用于管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配置的主机。
hotfix

用于安装和卸载修补程序。
makeBE

用于执行各种与业务应用程序相关的操作。例如，创建业务应用程序，导入业
务应用程序。
service

用于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启动、停止或重新启动一个或多个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服务，或用于获取帮助、VRTSsfmcs 软件包和
VRTSsfmh 软件包的版本，或者一个或多个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服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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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mgmt

用于管理配置为托管主机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域。

选项
对于 arrayinfo
[--config-list <type> [--output-format<json>] ]
对于 host-mgmt
[--remove --host <hostname> | --remove --hostfile <file> | --list
]
对于 hotfix
[--install <hf> | --uninstall <hf-id> | --list ]
对于 makeBE
[--import <infile> | --export <outfile> | --user_defined_import
<infile>]
对于 service
[{ --start | --stop | --restart | --status | --version | --help
} <process> ]
对于 domain-mgmt
[--remove-all | --remove <domain> | --show-tasks {--latest<n>}]

文件
日志文件
/var/opt/VRTSsfmh/logs/vomadm.log

示例
本节提供 vomadm 的用法示例。
示例 1：
以 json 格式列出通过 Storage Insight Add-on 配置的所有磁盘阵列。
/opt/VRTSsfmh/bin/vomadm arrayinfo --config-list all --output-format
json

示例 2：
列出配置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代理的所
有主机。
/opt/VRTSsfmh/bin/vomadm host-mgmt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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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
卸载修复程序。
/opt/VRTSsfmh/bin/vomadm hotfix --unistall VRTSsfmch-4.1.142.0.sfa

示例 4：
使用 makeBE 命令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opt/VRTSsfmh/bin/vomadm makeBE --import /tmp/Samplefile

示例 5：
显示所有服务的状态。
/opt/VRTSsfmh/bin/vomadm service --status All

示例 6：
启动所有服务。
/opt/VRTSsfmh/bin/vomadm service --start All

示例 7：
停止所有服务。
/opt/VRTSsfmh/bin/vomadm service --stop All

示例 8：
注销所有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域中的主机，除了运行命令的域。
/opt/VRTSsfmh/bin/vomadm domain-mgmt --remove-all

说明
vomadm 命令的默认位置是 /opt/VRTSsfmh/bin/vomadm

版权
Copyright ©) 2016 Veritas Technologies 2016 年 Veritas Technologies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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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istc
xdistc – VRTSsfmh 分配器的命令行界面

大纲
xdistc [OPTIONS] --push localfile remotefile
xdistc [OPTIONS] --run --command arg1 arg2..
xdistc [OPTIONS] --push localfile remotefile --run --command arg1
arg2..
xdistc --results --id requestid [--wait duration]

说明
xdistc 是 VRTSsfmh 分配器的命令行界面。可以使用 xdistc 在集中管理的域中的

所有托管主机上复制文件或运行命令。可以在当前运行的可用主机上执行这些任
务，也可以在已启动的不可用主机上执行这些任务。在运行 xdistc 时，通过它指
定的任务继续在后台运行，即使 xdistc 已停止运行。
只能从运行了 xprtld 后台驻留程序的 Management Server 主机运行 xdistc。您
必须以根用户身份登录才能运行 xdistc。

选项
--push localfile remotefile

将文件复制到多个托管主机。符号名称 $TMPDIR、$VARDIR 和 $TMPFILE 可用
作目标文件路径。$TMPDIR 通常指向 /tmp 目录，但在 Windows 托管主机上可
能有所不同。$VARDIR 指向 /VRTSsfmh/var 目录。要使用符号名称，请在符号
名称之后追加文件名。例如，$TMPDIR/myfile.txt 或 $VARDIR/myfile2.txt。
$TMPFILE 会创建一个临时文件名，确保不与 /tmp 中的其他文件相冲突。这对
--run 选项很有用。
只能将几个特定的目录指定为目标。
要在复制时覆盖现有文件，请使用 --force 选项。
--run --command arg1 arg2..

在多个托管主机上运行某个命令。采用此格式时，将使用已事先在每个目标主
机上列入白名单的命令中的某一个命令。双短划线后面的参数直接传递到命
令。可以使用 --id 选项指定请求 ID。如果未指定请求 ID，将在内部创建随机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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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 localfile remotefile --run --command arg1 arg2..

用于同时在多个主机上复制文件和运行命令。如果需要将某个可执行文件复制
到多个托管主机并运行它，则此选项很有用。
--results

从运行请求中检索 stdout 和 stderr 结果。可以将此选项与 --run 选项一起
指定，以查看所执行的命令的结果。如果使用 --results 选项而不使用 --run
选项，则必须指定请求 ID。可以使用 --wait 选项指定 xdistc 脚本为获取结
果而应等待的时间。
--os osname

指定操作系统。使用 xdistc 指定的任务在运行指定操作系统的托管主机上运
行。osname 必须指定为以下操作系统之一：SunOS、Linux、HP-UX、AIX、
Windows。也可以指定多个操作系统。 例如，要指定 AIX 和 Linux，请使用
'/AIX|Linux/'（包括单引号）。
--cpu cputype

指定处理器。使用 xdistc 指定的任务在具有指定处理器的托管主机上运行。
cputype 必须指定为以下类型之一：sparc、x86_64、powerpc、x86、x64、
i386、i686。
--host hostname

指定主机。使用 xdistc 指定的任务在指定的托管主机上运行。可以多次指定
该选项以指定多个主机。
--hostfile filename

指定包含托管主机名称的文件。该文件必须是以空格分隔的文件。使用 xdistc
指定的任务在该文件中指定的托管主机上运行。
--when spec

指定托管主机的状态。spec 的可能值有 'now'、'up' 或 'now,up'（不包括单引
号）。 如果指定 now，则在已启动的托管主机上运行使用 xdistc 指定的任
务。 如果指定 up，则在正启动或重新启动的托管主机上或者正添加到集中管
理的域中的托管主机上运行使用 xdistc 指定的任务。spec 的默认值为
now,up。
--id requestid

