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tas InfoScale™ 7.2 虚拟
化指南 - Linux

十一月 2016

Veritas InfoScale™ 7.2 虚拟化指南
上次更新时间： 2016-11-29
文档版本：7.2 Rev 0

法律声明
Copyright © 2016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保留所有权利。
Veritas、Veritas 徽标、Veritas InfoScale 和 NetBackup 是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或其附
属机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其他名称可能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特
此声明。
本产品可能包含 Veritas 必需向第三方支付许可费的第三方软件（“第三方程序”）。部分第
三方程序是以开放源或免费软件许可方式获得的。本软件随附的许可证协议并未改变这些开
放源或免费软件许可所规定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请参考此 Veritas 产品随附的或位于以下地址
的第三方法律声明：
https://www.veritas.com/about/legal/license-agreements
本文档中介绍的产品根据限制其使用、复制、分发和反编译/逆向工程的授权许可协议分发。
未经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及其特许人（如果存在）事先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
形式复制本文档的任何部分。
本文档按“现状”提供，对于所有明示或暗示的条款、陈述和保证，包括任何适销性、针对
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或无侵害知识产权的暗示保证，均不提供任何担保，除非此类免责声明的
范围在法律上视为无效。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不对任何与提供、执行或使用本文
档相关的伴随或后果性损害负责。本文档所含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根据 FAR 12.212 定义，授权许可的软件和文档被视为“商业计算机软件”，受 FAR Section
52.227-19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 Restricted Rights"（商业计算机软件受限权利）
和 DFARS 227.7202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Documentation”（商业计算机软件和商业计算机软件文档）中的适用规定以及所有后续法规
中规定的权利的制约，无论 Veritas 以本地服务还是托管服务提供都是如此。美国政府仅可根
据本协议的条款对授权许可的软件和文档进行使用、修改、发布复制、执行、显示或披露。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500 E Middlefield Road
Mountain View, CA 94043
http://www.veritas.com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具有全球性支持中心。所有支持服务都将根据您的支持协议和当时有效的企业技术
支持策略来提供。有关我们的支持服务以及如何联系技术支持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
从以下 URL 您可以管理 Veritas 帐户信息：

https://my.veritas.com
如果您对现有支持协议有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您所在地区的支持协议管理部门：
全球（日本除外）

CustomerCare@veritas.com

日本

CustomerCare_Japan@veritas.com

文档
请确保您具有文档的最新版本。每个文档的第 2 页显示了上次更新日期。每个指南的第 2 页
提供了文档版本信息。可在 Veritas 网站上找到最新的文档：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文档反馈
您的反馈对我们很重要。请对我们的文档提出改进意见、报告错误或遗漏。请在您的报告中
包括所报告的文本内容的文档标题和文档版本以及章节标题。请将反馈发送到：
doc.feedback@veritas.com
您也可以在 Veritas 社区网站上查看文档信息或提出问题：
http://www.veritas.com/community/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是一个网站，提供的信息和统计
可自动处理和简化某些耗时的管理任务。根据您的产品，SORT 会帮助您准备安装和升级、
识别您数据中心的风险并提高操作效率。要了解 SORT 为您的产品提供了哪些服务和工具，
请参见数据表：
https://sort.veritas.com/data/support/SORT_Data_Sheet.pdf

目录

部分 1

用于 Linux 虚拟化的 Veritas InfoScale
解决方案概述 .......................................................... 11

第1章

支持的产品和技术概述

..................................................... 12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虚拟化指南概述 ..............................................
关于对 Linux 虚拟化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支持 .................
关于 Linux 虚拟化环境中的 SmartIO ...........................................
关于 SmartPool 功能 ...............................................................
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技术 ..................................................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术语 .............................................................
VirtIO 磁盘驱动器 ...................................................................
关于 RHEV 环境 ...........................................................................
RHEV 术语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针对的虚拟化用例 ...........................................
关于虚拟到虚拟（来宾中）群集和故障转移 ........................................

部分 2

实施基本 KVM 环境

第2章

基本 KVM 入门

12
13
14
15
16
17
17
19
19
20
22
25

................................................. 27

................................................................... 28

创建和启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主机 .........................................
基于 RHEL 的 KVM 安装和使用 .......................................................
设置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来宾 ..................................................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设置 KVM ..................................
适用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配置选项
...........................................................................................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
KVM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
KVM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28
29
29
30
32
33
34
35
35
36

目录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和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
KVM 主机中的 Cluster Server ...................................................
来宾中的 Cluster Server ...........................................................
群集中的虚拟机来宾和物理机之间的 Cluster Server .......................
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
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境中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
Cluster Server (VCS) 如何管理虚拟机 (VM) 来宾 ..........................

第3章

配置 KVM 资源

37
38
39
40
40
42
43

................................................................... 44

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资源 .............................................................
配置存储 .....................................................................................
KVM 环境中的一致存储映射 .....................................................
将设备映射到来宾 ...................................................................
调整设备大小 .........................................................................
配置网络 .....................................................................................
桥接网络配置 .........................................................................
物理机之间的 VCS 群集 (PM-PM) 的网络配置 ..............................
标准桥接配置 .........................................................................
VM-VM 群集的网络配置 ...........................................................

44
44
44
45
50
51
51
52
53
54

部分 3

实施 Red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 ............................................................................... 56

第4章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快速入
门 ...................................................................................... 57
创建和启动 RHEV 主机 ..................................................................
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设置虚拟机 .............
适用于 RHEV 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配置选项 ...................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RHEV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
RHEV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
RHEV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RHEV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和 RHEV 来宾虚拟机中
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
适用于 RHEV 环境的 Cluster Server ...........................................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设置 RHEV ................................
在 RHEV 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

57
58
59
60
60
61
62
63
63
64
66
68

5

目录

第5章

配置 VCS 以管理虚拟机

.................................................. 70

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提供虚拟机和应用程序可用性 ...................
Cluster Server (VCS) 管理虚拟机的方式 ......................................
关于 KVMGuest 代理 ....................................................................
验证虚拟化环境 ............................................................................
在 RHEV 环境中配置资源 ...............................................................
配置多个 KVMGuest 资源 ..............................................................

第6章

70
70
71
75
76
77

将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 80
关于在 RHEV 环境中将虚拟机配置为挂接 Storage Foundation 以作为
后端存储 ...............................................................................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存储的虚拟机用例 ......................................
在 RHEV 环境中配置虚拟机存储的工作流 ..........................................
RHEV 环境中的先决条件 ...............................................................
为 RHEV 安装 SF 管理实用程序 ......................................................
在 RHEL-H 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CFSHA 或 SFHA 群集 ......................
将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
在来宾虚拟机中挂接或分离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 .....................
列出 RHEV 环境中虚拟机的配置详细信息 ....................................
为导出的存储设备配置权限 .......................................................
启动和停止虚拟机 ...................................................................
RHEV 管理实用程序的使用示例 ......................................................
映射 DMP 元设备 .........................................................................
调整设备大小 ...............................................................................

80
81
81
82
82
82
83
83
84
84
85
85
87
87

部分 4

实施 Linux 虚拟化用例 ........................................... 89

第7章

应用程序可见性和设备发现

............................................ 90

关于使用 的存储到应用程序的可见性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虚拟化发现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化发现 ..............................................
关于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化发 .....................................................
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发现 .........................................................
Microsoft Hyper-V 存储映射发现 ......................................................

90
91
92
92
92
93

6

目录

第8章

服务器整合

.......................................................................... 94

服务器整合 .................................................................................. 94
实现服务器合并以便简化工作负载 .................................................... 95

第9章

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 97

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 97
如何实现从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P2V) .......................................... 98

第 10 章

简化的管理

......................................................................... 103

简化的管理 ................................................................................
置备来宾虚拟机的存储 .................................................................
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 VM 来宾的数据磁盘 ............
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来宾虚拟机的引导磁盘 ..........
引导映像管理 .............................................................................
创建引导磁盘组 ....................................................................
创建和配置黄金映像 ..............................................................
使用黄金映像快速置备虚拟机 ..................................................
通过优化空间快照节省存储 .....................................................

第 11 章

使用 Cluster Server 的应用程序可用性

..................... 110

关于应用程序可用性选项 ..............................................................
KVM 环境体系结构中的 Cluster Server 摘要 .....................................
主机中的 VCS 为虚拟机提供高可用性，来宾中的 ApplicationHA 为应
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
虚拟机到虚拟机的群集和故障转移 ..................................................
虚拟机到物理机的群集和故障转移 ..................................................

第 12 章

虚拟机可用性

103
103
104
104
105
106
106
107
108

110
111
112
113
115

.................................................................... 117

关于虚拟机可用性选项 ................................................................. 117
主机中将虚拟机作为资源监视的 VCS .............................................. 118
验证虚拟化环境是否可用于虚拟机 .................................................. 118

第 13 章

用于实时迁移的虚拟机可用性

...................................... 120

关于实时迁移 .............................................................................
实时迁移要求 .............................................................................
在 RHEV 环境中使用 Flexible Shared Storage 减少 SAN 投资 .............
关于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用例 .................................................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的限制 ..............................................

120
122
123
123
124
126

7

目录

将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 127
实现实时迁移以便提高虚拟机可用性 ............................................... 127

第 14 章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中的虚拟
机到虚拟机的群集 ...................................................... 129
安装并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配置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到虚拟群集 ......................................................... 129
RHEV 环境中的 VCS 的存储配置 ................................................... 130

第 15 章

Microsoft Hyper-V 环境中的虚拟机到虚拟机的群
集 ....................................................................................

132

安装并配置采用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到虚拟群集的 Cluster Server
.......................................................................................... 132

第 16 章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环境中虚拟机到
虚拟机的群集 ..............................................................

134

安装并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配置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虚拟
到虚拟群集 .......................................................................... 134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中 VCS 支持的存储配置 ...................... 136

第 17 章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中的虚拟
机灾难恢复 ................................................................... 137
关于针对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虚拟机的灾难恢复 ..............
RHEV 环境中的 DR 要求 ..............................................................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和 Veritas File Replicator (VFR) 进行
卷和文件系统的灾难恢复 ........................................................
为什么选择基于阵列的复制解决方案的 VVR ...............................
................................................................................................
在 VCS GCO 选项中配置 VVR 和 VFR 以便在 DR 站点之间进行复制
..........................................................................................
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用于灾难恢复的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机 ...................................................

第 18 章

多层业务服务支持

137
139
139
140
140
167
141

............................................................ 146

................................................................................................
................................................................................................
恢复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管理
的多层应用程序 ....................................................................
虚拟业务服务中的服务组管理 ..................................................

146
146
146
147

8

目录

第 19 章

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管理 Docker 容器 ........... 149
关于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管理 Docker 容器 .........................
关于适用于 Docker、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的 Cluster
Server 代理 .........................................................................
..........................................................................................
..........................................................................................
文档参考 ............................................................................
管理 Docker 容器的存储容量 .........................................................
从 Veritas File System 为 Docker 基础架构置备存储 ....................
为 Docker 容器置备数据卷 ......................................................
为 Docker 容器自动置备存储 ...................................................
关于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功能管理容器的存储。 ..................
脱机迁移 Docker 容器 ..................................................................
迁移 Docker 容器 ..................................................................
迁移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 ..................................
Docker 环境中的卷和文件系统的灾难恢复 ........................................
为灾难恢复配置 Docker 容器 ...................................................
在 VCS GCO 选项中配置 VVR 和 VFR 以便在 DR 站点之间进行
复制 .............................................................................
管理 Docker 容器时的限制 ............................................................

部分 5

参考资料

附录 A

故障排除

149
150
150
150
150
150
151
152
154
161
162
162
163
165
166
167
167

......................................................................... 169

............................................................................. 170

对虚拟机实时迁移进行故障排除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的实时迁移存储连接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机灾难恢复 (DR) 故障
排除 ...................................................................................
即使存储与主机的连接断开，KVMGuest 资源仍可能保持处于联机状
态 ......................................................................................
如果正在运行虚拟机的主机断开网络连接，则 VCS 将启动虚拟机故障
转移 ..................................................................................
由于 RHEV 环境中的引导顺序错误，虚拟机启动失败 .........................
虚拟机在 wait_for_launch 状态中挂起且无法在 RHEV 环境中启动
..........................................................................................
如果未设置 DROpts 属性，则 VCS 无法在其他 RHEV 群集中的主机
上启动虚拟机 .......................................................................
虚拟机无法检测到 RHEV 环境中挂接的网卡 .....................................
如果使用 hares -modify 命令的 -add 或 -delete 选项更新了 RHEVMInfo
属性的任意键，则不会定义 KVMGuest 代理行为 .........................

170
172
172
173
173
173
173
174
174
174

9

目录

RHEV 环境：如果 VM 运行的节点发生混乱或被强制关闭，则 VCS 无
法在其他节点上启动 VM ......................................................... 175

附录 B

示例配置

............................................................................. 177

示例配置 ...................................................................................
示例配置 1：使用本机 LVM 卷存储来宾映像 ...............................
示例配置 2：使用 VxVM 卷存储来宾映像 ...................................
示例配置 3：使用 CVM-CFS 存储来宾映像 ................................
适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的示例配置
..........................................................................................

附录 C

何处查找更多信息

177
178
179
180
181

............................................................ 186

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
Linux 虚拟化文档 ........................................................................
服务和支持 ................................................................................
关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

186
186
187
187

10

部分

1

用于 Linux 虚拟化的 Veritas
InfoScale 解决方案概述

■

1. 支持的产品和技术概述

1
支持的产品和技术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虚拟化指南概述

■

关于对 Linux 虚拟化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支持

■

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技术

■

关于 RHEV 环境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针对的虚拟化用例

■

关于虚拟到虚拟（来宾中）群集和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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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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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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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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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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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的产品和技术概述
关于对 Linux 虚拟化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支持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请参见第 186 页的“Linux 虚拟化文档”。

关于对 Linux 虚拟化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支持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在 Linux 环境下支持以下虚拟化技术：
■

适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和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的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技术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

■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环境

■

Microsoft Hyper-V 环境

■

VMware ESXi 环境中的 Linux 来宾

表 1-1

支持的 Linux 虚拟化技术

Veritas InfoScale KVM
Solutions 中的组
件

RHEV

OVM

Microsoft
Hyper-V

VMware
ESXi 中的
Linux

Dynamic
Y
Multi-Pathing (DMP)

Y

N

N

Y

Storage Foundation
(SF)

Y

Y

N

N

仅虚拟机

Cluster Server (VCS) Y

Y

Y

仅虚拟机

仅虚拟机

Storage Foundation Y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Y

N

N

仅虚拟机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Y

Y

N

N

仅虚拟机

Replicator Option

仅虚拟机

Y

N

N

仅虚拟机

有关在 VMware 来宾环境中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虚拟化指南（ESXi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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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在 VMware 环境中配置 DMP 的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
南（ESXi 版）》。

关于 Linux 虚拟化环境中的 SmartIO
在 Linux 虚拟化环境中，当在来宾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时，可以使用
SmartIO 将数据缓存到 SSD 或其他任何受支持的速度较快的设备。
在 KVM 和 RHEV 环境中，SmartIO 缓存不支持来宾的活动迁移。
对于 VMware，如果在 ESXi 虚拟机管理程序中启用了 DMP for VMware
(SmartPool)，则 SmartIO 不支持 vMotion。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 SmartPool 功能”。
Linux 虚拟化环境中不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下表显示在 Linux 虚拟化环境中如何使用 SmartIO。
表 1-2 显示在 KVM 环境中如何使用 SmartIO。
表 1-2

Linux：KVM 中对 SmartIO 的支持

来宾的配置：

主机的配置：

缓存发生：

VxVM 读取缓
存

VxFS 读取缓存

VxFS 写回缓存

SF

任意（SF 或
SFCFSHA）

在来宾中

是

是

是

SFHA

任意（SF 或
SFCFSHA）

在来宾中

是

是

是

SFCFSHA

任意（SF 或
SFCFSHA）

在来宾中

是

是

是

全部

SF

在主机中

是

是

是

全部

SFCFSHA

在主机中

是

是

是

表 1-3 显示在 RHEV 环境中如何使用 SmartIO。
表 1-3

Linux：RHEV 中对 SmartIO 的支持

来宾的配置：

主机的配置：

缓存发生：

VxVM 读取缓
存

VxFS 读取缓存

VxFS 写回缓存

SF

任意（SF 或
SFCFSHA）

在来宾中

是

是

是

SFHA

任意（SF 或
SFCFSHA）

在来宾中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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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的配置：

主机的配置：

缓存发生：

VxVM 读取缓
存

VxFS 读取缓存

VxFS 写回缓存

SFCFSHA

任意（SF 或
SFCFSHA）

在来宾中

是

是

是

全部

SF

在主机中

是

是

是

全部

SFCFSHA

在主机中

是

是

是

表 1-4 显示在 VMware 环境中如何使用 SmartIO。
表 1-4
来宾的配置：

主机的配置：

SF

Linux：VMware 中对 SmartIO 的支持
缓存发生：

VxVM 读取缓
存

VxFS 读取缓存

VxFS 写回缓存

DMP for VMware 在来宾中
（可选）

是

是

否

SFHA

DMP for VMware 在来宾中
（可选）

是

是

否

SFCFSHA

DMP for VMware 在来宾中
（可选）

是

是

否

有关在 Linux 虚拟化环境中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虚拟化指南（Linux 版）》。

关于 SmartPool 功能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VMware 有一种运行模式，允许在 ESXi 主机层上对本地
挂接的设备（例如 SSD）进行池处理。本地设备的聚合称为 SmartPool。您可以通
过 SmartPool 置备 SmartDisk，使 SmartIO 将 SmartDisk 用作运行 Veritas InfoScale
的 ESXi 来宾中的缓存区域。通过将 SmartPool 划分为若干 SmartDisk，可以在多
个虚拟机之间共享缓存存储。使用 SmartPool 可在 SmartIO 缓存过程中在 ESXi 主
机之间灵活移动虚拟机。虽然每台主机都有自己的 SSD，但可以将每台主机配置为
包含一个 SmartDisk 的比较视图。当您使用 vMotion 迁移正在运行 Veritas InfoScale
的虚拟机时，SmartIO 将会关闭源节点上的缓存并重新启动目标主机上的缓存。
SmartIO 缓存在迁移过程中会保持联机状态。您可以通过向 SmartPool 添加存储设
备或从 SmartPool 删除存储设备的方式调整 SmartPool 的大小。
无论是否使用 DMP for VMware 在主机中管理存储多径处理，都可以使用此模式。
通过在 ESXi 主机中安装 DMP for VMware 可启用 SmartPool 功能。对于 SmartPool
功能，无需为 DMP 提供一个单独的许可证。
要在 ESXi 来宾中使用 SmartIO，必须在 ESXi 来宾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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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虚拟化指南（VMware ESXi 版）》
如果您计划在主机中使用 DMP for VMware 进行多径处理，必须拥有合适的许可
证。

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技术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可用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的虚拟化环境，以便提供
高级存储管理、任务攸关的群集、故障转移和迁移功能。
Linux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作为完整的虚拟化解决方案随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和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一起发布。从操作、性能
和灵活性方面而言，KVM 不同于 Xen 和 VMware 等其他普遍备用项。KVM 以内核
模块形式提供，并提供了一组用于创建和管理虚拟机 (VM) 的用户空间实用程序。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技术包括下列各项：
■

适用于 AMD64 & Intel 64 硬件上的 Linux 的完全虚拟化解决方案。

■

每个 KVM 虚拟来宾或“VM 来宾”都作为一个 Linux 进程运行。

■

独立于虚拟机管理程序的虚拟化 API libvirt，可提供一个公共的常规稳定层在
主机上安全管理 VM 来宾。

■

用于管理 VM 来宾的命令行工具 virsh。

■

用于管理 VM 来宾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virt-manager。

■

每个 VM 来宾的配置存储在 XML 文件中。

图 1-1

KVM 进程

用户空间
（应用程序）
单个 Linux 进程
来宾操作系统（虚拟
用户空间

机）
QEMU
/dev/kvm
Hypervisor（虚拟机监视）

（应用程序）

硬件

本指南演示了一些可进行自定义以满足大多数实现要求的参考配置。本文假定读者
了解 Linux 操作系统（包括其体系结构），并知道如何使用由 Linux 提供的管理软
件来配置和管理 KVM 虚拟机。此外，用户应熟悉基本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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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并精通其管控和管理实用程序。“其他文档”部分中提供了有关 Linux 和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软件的其他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86 页的“Linux 虚拟化文档”。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术语
表 1-5

本文档中使用的 KVM 术语

术语

定义

KVM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Guest

用于在 KVM 或 RHEV 环境中管理虚拟机的 VCS 代理。

VM、KVM 来宾

虚拟机，也称为 KVM 虚拟化来宾。

主机

装有 KVM 的物理主机。

PM

运行 VCS 的物理机。

VM-VM

VCS 支持的配置，在该配置中，在相同或不同主机上运行的 VM 来宾
之间构成一个群集。

VM-PM

VCS 支持的配置，在该配置中，在 VM 来宾和物理机之间构成一个群
集。

PM-PM

VCS 支持的配置，在该配置中，在主机之间构成一个群集，该配置主
要用于管理在主机中运行的 VM 来宾。

网桥

绑定到主机上物理网络接口的设备，该设备允许将任意数目的 VM 来
宾连接到主机上的本地网络。该设备映射到充当 VM 来宾的交换机的
物理 NIC。

VirtIO

VirtIO 是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VM) 技术中的泛虚拟化虚拟机管理程序
的抽象层。

VirtIO 磁盘驱动器
VirtIO 是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VM) 技术中的泛虚拟化虚拟机管理程序的抽象层。与
完全虚拟化不同，VirtIO 需要在每个 VM 来宾中运行特殊的泛虚拟化驱动程序。
VirtIO 为许多设备（包括网络设备和块（磁盘）设备）提供支持。通过使用 VirtIO
将块设备导出到主机，可以将驻留在主机上的文件、VxVM 卷、DMP 元节点、SCSI
设备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块设备提供给 VM 来宾。当使用 VirtIO 向 VM 来宾提供 SCSI
设备时，除了简单的读写操作以外，还可以执行 SCSI 查询命令等 SCSI 命令，以
允许来宾中的 VxVM 执行深入的设备发现。通过在主机和 VM 来宾中运行 VxVM 和
DMP，可以为从阵列到主机再到 VM 来宾的 SCSI 设备提供一致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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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7.2 支持装有 Linux KVM 的 VirtIO SCSI 设备和 VirtIO
块设备。virtio-scsi 是一个新的虚拟 SCSI HBA 接口。它是虚拟机备用存储实现的
基础，可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上替代 virtio-blk，从而提高可伸缩性
并提供标准 SCSI 命令集支持。
VirtIO 功能：
■

动态添加设备：
可以在正在运行的 VM 来宾中动态添加和删除 VirtIO 磁盘设备，而不必重新启
动。

VirtIO 限制：
■

磁盘缓存：
如果将磁盘导出到启用缓存的 VM 来宾，则 VxVM 配置更改可能会缓存在 KVM
主机上，而不会应用于磁盘中。如果在多个 VM 来宾之间共享磁盘，则此类配
置更改将对做出更改的 VM 来宾系统以外的其他来宾系统不可见。为避免潜在
的配置冲突，在导出磁盘时必须禁止缓存主机 (cache=no)。

■

SCSI 命令：
作为 VirtIO 设备提供给 VM 来宾的 SCSI 设备支持有限的 SCSI 命令集子集。
KVM 虚拟机管理程序禁止使用受限命令。

■

PGR SCSI-3 保留：
VirtIO 块设备上不支持 PGR SCSI-3 保留。要在 KVM 来宾操作系统内使用
SCSI-3 PR 操作，Veritas 建议您使用 virtio-scsi 将 SCSI 设备导出到来宾操作
系统。此限制适用于 RHEL 6.4 之前的版本。

■

使用 SCSI 设备执行 DMP 快速恢复：
DMP 快速恢复忽略常规 VirtIO 读/写机制，并针对设备直接执行 SCSI 命令。如
果在 VM 来宾中使用 DMP 快速恢复，必须在主机中禁用缓存 (cache=none) 以
避免数据完整性问题。

■

精简回收：
VirtIO 设备上不支持精简回收。虚拟机管理程序禁止使用 WRITE-SAME 命令。
此限制可能会在 Linux 的将来版本中删除。

■

调整设备大小：
Linux 不支持 VirtIO 设备的联机磁盘调整大小。要调整 VirtIO 设备大小，必须完
全关闭并重新启动 VM 来宾。在 Linux 的评估期内支持块设备的联机调整大小。

■

设备最大数目：
virtio-blk 目前具有每个来宾 32 个设备的限制。此设备限制涉及到所有的 VirtIO
设备，例如，网络接口和块设备。此设备限制是由当前的 VirtIO 实现所致，在
该实现中，每个设备充当一个单独的 PCI 设备。virtio-scsi 通过在一个控制器上
复用多个存储设备来解决此限制。virtio-scsi 控制器上的每台设备表示为一个逻
辑单元或 LUN。将 LUN 分组到目标中。每个目标的设备限制较大；每台设备
中，每个控制器最多可包含 256 个目标，每个目标最多可包含 16,384 个逻辑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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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您可以使用 virtio-scsi 替代 virtio-blk，以在 KVM 来宾内使用 32(28) 个以上
的磁盘设备。
■

VxFS：
在 I/O 负载繁重的 KVM 环境中，在挂接为 VirtIO 块设备的 LUN 上创建的 VxFS
文件系统可能会出现数据损坏。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Red Hat 支持案例
#00945974：
https://access.redhat.com/support/cases/00945974

关于 RHEV 环境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包括下列组件：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虚拟机管理程序：
这是一个精简虚拟机管理程序层，以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为基础。由于
KVM 构成了 Linux 内核的核心部分，因此这表明它是非常有效的虚拟化选件。

■

代理和工具：
这包括捆绑代理和特定于应用程序的代理，以及在虚拟机管理程序中运行的
Virtual Desktop Server Manager (VDSM)。代理和工具共同协助您管理虚拟机
和相关网络及存储。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平台管理基础架构：
该架构提供用于查看和管理所有系统组件、计算机和图像的界面。此管理基础
架构提供了强大的搜索功能、资源管理、实时迁移和置备功能。

RHEV 术语
表 1-6

本文档中使用的 RHEV 术语

术语

定义

KVM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Guest

用于在 KVM 或 RHEV 环境中管理虚拟机的 VCS 代理。

VM

在 KVM 或 RHEV 环境中创建的虚拟机。

主机

创建或运行虚拟机所在的物理主机。

PM

运行 VCS 的物理机。

PM-PM

VCS 支持的配置，在该配置中，在主机之间构成一个群集，该配置主
要用于管理在主机中运行的 VM 来宾。

RHEV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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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RHEV-M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Manager 是用于管理 RHEV 环境的
集中式管理 Web 界面。

RHEL-H

运行 RHEL 的完整版本且受 RHEV-M 管理的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主机。

RHEV-H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 虚拟机管理程序是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的最小安装，支持创建和操作虚拟机。

VDSM

Virtual Desktop Server Manager。VDSM 服务供 RHEV-M 用于管理
RHEV-H 和 RHEL 主机。

REST API

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REST) API。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是 RHEV-M 中的一种逻辑实体，用于定义受管虚拟环境中
使用的一系列物理和逻辑资源（如主机、虚拟机、存储和网络的群
集）。

Cluster

这是 RHEV-M 中的群集。群集是共享相同存储域并具有相同类型的
CPU 的物理主机的集合。

存储域

这是 RHEV 中用于创建和运行虚拟机的存储基础架构。

数据域

一种用于保存系统中运行的所有虚拟机的磁盘映像、操作系统映像和
数据磁盘的存储域。

ISO 域

此域存储安装和引导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所使用的 ISO 文件
（或逻辑 CD）。

有关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文档。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是一组可在异构存储环境中提供存储管控和管理的组件。
本节可帮助您确定您所需的产品。
表 1-7 显示各个产品及其组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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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比较

组件

组件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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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大限度地缩短停机时间

■

便于服务器合并和故障转移

■

有效管理异构环境中的各种应用程序

■

通过 I/O 防护提供数据完整性保护

■

提供应用程序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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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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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存储路径故障防护和快速故障转移

■

实现了与操作系统或存储硬件无关的集中
式存储路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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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me Replicator (VVR)
■

提供基于块的连续复制

■

提供有效的带宽管理

■

支持跨平台复制和可移植的数据容器
(PDC) 环境中的复制

File Replicator (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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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P、VxVM 和
Vx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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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基于文件的定期复制

■

支持可逆数据传输

■

重复数据删除

■

支持保护目标文件系统以防其被意外写入

■

提高了异构环境间的存储利用率

■

重复数据删除和压缩

■

自动存储分层

■

集中式存储管理

■

■

轻松实施 OS 和存储迁移，将停机时间减
到最短
DMP 的所有优势

■

DMP 的所有优势

■

SF 的所有优势

■

VCS 的所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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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P、VxVM、
VxFS 和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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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组件

优势
■

DMP 的所有优势

■

SF 的所有优势

■

VCS 的所有优势

■

加强了共享存储间的自动化以及对可用性
和性能的智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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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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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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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 的所有优势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DMP、VxVM、
Availability (SFCFSHA) 对 Storage Foundation 进 VxFS、VCS、
行了扩展，以支持存储区域网络 (SAN) 环境中的 CVM 和 SFCFSHA
共享数据。多台服务器可以同时访问对应用程序透
明的共享存储和文件。通过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功能，可以将本地或常用存储用于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或群集文件系统
(CFS)。
CVM 对 VxVM 进行了扩展以支持共享磁盘组。CFS
对 VxFS 进行了扩展以支持并行群集。

■
■

增加在跨越多个操作系统的数据中心中运
行的所有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实例的可
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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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针对的虚拟化用例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支持以下虚拟化环境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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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在 Linux 环境中针对的虚拟化用例

虚拟化使用情 建议使用的 支持的虚拟化 实施详细信息
形
Veritas
技术
InfoScale 产
品
服务器整合

来宾中的
SFHA 或
SFCFSHA

Red Hat
如何将虚拟机作为物理服务器运行。
Enterprise Linux
请参见第 94 页的“服务器整合”。
(RHEL) KVM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KVM
RHEV

物理机到虚拟机 主机中的 SF
的迁移
SFHA 或
SFCFSHA

RHEL KVM

简化的管理

RHEL KVM

主机中的
SFHA 或
SFCFSHA

SLES KVM
RHEV

SLES KVM
RHEV

应用程序故障转 来宾中的 VCS RHEL KVM
移
或 SFHA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SLES KVM
VMware ESXi
上的 Linux

如何安全而又方便地将数据从物理环境
迁移到虚拟环境。
请参见第 97 页的“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
移”。
如何使用非虚拟环境中的相同命令集、
存储命名空间和环境来管理虚拟机。
请参见第 103 页的“简化的管理”。
如何在虚拟机上管理应用程序监视。
如何在虚拟机上管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111 页的“ KVM 环境体系结构中
的 Cluster Server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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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使用情 建议使用的 支持的虚拟化 实施详细信息
形
Veritas
技术
InfoScale 产
品
虚拟到虚拟（来 来宾中的 VCS RHEL KVM
宾中）群集
RHEV
SLES KVM
Microsoft
Hyper-V 上的
Linux
VMware ESXi
上的 Linux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虚拟机可用性

主机中的 VCS RHEL KVM
RHEV
SLES KVM

虚拟机实时迁移 主机中的
SFCFSHA

RHEL KVM
SLES KVM
RHEV

如何配置 VCS 以设置虚拟到虚拟群集。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安装并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配置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到虚拟群集”。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安装并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配置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到虚拟群集”。
请参见第 132 页的“ 安装并配置采用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到虚拟群集的
Cluster Server”。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安装并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配置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虚拟到虚拟群集”。
如何管理虚拟机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主机中将虚拟机作为
资源监视的 VCS”。
如何使用即时快照等功能来包含引导映
像，并从主机中的一个中央位置管理这
些引导映像。
如何利用 Flexible Shared Storage (FSS)
来启用 SSD 或 HDD。
FSS 价值主张：主机中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提供的存储置备允许将存储从
具有虚拟机管理程序群集中计算机之间
相同命名空间的单个池置备到虚拟机。
群集不需要和本地存储一样具有共享存
储也可使用 FSS 选项共享。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关于实时迁移”。

虚拟机实时迁移 主机中的
SFCFSHA

RHEV

如何使用即时快照等功能来包含引导映
像，并从主机中的一个中央位置管理这
些引导映像。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关于实时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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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使用情 建议使用的 支持的虚拟化 实施详细信息
形
Veritas
技术
InfoScale 产
品
虚拟环境中的灾 主机中的
难恢复 (DR)
SFHA 或
SFCFSHA

RHEV

如何配置虚拟机以进行灾难恢复。
如何将 SF 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如何利用 Flexible Shared Storage (FSS)
来启用 SSD 或 HDD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关于针对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虚拟机的灾难恢
复”。

应用程序到存储 适用于 Veritas
的可见性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用例
的配置

RHEL KVM
SLES KVM
RHEV

如何配置以实现存储到应用程序的可见
性。
请参见第 90 页的“关于使用 的存储到应
用程序的可见性”。

VMware ESXi
上的 Linux
Microsoft
Hyper-V

管理 Docker 容 主机中的
器
InfoScale
Enterprise

RHEV

多层业务服务支 Veritas
持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虚
拟业务服务
(VBS)

RHEL KVM

如何管理存储、确保高可用性、迁移和
恢复 Docker 容器。
请参见第 149 页的“关于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管理 Docker 容器”。
如何为多层应用程序发现和配置设备。

SLES KVM
RHEV

注意： ApplicationHA 仅在 RHEL KVM 环境中受支持。

关于虚拟到虚拟（来宾中）群集和故障转移
在多个来宾虚拟机中运行 Cluster Server (VCS) 时，可以创建来宾到来宾（也称为
虚拟到虚拟）群集。使用 VCS 可以监视每个来宾中运行的各个应用程序。如果应
用程序出现故障，VCS 可以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虚拟机到虚拟机群集中的其他来
宾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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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说明在两台物理主机中，每台物理主机的一台虚拟机的来宾中的 VCS 部署示
例。
图 1-2