指定请求 ID。可以将 --id 选项与 --push 或 --run 选项一起使用，以分配请
求 ID。当它与 --results 选项一起使用时，还会收集输出。如果未指定，则
在内部生成 ID。
--ttl timespec

指定 xdistc 应记住请求和请求输出结果的时间。可以指定 xdistc 尝试将请
求发送到托管主机的时间。timespec 值的单位可以是天、小时或分钟。例如，
可以使用以下值之一来指定 xdistc 应将请求和输出结果记住一天：1d、24h
或 1440m，其中 d 表示天，h 表示小时，m 表示分钟。也可以为 timespec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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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下值之一： complete 或 forever。如果将 timespec 指定为 complete，
则 xdistc 将在指定的主机上运行任务后删除请求。如果指定 forever，则不自
动删除请求。
--wait seconds

与 --results 选项一起使用，指定 xdistc 脚本为获取结果而应等待的时间。
必须以秒为单位指定时间。默认值为 0 秒，即 xdistc 脚本无限期地等待结果。
-force

指定在将文件复制到托管主机时应重写现有的文件。
--delete

指定在使用 --run 选项指定的命令完成后应从托管主机中删除已复制的文件。
仅当 --push 选项和 --run 选项一起使用时，才能使用 --delete 选项。
--permission p

指定对复制到托管主机的文件的访问权限。可以将访问权限指定为八进制数。
例如，500 或 444。
--whitename name

指定在复制文件后，应将它包括在白名单中以便稍后运行。
--user username

指定在每个托管主机上通过 xdistc 运行任务时要使用的用户名。默认的用户
名是 vxss:///sfm_admin//。
--uri uri

指定要调用的原始 URI。这是位于 --push 和 --run 选项上面的较低级别的接
口，用于调用任意 URL。
--d option=value

指定 xdistc 作为表单数据传递到远程 URL 的其他值。

说明
xdistc 的默认位置是 /opt/VRTSsfmh/bin/xdistc。
xdistc 的默认日志文件是 /var/opt/VRTSsfmh/logs/xdist.log。

基于 Windows 的 Management Server 不支持 xdistc 命令。

示例
本节提供 xdistc 的用法示例。
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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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cript.sh 文件复制到所有 Linux 托管主机，运行它并显示结果。该文件在运行
后将从托管主机中删除。请求将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保持活动状态一天。命
令将发送到在此期间加入域的任何新主机，而且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自动清
除该请求之前可以收集结果。
xdistc --ttl 1d --os Linux --push script.sh /tmp/remote.sh --run
--delete --results

示例 2：
将 /root/script.sh 文件复制到所有托管主机，设置其访问权限并将它列入白名
单。请求将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保持活动状态一天。命令将发送到在此期间
加入域的任何新主机，而且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自动清除该请求之前可以收
集结果。
xdistc --ttl 1d --push /root/script.sh /var/opt/VRTSsfmh/script99.sh
--permission 755 --whitename script99

示例 3：
运行已列入白名单的带参数的 script99 命令。请求将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保
持活动状态一天。命令将发送到在此期间加入域的任何新主机，而且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自动清除该请求之前可以收集结果。
xdistc --ttl 1d --run -- script99 arg1 arg2

示例 4：
使用白名单和较低级别 URI 接口运行 script99。请求将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
保持活动状态一天。命令将发送到在此期间加入域的任何新主机，而且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自动清除该请求之前可以收集结果。
xdistc --ttl 1d --uri admin/whitelist.pl/run --d
argv=["script99","arg1","ar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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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Oracle 数据库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

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

IBM DB2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ASE)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

Microsoft SQL Server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Oracle 数据库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对于 Oracle 数据库发现，请确保正确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环境和 Oracle 数据库。有关受支持的 Oracle 数据库版本，请
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Oracle 数据库发现先决条件
为了让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Oracle 数据库，必须确保 Oracle
数据库的主目录可访问。要访问数据库的主目录，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之一。如
果不满足这两个先决条件，则不会发现有关 Oracle 数据库的任何详细信息。也适用
于 Oracle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RAC) 的发现。
■

使用 Cluster Server 对 Oracle 数据库进行群集化。

■

对于 Unix/Linux 操作系统上的 Oracle 数据库发现，oratab 文件必须列出 Oracle
数据库及其正确的主目录。 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读取 Windows 注册表以获取 Oracle 数据库配置
的详细信息。

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Oracle 数据库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系统表的权限
在执行 Oracle 数据库的发现时，确保对下列系统表具有正确的权限：
ALL_ARGUMENTS

ALL_TAB_COMMENTS

DBA_TS_QUOTAS

ALL_CATALOG

ALL_TRIGGERS

DBA_USERS

ALL_COL_COMMENTS

ALL_TRIGGER_COLS

DBA_VIEWS

ALL_CONSTRAINTS
ALL_CONS_COLUMNS

ALL_TYPES

DICTIONARY

ALL_DB_LINKS
ALL_ERRORS

ALL_UPDATABLE_COLUMNS DICT_COLUMNS

ALL_INDEXES

ALL_USERS

GLOBAL_NAME

ALL_IND_COLUMNS

ALL_VIEWS

NLS_DATABASE_PARAMETERS

ALL_LOBS

DATABASE_COMPATIBLE_LEVEL NLS_INSTANCE_PARAMETERS

ALL_OBJECTS

DBA_DB_LINKS

NLS_SESSION_PARAMETERS

ALL_OBJECT_TABLES

DBA_ERRORS

PRODUCT_COMPONENT_VERSION

ALL_SEQUENCES

DBA_OBJECTS

ROLE_TAB_PRIVS

ALL_SNAPSHOTS

DBA_ROLES

SESSION_PRIVS

ALL_SOURCE

DBA_ROLE_PRIVS

SESSION_ROLES

ALL_SYNONYMS

DBA_SOURCE

SYSTEM_PRIVILEGE_MAP

ALL_TABLES

DBA_TABLESPACES

TABLE_PRIVILEGES

ALL_TAB_COLUMNS

DBA_TAB_PRIVS

TABLE_PRIVILEGE_MAP

ALL_TAB_COL_STATISTICS DBA_TRIGGERS

Oracle 数据库发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下列方法发现 Oracle 数据库：
■

Automatic discovery (自动发现)：默认的发现方法。安装 VRTSsfmh 软件包并
将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之
后，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数据库系列会自动收集 Oracle 配
置信息。Agentlet 使用 sysdba 用户帐户进行发现。如果存在 sysdba 用户帐户
的密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则无法执行自动发现。
如有需要，您可以停止 Oracle 数据库的自动发现，如下列过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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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al Discovery (手动发现)：如果自动发现不可用（因为需要密码），数据
库会被列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发现
状态为“Partial (needs credentials) (部分 (需要凭据))”。在这种情况下，右
键单击数据库并选择“Set credentials (设置凭据)”。输入 Oracle 数据库连接
的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您不希望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数据库 agentlet 自动发现数
据库，可以停止 Oracle 数据库的自动发现。
停止 Oracle 数据库的自动发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Home (主页)”页面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Host (主机)”。

3

在主机列表页面中，选择您要停止数据库发现的主机。

4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Discovery families (发现系列)”选项卡。

6

对于 DB 系列，请单击暂停按钮。它将停止主机上数据库系列的后续发现。暂
停该系列后，“Frequency (频率)”列会显示为“Paused (暂停)”状态。单击
播放按钮可重新启动数据库发现。

请参见第 612 页的“用于发现 Oracle 数据库的 SQL 查询”。
请参见第 614 页的“Solaris Zones 中的 Oracle 数据库发现”。

用于发现 Oracle 数据库的 SQL 查询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使用以下 SQL 查询来发现 Oracle
数据库：
■

select 'db_name=',value from v$parameter where name = 'db_name';

■

select 'total_tablespaces=',count(*) from v$tablespace;

■

select 'total_files=',SUM(c) from (select count (*) c from
v$datafile union all select count (*) c from v$tempfile);

■

select 'total_logfiles=',count(*) from v$logfile;

■

select 'status=',status from v$instance;

■

select 'parallel=',parallel from v$instance;

■

select 'datsize=',sum(bytes) from dba_data_files;

■

select 'logsize=',sum(bytes) from sys.v_$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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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tmpsize=',sum(bytes) from dba_temp_files;

■

select 'free_space=',sum(bytes) from dba_free_space;

■

select '--archive_log_files--' from dual;

■

select
a.RECID,'++',a.NAME,'++',a.BLOCKS,'++',a.BLOCK_SIZE,'++',a.STATUS
from v$archived_log a;

■

select '--redo_log_files--' from dual;

■

select [a.member], '++',nvl(b.status, 'null'),'++', b.group#,
'++',b.bytes from v$logfile a, v$log b where a.group#=b.group#;

■

set colsep;

■

select '--tablespace_size--' from dual;

■

select t.tablespace_name tablespace,nvl(tsf.bytes,0) free FROM
sys.dba_tablespaces t,sys.sm$ts_avail tsa,sys.sm$ts_free tsf WHERE
t.tablespace_name = tsa.tablespace_name (+) AND t.tablespace_name
= tsf.tablespace_name (+) AND t.tablespace_name not in ( select
tablespace_name from dba_tablespaces where extent_management =
'LOCAL' and contents = 'TEMPORARY') UNION SELECT t.tablespace_name
tablespace,nvl(lt.free,0) FROM sys.dba_tablespaces t,( SELECT
h.tablespace_name,sum ((h.bytes_free + h.bytes_used) p.bytes_used) free FROM sys.v_$temp_space_header
h,sys.v_$Temp_extent_pool p wHERE p.file_id(+) = h.file_id group
by h.tablespace_name ) lt WHERE t.tablespace_name =
lt.tablespace_name ORDER BY 1;

■

select '--tablespace_status--' from dual;

■

select tablespace_name, status from sys.dba_tablespaces order by
tablespace_name;

■

select '--tablespace_info--' from dual;

■

select * from (select ts.name name, nvl(f.name, 'null'),
nvl(f.file#, 0), nvl(f.bytes, 0), nvl(f.status, 'null') from
v$tablespace ts, v$datafile f where ts.ts#= f.ts# union all select
ts.name name, nvl(f.name, 'null'), nvl(f.file#, 0), nvl(f.bytes,
0), nvl(f.status, 'null') from v$tablespace ts, v$tempfile f where
ts.ts#= f.ts#) order by name;

请参见第 610 页的“Oracle 数据库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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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is Zones 中的 Oracle 数据库发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支持 Solaris Zones 中的 Oracle 数据库发
现。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机（代理）必须安装在全局区域
中。通过连接到所有区域，在全局区域中进行发现。
注意：Oracle 数据库的自动发现不能因为单个区域而暂停。发现必须在安装了代理
的全局区域中暂停，并将在本地区域上停止发现。
请参见第 610 页的“Oracle 数据库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关于支持的虚拟化技术”。

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发现
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对于 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发现，请确保正确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环境和 Oracle ASM。有关受
支持的 Oracle ASM 版本，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
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Oracle ASM 发现先决条件
为了让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 Oracle ASM，将从 oratab 文
件中获取 Oracle ASM 的主目录。如果在 oratab 文件中缺失 ASM 的条目，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无法发现 Oracle ASM 的详细信息。

Oracle ASM 发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下列方法发现 Oracle ASM：
■

Automatic discovery (自动发现)：默认的发现方法。安装 VRTSsfmh 软件包之
后，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数据库 (DB) 系列会自动收集
Oracle ASM 配置信息。Agentlet 将 sysdba 用户用于 Oracle ASM 的发现。如
果存在 sysdba 用户帐户的密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则无法执行 Oracle ASM 的自动发现。

如果您不希望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数据库 agentlet 自动发现
Oracle ASM，可以停止 Oracle ASM 的自动发现。
停止 Oracle ASM 的自动发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Home (主页)”页面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Host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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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主机列表页面中，选择您要停止 Oracle ASM 发现的主机。