来宾中 VCS 的群集

群集中的虚拟机可以位于同一物理主机上，也可以位于不同物理主机上。将 VCS
安装在虚拟机中，并创建一个群集。这与 VCS 在物理系统中创建的群集类似。群
集监视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和服务。任何故障应用程序或服务都会故障转移到
群集中的其他虚拟机。
要确保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应用程序数据必须位于由群集中的成员虚拟机共享的存
储中。
注意：在此配置中，由于 VCS 在虚拟机中运行，因此 VCS 无法对虚拟机自身进行
故障转移。
在以下虚拟化环境中，可以在来宾虚拟机（来宾中支持）内部署 VCS：
■

Microsoft Hyper-V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racle VM)

■

适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和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的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技术

■

VMware ESXi 环境中的 Linux 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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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本 KVM 入门

■

3. 配置 KVM 资源

2

2
基本 KVM 入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创建和启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主机

■

基于 RHEL 的 KVM 安装和使用

■

设置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来宾

■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设置 KVM

■

适用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配置选项

■

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

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境中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创建和启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主机
KVM 可作为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和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的一部分提供。您可以通过可下载到标准 RHEL 安装中的单独 RPM 来管理
RHEL KVM。您可以通过 SLES 或可下载到标准 SLES 安装中的单独 RPM 来管理
SLES KVM。
virt-manager 和 virt-viewer 工具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易于使用的直观 GUI 界

面，可执行所有虚拟机操作。命令行替代项 virsh 还提供了一个可通过使用一组丰
富的命令来创建和管理虚拟机的 shell。这些工具提供的功能包括生成虚拟机快照、
创建虚拟网络和将虚拟机实时迁移到其他 KVM 主机。
在配置完所需硬件设置之后：
■

在目标系统上安装 KVM。
请参见第 186 页的“Linux 虚拟化文档”。

■

创建和启动所需 KVM 虚拟机。
请参见第 29 页的“设置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来宾”。

基本 KVM 入门
基于 RHEL 的 KVM 安装和使用

■

继续在来宾或主机上安装所需 SFHA 产品：
请参见第 40 页的“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请参见第 42 页的“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境中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基于 RHEL 的 KVM 安装和使用
可以使用以下 yum 命令从所有 yum 存储库中列出虚拟化的可用组：
# yum grouplist|grep -i virtualization

该命令列出具有“virtualization”在所有组名称列表之间的对应组名称中作为子字
符串且不安装虚拟化 RPM 的软件包组。
然后，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安装虚拟化 RPM：
# yum groupinstall "Virtualization"

设置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来宾
下面简要概述了设置 KVM 来宾所需的步骤。
设置 KVM 来宾

1

在创建 KVM 来宾之前，请确保可以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使用 CPU 和内存资
源来创建 KVM 来宾。

2

确保在主机上安装所需的 KVM RPM。

3

确保正在要创建 KVW 来宾的主机上运行 libvirtd 服务。

4

创建 KVM 来宾。
对于网络配置：
请参见第 54 页的“VM-VM 群集的网络配置”。

5

在 KVM 来宾中安装操作系统。

6

请对要包含在群集中的所有 KVM 来宾重复上述步骤。

7

在所有 KVM 来宾上安装 VCS。
请参见第 42 页的“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境中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8

配置想要 VCS 管理的 VCS 资源。对于 VCS 文档：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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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设置 KVM
在设置虚拟环境之前，请验证您的计划配置是否满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
品的系统要求、授权许可和其他安装注意事项。
■

授权许可：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境中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SF) 或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的客户有
权在每个授权许可服务器或 CPU 上使用无限多个来宾。

■

有关 Red Hat 和 SUSE 系统要求：参见表 2-1

■

Veritas 产品要求：参见 表 2-2

■

版本说明：每个 Veritas 产品都包含每个产品的最新消息和重要细节，其中包括
对系统要求和支持软件的更新。开始安装产品之前，请阅读版本说明以了解最
新信息。
可从以下 Web 位置获得产品文档：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表 2-1

Red Hat 和 SUSE 系统要求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支持的体系结构

最低系统要求

建议的系统要求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

Intel 64

■

Intel 64

■

AMD 64

■

AMD 64

■

6 GB 可用磁盘空间

■

6 GB 可用磁盘空间

■

2 GB RAM

■

2 GB RAM

■

每个来宾上的来宾操作系 ■
统建议的 6 GB 和所需磁
盘空间。对于大多数操作
系统，建议采用 6 GB 以
上的磁盘空间
每个虚拟化 CPU 使用一个 ■
处理器核心或超线程，并
且每台主机使用一个处理
器核心或超线程
虚拟化来宾需要 2 GB
■
RAM 和额外的 RAM

■

■

每个来宾上的来宾操作系
统建议的 6 GB 和所需磁
盘空间。对于大多数操作
系统，建议采用 6 GB 以
上的磁盘空间
每个虚拟化 CPU 使用一个
处理器核心或超线程，并
且每台主机使用一个处理
器核心或超线程
虚拟化来宾需要 2 GB
RAM 和额外的 RAM

硬件要求

支持完全虚拟化的 CPU

支持完全虚拟化的 CPU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7.2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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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主机中支持的 OS 版本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KVM、RHEV] RHEL 6
SLES11 SP2、SP3
Update 3、Update 4、Update
5、Update 6、Update 7
[仅 KVM] RHEL 7

虚拟机中支持的 OS 版本

[KVM、RHEV] RHEL 6
SLES11 SP2、SP3
Update 3、Update 4、Update
5
[仅 KVM] RHEL 7

表 2-2

Veritas 产品要求

硬件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TECH211575

软件

■

■

■

■

■

■

存储

Dynamic Multi-Pathing
用于 KVM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的存储可见性
Storage Foundation
用于 KVM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的存储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HA
用于 KVM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上的存储管理和群集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7.2
用于存储管理以及将多个 KVM 主机构成群集，以便启用来宾
虚拟机的实时迁移
Cluster Server
用于虚拟机监视、迁移和故障转移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5.0
用于应用程序可见性和虚拟主机管理

■

用于保存来宾映像的共享存储。（VM 故障转移）

■

用于保存应用程序数据的共享存储。（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

为 VM 和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启用了 Flexible Shared Storage
(FSS) 选项的本地存储

■

配置来宾以便通过公共网络进行通信

■

设置用于专用通信的虚拟接口。

文档：请参见产品版本说 ■
明，以便获取最新的系统 ■
要求、限制和已知问题：

《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

网络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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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支持 KVM 的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配置的 VCS 系统要求

VCS 版本

7.2

支持的主机 OS 版本

RHEL 6 Update 3、Update 4、Update 5
RHEL 7

VM 来宾中支持的 OS

RHEL 6 Update 3、Update 4、Update 5
RHEL 7

硬件要求

支持完全虚拟化的 CPU

限制和不支持的基于内核的虚拟机功能
有关限制和已知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Linux
版）》。
有关 KVM 相关限制，请参见虚拟化技术提供商（RHEL 或 SLES）的版本说明。
请参见第 186 页的“Linux 虚拟化文档”。

适用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配置选项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支持 表 2-4 中列出的配置。下表中概括的配置是实
现所列存储和可用性目标的最低要求。您可以根据需要混合和搭配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以便可以为基于 RHEV 的虚拟机 (RHEV) 主机和来宾虚
拟机实现所需级别的存储可见性、管理、VVR 复制支持、可用性和群集故障转移功
能。
表 2-4

KVM 环境中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支持的配置选项

目标

建议使用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配置

KVM 来宾虚拟机的存储可见性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KVM 主机的存储可见性

KVM 主机中的 DMP

KVM 来宾虚拟机的存储管理功能和使用
VVR 的复制支持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SF)
请参见第 35 页的“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KVM 主机的高级存储管理功能和使用 VVR KVM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的复制支持
System (SFCF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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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建议使用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配置

KVM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中的端到端存储可 KVM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中的 DMP
见性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存储管理功能和使用 KVM 主机中的 DMP 和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VVR 复制支持以及 KVM 主机中的存储可 SF
见性
请参见第 37 页的“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和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KVM 主机的虚拟机监视、迁移和故障转移 KVM 主机中的 Cluster Server (VCS)
请参见第 38 页的“ KVM 主机中的 Cluster
Server”。
KVM 来宾虚拟机的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VCS
请参见第 39 页的“来宾中的 Cluster Server”。

应用程序可用性和虚拟机可用性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ApplicationHA 和 KVM 主
机中的 VCS

KVM 来宾虚拟机以及物理主机之间的应用 KVM 来宾虚拟机以及 KVM 物理主机中的 VCS
程序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40 页的“群集中的虚拟机来宾和物理
机之间的 Cluster Server”。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设置 KVM”。
请参见第 22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针对的虚拟化用例”。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可在 KVM 来宾虚拟机中提供存储可见性。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DMP 提供：
■

用于来宾中配置的操作系统设备的多径处理功能

■

DMP 元设备（也称为 DMP 节点），用于表示指向同一物理 LUN 的所有设备路
径

■

支持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

■

支持标准阵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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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图 2-1

KVM
来宾

KVM
来宾

DMP

DMP

KVM
Hypervisor
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有关 DMP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可在 KVM 主机中提供存储可见性。在 KVM 主
机中使用 DMP 可以实现下列功能：
■

集中式多径处理功能

■

支持主动/被动阵列高性能故障转移

■

集中式存储路径管理

■

快速、主动的故障转移

■

事件通知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图 2-2

KVM
来宾

DMP

KVM
来宾

KVM
主机

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34

基本 KVM 入门
适用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配置选项

有关 DMP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使用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SF) 可为 KVM 来宾虚拟机资源提供存储管理功
能。Storage Foundation 使您可以更轻松地管理 KVM 来宾存储资源，它提供了下
列功能：
■

增强的数据库性能

■

用于数据备份、恢复和处理的时间点副本功能

■

用于设置存储优化策略的选项

■

用于轻松、可靠地迁移数据的方法

■

复制支持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图 2-3

KVM
来宾

KVM
来宾

SF

SF

KVM
Hypervisor
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
南》。

KVM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可为
KVM 主机提供高级存储管理功能。SFCFSHA 使您可以更轻松地管理 KVM 主机存
储资源，它提供了下列功能：
■

增强的数据库性能

■

用于数据备份、恢复和处理的时间点副本功能

■

用于设置存储优化策略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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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轻松、可靠地迁移数据的方法

■

复制支持

■

虚拟机的高可用性

■

虚拟机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

■

虚拟机简化管理
KVM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图 2-4

KVM
来宾

KVM
来宾

KVM
来宾

KVM
来宾

SFCFSHA
KVM 主机
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KVM 主机
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TM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KVM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可在 KVM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之间提供端到端存
储可见性。在 KVM 来宾虚拟机中使用 DMP 可提供下列功能：
■

用于来宾中配置的操作系统设备的多径处理功能

■

DMP 元设备（也称为 DMP 节点），用于表示指向同一物理 LUN 的所有设备路
径

■

支持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

■

支持标准阵列类型

在 KVM 主机中使用 DMP 可以实现下列功能：
■

集中式多径处理功能

■

支持主动/被动阵列高性能故障转移

■

集中式存储路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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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主动的故障转移

■

事件通知
KVM 虚拟来宾和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图 2-5

K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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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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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

DMP

K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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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DMP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和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组合使用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与 KVM 主机
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可在 KVM 主机中为 KVM 来宾虚拟机资源和
存储可见性组合存储管理功能。
在 KVM 来宾中使用 SFHA 可提供下列功能：
■

增强的数据库性能

■

用于数据备份、恢复和处理的时间点副本功能

■

用于设置存储优化策略的选项

■

用于轻松、可靠地迁移数据的方法

■

复制支持

■

在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

在主机中使用 DMP 可提供下列功能：
■

集中式多径处理功能

■

快速、主动的故障转移。

■

事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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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和 KVM 主机中的
DMP

图 2-6

KVM
来宾

KVM
来宾

KVM
来宾

KVM
来宾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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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

K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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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

K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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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有关 SFHA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有关 DMP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KVM 主机中的 Cluster Server
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可为另一台 KVM 主机提供虚拟机监视和故障转移。VCS
为 KVM 主机实现了下列功能：
■

将多个独立系统连接到一个管理框架中以提高可用性。

■

使节点能够在软件级别协作以构成群集。

■

将商用硬件与智能软件相结合，从而提供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和控制功能。

■

当某个受监视的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让其他节点执行预定义的操作，如进行
接管并在群集中其他位置启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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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 主机中的 Cluster Server

图 2-7
KVM
来宾

KVM
来宾

KVM
Hypervisor

VCS

RHEL/SLES

KVM
来宾

KVM
来宾

VCS

KVM
Hypervisor

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有关 Cluster Server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来宾中的 Cluster Server
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可为另一个 KVM 来宾提供应用程序监视和故障转移。
■

将多个独立系统连接到一个管理框架中以提高可用性

■

使节点能够在软件级别协作以构成群集

■

将商用硬件与智能软件相结合，从而提供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和控制功能

■

例如，当某个受监视的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其他节点便可以执行预定义的操
作进行接管并在群集中其他位置启动应用程序
来宾中的 Cluster Server

图 2-8

KVM
来宾

KVM
来宾

KVM
来宾

KVM
来宾

VCS

VCS

VCS

VCS

KVM Hypervisor

KVM Hypervisor

RHEL/SLES

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有关 Cluster Server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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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中的虚拟机来宾和物理机之间的 Cluster Server
在来宾和主机中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可启用集成解决方案，以便在虚拟机和
物理主机之间进行资源管理。通过组合使用 KVM 来宾中的 VCS 与其他物理主机上
运行的 VCS，您可以创建物理机到虚拟机的群集，并支持使用 VCS 执行下列操作：
■

监视在来宾中运行的应用程序

■

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其他物理主机

■

将物理主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 VM 来宾虚拟机

图 2-9

群集中的来宾和物理机之间的 Cluster Server

KVM
来宾

VCS

KVM
来宾

VCS

VCS

KVM Hypervisor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在安装 KVM 以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为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
境设置来宾：
表 2-5
任务

在 KVM 来宾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任务
信息

根据需要设置 KVM 主机。根据需要创建 请参见第 28 页的“创建和启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来宾。
(KVM) 主机”。
请参见第 29 页的“设置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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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信息

在所需 KVM 来宾虚拟机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安装信息，请
参见产品安装指南。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在所需 KVM 来宾虚拟机上配置 SFHA
Solutions 产品。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配置信息，请
参见产品安装指南。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根据需要配置 KVM 来宾虚拟机的资源。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资源”。

上述任务适用于以下配置：
■

来宾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请参见第 33 页的“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请参见第 35 页的“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

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

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请参见第 37 页的“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和 KVM 来宾虚拟机
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在安装 KVM 以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为 KVM 环境设置主机：
表 2-6

在 KVM 主机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任务

任务

信息

配置 KVM 主机。

请参见第 28 页的“创建和启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主机”。

在 KVM 主机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安装信息，请
参见产品安装指南。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在所需的 KVM 主机上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配置信息，请
参见产品安装指南。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根据需要创建 KVM 来宾。

请参见第 29 页的“设置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来宾”。

根据需要配置 KVM 来宾虚拟机的资源。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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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任务适用于以下配置：
■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请参见第 34 页的“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请参见第 35 页的“KVM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境中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要在 KVM 环境中设置 Cluster Server (VCS)，请执行以下操作：
表 2-7

在 KVM 环境中安装 VCS 的任务

任务

信息

根据需要设置 KVM 主机。根据需要创建 请参见第 28 页的“创建和启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来宾。
(KVM) 主机”。
请参见第 28 页的“创建和启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主机”。
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注意：VCS 已与 InfoScale Availability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产品捆绑在一起。
配置 VCS。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如果已配置主机和网络，则无需其他 VCS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配置即可使其在来宾内运行。
根据需要为 KVM 来宾虚拟机配置网络。 请参见第 54 页的“VM-VM 群集的网络配置”。

上述步骤适用于下列配置：
■

KVM 主机中的 VCS
请参见第 38 页的“ KVM 主机中的 Cluster Server”。

■

KVM 来宾中的 VCS
请参见第 39 页的“来宾中的 Cluster Server”。

■

KVM 主机中的 VCS 和 KVM 来宾虚拟机中的 ApplicationHA

■

来宾和物理机之间的群集中的 VCS
请参见第 40 页的“群集中的虚拟机来宾和物理机之间的 Cluster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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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Server (VCS) 如何管理虚拟机 (VM) 来宾
下面简要概述了 VCS 如何管理 VM 来宾。
■

多个物理机构成了一个群集，并在每个物理机上安装 VCS。
有关如何安装 VCS 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

可以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使用 CPU 和内存资源来创建 VM 来宾。

■

在所有主机上安装 VCS 以便管理 VM 来宾。

■

操作系统安装在 VM 来宾上。
注意：可以在映像文件或共享原始磁盘中创建 VM 来宾，但条件是磁盘名称在
所有物理主机上持久存在。

■

在 VCS 中将 VM 来宾配置为 KVMGuest 资源。

有关创建和配置 VM 来宾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或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虚拟化文档中的安装部分。
下列条件适用于根据物理机到物理机 (PM-PM) 的配置来配置 VM 来宾：
■

必须在一个节点上配置 VM 来宾，并在可供所有 VCS 群集节点访问的共享存储
上安装操作系统。

■

确保映像文件位于共享存储中，以使虚拟机可以跨群集节点进行故障转移。

■

通过使用标准安装过程，可以配置第一个 VM 来宾。
请参见第 40 页的“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VCS 随附了一些用来管理多种应用程序的捆绑代理。包括 KVMGuest 代理，该代
理可用来管理 KVM 来宾，并为其提供高可用性。有关 KVMGuest 代理属性、资源
依赖关系和代理函数的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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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KVM 资源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资源

■

配置存储

■

配置网络

关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资源
安装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和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并创建虚拟机之
后，您即可配置 KVM 资源以优化您的环境。配置过程因要配置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而异：
■

如果在来宾或主机中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Storage Foundation
(SF)、SFHA 或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则可以优化存储以实现可见性和方便管理。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存储”。

■

如果在来宾或主机中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SFHA 或 SFCFSHA，则可以
优化网络以使 KVM 资源高度可用。
请参见第 51 页的“配置网络”。

配置存储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您可以更有效地映射和管理存储，而不管您是具
有来宾还是主机解决方案。

KVM 环境中的一致存储映射
在 KVM 环境中管理存储需要一致映射。使用泛虚拟化 VirtIO 驱动程序或完全虚拟
化 IDE 模拟向来宾提供的存储需要从主机映射到来宾。由于 Linux 中使用的设备命

配置 KVM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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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机制的易变性，将存储从主机映射到来宾时必须小心谨慎。在 Linux 中，设备名
称基于枚举顺序，该顺序可能会在重新启动系统时发生更改。
通过使用下列各项，可以实现一致映射：
■

DMP 元设备

■

使用设备 ID 映射设备

■

使用路径映射设备

■

使用卷映射设备

■

Linux udev 设备系统链接。

将存储映射到来宾时，避免使用磁盘标签。来宾可以修改磁盘标签，因此无法保证
磁盘标签。
在群集环境中，无法将主动-被动 DMP 设备直接映射到来宾。

将设备映射到来宾
可使用 virsh attach-device 执行非持久性映射。通过使用后跟有 virsh define
domain 的 virsh dumpxml domain 来重新定义 KVM 来宾，可以将非持久性映射转
换为持久性映射。通过使用“virt-manager”，或使用“virsh edit <domain>”来修
改来宾 XML 配置，可以在主机上创建持久性映射。
在目录 /dev/disk/by-path 中创建的设备链接应在所有物理主机上保持一致或者
相同（如果可能）。使用不同的设备链接可能会导致虚拟机实时迁移或 VCS
KVMGuest 代理的故障转移操作出现问题。
请参见第 48 页的“使用 virtio-scsi 接口映射设备”。

映射 DMP 元设备
通过使用 DMP 的持久性命名功能，可以实现从主机到来宾的一致映射。
在主机中运行 DMP 具有其他实际优势：
■

多路径设备可以作为一个设备导出。这简化了对映射的管理，并有助于缓解
VirtIO 驱动程序强制的 32 个设备的限制。

■

通过充分利用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主动监视路径，可以在主机中有效管理路径
故障转移。

■

当在来宾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时，“持久性命名”功能将为
从来宾到主机再到阵列的支持设备提供一致命名。使用用户定义的名称功能或
UDN，DMP 虚拟设备可以具有自定义分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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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DMP 元设备映射到来宾

1

将设备映射到来宾。在本示例中，将 dmp 设备 xiv0_8614 映射到 guest_1。
# virsh attach-disk guest_1 /dev/vx/dmp/xiv0_8614 vdb

2

通过重新定义来宾，映射可永久保持不变。
# virsh dumpxml guest_1 > /tmp/guest_1.xml
# virsh define /tmp/guest_1.xml

KVM 主机之间的一致命名
尽管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 (EBN) 为单个节点提供一致命名，但它不能保证群集
中节点之间的一致命名。使用 DMP 的用户定义的名称 (UDN) 功能，可以在多个主
机中为 DMP 设备提供持久性的一致名称。当使用用户定义的名称时，将在主机上
创建模板文件，该文件将磁盘阵列和设备的序列号映射到一个唯一的设备名称。可
以手动选择用户定义的名称，这有助于简化映射的管理。
在主机之间创建一致命名

1

创建用户定义的名称模板文件。
# /etc/vx/bin/vxgetdmpnames enclosure=3pardata0 >
/tmp/user_defined_names
# cat /tmp/user_defined_names
enclosure vendor=3PARdat product=VV serial=1628 name=3pardata0
dmpnode serial=2AC00008065C name=3pardata0_1
dmpnode serial=2AC00002065C name=3pardata0_2
dmpnode serial=2AC00003065C name=3pardata0_3
dmpnode serial=2AC00004065C name=3pardata0_4

2

如果需要，请重命名设备。在此示例中，使用 DMP 设备所映射到的来宾的名
称来命名 DMP 设备。
# cat /dmp/user_defined_names
enclosure vendor=3PARdat product=VV serial=1628 name=3pardata0
dmpnode serial=2AC00008065C name=guest1_1
dmpnode serial=2AC00002065C name=guest1_2
dmpnode serial=2AC00003065C name=guest2_1
dmpnode serial=2AC00004065C name=guest2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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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用户定义的名称文件应用到此节点以及所有其他主机。
# vxddladm assign names file=/tmp/user_defined_names

4

验证是否应用了用户定义的名称。
# vxdmpadm getdmpnode enclosure=3pardata0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guest_1_1
ENABLED
3PARDATA
2
2
0
3pardata0
guest_1_2

ENABLED

3PARDATA

2

2

0

3pardata0

guest_2_1

ENABLED

3PARDATA

2

2

0

3pardata0

guest_2_2

ENABLED

3PARDATA

2

2

0

3pardata0

使用路径映射设备
可以使用设备 ID 实现映射：/dev/disk/by-path/
这些链接使用路径的持久属性。对于光纤通道设备，系统链接名称由总线标识符、
目标的全球名称 (WWN) 及后面的 LUN 标识符组成。对于指向设备的每个路径，该
设备都将具有一个相应条目。 在要在来宾中执行多径处理的环境中，为设备的每个
路径执行映射。
在以下示例中，将设备 sdd 的两个路径映射到 guest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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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路径映射到来宾

1

标识要映射到来宾的设备。获取设备 ID。
# udevadm info -q symlink --name sdd | cut -d\ -f 3
disk/by-id/scsi-200173800013420cd

在多径环境中，可使用设备 ID 查找设备的所有路径。
# udevadm info --export-db |grep disk/by-id/scsi-200173800013420cd\ \
| cut -d\ -f 4
/dev/disk/by-path/pci-0000:0b:00.0-fc-0x5001738001340160:0x000000
/dev/disk/by-path/pci-0000:0c:00.0-fc-0x5001738001340161:0x000000

2

使用路径（使用设备路径）将设备映射到来宾。
# virsh attach-disk guest_3 \
/dev/disk/by-path/pci-0000:0b:00.0-fc-0x5001738001340160:0x000000 vdb
Disk attached successfully
# virsh attach-disk guest_3 \
/dev/disk/by-path/pci-0000:0c:00.0-fc-0x5001738001340161:0x000000 vdc
Disk attached successfully

3

通过重新定义来宾，使映射永久不变。
# virsh dumpxml guest_3 > /tmp/guest_3.xml
# virsh define /tmp/guest_3.xml

使用卷映射设备
通过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VxVM 卷），可以实现映射。
有关将 VxVM 卷映射到来宾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103 页的“简化的管理”。

使用 virtio-scsi 接口映射设备
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6 Update 4 及之后的版本中，可以通过
virtio-scsi 接口将设备映射到来宾，替换 virtio-blk 设备并提供以下改进功能：
■

能够连接到多个存储设备

■

标准命令集

■

用于简化迁移的标准设备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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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传递

注意：通过 virtio-scsi 接口，还支持使用路径进行映射。
要在来宾中启用 SCSI 传递和使用导出的磁盘作为裸机 SCSI 设备，必须将 <disk>
element's device 属性设置为 lun，而不是 disk。以下磁盘 XML 文件提供了 virtio-scsi
的 device 属性值的示例：
<disk type='block' device='lun' sgio='unfiltered'>
<driver name='qemu' type='raw' cache='none'/>
<source
dev='/dev/disk/by-path/pci-0000:07:00.1-fc-0x5001438011393dee-lun-1'/>
<target dev='sdd' bus='scsi'/>
<address type='drive' controller='4' bus='0' target='0' unit='0'/>
</disk>

使用 virtio-scsi 映射一个或多个设备

1

为每个 SCSI 控制器创建一个 XML 文件，并且在此 XML 文件中输入以下内
容：
<controller type='scsi' model='virtio-scsi' index='1'/>

此示例中的 XML 文件名为 ctlr.xml。

2

将 SCSI 控制器挂接到来宾：
# virsh attach-device guest1 ctlr.xml --config

3

为磁盘创建 XML 文件，并且在此 XML 文件中输入以下内容：
<disk type='block' device='lun' sgio='unfiltered'>
<driver name='qemu' type='raw' cache='none'/>
<source
dev='/dev/disk/by-path/pci-0000:07:00.1-fc-0x5001438011393dee-lun-1'/>
<target dev='sdd' bus='scsi'/>
<address type='drive' controller='1' bus='0' target='0' unit='0'/>
</disk>

此示例中的 XML 文件名为 disk.xml。

4

将磁盘挂接到现有来宾：
# virsh attach-device guest1 disk.xml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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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设备大小
Red Hat Linux Enterprise (RHEL) 6.3、6.4、6.5 和 7 以及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1 SP2 和 SP3 不支持 VirtIO 设备的联机磁盘调整大小。要调整
VirtIO 设备大小，必须完全关闭并重新启动来宾。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调整设备大小。
增大设备

1

2

增大存储。
■

如果存储设备是 VxVM 卷，则调整该卷的大小。

■

如果存储设备是存储阵列中的 LUN，则在阵列中调整该设备的大小。

更新主机中磁盘设备的大小。
■

停止使用存储设备的所有虚拟机。

■

如果设备是存储阵列中的 LUN，则更新该设备的大小：
# blockdev --rereadpt device

■

3

重新启动虚拟机。

更新来宾中存储设备的大小。
■

如果 VxVM 正在管理来宾中的存储，则使用 vxdisk resize 命令。

■

如果 VxVM 未管理来宾中的存储，请参见相应的文档。

缩小设备

1

更新来宾中磁盘设备的大小。
■

如果 VxVM 正在管理来宾中的设备，则根据需要首先使用 vxresize 实用程
序缩小正在使用该设备的所有文件系统和卷。使用 vxresize 实用程序更新
该设备公共区域的大小：
# vxdisk resize access_name length=new_size

■

2

3

如果 VxVM 未管理来宾中的存储，请参见相应的文档。

缩小来宾中的存储。
■

如果设备是 VxVM 卷，则使用 vxassist 实用程序缩小该卷。

■

如果设备是存储阵列中的 LUN，则在存储阵列上缩小该设备。

更新主机中磁盘设备的大小。
■

停止正在使用设备的来宾。

50

配置 KVM 资源
配置网络

■

如果设备是存储阵列中的 LUN，则使用以下命令：
# blockdev --rereadpt device

4

启动来宾。

配置网络
您必须为主机和 KVM 来宾配置网络才能使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提供以下功
能：
■

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

虚拟机可用性

桥接网络配置
桥接网络配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执行：
■

配置主机网络

■

配置来宾网络

主机网络配置
libvirtd 服务创建默认网桥 virbr0，virbr0 是 NAT'ed 专用网络。该服务从网络
192.168.122.0 起为使用 virbr0 进行网络连接的来宾分配专用 IP。如果来宾需要在
主机的公共网络上进行通信，则必须配置网桥。使用下列步骤可以创建此网桥：
1.

在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位置创建名称为 ifcfg-br0 的新接口
文件，该位置也是所有其他接口配置文件所在的位置。该接口文件的内容如
下：
DEVICE=br0
Type=Bridge
BOOTPROTO=dhcp
ONBOOT=yes

2.

使用以下命令向网桥添加物理接口。
# brctl addif eth0 br0

这会添加来宾与上一步中创建的 br0 网桥共享的物理接口。
3.

使用 brctl show 命令验证是否已将 eth0 添加到 br0 网桥。
# brctl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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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必须如下所示：
bridge name
virbr0
br0

bridge id
8000.000000000000
8000.0019b97ec863

STP enabled
yes
yes

interfaces
eth0

4.

必须更改 eth0 网络配置。ifcfg-eth0 脚本已存在。

5.

编辑此文件，并添加 BRIDGE=br0 行，以使配置文件的内容如以下示例所示：
DEVICE=eth0
BRIDGE=br0
BOOTPROTO=none
HWADDR=00:19:b9:7e:c8:63
ONBOOT=yes
TYPE=Ethernet
USERCTL=no
IPV6INIT=no
PEERDNS=yes
NM_CONTROLLED=no

6.

重新启动网络服务，以使所有网络配置更改生效。

配置来宾网络
有关如何配置来宾网络的说明，请参考与虚拟化相关的 Linux 文档。

物理机之间的 VCS 群集 (PM-PM) 的网络配置
主机的网络配置和存储与 VCS 群集配置的网络配置和存储相似。有关配置相关信
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但是，必须在配置了 VM 来宾的物理
主机之间设置专用链接和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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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公共网络
eth3

物理
计算机

eth0

eth1

eth0

心跳

物理
计算机

eth3

eth1

Br0

Br0
心跳

VCS
eth2

VCS
eth2

em1

em1
虚拟机

标准桥接配置
标准桥接配置是用于桥接网络连接的通用网络配置。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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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桥接配置

图 3-2

公共网络

eth0

virbr0

eth1
virbr0
是一种在默认
情况下由
hypervisor
创建的 NAT
网络接口

eth0

Br0

eth1
虚拟机

物理计算机

标准桥接

VM-VM 群集的网络配置
要配置虚拟机之间的 VCS 群集，必须为该群集配置网络和存储。后续各节介绍了
网络和存储配置的设置详细信息。图 3-3 显示了在两个不同主机上运行的两个 VM
来宾之间的群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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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VM- VM 字符串的网络配置

请参见第 51 页的“桥接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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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实施 Red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

■

4.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快速入门

■

5. 配置 VCS 以管理虚拟机

■

6. 将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3

4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快速
入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创建和启动 RHEV 主机

■

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设置虚拟机

■

适用于 RHEV 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配置选项

■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设置 RHEV

■

在 RHEV 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创建和启动 RHEV 主机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是基于 KVM 虚拟机管理程序的企业虚拟
化产品。它提供一个包含名为 RHEV-M 的 Web 界面的集中虚拟化管理器，用于管
理 RHEL-H 主机上的虚拟机。RHEV 在主机中使用 Virtual Desktop Server Manager
(VDSM) 代理管理虚拟机服务。
RHEV-M Wb 界面为所有虚拟机操作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易于使用的直观 GUI 界
面。这些工具提供的功能包括生成虚拟机快照、创建虚拟网络和将虚拟机实时迁移
到其他 RHEV 主机。
在配置完所需硬件设置之后：
■

在目标系统上安装 RHEV。
请参见第 186 页的“Linux 虚拟化文档”。

■

创建和启动所需的 RHEV 虚拟机。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快速入门
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设置虚拟机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设置虚拟
机”。
■

继续在来宾或主机上安装所需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请参见第 68 页的“在 RHEV 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

配置虚拟机的 VCS
请参见第 70 页的第 5 章。

■

将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请参见第 80 页的第 6 章。

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
设置虚拟机
下面简要概述了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中设置虚拟机所需执
行的步骤。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文档。
在 RHEV 环境中设置虚拟机。

1

在创建虚拟机之前，请确保可以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使用 CPU 和内存资源
来创建虚拟机。

2

确保要在其中创建虚拟机的主机上正在运行 Virtual Desktop Server Manager
(VDSM) 服务。在主机上创建虚拟机之前，请确保 RHEV-M 中的主机状态为启
动。
# service vdsmd status
在所有主机上运行该命令以确保 VDSM 服务正在运行。

3

创建虚拟机。
请参见第 186 页的“Linux 虚拟化文档”。

4

为虚拟机配置网络。
请参见第 54 页的“VM-VM 群集的网络配置”。

5

在虚拟机中安装操作系统。

6

请对要包含在群集中的所有 RHEV 来宾重复上述步骤。
有关在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上安装操作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请参
见第 80 页的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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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RHEV 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配
置选项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支持 表 4-1 中列出的配置。下表中概括的配置是实
现所列存储和可用性目标的最低要求。您可以根据需要混合和搭配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以便可以为基于 RHEV 的虚拟机 (RHEV) 主机和来宾虚
拟机实现所需级别的存储可见性、管理、VVR 复制支持、可用性和群集故障转移功
能。
表 4-1

RHEV 环境中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支持的配置选项

目标

建议使用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配置

RHEV 来宾虚拟机的存储可见性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RHEV 主机的存储可见性

RHEV 主机中的 DMP

RHEV 来宾虚拟机的存储管理功能和使用
VVR 的复制支持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SF)