4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Discovery families (发现系列)”选项卡。

6

对于 DB 系列，请单击暂停按钮。它将停止主机上 Oracle ASM 系列的后续发
现。暂停该系列后，“Frequency (频率)”列会显示为“Paused (暂停)”状
态。单击播放按钮可重新启动 Oracle ASM 发现。

请参见第 615 页的“用于发现 Oracle ASM 的 SQL 查询”。
请参见第 615 页的“Solaris Zones 中的 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发现”。

用于发现 Oracle ASM 的 SQL 查询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使用以下 SQL 查询来发现 Oracle
ASM：
■

发现 10gR1 版本的 Oracle ASM 磁盘组：
select GROUP_NUMBER, NAME, STATE, TYPE, TOTAL_MB, FREE_MB from
v$asm_diskgroup;

■

发现 10gR2 或更高版本的 Oracle ASM 磁盘组：
select GROUP_NUMBER, NAME, STATE, TYPE, TOTAL_MB, FREE_MB,
REQUIRED_MIRROR_FREE_MB, USABLE_FILE_MB, DATABASE_COMPATIBILITY
from v$asm_diskgroup;

■

发现 Oracle ASM 磁盘：
select GROUP_NUMBER, NAME, PATH, STATE, TOTAL_MB, FREE_MB from
v$asm_disk;

请参见第 614 页的“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发现的应用程序
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615 页的“Solaris Zones 中的 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发现”。

Solaris Zones 中的 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发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支持 Solaris Zones 中的 Oracle ASM 发现。
对于发现，托管主机（代理）必须安装在全局区域中。通过连接到所有区域，在全
局区域中进行发现。

615

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IBM DB2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注意：Oracle ASM 的自动发现不能因为单个区域而暂停。发现必须在安装了代理
的全局区域中暂停，并将在本地区域上停止发现。
请参见第 614 页的“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发现的应用程序
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615 页的“用于发现 Oracle ASM 的 SQL 查询”。

IBM DB2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对于 IBM DB2（扩展版本和企业扩展版本）发现，请确保正确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环境和 IBM DB2。有关受支持的 IBM
DB2 版本，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将尝试自动收集 DB2 配置信息。
通过自动信息收集，无需用户干预，DB agentlet 即可发现并返回有关 DB2 实例的
信息。
如果您不希望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自动发现 IBM DB2
数据库，可以停止 IBM DB2 的自动发现。
停止 IBM DB2 数据库的自动发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Home (主页)”页面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Host (主机)”。

3

在主机列表页面中，选择您要停止 IBM DB2 数据库发现的主机。

4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Discovery families (发现系列)”选项卡。

6

对于 DB 系列，请单击暂停按钮。它将停止主机上 IBM DB2 数据库系列的后续
发现。暂停该系列后，“Frequency (频率)”列会显示为“Paused (暂停)”状
态。单击播放按钮可重新启动 IBM DB2 数据库发现。

请参见第 616 页的“用于发现 IBM DB2 数据库的 SQL 查询”。

用于发现 IBM DB2 数据库的 SQL 查询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使用以下 SQL 查询来发现 IBM DB2
数据库：
■

db2_home_dir/sqllib/adm/db2lic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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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2_home_dir/sqllib/bin/db2 get dbm configuration

■

db2_home_dir/sqllib/bin/db2 list database directory

■

db2_home_dir/sqllib/bin/db2 connect to <database_name>

■

db2_home_dir/sqllib/bin/db2 get db configuration for
<database_name>

■

db2_home_dir/sqllib/bin/db2 list tablespaces show detail

■

db2_home_dir/sqllib/bin/db2 list tablespace containers for
<tablespace_name> show detail

■

对于早于 9.7 的 IBM DB2 版本：
print J "su $sid -c \" $home_dir/sqllib/bin/db2 connect to
$db_name\; $home_dir/sqllib/bin/db2 \\\"select
TABLESPACE_NAME,total_pages as TBSPC_Pages, USED_PAGES, PAGE_SIZE,
TABLESPACE_STATE, TBS_CONTENTS_TYPE, FREE_PAGES, EXTENT_SIZE,
PREFETCH_SIZE, NUM_CONTAINERS, USABLE_PAGES from table
(snapshot_tbs_cfg (\'$db_name\',-2)) as snapshot_tbs_cfg\\\";
$home_dir/sqllib/bin/db2 disconnect $db_name\"";

■

对于 IBM DB2 9.7 或更高版本：
print J "su $sid -c \" $home_dir/sqllib/bin/db2 connect to
$db_name\; $home_dir/sqllib/bin/db2 \\\"SELECT TBSP_NAME as
TABLESPACE_NAME, TBSP_TOTAL_PAGES as TBSPC_Pages, TBSP_USED_PAGES
as USED_PAGES, TBSP_PAGE_SIZE as PAGE_SIZE, TBSP_STATE as
TABLESPACE_STATE, TBSP_CONTENT_TYPE as TBS_CONTENTS_TYPE ,
TBSP_FREE_PAGES as FREE_PAGES, TBSP_EXTENT_SIZE as EXTENT_SIZE,
TBSP_PREFETCH_SIZE as PREFETCH_SIZE, TBSP_NUM_CONTAINERS as
NUM_CONTAINERS, TBSP_USABLE_PAGES as USABLE_PAGES FROM
TABLE(MON_GET_TABLESPACE('',-1)) AS snapshot_tbs_cfg\\\";
$home_dir/sqllib/bin/db2 disconnect $db_name\"";

■

db2_home_dir/sqllib/bin/db2

请参见第 616 页的“IBM DB2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ASE) 发现的应
用程序设置要求
对于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ASE) 发现，请确保正确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环境和 Sybase 数据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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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的 Sybase 数据库版本，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
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Sybase ASE 发现先决条件
向系统管理员 (SA) 用户分配密码。有关应用程序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Sybase
ASE 文档。