RHEV 主机的高级存储管理功能和使用
VVR 的复制支持

RHEV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HA)

RHEV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中的端到端存储
可见性

RHEV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中的 DMP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存储管理功能和使
用 VVR 复制支持以及 RHEV 主机中的存
储可见性

RHEV 主机中的 DMP 和 RHEV 来宾虚拟机中
的 SF

RHEV 主机的虚拟机监视、迁移和故障转
移

RHEV 主机中的 Cluster Server (VCS)

RHEV 来宾虚拟机的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VCS

RHEV 来宾虚拟机以及物理主机之间的应
用程序故障转移

RHEV 来宾虚拟机以及 RHEV 物理主机中的
VCS

请参见第 61 页的“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请参见第 63 页的“ RHEV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和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请参见第 66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设置 RHEV”。
请参见第 22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针对的虚拟化用例”。

59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快速入门
适用于 RHEV 环境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配置选项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可在 RHEV 来宾虚拟机中提供存储可见性。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DMP 提供：
■

用于来宾中配置的操作系统设备的多径处理功能

■

DMP 元设备（也称为 DMP 节点），用于表示指向同一物理 LUN 的所有设备路
径

■

支持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

■

支持标准阵列类型
来宾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图 4-1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DMP

DMP

KVM
Hypervisor
RHEL
物理服务器

有关 DMP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RHEV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可在 RHEV 主机中提供存储可见性。在 RHEV
主机中使用 DMP 可以实现下列功能：
■

集中式多径处理功能

■

支持主动/被动阵列高性能故障转移

■

集中式存储路径管理

■

快速、主动的故障转移

■

事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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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V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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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DMP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使用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SF) 可为 KVM 来宾虚拟机资源提供存储管理功
能。 Storage Foundation 使您可以更轻松地管理 KVM 来宾存储资源，它提供了下
列功能：
■

增强的数据库性能

■

用于数据备份、恢复和处理的时间点副本功能

■

用于设置存储优化策略的选项

■

用于轻松、可靠地迁移数据的方法

■

复制支持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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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
南》。

RHEV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可为
RHEV 主机提供高级存储管理功能。SFCFSHA 使您可以更轻松地管理 RHEV 主机
存储资源，它提供了下列功能：
■

增强的数据库性能

■

用于数据备份、恢复和处理的时间点副本功能

■

用于设置存储优化策略的选项

■

用于轻松、可靠地迁移数据的方法

■

复制支持

■

虚拟机的高可用性

■

虚拟机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

■

虚拟机简化管理
RHEV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图 4-4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SFCFSHA
KVM Hypervisor

KVM Hypervisor

RHEL

RHEL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TM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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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V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可在 RHEV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之间提供端到端
存储可见性。在 RHEV 来宾虚拟机中使用 DMP 可提供下列功能：
■

用于来宾中配置的操作系统设备的多径处理功能

■

DMP 元设备（也称为 DMP 节点），用于表示指向同一物理 LUN 的所有设备路
径

■

支持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

■

支持标准阵列类型

在 RHEV 主机中使用 DMP 可以实现下列功能：
■

集中式多径处理功能

■

支持主动/被动阵列高性能故障转移

■

集中式存储路径管理

■

快速、主动的故障转移

■

事件通知
KVM 虚拟来宾和 KVM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图 4-5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DMP

DMP

DMP

KVM
Hypervisor

RHEL
物理服务器

有关 DMP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RHEV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和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组合使用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与 RHEV 主
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可在 RHEV 主机中为 RHEV 来宾虚拟机资
源和存储可见性组合存储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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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HEV 来宾中使用 SFHA 可提供下列功能：
■

增强的数据库性能

■

用于数据备份、恢复和处理的时间点副本功能

■

用于设置存储优化策略的选项

■

用于轻松、可靠地迁移数据的方法

■

复制支持

■

在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

在 RHEV 主机中使用 DMP 可提供下列功能：
■

集中式多径处理功能

■

快速、主动的故障转移。

■

事件通知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A 和 RHEV 主机中
的 DMP

图 4-6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SFHA

SFHA

SFHA

SFHA

DMP

KVM
Hypervisor

DMP

KVM
Hypervisor

RHEL

RHEL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有关 SFHA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有关 DMP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适用于 RHEV 环境的 Cluster Server
Cluster Server (VCS) 为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提供虚拟机
监视以及故障转移到另一个主机的功能。VCS 为 RHEV 主机实现了下列功能：
■

将多个独立系统连接到一个管理框架中以提高可用性。

■

使节点能够在软件级别协作以构成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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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商用硬件与智能软件相结合，从而提供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和控制功能。

■

当某个受监视的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让其他节点执行预定义的操作，如进行
接管并在群集中其他位置启动应用程序。

VCS 支持下列配置：
RHEV 环境中 VCS 支持的配置选项

表 4-2
目标

推荐的 VCS 配置

主机的虚拟机监视和故障转移

主机中的 VCS

虚拟化环境中的灾难恢复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虚拟机管理程
序上的 VCS

来宾虚拟机的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来宾虚拟机中的 VCS

来宾虚拟机以及物理主机之间的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来宾虚拟机以及 物理主机中的 VCS

注意：虚拟机灾难恢复仅在 RHEV 环境中受支持
RHEV 主机中的 Cluster Server

图 4-7
RHEV
来宾

RHEL-H

RHEV
来宾

VCS

物理服务器

RHEV
来宾

VCS

RHEV
来宾

RHEL-H

物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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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V 来宾中的 Cluster Server

图 4-8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RHEV
来宾

VCS

VCS

VCS

VCS

RHEL-H/RHEV-H

RHEL-H/RHEV-H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有关 VCS 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关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设置 RHEV
在设置虚拟环境之前，请验证您的计划配置是否满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
品的系统要求、授权许可和其他安装注意事项。
■

授权许可：在基于 RHEV 的虚拟机 (RHEV) 环境中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SF) 或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的客户有权在每个授权许可服务器或 CPU 上使用无限数量的来宾。

■

Red Hat 系统要求：参见表 4-3

■

Veritas 产品要求：参见 表 4-4

■

版本说明：每个 Veritas 产品都包含每个产品的最新消息和重要细节，其中包括
对系统要求和支持软件的更新。 开始安装产品之前，请阅读版本说明以了解最
新信息。
可从以下 Web 位置获得产品文档：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表 4-3

Red Hat 和 SUSE 系统要求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支持的体系结构

最低系统要求

■

Intel 64

■

AMD 64

■

6 GB 可用磁盘空间

■

2 GB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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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建议的系统要求

■

■

■

每个来宾上的来宾操作系统建议的 6 GB 和所需磁
盘空间。对于大多数操作系统，建议采用 6 GB 以
上的磁盘空间
每个虚拟化 CPU 使用一个处理器核心或超线程，
并且每台主机使用一个处理器核心或超线程
虚拟化来宾需要 2 GB RAM 和额外的 RAM

硬件要求

支持完全虚拟化的 CPU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版本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7.2

主机中支持的 OS 版本

RHEL 4 Update 6、Update3、Update 5、Update 6、
Update 7

虚拟机中支持的 OS 版本

RHEL 6 Update 3、Update 4、Update 5

支持的 RHEV 版本

RHEV 3.4、3.4

表 4-4

Veritas 产品要求

硬件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TECH211575

软件

■

■

■

■

■

■

存储

网络

Dynamic Multi-Pathing 7.2
用于 RHEV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的存储可见性
Storage Foundation 7.2
用于 RHEV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的存储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HA 7.2
用于 RHEV 主机和来宾虚拟机上的存储管理和群集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7.2
用于存储管理以及将多个 RHEV 主机构成群集，以便启用来宾
虚拟机的实时迁移
Cluster Server 7.2
用于虚拟机监视、迁移和故障转移
Veritas Operations Manger 5.0
用于应用程序可见性和虚拟主机管理

■

用于保存来宾映像的共享存储。（VM 故障转移）

■

用于保存应用程序数据的共享存储。（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

包含用于 VM 和应用程序故障转移的 Flexible Shared Storage
(FSS) 选项的本地存储

■

配置来宾以便通过公共网络进行通信

■

设置用于专用通信的虚拟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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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请参见产品版本说 ■
明，以便获取最新的系统 ■
要求、限制和已知问题：

表 4-5

《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RHEV 支持的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配置的 VCS 系统要求

VCS 版本

7.2

支持的主机 OS 版本

RHEL 6 Update 3、Update 4、Update 5

VM 来宾中支持的 OS

RHEL 6 Update 3、Update 4、Update 5

硬件要求

支持完全虚拟化的 CPU

限制和不支持的基于 RHEV 的虚拟机功能
有关限制和已知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Linux
版）》。
有关 RHEV 相关限制，请参见虚拟化技术提供商 (RHEL) 的版本说明。
请参见第 186 页的“Linux 虚拟化文档”。

在 RHEV 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在安装 RHEV 以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为基于 RHEV 的虚拟机 (RHEV)
环境设置来宾：
表 4-6

在 RHEV 来宾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任务

任务

信息

根据需要设置 RHEV 主机。根据需要创
建 RHEV 来宾。

请参见第 57 页的“创建和启动 RHEV 主机”。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设置虚拟机”。

在所需 RHEV 来宾虚拟机上安装 Veritas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安装信息，请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
参见产品安装指南。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在所需 RHEV 来宾虚拟机上配置 Veritas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配置信息，请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
参见产品安装指南。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根据需要配置 RHEV 来宾虚拟机的资源。

上述任务适用于以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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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宾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请参见第 60 页的“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请参见第 61 页的“ RHEV 来宾虚拟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

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

来宾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请参见第 62 页的“RHEV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在安装 RHEV 以后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为 RHEV 环境设置主机：
表 4-7

在 RHEV 主机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任务

任务

信息

配置 RHEV 主机。

请参见第 57 页的“创建和启动 RHEV 主机”。

在 RHEV 主机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安装信息，请
参见产品安装指南。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在所需的 RHEV 主机上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的配置信息，请
参见产品安装指南。
请参见第 186 页的“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根据需要创建 RHEV 来宾。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设置虚拟机”。

根据需要配置 RHEV 来宾虚拟机的资源。

上述任务适用于以下配置：
■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请参见第 60 页的“ RHEV 主机中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请参见第 62 页的“RHEV 主机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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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提供虚拟机和应用程序可用性

■

关于 KVMGuest 代理

■

验证虚拟化环境

■

在 RHEV 环境中配置资源

■

配置多个 KVMGuest 资源

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提供虚拟机和应用程序
可用性
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设置 Cluster Server (VCS)：
■

安装 VCS。

■

配置 VCS。

Cluster Server (VCS) 管理虚拟机的方式
下面简要概述了 VCS 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管理虚拟
机的方式：
■

多个物理机构成了一个群集，并在每个物理机上安装 VCS。
有关安装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

可以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使用 CPU 和内存资源来承载虚拟机。

■

在所有主机上安装 VCS 以便管理虚拟机。

■

在任一主机上的虚拟机中安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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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KVMGuest 代理

■

在 VCS 中将虚拟机配置为 KVMGuest 资源。

关于 KVMGuest 代理
使用 KVMGuest 代理，Cluster Server (VCS) 可以监视 KVM 来宾，即 KVM 环境或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的虚拟机。该代理会执行使虚拟机
联机和脱机等任务。KVMGuest 代理可在 KVM 和 RHEV 环境中运行。本主题介绍
该代理在 RHEV 环境中的行为。
有关 KVMGuest 代理在开源 KVM 环境或 RHEV 环境中的行为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KVMGuest 代理使用 virsh 命令来管理 KVM 环境中的虚拟机，并通过使用
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REST) API 管理 RHEV 环境中的虚拟机，为此它
会使用 REST API 确定虚拟机状态。该代理根据虚拟机状态确定资源状态。REST
设计体系结构侧重于部分特定服务的资源及其表示。REST API 有助于软件开发人
员和管理员将 RHEV 环境的功能与自定义脚本集成，或与通过 HTTP 访问 API 的
外部应用程序集成。
使用 REST API 在 RHEV 环境中管理虚拟机的先决条件如下：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Manager 的网络安装，其中包括 REST API

■

在 REST API 中发起和接收 HTTP 请求的客户端或程序库

下表列出了 RHEV 环境中的虚拟机的各种状态及对应的 VCS 资源状态：
表 5-1
虚拟机状态

VCS 资源状态

资源可信度

wait_for_launch

ONLINE

10

powering_up

ONLINE

60

up

ONLINE

100

powering_down

ONLINE

40

paused

ONLINE

20

down

OFFLINE

–

saving_state

INTENTIONAL OFFLINE

–

suspended

INTENTIONAL OFFLINE

–

restoring_state

ONLINE

50

migrating

INTENTIONAL OFF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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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状态

VCS 资源状态

资源可信度

reboot_in_progress

INTENTIONAL OFFLINE

–

image_locked

UNKNOWN

–

unknown

UNKNOWN

–

表 5-2

KVMGuest 代理函数

功能

任务

Online

KVM 环境：代理使用 virsh start 命令启动来宾虚拟机。
当为定义来宾配置而配置资源时，代理将使用 virsh define
命令来定义虚拟机，同时使其联机。
RHEV 环境：代理使用 REST API 来启动虚拟机。如果
DROpts 属性设置为配置来宾网络，代理也需将负载设置为
cdrom。此负载包含 DR 故障转移后要在来宾内设置的网络
参数。
发起虚拟机启动操作后，代理会等待一定的时间。通过使用
DelayAfterGuestOnline 属性，您可以指定此等待时间段。
该代理还会通过检查 DROpts 属性确定虚拟机是否配置用于
灾难恢复。如果该属性设置正确，该代理会将虚拟 CDROM
插入到虚拟机的配置中。此 CDROM 包含一个文件，该文件
包含特定于站点的网络参数，而且将应用于此站点的虚拟机。
当虚拟机启动时，安装在来宾内的 vcs-net-reconfig 服
务会检查该 CDROM 和灾难恢复信息。如果
vcs-net-reconfig 服务找到灾难恢复信息，则会将网络
参数应用到虚拟机。

Offline

Offline 函数会对虚拟机发起正常关闭操作。
KVM 环境：代理使用 virsh shutdown 命令关闭来宾虚拟
机。如果 SyncDir 属性配置为同步来宾虚拟机配置文件，则
会将该配置文件复制到配置为 SyncDir 属性的位置。
RHEV 环境：代理使用 REST API 来关闭虚拟机。
对虚拟机发起关闭操作后，代理会等待一定时间，直至虚拟
机完全关闭。通过使用 DelayAfterGuestOffline 属性，您可
以指定此等待时间段。

Monitor

KVM 环境：代理使用 virsh domstate 命令来确定来宾虚
拟机的状态。
RHEV 环境：代理使用 REST API 来获取虚拟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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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任务

Clean

KVM 环境：代理使用 virsh destroy 命令强制关闭来宾
虚拟机。如果 SyncDir 属性配置为同步来宾虚拟机配置文件，
则会将该配置文件复制到配置为 SyncDir 属性的位置。
RHEV 环境：代理使用 REST API 来停止虚拟机。

Migrate

KVM 环境：代理使用 virsh migrate 命令来启动虚拟机
迁移。
RHEV 环境：代理使用 REST API 来启动虚拟机迁移。此外，
它还可以检查是否允许虚拟机迁移。

注意：当虚拟机配置为进行灾难恢复时，虚拟机将无法在站
点之间迁移。

KVMGuest 代理可识别下列资源状态：
表 5-3
资源状态

说明

ONLINE

表明来宾虚拟机正在运行。

OFFLINE

表明来宾虚拟机已停止。

FAULTED

表明来宾虚拟机已启动失败或已意外停止。

UNKNOWN

表明存在配置问题或无法监视此资源。

INTENTIONAL OFFLINE

表明虚拟机已迁移到其他物理主机或管理员有意将其暂停。

用于管理 KVM 或 RHEV 环境中虚拟机的 Cluster Server 代理由 KVMGuest 资源类
型定义表示：
type KVMGuest (
static int IntentionalOffline = 1
static boolean AEPTimeout = 1
static int MigrateTimeout = 300
static int MigrateWaitLimit = 2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guestmigrated", "vmconfigsync", "DevScan"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Operations = { "migrate"}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GuestName", "DelayAfterGuestOnline",
"DelayAfterGuestOffline", "RHEVMInfo", "DROpts" }
static str ArgList[] = { GuestName, DelayAfterGuestOnline, DelayAfterGuestOffline,
SyncDir, GuestConfigFilePath, CEInfo, RHEVMInfo, ResyncVMCfg, DROpts }
str CEInfo{} = { Enabled=0, CESystem=NONE, FaultOnHBLos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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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RHEVMInfo{} = { Enabled=0, URL=NONE, User=NONE, Password=NONE, Cluster=NONE,
UseManualRHEVMFencing=0 }
str GuestName
int DelayAfterGuestOnline = 5
int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0
str SyncDir
str GuestConfigFilePath
boolean ResyncVMCfg = 0
str DROpts{} = { ConfigureNetwork=0, IPAddress=NONE, Netmask=NONE, Gateway=NONE,
DNSServers=NONE, DNSSearchPath=NONE, Device=NONE }
)
RHEVMInfo 属性可使 KVMGuest 属性配置能够支持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RHEVMInfo 指定有关 RHEV 环境的下列信息：
属性值