Sybase ASE 发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提供 Sybase ASE 的自动发现。要启用
Sybase ASE 发现，您必须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为发现
Sybase 实例。
启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Sybase ASE 发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Home (主页)”页面中，单击“Server (服
务器)”透视图。

2

展开“Manage (管理)”下的“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

3

在“Databases (数据库)”下，选择所需的 Sybase 实例。

4

右键单击数据库，然后选择“Set Credentials (设置凭据)”。输入可用于
Sybase ASE 连接的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您不希望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自动发现数据库，可
以停止 Sybase ASE 的自动发现。
停止 Sybase ASE 的自动发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Home (主页)”页面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Host (主机)”。

3

在主机列表页面中，选择您要停止 Sybase ASE 发现的主机。

4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Discovery families (发现系列)”选项卡。

6

对于 DB 系列，请单击暂停按钮。它将停止主机上 Sybase ASE 系列的后续发
现。暂停该系列后，“Frequency (频率)”列会显示为“Paused (暂停)”状
态。单击播放按钮可重新启动 Sybase ASE 发现。

请参见第 619 页的“用于发现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ASE) 的 SQL 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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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发现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ASE) 的 SQL 查询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使用以下 SQL 查询来发现 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ASE)：
■

sp_helpdb

■

sp_helpdevice

■

sp_helpsegment

■

select @@pagesize

■

use <database_name>

■

sp_helpdb <database_name>

■

select count(*) from sysobjects where type = 'U' or type = 'S'

■

select name from syssegments

■

sp_helpsegment <segment_name>

请参见第 617 页的“Sybase Adaptive Server Enterprise (ASE)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
要求”。

Microsoft SQL Server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对于 Microsoft SQL Server 发现，请确保正确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环境和 Microsoft SQL Server。有关受支持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版本，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
容性列表 (HSCL)》。

Microsoft SQL Server 发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下列方法发现 Microsoft SQL Server：
■

Automatic discovery (自动发现)：默认的发现方法。安装 VRTSsfmh 软件包并
将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之
后，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数据库 (DB) 系列会自动收集 MS
SQL Server 配置信息。Agentlet 以本地系统用户身份运行，并且不使用凭据即
连接到 MS SQL Server。如果本地系统用户没有访问 MS SQL Server 的权限，
那么自动发现只能收集有限的信息。

■

Manual Discovery (手动发现)：如果因为本地系统用户没有访问 MS SQL Server
的权限而导致自动发现不可用，则数据库会被列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的“Server (服务)”透视图中，发现状态为“Partial (needs credentials) (部分
(需要凭据))”。右键单击数据库，然后选择“Set credentials (设置凭据)”。
输入可用于 MS SQL Server 连接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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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希望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自动发现 Microsoft
SQL Server，可以停止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自动发现。
停止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自动发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Home (主页)”页面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Host (主机)”。

3

在主机列表页面中，选择您要停止 MS SQL Server 发现的主机。

4

右键单击主机，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5

单击“Discovery families (发现系列)”选项卡。

6

对于 DB 系列，请单击暂停按钮。它将停止主机上 Microsoft SQL Server 系列
的后续发现。暂停该系列后，“Frequency (频率)”列会显示为“Paused (暂
停)”状态。单击播放按钮可重新启动 Microsoft SQL Server 发现。

请参见第 620 页的“用于发现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 SQL 查询”。

用于发现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 SQL 查询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agentlet 使用以下 SQL 查询来发现 Microsoft
SQL Server：
■

select * from sysdatabases

■

DBCC SQLPERF(LOGSPACE)

■

use database_name; exec sp_helpfilegroup

■

use database_name; DBCC SHOWFILESTATS

■

use database_name; select * from dbo.sysfiles where
groupid=group_id

注意：agentlet 对每个 SQL Server 实例运行第一个查询。此查询返回实例中的数
据库列表。对于这组查询中的其余查询，database_name 为第一个查询返回的值。
请参见第 619 页的“Microsoft SQL Server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发现的应用程序设置要求
对于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发现，请确保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环境和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已正确配置。有关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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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的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自动发现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的
详细信息，而无需进行其他配置。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业务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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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Active

一种故障转移配置，在该配置模式下每个系统运行一个服务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

Configuration (主动/主动 系统发生故障，另一个系统将接管其服务组并同时运行两个服务组，也称为对称配
配置)

置。

Active/Passive

一种故障转移配置，包括一个运行一个服务组的主系统和一个专用备份系统，也称

Configuration (主动/被动 为非对称配置。
配置)
addressable unit (可寻
址单元)
allocated storage (已分
配存储)

网络中的任何存储资源，准备分配供主机和应用程序使用，也称为 AddrUnit 或 AU。
另请参见 LUN
指定供特定主机使用的 LUN 中可寻址存储的总量。当主机操作系统已经为 LUN 写
入设备句柄（换言之，即声明了 LUN）或者当阵列已经将 LUN 屏蔽到特定目标时，
LUN 被视为已分配。
与未分配的存储相对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

一个程序或一组程序，设计用于执行特定任务。Oracle 数据库和 Veritas NetBackup
是应用程序示例。

Authentication Service

请参见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验证服务)
bridge (网桥)

一种设备，在使用同一通信协议的存储网络的两个区段之间连接和传递数据包。
另请参见路由器

capacity (容量)

对象可以分配或使用的存储量。

claimed storage (已声明 至少一个主机的操作系统已为其创建设备句柄的存储。
的存储)

与未声明的存储相对

cluster (群集)

共享一组磁盘并由一组冗余心跳网络连接的一组主机（每个主机称为节点）。

cluster communication
(群集通信)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所定义的两个核心通信协议中的任一个进行的群集之间
的通信：GAB 和 LLT。该通信是通过在系统之间或在快速内核到内核的广播之间发
送的心跳信号而发生的。

configured storage (已

已经格式化并且准备分配给 RAID 组的物理存储。

配置的存储)
device handle (设备句
柄)