说明

Enabled

指定虚拟化环境是 KVM 环境还是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
0 表示 KVM 环境。
1 表示 RHEV 环境。
默认值为 0。

URL

指定 KVMGuest 代理可用于 REST API 通信的 RHEV-M URL。API
仅可与安全端口 (SSL) 通信。例如：
https://rhevm-server.example.com:443

用户

指定该代理必须用于 REST API 通信的 RHEV-M 用户名。例如：
admin@internal
rhevadmin@example.com

Password (密码)

指定与 RHEVM 用户配置文件关联的加密密码。应使用 vcsencrypt 命
令对密码进行加密。
要生成加密密码，请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vcs/bin/vcsencrypt -agent plain_text_password

Cluster

指定 VCS 主机作为其成员的 RHEV-M 群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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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值

说明

UseManualRHEVMFencing 指定其上运行虚拟机的物理主机崩溃时是否启用 RHEV-M 手动防护。
0 表示 RHEV-M 手动防护已禁用。
1 表示 RHEV-M 手动防护已启用。
默认值为 0。
DROpts 属性使虚拟机可用于灾难恢复。该属性包含用于虚拟机且特定于站点的网络

参数。此属性的值包含用于为虚拟机定义灾难恢复选项的下列键：
属性键

说明

DNSSearchPath

此站点中的虚拟机所使用的域搜索路径。此键的值必须包含以下 DNS
域名的列表：在未指定主机名的域名时用于进行 DNS 主机名查找的
DNS 域名。请使用空格分隔各个域名。

DNSServers

此站点中的虚拟机所使用的 DNS 服务器的列表。此键的值必须包含
用于进行 DNS 主机名查找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列表。请使用空
格分隔各个 IP 地址。

Gateway

此站点中的虚拟机所使用的默认网关。

Device

专用于此站点中虚拟机的独占 IP 地址的网络接口卡 (NIC)。如果未指
定此键，则代理会自动选择第一个专用于所分配 IP 地址（如果已指
定）的 NIC。例如：eth0。

IPAddress

在跨站点故障转移后要为此站点中的虚拟机分配的 IP 地址。

Netmask

在跨站点故障转移后此站点中的虚拟机所使用的网络掩码。

ConfigureNetwork

仅当此键设置为 1 时，DROpts 属性值才会应用于虚拟机。类型和维
数：字符串关联。

注意：有关与 KVMGuest 代理关联的其他属性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验证虚拟化环境
KVMGuest 代理会借助独立实用程序 havirtverify 的帮助验证虚拟化环境。
该代理在 open 和 attr_changed 入口点调用此实用程序。实用程序将根据其配置
验证为资源配置的虚拟化环境。
对于 RHEV，该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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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验证配置的 URL 和用户凭据。

■

将验证是否已禁用配置的虚拟机的 RHEV HA。

■

验证 DROpts 属性

对于 KVM，该实用程序将检查 libvirtd 是否在运行。
通过验证后，代理便可开始监视资源。如果特定资源的验证失败，则其状态将报告
为“未知”。如果下列属性的任一值发生更改，则也会触发该验证：RHEVMInfo、
GuestName。
您还可以手动运行此实用程序，对环境进行验证。
验证 RHEV 环境
◆

运行：
# /opt/VRTSvcs/bin/KVMGuest/havirtverify resource_name

如果验证通过，则会显示以下消息：
#/opt/VRTSvcs/bin/KVMGuest/havirtverify resource_name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Environment validatio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for resource resource_name

如果验证失败，则会显示以下消息：
# /opt/VRTSvcs/bin/KVMGuest/havirtverify resource_name
Virtualization environment validation failed for resource
resource_name

此实用程序的所有日志消息都会发送到引擎日志文件。

在 RHEV 环境中配置资源
在 RHEV 环境中配置资源之前，必须：
■

确保已禁用要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监视所在虚拟机的 RHEV-HA。

■

配置虚拟机，使其在特定主机上运行，且 VCS 群集中的所有主机必须均可使用
虚拟机映像。

■

配置防火墙设置以支持 REST API 通信。

配置 KVMGuest 资源

1

验证虚拟化环境。
请参见第 75 页的“验证虚拟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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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 VCS 必须管理的虚拟机的名称，将其用作 GuestName 属性的值。

3

配置 DelayAfterGuestOnline 和 DelayAfterGuestOffline 属性。
注意：DelayAfterGuestOnline 的默认值为 5，并且 DelayAfterGuestOffline 的
默认值为 30。

4

验证 RHEV-M URL、有效 RHEV-M 用户（名）和密码。

5

要配置 RHEVMInfo 属性，请为各个键指定适当的值。下表列出了各个键及其
相关说明：
键

说明

Enabled

将值设置为 1。

URL

指定 RHEV-M URL。

用户

指定有效用户名。
例如：admin@internal
rhevadmin@example.com

Password (密码)

指定与 RHEV-M 用户配置文件关联的加密
密码。
要生成加密密码，请运行以下命令：#
/opt/VRTSvcs/bin/vcsencrypt
-agent plain_text_password

Cluster

指定 RHEV-M 群集名称。

UseManualRHEVMFencing

一旦其上运行虚拟机的物理主机崩溃，则
启用 RHEV-M 手动防护。
例如：# UseManualRHEVMFencing=1

配置多个 KVMGuest 资源
如果 VCS 服务组有多个 KVMGuest 资源监视虚拟机，且其中一个虚拟机迁移到另
一台主机，则当多个节点上的服务组状态转为 PARTIAL 状态时，服务组级别将出
现并发冲突。
Veritas 建议仅在一个服务组中配置一个 KVMGuest 资源。 有关参考，请参见下面
的示例配置。
配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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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rhev_grp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KVMGuest kvmres1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rhevm-server.example.com:443",
User = "admin@internal"
Password = bncNfnOnkNphChdHe,
Cluster = dc2_cluster1,
UseManualRHEVMFencing=1 }
GuestName = rhevvm1
DelayAfterGuestOnline = 20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5
)

配置 2：
group rhev_grp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KVMGuest kvmres1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rhevm-server.example.com:443",
User = "admin@internal"
Password = bncNfnOnkNphChd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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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 dc2_cluster1,
UseManualRHEVMFencing=0 }
GuestName = rhevvm1
DelayAfterGuestOnline = 20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5
)
group rhev_grp2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KVMGuest kvmres2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rhevm-server.example.com:443",
User = "admin@internal"
Password = bncNfnOnkNphChdHe,
Cluster = dc2_cluster1,
UseManualRHEVMFencing=0 }
GuestName = rhevvm2
DelayAfterGuestOnline = 20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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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在 RHEV 环境中将虚拟机配置为挂接 Storage Foundation 以作为后端存储

■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存储的虚拟机用例

■

在 RHEV 环境中配置虚拟机存储的工作流

■

RHEV 环境中的先决条件

■

为 RHEV 安装 SF 管理实用程序

■

在 RHEL-H 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CFSHA 或 SFHA 群集

■

将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

RHEV 管理实用程序的使用示例

■

映射 DMP 元设备

■

调整设备大小

关于在 RHEV 环境中将虚拟机配置为挂接 Storage
Foundation 以作为后端存储
RHEV 环境中来宾虚拟机的后端存储可从 Storage Foundation (SF) 组件派生。作
为一种存储管理解决方案，相比于本机逻辑卷管理器和文件系统解决方案，SF 提
供了企业级的存储管理。在 RHEL-H 主机上完成 SF 组件的安装和配置之后，可进
行虚拟机存储的配置。在 RHEV Manager (RHEV-M) 上安装 VRTSrhevm 软件包，
为 RHEV 启用 Storage Foundation Administration 实用程序。在 RHEV-M 主机上
运行该实用程序以管理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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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虚拟机存储之后，导出的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在群集内变为可见的
SCSI-3 设备。注意，虚拟机只能查看 DMP 属性，而无法查看卷和文件属性，因为
SF 安装在主机而不是来宾上。
评估要部署的存储网络的类型。您可以通过使用 SFCFSHA 或 SFHA 组件中有效的
Flexible Shared Storage (FSS) 功能来选择 SAN 网络或常用存储阵列。 使用 FSS
意味着存储对每台 RHEL-H 主机而言可能都是本地存储。但是，本地存储是通过
CVM 和 CFS 的网络进行共享的。FSS 可能允许您部署一个不使用 SAN 的环境。
它也可以纵向扩展（内存、CPU 等）和横向扩展（多个本地存储阵列）存储容量，
每台主机均用于满足计算和存储需求。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存储的虚拟机用例
表 6-1

用例和建议使用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用例

建议使用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RHEV 环境中的实时迁移

主机上的 SFCFSHA 或 SFHA 具有常用本地存储硬件的已启
用 SAN 网络或 FSS

RHEV 环境中的灾难恢复

主机上的 SFCFSHA 或
具有常用本地存储硬件的已启
SFHA、VVR、使用 VCS
用 SAN 网络或 FSS
Global Cluster Option 配置的
VFR 复制

存储横向扩展（连接多个作为 主机上的 SFCFSHA
共享存储的本地存储）

存储

具有常用本地存储的 FSS

在 RHEV 环境中配置虚拟机存储的工作流
表 6-2

在 RHEV 环境中配置虚拟机存储的任务

工作流任务

Details (详细信息)

先决条件

网络连接、OS 版本、RHEL-H 和 RHEV-M 之间的通信模式。
请参见第 82 页的“RHEV 环境中的先决条件”。

在 RHEV-M 上安装
请参见第 82 页的“为 RHEV 安装 SF 管理实用程序”。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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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任务

Details (详细信息)

在 RHEL-H 主机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并配置
SFCFSHA 或 SFHA

请参见第 82 页的“在 RHEL-H 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CFSHA 或
SFHA 群集”。

管理 FSS 以使用常用存储 请参见第 82 页的“在 RHEL-H 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CFSHA 或
硬件
SFHA 群集”。
为 Storage Foundation 组 请参见第 83 页的“将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
件配置虚拟机
储”。
RHEV 管理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85 页的“RHEV 管理实用程序的使用示例”。
（vxrhevadm 实用程序）
的使用示例

RHEV 环境中的先决条件
■

请确保 RHEV-M 和 RHEL-H 主机已通过网络连接。

■

请确保 RHEL-H 主机在 RHEV 3.3 和 3.4 环境中运行的是 RHEL 6 Update 5。

■

在 RHEV-M 和所有 RHEL-H 主机之间建立无密码 SSH 通信。RHEV-M 管理器
必须具有 root 用户权限才能访问所有主机。

为 RHEV 安装 SF 管理实用程序
完成 REHV-M 的安装后，请安装运行 RHEV-M 服务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安装
捆绑软件包源节点中可用的 VRTSrhevm 软件包。此软件包允许使用 RHEV-M 的命
令行界面将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挂接到单个虚拟机。
在 RHEV-M 的高可用群集或灾难恢复配置中，请确保 VRTSrhevm 软件包已安装在
运行 RHEV-M 服务的节点上。RHEV-M 节点上必须要有此软件包才能管理虚拟机。
# rpm -ivh VRTSrhevm-6.2.0.000-GA_RHEL6.x86_64.rpm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Linux Red Hat 文档。

在 RHEL-H 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CFSHA 或 SFHA
群集
在 RHEL-H 主机上安装和配置 SFCFSHA 群集或 SFHA 的标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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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FCFSHA 将自动启用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无需任何其他步骤。
必须配置 LLT、GAB 以及 I/O 防护，然后才能管理 FSS。
有关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SFCFSHA：有关管理 FSS 和执行其他管理任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将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从 RHEV-M 计算机上安装的 VRTSrhevm 实用程序配置虚拟机。请从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地址访问此实用程序。
配置任务包括挂接或分离 SF 组件到单个虚拟机、启动和停止虚拟机、从主机配置
已挂接的设备以及查看分配给虚拟机的存储设备。

在来宾虚拟机中挂接或分离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
通过 RHEV-M 计算机的 SF 管理实用程序挂接或分离作为指定虚拟机存储后端的
DMP 设备、卷设备或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这些挂接设备在高可用性
配置中应当为一个跨 RHEV-M 群集的共享实体，在灾难恢复配置中应当为一个复制
实体。注意，在挂接或分离存储之前必须关闭虚拟机。
将存储挂接到虚拟机：

1

关闭虚拟机。

2

请登录 RHEV-M 计算机。

3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RHEV Admin Password -n
[VM][dmpnodepath] attach

将 DMP 节点作为一个磁盘挂接到指定的虚拟机，其中 dmpnodepath 为 DMP
设备在主机上的路径。

4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password> -n [VM][volume]
attach

将 volume 作为一个块设备挂接到指定的虚拟机。

5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password> -n [VM] \
<file-path:raw> | <file-path:qcow2> attach

将文件系统作为一个文件设备挂接到指定的虚拟机。

6

通过 vxrhevadm 实用程序或 RHEV-M Web 接口均可打开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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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到虚拟机的存储：

1

关闭虚拟机。

2

请登录 RHEV-M 计算机。

3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password> -n
[VM][dmpnodepath] detach

将 DMP 节点作为一个磁盘分离到指定的虚拟机，其中 dmpnodepath 为 DMP
设备在主机上的路径。

4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password> -n [VM][volume]
detach

将 volume 作为块设备分离到指定的虚拟机。

5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password> -n [VM] \
<file-path:raw> | <file-path:qcow2> detach

将文件系统作为一个文件设备分离到指定的虚拟机。

6

通过 vxrhevadm 实用程序或 RHEV-M Web 接口均可打开虚拟机。

列出 RHEV 环境中虚拟机的配置详细信息
List 命令允许您查看某个特定主机上的虚拟机和已挂接设备。
查看主机上的虚拟机详细信息：

1

请登录 RHEV-M 计算机。

2

运行 vxrhevdm 实用程序。

3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password> list hosts
列出主机地址和主机 ID。

4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password> list vms
列出主机上的虚拟机以及关联的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

5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password> list devices
列出主机上挂接到虚拟机的设备。

为导出的存储设备配置权限
配置命令将对指定主机上的所有已挂接设备设置必需的权限。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
致主机重新启动或脱机，则会重置已挂接设备的权限。要运行包含已挂接设备的虚
拟机，或将虚拟机迁移到其他主机，请重置这些已挂接设备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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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挂接设备上的权限会由于以下原因而被重置：
1.

主机已重新启动

2.

逐出并导入磁盘组

3.

更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从 RHEV-M 计算机配置存储设备：
◆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password> -h [host]
configure

为指定主机上的所有已挂接设备设置必需的权限。

启动和停止虚拟机
从 vxrhevadm 实用程序执行启动和停止操作以启动或停止虚拟机。
启动和停止虚拟机：

1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admin -n [VM] start
启动指定的虚拟机。

2

运行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admin -n [VM] stop
停止指定的虚拟机。

RHEV 管理实用程序的使用示例
以下是 RHEV 管理实用程序 vxrhevadm 的一些用于配置虚拟机存储的命令用法。
# ./vxrhevadm -p admin list hosts

列出主机上的虚拟机的详细信息。

Host
Address
HostID
==============================================================================
linux
veritas.com
e20b2608-1472-4f20-b54f-ae13af4907d4

# ./vxrhevadm -p admin list vms
VM
State
Host
VMID
===============================================================================
VM1
down
2d7f3d3d-adf2-4c70-a138-c646c7e6d771
VM2
down
813e5b85-8544-4fb9-a238-6c650cd73e49
VM3
down
af3d99e6-d007-4499-8d22-fc21e6f9f3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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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4
VM5
VM6
VM7
VM8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

af62977b-8ba7-46b0-bca9-3828ca5354b9
308a4812-812d-44f5-9171-949025f38ef2
565ed6cd-d780-484b-84a6-1a5267a4eb72
e0141c6e-03d9-4eb0-8252-97dee1ba0a85
d3349764-49d6-4d2a-b8af-eb4068d61379

# ./vxrhevadm -p admin -n VM4 start
The virtual machine VM4 is started successfully.
# ./vxrhevadm -p admin -n VM4 start
The virtual machine VM4 is started successfully.

# ./vxrhevadm -p admin -n VM4 -d /dev/vx/dmp/xiv0_8275 attach
Power off the virtual machine before you attach

the device.

# ./vxrhevadm -p admin -n VM4 stop
The virtual machine VM4 is stopped successfully.
# ./vxrhevadm -p admin -n VM4 -d /dev/vx/dmp/xiv0_8274 attach
The device /dev/vx/dmp/xiv0_8274 is successfully attached to the virtual machine VM4.

# ./vxrhevadm -p admin -n VM4 -d /dev/vx/dmp/xiv0_8274 detach
The device /dev/vx/dmp/xiv0_8274 is successfully detached from the virtual machine VM4.

# ./vxrhevadm -p admin -n VM5 -v

/dev/vx/dsk/group/vol3 detach

The device /dev/vx/dsk/group/vol3 is successfully detached from the virtual machine VM5.

# ./vxrhevadm -p admin -n VM5 -f /mnt/disk.img:raw attach
The device /mnt/disk.img:raw is successfully attached to the virtual machine VM5.