与未配置的存储相对
操作系统用于标识存储资源（称为可寻址单元或 LUN）以及以正确方式（驱动程
序、系统调用）对其进行访问的名称。也称为操作系统句柄。

术语表

disk group (磁盘组)

共享一个公共配置的一个磁盘集合。磁盘组配置是一组记录，其中包含有关现有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对象（如磁盘和卷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信息。每个
磁盘组都有一个管理员指派的名称和一个内部定义的唯一 ID。根磁盘组 (rootdg) 是
一个始终存在的特殊专用磁盘组。

DMP (动态多径处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一个功能，该功能通过使用路径故障转移和负载平衡，
为通过多条路径与主机系统连接的多端口磁盘阵列提供更高可靠性和更佳性能。使
用一种特定于每种受支持阵列类型的机制，DMP 检测到磁盘的各条路径。DMP 还
可以区分连接到同一主机系统的某种受支持阵列类型的不同磁盘阵列。

event (事件)

一种通知，指明存储网络上的一个或多个对象何时发生了某个操作（如警报或状态
变化）。

failover (故障转移)

主系统出现故障或者由于检修目的而临时关闭时，自动切换到备用数据库、服务器
或网络的备份操作。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组织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或虚拟磁盘的可寻址 (LUN) 存储的一种方法，它使用户和
应用程序能够方便地组织文件。对于用户和应用程序，文件系统看起来就像是在层
次结构中排列的目录。

firmware (固件)

在设备的内存中永久设置的一组软件指令。

GBIC

千兆位接口转换器。一种广泛用于光纤通道的收发器模块。GBIC 采用模块化结构，
可热交换，可以使用铜或光纤材料。

Global Service Group
(全局服务组)

一种跨越两个或多个群集的 VCS 服务组。该组的 ClusterList 属性包含其跨越的群
集的列表。

Group Atomic

VCS 引擎的通信机制，用于管理群集成员集、监视心跳通信并在整个群集内分发信

Broadcast (组原子广播, 息。
简称 GAB)
hub (集线器)

存储网络中设备的公用连接点。集线器可以是非托管的、IP 托管的或者 FC 托管
的。非托管集线器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它只是充当数据的管道，将数据从一个存储
资源移动到另一个存储资源。IP 托管的集线器和 FC 托管的集线器是智能的，包含
管理员可以用于监视通过集线器的流量并配置集线器中每个端口的功能。

logical unit number (逻

请参见 LUN。

辑单元号)
LUN (逻辑单元号)

可能位于一个或多个简单存储设备或阵列存储设备内部的一个唯一的、离散的可寻
址单元或逻辑卷。LUN 以 SCSI LUN 号的形式，通过一种寻址方案提供给主机，并
以此作为自己的呈现方式。每个 LUN 都有一个唯一的设备句柄，并代表一个逻辑
卷。

node (节点)

网络中的一个对象。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中，节点专指群集中任意数目的主机
之一。另请参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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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对象)

存储网络上的单个唯一可寻址实体。对象中存在对象是可能的。例如，磁带阵列是
对象，而该阵列中的每个磁带机也是对象。主机是对象，主机中的 HBA 也是对象。
每个对象有一个或多个属性，并且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区域的成员。

Object Reference 或

在发现数据存储中唯一标识某个对象的键。OID 在 XML 文件中表示为最长为 128
个字符的十六进制字符串。

OID (对象引用或对象
ID)
physical fabric (物理交
换结构)

交换结构的物理组件，包括所有交换机和所有其他 SAN 对象。您可以根据物理交
换结构中的硬件组件配置一个或多个虚拟交换结构，其中每个虚拟交换结构都与其
他虚拟交换结构相隔离。

policy (策略)

在存储网络中的大量对象上应用的一组规则或一组配置设置。建立策略可帮助监视
和管理网络。每个策略将某些条件集与存储资源相关联，并定义检测到这些条件时
要采取的操作。

RAID

独立磁盘冗余阵列。用于管理多个磁盘的成本、数据可用性和性能的一组技术。
另请参见“镜像条带化”

resource (资源)

协同工作以在网络上提供服务的任何单独的组件。资源可以是物理组件（例如存储
阵列或交换机）、软件组件（例如 Oracle8i 或 Web 服务器）或配置组件（例如 IP
地址或装入的文件系统）。

SAN

存储区域网络 (Storage Area Network) 的首字母缩略词。通常通过光纤通道（一种
多用途高速传输）将服务器或工作站与设备链接到一起的网络。存储区域网络 (SAN)
模型将存储置于它自己的专用网络上，将数据存储从服务器到磁盘的 SCSI 总线和
主用户网络中删除。SAN 包括为 LAN 用户提供接口点的一个或多个主机，以及（对
于大型 SAN）用于容纳大量存储设备的一个或多个光纤交换机和 SAN 集线器。

SCSI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用于将多个外围设备连接到计算机中插入的单一扩展板的硬
件接口。该接口广泛用于将个人计算机连接到外围设备（例如磁盘和介质驱动器）。

seeding (种子设定)

预先存在网络分裂时用来保护群集的一种技术。默认情况下，系统启动时不会进行
种子设定。可以自动为系统设定种子，也可以手动设定。只有设定了种子的系统才
能运行 VCS。仅当非种子系统与种子系统进行通信时，或者群集中的所有系统都是
非种子系统并能够互相通信时，系统才会自动设定种子。
请参见“网络分裂”

service group (服务组)

协同工作、为客户端提供应用程序服务的一组资源。服务组通常包括基于硬件和软
件的多个资源，这些资源协同工作，提供单项服务。

SMTP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用于在服务器之间发送电子邮件的一个常用协议。

SnapMirror

在 NetApp 统一存储设备上镜像卷和配额树 (qtree) 的一种方法。借助 SnapMirror，
用户可以调度或启动数据传输、请求有关传输的信息、更新镜像以及管理镜像。
请参见“镜像”

snapshot (快照)

卷或文件系统的即时点映像，可用作备份。

624

术语表

SNMP

用于提升互操作性的 Internet 网络管理和通信的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取决于
必须遵守某个公用框架和某个公用语言或协议的协作系统。

striping (条带化)