# ./vxrhevadm -p admin -h linux configure
The permissions of all attached devices present on host Linux are successfully 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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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 DMP 元设备
通过使用 DMP 的持久性命名功能，可以实现从主机到来宾的一致映射。
在主机中运行 DMP 具有其他实际优势：
■

多路径设备可以作为一个设备导出。这简化了对映射的管理，并有助于缓解
VirtIO 驱动程序强制的 32 个设备的限制。

■

通过充分利用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主动监视路径，可以在主机中有效管理路径
故障转移。

■

当在来宾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时，“持久性命名”功能将为
从来宾到主机再到阵列的支持设备提供一致命名。使用用户定义的名称功能或
UDN，DMP 虚拟设备可以具有自定义分配的名称。

将 DMP 元设备映射到来宾
将设备映射到来宾。在本示例中，将 dmp 设备 xiv0_8614 映射到 guest_1。

◆

#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RHEV-M Admin Password -n guest_1 -d
/dev/vx/dmp/xiv0_8614 attach

其中 RHEV-M Admin Password 是 RHEV Manager 上的管理员密码。
当 DMP 设备通过 virtio-scsi 接口挂接时，SCSI 命令将直接传递给设备，以便
能够在来宾中进行 SCSI 查询，进而正确标识设备。对于卷和文件设备，无法
从来宾映射到主机设备。
注意：目前，不能在来宾中标识映射到 SCSI 磁盘的卷和文件系统。您可以运行启
发法来标识来宾中的设备映射。

调整设备大小
Red Hat Linux Enterprise (RHEL) 6.3、6.4 和 6.5 不支持联机调整 VirtIO 设备的磁
盘大小。要调整 VirtIO 设备大小，必须完全关闭并重新启动来宾。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调整设备大小。
增大设备

1

增大存储。
■

如果存储设备是 VxVM 卷，则调整该卷的大小。
# vxassist -g <diskgroup> growto <volume> <new_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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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存储设备是存储阵列中的 LUN，则在阵列中调整该设备的大小。

更新主机中磁盘设备的大小。
■

停止使用存储设备的所有虚拟机。

■

如果设备是存储阵列中的 LUN，则更新该设备的大小：
# blockdev --rereadpt device

■

3

重新启动虚拟机。

更新来宾中存储设备的大小。
■

如果 VxVM 正在管理来宾中的存储，则使用 vxdisk resize 命令。

■

如果 VxVM 未管理来宾中的存储，请参见相应的文档。

缩小设备

1

更新来宾中磁盘设备的大小。
■

如果 VxVM 正在管理来宾中的设备，则根据需要首先使用 vxresize 实用程
序缩小正在使用该设备的所有文件系统和卷。使用 vxresize 实用程序更新
该设备公共区域的大小：
# vxdisk resize access_name length=new_size

■

2

3

如果 VxVM 未管理来宾中的存储，请参见相应的文档。

缩小来宾中的存储。
■

如果设备是 VxVM 卷，则使用 vxassist 实用程序缩小该卷。

■

如果设备是存储阵列中的 LUN，则在存储阵列上缩小该设备。

更新主机中磁盘设备的大小。
■

停止正在使用设备的来宾。

■

如果设备是存储阵列中的 LUN，则使用以下命令：
# blockdev --rereadpt device

4

启动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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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可见性和设备发
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的存储到应用程序的可见性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虚拟
化发现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化发现

■

关于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化发

■

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发现

■

Microsoft Hyper-V 存储映射发现

关于使用 的存储到应用程序的可见性
数据中心利用虚拟化技术来有效使用 IT 基础架构，并大幅降低资本性支出和运营支
出。如果数据中心采用了虚拟化技术， 将为您提供发现和管理虚拟存储和基础架构
资产的有效方法。
可以通过数据中心内的 来帮助查看下列关系：
■

数据中心内由 管理的应用程序以及运行这些应用程序的虚拟主机。

■

数据中心内已导出到虚拟机的物理存储。

■

数据中心内已导出到虚拟机的物理存储。

支持以下虚拟化技术：
■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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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Hyper-V

■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

Red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在 VMware 虚拟化技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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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Xi 服
务器，以及这些 ESXi 服务器上配置的虚拟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ESXi 上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虚拟化指南（Linux
版本）》
对于 Microsoft Hyper-V， 会发现 Hyper-V 虚拟机及其与 Hyper-V 服务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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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或不包含 VRTSsfmh RPM）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域时，将提供存
储映射发现。
对于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如果已安装并配置了 KVM 模块，则 会在 Linux 主
机上发现 KVM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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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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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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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仅发现正在运行的虚拟机。

■

不支持导出的存储发现和存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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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化发现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是一个基于 KVM hypervisor 和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服务器操作系统的桌面和服务器虚拟化平台。它提供一台
基于 RHEL 的集中管理服务器 RHEV-M，其中包含一个用于管理虚拟机 (VM) 的基
于 Web 的界面。RHEV 将 SPICE 协议和 Virtual Desktop Server Manager (VDSM)
与 RHEV-M 一同使用。
如果已安装并配置了 RHEV 模块，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在
Linux 主机上发现 RHEV 虚拟机。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发现有
关仅运行虚拟机的基本信息。
基于 RHEV 的虚拟机 (R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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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EV 模块。

基于 RHEV 的虚拟机 (RHEV) 发现的限制如下：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仅发现正在运行的虚拟机。

■

不支持导出的存储发现和存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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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页的“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发现”。
请参见第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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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代理发现和无代理发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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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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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存储映射和存储关联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指南》。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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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整合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服务器整合

■

实现服务器合并以便简化工作负载

服务器整合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组合使
用。所列配置是实现各自用例目标的最低要求。
通过合并服务器，您可以运行多台虚拟机，其中每一台虚拟机都具有等同于物理服
务器的功能，将多个应用程序及其工作负载组合到一台服务器，以便更好地利用服
务器并减少数据中心服务器杂乱无序。

服务器整合
实现服务器合并以便简化工作负载

图 8-1

服务器整合

应用
程序 1

应用
程序 2

应用
程序 3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KVM
来宾

KVM
来宾

应用
程序 1

KVM
来宾

应用
程序 2

应用
程序 3

KVM Hypervisor
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下列 Linux 虚拟化技术支持服务器整合用例：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KVM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KVM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实现服务器合并以便简化工作负载
针对具有 Storage Foundation HA 的单个服务器的此解决方案阐释了将单个工作负
载迁移到 KVM 来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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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服务器以便简化工作负载

图 8-2

KVM 来宾
SFHA

应用
程序

SFHA

DMP

应用
程序

KVM
Hypervisor

RHEL/SLES

RHEL/SLES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实现服务器合并以便简化工作负载

1

在虚拟机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并配置 SFHA。
请参见第 40 页的“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2

将存储从阵列映射到主机。

3

将存储从阵列映射到来宾。
请参见第 45 页的“将设备映射到来宾”。

4

访问来宾并确保可以导入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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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

如何实现从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P2V)

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将数据从物理服务器迁移到虚拟机可能会非常繁琐。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
品可以让您更轻松、更安全地将数据从物理环境迁移到虚拟环境。
借助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管理员不再需要将数据从源复制到目标，而只需
将同一存储或用于迁移测试的存储副本重新分配到虚拟环境中。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SF)、Storage Foundation HA (SFHA) 或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进行的数据迁移可在中央位置执行，从而
通过由 Storage Foundation 托管主机使用的一个阵列迁移所有存储。
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P2V) 需要将数据从物理服务器迁移到虚拟化来宾。首先以
物理方式将 LUN 连接到主机，然后在 KVM 中将 LUN 从主机映射到来宾。
如果未在主机上安装 SF、SFHA 或 SFCFSHA，您必须标识映射到来宾的存储设
备。通过在主机上安装 SF、SFHA 或 SFCFSHA，可以快速而又可靠地标识要映射
的存储设备。如果您正在主机中运行 DMP，则可以直接映射 DMP 设备。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提高了繁琐、费时过程的可管理性和易用性。
下列 Linux 虚拟化技术支持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用例：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KVM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KVM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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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从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P2V)
要将数据从物理服务器迁移到虚拟化来宾，首先以物理方式将 LUN 连接到主机，
然后在 KVM 中将 LUN 从主机映射到来宾。
此用例过程与服务器合并用例非常相似，并且两个过程存在诸多相同之处。从物理
机到虚拟机的迁移是用于实现服务器合并的过程。
此用例要求 KVM 主机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A 或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KVM 来宾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有关设置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40 页的“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存在三种选择：
■

如果物理服务器和虚拟主机均安装了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则很容
易标识需要映射的 LUN。在将 LUN 连接到虚拟主机之后，可以使用 vxdisk –o
alldgs list 标识磁盘组中需要映射的设备。

■

如果未在虚拟主机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并且物理服务器是
Linux 系统，可以使用设备 ID 在物理服务器上标识需要映射的设备。

■

如果 Veritas InfoScale Slutions 产品仅安装在物理服务器上，则 RHEV 的 SF
管理实用程序 vxrhevadm 将安装在 RHEV-M 计算机上。您可以标识来宾上的确
切 DMP 设备映射。但是，对于卷和文件系统映射，请运行启发法以标识来宾上
的确切设备映射。

在主机和来宾（仅 KVM）中安装了 Storage Foundation 的情况下实现物理机到虚
拟机的迁移

1

查找需要映射的设备的 Linux 设备 ID。
# vxdg list diskgroup

2

对于磁盘组中的每个磁盘：
#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device
# ls -al /dev/disk/by-id/* | grep subpath

如果未在主机上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请在退出物理服务器之前，使用设备序
列号标识需要映射的 LUN。可使用持久性“按路径”设备链接将 LUN 映射到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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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机（仅 KVM）中未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的情况下实现物理机到虚拟机的
迁移

1

在物理服务器上，使用 udevadm 命令标识 KVM 主机上必须映射的 LUN。

2

将 LUN 映射到虚拟化主机。
可使用 udev 数据库标识主机上需要映射的设备。
# udevadm info --export-db | grep '/dev/disk/by-path' | \
cut -d' ' -f4
/dev/disk/by-path/pci-0000:05:00.0-fc-0x5006016239a01884-lun-1
/dev/disk/by-path/pci-0000:05:00.0-fc-0x5006016239a01884-lun-2

将 LUN 映射到来宾。 由于此示例中存在多个路径，因此可使用路径系统链接
确保所有四个路径的设备映射保持一致。
# virsh attach-disk guest1 \
/dev/disk/by-path/pci-0000:05:00.0-fc-0x5006016239a01884-lun-1 \
vdb
# virsh attach-disk guest1 \
/dev/disk/by-path/pci-0000:05:00.0-fc-0x5006016239a01884-lun-2 \
vdc

3

验证这些设备是否正确映射到来宾。通过重新定义来宾，可使配置更改永久保
持不变。
# virsh dumpxml guest1 > /tmp/guest1.xml
# virsh define /tmp/guest1.xm

在来宾和主机（仅 KVM）中安装了 Storage Foundation 的情况下实现物理机到虚
拟机的迁移

1

将 LUN 映射到虚拟化主机。

2

在虚拟化主机上，标识需要映射的设备。例如，具有磁盘组 data_dg 的设备将
映射到 guest1。
# vxdisk -o alldgs list |grep data_dg
3pardata0_1
3pardata0_2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

(data_dg)
(data_dg)

onlin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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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这些设备映射到来宾。
# virsh attach-disk guest1 /dev/vx/dmp/3pardata0_1 vdb
Disk attached successfully
# virsh attach-disk guest1 /dev/vx/dmp/3pardata0_2 vdc
Disk attached successfully

4

在来宾中，验证所有设备是否都正确映射，以及磁盘组是否可用。
# vxdisk scandisks
# vxdisk -o alldgs list |grep data_dg
3pardata0_1 auto:cdsdisk
3pardata0_2 auto:cdsdisk
-

5

(data_dg)
(data_dg)

online
online

在虚拟化主机中，通过重新定义来宾，使映射永久保持不变：
# virsh dumpxml guest1 > /tmp/guest1.xml
# virsh define /tmp/guest1.xml

在仅来宾中安装了 Storage Foundation 并在 RHEV Manager 中安装 RHEV 的 SF
管理实用程序 vxrhevadm 的情况下实现物理机到虚拟机的迁移

1

将 LUN 映射到虚拟化主机。

2

在虚拟化主机上，标识需要映射的设备。例如，具有磁盘组 data_dg 的设备将
映射到 guest1。
# vxdisk list -guest1 <data_dg> DMP nodes
# vxprint -guest1 <data_dg> -v, volume
# vxfs,

file created on vxfs file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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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将每个实体挂接到各自的虚拟机。
# ./vxrhevadm -p <password> -n <VM name> -d <dmpnode> attach
Attached a dmp node to the specified virtual machine
#

./vxrhevadm -p <password> -n <VM name> -v <volume> attach

Attached a volume device to the specified virtual machine
# ./vxrhevadm -p <password> -n <VM name> -f <file>:raw attach
Attached a file system

4

device to the specified virtual machine

打开来宾虚拟机电源，并验证该来宾虚拟机中的 SCSI 磁盘是否可用。
注意：/var/log/vdsm/vdsm.log 中可用的 XML 转储是有关设备映射的提示。
对于 DMP 节点，请在主机中启用持久性命名功能以标识来宾中的设备映射。
对于卷和文件系统映射，请运行启发法以标识来宾中的设备映射。

配置新虚拟机时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作为引导设备

1

按照 Linux 虚拟化文档中建议的步骤来安装和引导 VM 来宾。
当系统要求为引导设备选择受管或现有存储时，请使用 VxVM 存储卷块设备的
完整路径，例如 /dev/vx/dsk/boot_dg/bootdisk-vol。

2

如果要使用 virt-install 实用程序，请输入带有 --disk 参数的 VxVM 卷块设
备完整路径，例如 --disk path=/dev/vx/dsk/boot_dg/bootdisk-vol。

配置新虚拟机时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作为引导设备

1

按照 Linux 虚拟化文档中建议的步骤来安装和引导 VM 来宾。
当系统要求为引导设备选择受管或现有存储时，请使用 VxVM 存储卷块设备、
文件系统设备或 DMP 节点的完整路径。
例如 /dev/vx/dsk/boot_dg/bootdisk-vol
又例如，/dev/vx/dsk/boot_dg/bootdisk-file 或
/dev/vx/dsk/boot_dg/bootdisk-dmpnode。

2

在虚拟机的 RHEV Manager 高级设置中，选择引导选项并挂接相应的 ISO 映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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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DMP 节点、卷块设备或文件系统设备挂接为引导选项。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
<rhevm-password> -n <vmname> -d <dmpnode-path> attach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
<rhevm-password> -n <vmname> -v <volume-path> attach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
<rhevm-password> -n <vmname> -f <file-path:raw> |
<file-path:qcow2> attach

4

启动来宾虚拟机并从 ISO 进行引导。

5

在显示为 SCSI 设备的 SF 实体上安装 OS。在 SCSI 设备本身安装引导加载程
序。

6

关闭虚拟机电源。

7

在来宾虚拟机设置中将主机配置为从硬盘引导。

8

打开来宾电源，以便从已配置的 SF 组件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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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管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简化的管理

■

置备来宾虚拟机的存储

■

引导映像管理

简化的管理
无论如何承载操作系统，存储管理工具的一致性均可节省管理员的时间并降低环境
的复杂度。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在来宾中提供与非虚拟环境中一样的命
令集、存储命名空间和环境。
此用例要求 KVM 或 RHEV 主机中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A 或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有关设置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40 页的“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下列 Linux 虚拟化技术支持简化的管理用例：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KVM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KVM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置备来宾虚拟机的存储
在 VM 来宾中可将卷置备为数据磁盘或引导磁盘。
■

数据磁盘： 具有跨阵列镜像数据的优点。

■

引导磁盘： 提供跨阵列迁移的能力。

可通过以下方法将 VxVM 存储卷作为数据磁盘添加到正在运行的来宾虚拟机：

简化的管理
置备来宾虚拟机的存储

■

使用 virt-manager 控制台。

■

使用 virsh 命令行。

■

使用 VRTSrhevm 实用程序或 RHEV-M Web 界面。

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 VM 来宾的数据磁盘
以下过程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作为 VM 来宾的数据磁盘（虚拟
磁盘）。示例主机为 sys1，VM 来宾为 guest1。每个步骤中的提示显示要在哪个域
中运行命令。
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数据磁盘

1

创建已为其分配一些磁盘的 VxVM 磁盘组（在本示例中为 mydatadg）：
sys1# vxdg init mydatadg TagmaStore-USP0_29 TagmaStore-USP0_30

2

创建具有所需布局的 VxVM 卷（在本示例中将创建一个简单卷）：
sys1# vxassist -g mydatadg make datavol1 500m

3

KVM：将卷 datavol1 映射到 VM 来宾：
sys1# virsh attach-disk guest1 /dev/vx/dsk/mydatadg/datavol1 vdb

RHEV：将卷 datavol1 映射到 VM 来宾：
#

/opt/VRTSrhevm/bin/vxrhevadm -p RHEV Admin Password -n <VM> -v <volume>

attach

4

要使映射具有持久性，请重新定义 VM 来宾。
KVM：
sys1# virsh dumpxml guest1 > /tmp/guest1.xml
sys1# virsh define /tmp/guest1.xml