通过在循环模式下将数据映射到连续介质（称为条带），将数据分布在多个物理磁
盘上的一种布局技术。另请参见“RAID 级别 0”。

switch (交换机)

节点连接到的网络设备，该设备通过链路级寻址提供节点连接的高速交换。

system (系统)

数据和应用程序所在的物理硬件，以及数据和应用程序之间的关联。

topology (拓扑)

存储网络上的资源的物理排列或逻辑排列，以及这些资源之间的关联。

unused storage (未用的 未写入数据的存储。
存储)

与已用的存储相对

virtual IP address (虚拟 与 VCS 群集关联的唯一 IP 地址。此地址可以用于群集中的所有系统，以及 VCS
IP 地址)

群集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虚拟 IP 地址不同于系统基础 IP 地址，后者与系统的主
机名称相对应。
另请参见“IP 地址”

virtualization (虚拟化)

将一个或多个对象、服务或功能表示为单一抽象实体，以便可以一并管理它们或一
并对它们采取操作。虚拟化的一个示例是，作为在存储网络中控制访问权限和增加
可伸缩性的一种方式，从交换机和相关联的存储资源创建虚拟交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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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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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组 150
快照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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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计划 405
检查点 246
卷 174
空间优化卷快照 198
文件系统 224
磁盘
初始化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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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连接 160
恢复 158
恢复磁盘 158
精简回收 304
联机 163
迁移 167
取消映射 160
使脱机 164
使用情况 164
替换磁盘 157
映射 159
针对 FSS 导出 553
重新扫描 170
主机前缀 162
磁盘组
拆分 150
创建 133
导入 142
调整磁盘大小 145
恢复 140
结合 153
删除磁盘 161
升级 149
添加磁盘 143
销毁 141
移动 151
重命名磁盘 147
逐出 141
从快照还原数据 210

D
Datastore 560
DMP 路径
在虚拟化服务器上禁用 540
在阵列上禁用 539
在主机上禁用 533
DMP 维护事件
查看结果和输出 544
删除记录 544
Dynamic Multi-Pathing 532
导入
磁盘组 142
类型定义 326
调度文件压缩 308
调整大小
磁盘组 145
卷 205
断开镜像卷快照
配置 200

对象
修改权限 93
多径处理发现
VMware 环境 561
多路径发现
用户权限 561
多站点管理
功能 423
关于 422
设置复制数据群集 425
设置校园群集 424
先决条件 424
限制 424

E
ESX 服务器
Datastore 560
深层阵列发现 557

F
FSS
导出磁盘 553
功能 551
用例 552
在现有磁盘组上启用或禁用 555
发现 VMware 基础架构 558
防火练习
查看日程表 402
禁用日程表 401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394
启用日程表 400
删除日程表 400
修改日程表 398
运行 DR 防火练习 394
运行 HA 防火练习 392
非群集文件系统
卸载 235
装入 236
分配价格层
处理器价格层 444
服务器价格层 444
手动 445
自动 445
服务组
冻结 338
管理 329
禁用 335
禁用所有资源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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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343–344
启用 334
启用所有资源 340
切换 350
清除 340
清除故障 351
取消冻结 339
删除 342
使联机 346
使脱机 348
添加 330
服务组依赖关系
查看 356
复制
关联卷 297
恢复 290
监视 301
接管主节点 295
配置 280
启动 291
切换主节点 294
取消配置复制 300
删除辅助节点 299
设置警报 300
添加辅助节点 288
停止 292
暂停 289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 298

G
更改日志
同步 233
故障
还原 112
抑制 110
故障和风险 110
规则
编辑 103
创建 98
关于 97
禁用 109
启用 109
删除 108

H
HA-DR
先决条件 320
Hyper-V 虚拟化发现 573

恢复磁盘 158
恢复磁盘组 140
恢复计划
编辑 408
查看属性 413
查看运行历史记录 412
创建 405
概述 404
日志文件 414
删除 411
执行 410
恢复卷 182

I
I/O 跟踪日志
查看 271
分析 271
面板选项 270
IO 阈值
设置 276

J
即时卷快照
配置 194
监视容量 254
检查点
创建 246
检查文件系统 245
脚本
vxlist 598
xdistc 606
禁用
防火练习日程表 401
服务组 335
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341
精简回收
概述 303
在精简池上 305
在文件系统或磁盘上 304
警报和规则 97
卷
创建 174
从快照还原数据 210
从刷新日程表中删除快照 217
调整大小 205
恢复 182
将快照添加到刷新日程表 215
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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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断开镜像卷快照 200
配置即时快照 194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220
删除 184
使用情况 217
刷新快照 211
停止 182
移动 185
重命名 186
重新激活 183
卷镜像
删除 192

K
可用性
编辑属性 320
空间估计数据日志 464
快照
拆分 219
从快照还原数据 210
从刷新日程表中删除 217
配置断开镜像快照 200
配置即时快照 194
取消关联 202
日程表刷新 213
刷新 211
添加到刷新日程表 215
重新连接 204
扩展属性
设置值 513
使用 512
搜索并设置值 514
修改值 516

L
LDom
发现 567
发现信息 568
角色 567
LDom 发现
方法 568
限制 569
LPAR
关于发现 570
类型定义
导入 326
联机帮助
关于 45

链接
服务组 343–344
资源 377

M
makeBE 脚本
CSV 文件 505
创建业务应用程序 507
导出 506
导出业务应用程序 509
导入 506
导入业务应用程序 508
对象 504
更新业务应用程序 510
关于 504
日志文件 507
删除业务应用程序 510
限制 506
用户定义的导入 506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关于 30
用户界面元素 33
主页 30

P
配置
防火练习服务组 394
即时卷快照 194

Q
启动
Cluster Server HAD 361
VM 364
快照同步 219
启用
防火练习日程表 400
服务组 334
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340
资源 368–369
迁移
VM 366
签名
导出 524
启用或禁用 522
设置可调参数 520
注册 518–519
注销 520
自定义 525,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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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资源中的故障 370
取消链接
资源 378
全局服务组
从本地转换 386
转换为本地 387
全局群集 383
创建 384
创建的先决条件 385
对象 383
删除远程群集 388–389
术语 384
添加远程群集 385
权限
在“Organization (组织)”上分配 91
在“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除 92
在“Organization (组织)”上修改 92
在对象上修改 93
群集
FSS 551
保存配置 323
编辑属性 324
打开配置 323
关闭配置 324
管理 322
群集文件系统
卸载 240
装入 241
群集主机
冻结 359
管理 359
启动 Cluster Server HAD 361
取消冻结 360
停止 Cluster Server HAD 362

S
SmartAssist
关于 269
SmartIO 缓存
查看详细资料 262
创建 260
关于 258
启用或禁用 259, 263
删除 267
写回 258
修改 264
影响分析 262
Solaris 区域 564
非全局区域 564

全局区域 564
Solaris 区域发现 564
方法 564
实用程序 564
限制 566
信息 565
删除
DMP 维护记录 544
磁盘组中的磁盘 161
防火练习日程表 400
服务组 342
卷镜像 192
文件更改日志 233
文件系统快照 253
资源 369
设置卷使用情况 217
伸展站点
站点防护首选项 426
深层阵列发现
ESX 服务器 557
升级磁盘组 149
使脱机
服务组 348
资源 373
授权许可和定价
SPVU 438, 440
IBM LPAR 443
Solaris LDOM 虚拟化服务器 441
VMware 虚拟机 441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442
操作系统层 438
处理器层 438
服务器层 438
每核心 438, 443
属性
编辑 353
刷新
断开镜像快照 211
断开链接快照 211
即时快照 211
空间优化快照 211
搜索功能 38–39

T
Trim
调度 169
运行 169
替换磁盘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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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登录
磁盘到磁盘组 143
服务组 330
向卷中添加镜像 187
资源 379

cURL 578
XPRTLC 578
基本 URL 577
扩展属性 577
输出示例 589
支持的对象 580
注销
cURL 579
XPRTLC 579

停止
Cluster Server HAD 362
VM 365
停止卷 182
同步更改日志 233
脱机并传播
资源 372

V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关于 25
VMware 发现 557
Datastore 560
ESX 服务器 557
vCenter 服务器 557
信息 559
虚拟机状态的近实时更新 563
VMware 基础架构
VMware SDK 558
发现 558
vomadm
部署 594
服务管理 595
关于 592
列出磁盘阵列 593
业务应用程序管理 594
域管理 596
主机管理 594
VSystems
管理 364
启动 364
迁移 366
停止 365
vxlist 598

W
wac 资源
使脱机 389
Web 服务 API
操作 583
操作示例 585
XPRTLC cURL 586

文件
从缓存中取消固定 268
固定到缓存 268
文件更改日志
禁用 232
启用 231
删除 233
文件系统
创建 224
检查 245
精简回收 304
整理碎片 234
重复数据删除 312, 314, 316–317
重新装入 243
文件系统快照
删除 253
卸载 251
重新装入 248
装入 250
文件压缩 307
按需启动 310
调度 308
添加目录 308

X
xdistc 606
系统列表
修改 354
卸载
非群集文件系统 235
群集文件系统 240
文件系统快照 251
性能计量
测量的资源 459
关于 459
为虚拟化服务器禁用 468
为虚拟化服务器启用 468
为主机禁用 467
为主机启用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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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图
VMware ESX 服务器 478
VMware ESX 服务器路径 479
磁盘 472
磁盘阵列 480
关于 469
卷 474
路径 475
启动器 477
文件系统 474
虚拟机 478
主机 471
修改
防火练习日程表 398
系统列表 354
资源 379
虚拟化报告 576
虚拟化服务器
禁用 DMP 路径 540
虚拟化管理 415
虚拟化技术
LPAR 556
Microsoft Hyper-V 556
Solaris LDom 556
Solaris Zones 556
VMware 556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556
虚拟业务服务
概述 321
许可证
SPVU 详细信息 454
部署策略详细信息 455
部署的许可证 437
部署详细信息 454
产品部署摘要 452
发现间隔 437
关于 437
许可证部署摘要 452
已启用的功能 454
有效部署许可证 454
主机部署摘要 452
子许可证 454
许可证部署策略
创建 447
删除 450
修改 449
压缩 307
按需启动 310
调度 308

添加目录 308

Y
业务应用程序
创建 497
概述 497
删除 499
修改 497
重命名 498
依赖关系视图 355
应用程序配置
关于 420
启动 421
先决条件 420
硬件管理控制台 570
用户组权限
在“Organization (组织)”上分配 91
在“Organization (组织)”上删除 92
在“Organization (组织)”上修改 92
在对象上修改 93
阈值
管理 275
阈值设置
关于 481
禁用 492
配置 482
启用 489
删除 486
远程群集 385
wac 资源 389
删除 388–389

Z
Zone Agentlet 564
阵列
禁用 DMP 路径 539
整理文件系统的碎片 234
智能文件夹 40–41
重复数据删除
概述 312
禁用 317
配置 314
启动 316
删除 317
重命名
磁盘组中的磁盘 147
重新激活卷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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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连接
快照 204
重新装入
文件系统 243
文件系统快照 248
主机
编辑属性 361
禁用 DMP 路径 533
装入
非群集文件系统 236
群集文件系统 241
文件系统快照 250
资源
编辑属性 376
标记为非关键 380
标记为关键 380
从管理等待状态中清除 352
管理 368
链接 377
启用 368–369
清除故障 370
取消链接 378
删除 369
使联机 373
使脱机 373
探查 371
添加 379
脱机并传播 372
修改 379
资源操作
调用 374
资源类型
编辑属性 376
资源依赖关系
查看 381
自定义签名
创建脚本 525
复制到托管主机 528
脚本示例 527
删除 529
使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529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注册 528
组织
创建 84
分配权限 91
删除 90
删除权限 92
修改名称 89
修改权限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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