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来宾虚拟机的引导磁盘
以下步骤概括介绍了如何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置备为来宾虚拟机
的引导磁盘。
示例主机为 sys1，VM 来宾为 guest1。每个步骤中的提示显示要在哪个域中运行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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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置备为来宾虚拟机的引导磁盘
在主机上创建 VxVM 卷。使用 Linux 文档建议的大小。在本示例中，将创建一
个 16GB 的卷：

1

sys1# vxassist -g boot_dg make bootdisk-vol 16g

按照 Linux 文档中建议的步骤安装和引导 VM 来宾，并使用虚拟磁盘作为引导
磁盘。

2

引导映像管理
随着数据中心应用程序工作负载需求的不断增长，我们需要动态创建虚拟环境。这
意味着需要在运行时置备和自定义虚拟机的功能。需要使用 CPU、内存、网络和
I/O 资源置备所创建的每个虚拟机。
随着物理主机上来宾虚拟机数目的增加，采用自动空间优化置备机制变得日益重
要。由于所有来宾虚拟机将安装相同的操作系统（即引导卷），因此可以节省空
间。因此，您不必为每个来宾分配完整的引导卷，创建一个引导卷并使用该“黄金
引导卷”的空间优化快照作为其他虚拟机的引导映像已足以满足需求。
引导映像是所需的主要 I/O 资源，这是一个由以下各项组成的操作系统环境：
■

安装来宾操作系统的可引导虚拟磁盘

■

可引导的来宾文件系统

■

自定义或通用软件堆栈

为了进行引导映像管理，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可以根据模板和基于
快照的引导映像管理并立即部署虚拟机（快照可以是完整快照或空间优化快照）。
为了在基于 KVM 的虚拟环境中有效地管理引导映像，需要在同时使用了主机和来
宾的配置中部署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
管理引导映像的优点：
■

消除了与安装操作系统和复杂软件堆栈相关的安装、配置和维护成本

■

由于提高了效率，并减少了运营成本，因此节省了基础结构成本。

■

由于采用了共享主要或黄金映像以及不同虚拟机的空间优化引导映像，因此降
低了存储空间成本

■

为各来宾虚拟机提供高可用性，并使用 Cluster Server（在主机上运行）监视
VM 来宾及其引导映像

■

能够在群集中的任何远程节点之间创建和部署虚拟机

105

简化的管理
引导映像管理

创建引导磁盘组
使用组合主机和 VM 来宾配置在 Linux 服务器上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HA (SFHA)
后，下一步是创建一个磁盘组，黄金引导卷和所有不同空间优化快照（VM 引导映
像）将位于此磁盘组中。对于单节点环境，该磁盘组是主机的本地或专用磁盘组。
对于群集环境（建议用于 VM 的实时迁移），Veritas 建议创建一个共享磁盘组，以
便在多个物理节点之间共享黄金引导卷。
可以使用 VCS 监视包含来宾 VM 引导映像的磁盘组及来宾 VM 自身，以便监视它
们是否存在任何故障。 但是，必须牢记：由于引导映像位于同一磁盘组中，因此支
持含有引导磁盘的快照卷的任一磁盘出现故障都会导致此节点上承载的所有来宾
VM 故障转移到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
HA) 群集中的其他物理服务器。为了提高此磁盘组的容错性，请在多个磁盘阵列之
间镜像所有卷，以使这些卷冗余并不易发生磁盘错误。
创建共享引导磁盘组

1

创建一个磁盘组，例如 boot_dg。
$ vxdg -s init boot_dg device_name_1

2

重复上述步骤以添加多个设备。
$ vxdg -g boot_dg adddisk device_name_2

创建和配置黄金映像
基本理念是根据主要或黄金映像创建时间点映像。在进行设置后，该映像将作为所
有引导映像的基础。因此，请首先设置一个完整的虚拟机引导卷作为黄金引导卷。
生成黄金映像

1

在所选磁盘组中，创建 VxVM 卷。使用 Linux 文档建议的大小。例如，磁盘组
为 boot_dg，黄金引导卷为 gold-boot-disk-vol，该卷大小为 16GB。
sys1# vxassist -g boot_dg make gold-boot-disk-vol 16g

2

按照 Linux 文档中建议的步骤来安装和引导 VM 来宾。
当系统要求为引导设备选择受管或现有存储时，使用 VxVM 存储卷块设备的完
整路径。
例如：/dev/vx/dsk/boot_dg/gold-boot-disk-vol。

3

如果要使用 virt-install 实用程序，请输入带有 --disk 参数的 VxVM 卷块设
备完整路径。
例如：--disk path=/dev/vx/dsk/boot_dg/gold-boot-disk-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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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创建虚拟机后，安装任何来宾操作系统，并根据需要正确配置引导卷和虚拟
机。

5

在创建并配置虚拟机后，将其关闭。

现在，可以将引导映像用作根据黄金引导卷快照置备其他虚拟机的映像（因此称为
黄金映像）。这些快照可以是完整副本（镜像映像），也可以是空间优化快照。使
用空间优化快照极大地减少了保存多个相同虚拟机的引导磁盘所需的存储。请注
意，由于完整快照和空间优化快照均可立即可用（无需等待磁盘复制操作），因
此，现在还可以即时置备新虚拟机。

使用黄金映像快速置备虚拟机
如上所述，为了根据黄金映像快速置备新的虚拟机，我们需要具有黄金引导卷的完
全快照或优化空间快照。然后，可以将这些快照用作新虚拟机的引导映像。下面各
个步骤概括了创建这些快照的过程。
创建黄金引导卷的即时完全快照以便快速置备虚拟机
创建黄金引导卷的即时完全快照以便快速置备虚拟机

1

准备用于即时完全快照的卷。在此示例中，磁盘组为 boot_dg，黄金引导卷为
gold-boot-disk-vol。
$ vxsnap -g boot_dg prepare gold-boot-disk-vol

2

创建一个新卷，它将用作新置备来宾的引导卷。来宾引导卷的大小必须与黄金
引导卷的大小相匹配。
$ vxassist -g boot_dg make guest1-boot-disk-vol 16g layout=mirror

3

准备新引导卷，使其可用作快照卷。
$ vxsnap -g boot_dg prepare guest1-boot-disk-vol

4

创建黄金引导卷的完全即时快照。
$ vxsnap -g boot_dg make source=gold-boot-disk-vol/snapvol=\
guest1-boot-disk-vol/syncing=off

5

创建一个新虚拟机，并将快照 guest1-boot-disk-vol 用作“现有磁盘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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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黄金引导卷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以便快速置备虚拟机

1

准备用于即时快照的卷。在此示例中，磁盘组为 boot_dg，黄金引导卷为
gold-boot-disk-vol。
$ vxsnap -g boot_dg prepare gold-boot-disk-vol

2

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将用于缓存卷的卷。缓存卷用于存储写入优化空间即
时快照的数据。
$ vxassist -g boot_dg make cache_vol 5g layout=mirror init=active

3

使用 vxmake cache 命令在上述步骤中创建的缓存卷之上创建缓存对象。
$ vxmake -g boot_dg cache cache_obj cachevolname=cache_vol autogrow=on

4

启动缓存对象：
$ vxcache -g boot_dg start cache_obj

5

创建黄金引导映像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 vxsnap -g boot_dg make source=\
gold-boot-disk-vol/newvol=guest1-boot-disk-vol/cache=cache_obj

6

创建一个新虚拟机，并将黄金映像快照用作现有磁盘映像。

通过优化空间快照节省存储
每个物理服务器承载大量虚拟机，同时，一个服务器上使用的引导映像数目也数不
胜数。一个裸机 Linux 引导映像至少需要约 3 GB 的空间。安装软件堆栈并在软件
堆栈上面安装应用程序二进制文件需要额外的空间，对于承载数据库应用程序的每
个虚拟机，这通常会使用大约 6 GB 的空间。
当用户置备新的虚拟机时，引导映像可以是完整副本或空间优化快照。使用完整副
本会导致浪费大量存储。系统不仅会使用存储来承载相同的引导映像，还会在使引
导映像高度可用（在磁盘阵列之间镜像）和备份引导映像时使用存储。如此之多的
高可用性、高性能存储将格外昂贵，并且很可能会失去服务器虚拟化提供的成本优
势。此外，此类容量的备份和恢复也是一项非常昂贵的任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Veritas 建议使用黄金映像的优化空间快照作为各种 VM 来宾的
引导映像。 优化空间快照不会为黄金映像中的数据创建完整副本，而是采用写入时
复制原则，该原则仅在本地存储已更改的块。这种已更改的块集称为“缓存对象”，
它们存储在所有此类优化空间快照的存储库中，该存储库称为“缓存对象存储”，
受物理存储的支持。缓存对象大幅减少了存储空间，通常占用父卷（在本示例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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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映像卷）5-20% 的存储空间。可以使用同一缓存对象存储来存储多个快照卷的
已更改块。
缓存对象存储中保存的每个快照将仅包含对黄金映像所做的更改，以便支持该安装
的引导环境。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可能的存储，应将软件安装在数据磁盘
（而非根文件系统）中，并限制对黄金映像操作系统文件（如系统、主机、密码文
件等）所做的不必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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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luster Server 的应
用程序可用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应用程序可用性选项

■

KVM 环境体系结构中的 Cluster Server 摘要

■

主机中的 VCS 为虚拟机提供高可用性，来宾中的 ApplicationHA 为应用程序提
供高可用性

■

虚拟机到虚拟机的群集和故障转移

■

虚拟机到物理机的群集和故障转移

关于应用程序可用性选项
Veritas 产品可在 KVM 环境中提供最高级别的可用性。在 KVM 环境中，您可以选
择 High Availability 解决方案的另一种组合，即：ApplicationHA 和 Cluster Server
(VCS)。
ApplicationHA 本身提供了应用程序监视和重新启动功能，同时通过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提供了最大可见性和可管理性。当在主机中将 ApplicationHA
与 Cluster Server 一起使用时，这两个解决方案将协同工作，可确保根据需要监视
和重新启动应用程序，并在应用程序重新启动无效时重新启动虚拟机。这两个解决
方案协同工作，可在 KVM 环境中提供最高级别的可用性。
如果 KVM 环境要求 VCS 群集所提供的应用程序可用性级别与在物理环境中所提供
的相同，您可以选择在虚拟机中使用 Cluster Server。在此配置中，应用程序在虚
拟机中享有通过 VCS 群集提供的快速故障转移功能。

使用 Cluster Server 的应用程序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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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可用性选项比较

所需可用性级别

建议解决方案

支持的虚拟化选项

应用程序监视和重新启动 虚拟机中的
ApplicationHA
虚拟机监视和重新启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KVM

主机中将虚拟机作为资源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KVM
监视的 VCS 群集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KVM

相结合的应用程序和虚拟 虚拟机中的
机可用性
ApplicationHA 和主机中
的 VCS 群集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KVM

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群集 虚拟机中的 VCS 群集
中的备用节点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KVM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KVM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Microsoft Hyper-V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注意：对于应用程序高可用性和故障转移功能，应用程序数据必须位于 VCS 群集
的所有节点均可访问的共享存储中。
有关 ApplicationHA 或 VCS 的设置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42 页的“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境中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注意：如果除了应用程序可用性之外，在 KVM 环境中还需要存储管理功能，您也
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HA 或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群集功能。

KVM 环境体系结构中的 Cluster Server 摘要
主机体系结构中的 VCS

来宾体系结构中的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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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单一控制单元管理多个来宾虚拟机

■

为各来宾虚拟机提供自动重新启动或故障
■
转移，以响应故障
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在整个服务器池中从一个公共控制台为各 ■
来宾虚拟机提供启动/停止/监视功能。

■

■

作为一个控制单元管理在来宾虚拟机中运
行的应用程序
为其他来宾虚拟机或物理计算机的各个应
用程序提供自动重新启动或故障转移。
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在群集中的适当来宾虚拟机中从一个公共
控制台为各应用程序提供启动/停止/监视
功能。

主机中的 VCS 为虚拟机提供高可用性，来宾中的
ApplicationHA 为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主机中运行的 VCS 监视虚拟机以提供 VM 高可用性。虚拟机 (VM) 来宾中运行的
ApplicationHA 通过监视配置的应用程序来确保应用程序高可用性。VCS 和
ApplicationHA 可组合在一起使用，为实现应用程序和 VM 高可用性提供了增强的
解决方案。
主机中的 VCS 提供主节点 VM 监视。无论出现什么故障，它都可以启动/停止虚拟
机并将其故障转移到其他节点。然后，我们可以运行来宾中的 ApplicationHA 来监
视来宾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出现应用程序故障时，来宾中的 ApplicationHA
不会触发应用程序故障转移，而是在同一 VM 来宾上尝试重新启动应用程序。如果
ApplicationHA 无法启动应用程序，它可以通知主机中运行的 VCS 采取纠正操作，
包括重新启动虚拟机或将虚拟机故障转移到其他主机。
有关 ApplicationHA 以及 ApplicationHA 与 VCS 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ApplicationHA 安装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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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主机中用于实现虚拟机高可用性的 VCS 以及来宾中用于实现应
用程序高可用性的 ApplicationHA

虚拟机到虚拟机的群集和故障转移
通过在多个来宾虚拟机中运行 VCS，可以创建来宾到来宾的群集。然后，VCS 可
以监视来宾中运行的各个应用程序，并故障转移到虚拟机到虚拟机的群集中的其他
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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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在来宾之间创建群集以实现应用程序高可用性

注意：为来宾之间的群集提供 I/O 防护支持，以实现应用程序高可用性：支持基于
SCSI3、非 SCSI3、协调点 (CP) 服务器的防护。
您可以在每个来宾虚拟机中运行 VCS，以便为该来宾中运行的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
性。
在此配置中，在 VM 来宾之间构成了一个 VCS 群集。群集中的 VM 来宾可以位于
同一物理主机或不同物理主机上。在群集中的 VM 来宾内安装 VCS。在虚拟机中安
装和配置 VCS 与在物理主机群集中安装和配置 VCS 相似。此 VCS 群集管理和控
制在 VM 来宾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和服务。任何故障应用程序或服务都会故障转移到
群集中的其他 VM 来宾。此配置不会关注 VM 来宾故障转移，这是因为 VCS 在 VM
来宾内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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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同一物理机上的 VM 来宾之间的 VCS 群集

注意：为同一物理机上的 VM 来宾之间的 VCS 群集提供 I/O 防护支持：支持基于
SCSI3、非 SCSI3、CP 服务器的防护。

虚拟机到物理机的群集和故障转移
通过将虚拟机中的 VCS 与任何其他物理主机上运行的 VCS 结合使用，用户还可以
创建物理机到虚拟机的群集。此虚拟机到物理机的群集使 VCS 可以监视来宾中运
行的应用程序，并将相应的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其他主机上。反向流程同样适用，
从而支持将物理主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 VM 来宾虚拟机。
VM 来宾和物理计算机之间构成了一个 VCS 群集。在 VM 来宾和群集中的不同物理
机上安装 VCS。VM 来宾通过其 VM 主机的网络连接到物理机。此种情况下，VM
主机是承载了构成群集的一个或多个 VM 来宾的物理计算机。
此 VCS 群集管理和监视正在群集节点上运行的服务和应用程序，这些节点可以是
VM 来宾或物理机。一个节点上的任何故障应用程序都可以故障转移到其他节点，
这些节点可以是虚拟机，也可以是物理机。
请参见第 53 页的“标准桥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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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VM 来宾和物理机之间的 VCS 群集

I/O 防护支持：支持基于 SCSI3、非 SCSI3 和 CP 服务器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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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可用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虚拟机可用性选项

■

主机中将虚拟机作为资源监视的 VCS

■

验证虚拟化环境是否可用于虚拟机

关于虚拟机可用性选项
虽然应用程序可用性对于 KVM 用户十分重要，但虚拟机可用性也同等重要。通过
在主机中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可提供虚拟机可用性。在这种情况下，VCS
将虚拟机作为资源监视。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表 11-1。
下列 Linux 虚拟化技术支持虚拟机可用性用例：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KVM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KVM

有关适用于 RHEL 和 SUSE 的 VCS 的设置信息：
请参见第 42 页的“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境中安装和配置 Cluster Server”。
注意：对于虚拟机高可用性和故障转移功能，虚拟机映像必须位于 VCS 群集的所
有节点均可访问的共享存储中。

注意：如果除了虚拟机可用性之外，在 KVM 主机中还需要存储管理功能，您也可
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HA 或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
群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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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中将虚拟机作为资源监视的 VCS
在此方案中，Cluster Server (VCS) 在主机中运行，可实现在主机级别创建群集。
通过在主机中运行 VCS，还会监视各来宾虚拟机并对其进行故障转移。每个来宾虚
拟机仅仅是 KVM 体系结构中的一个进程，因此可以由主机上运行的 VCS 监视。使
用此功能，我们可以将各个虚拟机作为单独的资源进行监视，并在同一（或不同物
理）主机上重新启动/故障转移 VM。要支持来宾实时迁移，Veritas 建议在主机中运
行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在此配置中，承载 VM 来宾的物理机 (PM) 构成了一个群集。因此，VCS 不监视来
宾虚拟机中运行的应用程序。VCS 借助 KVMGuest 代理控制和管理虚拟机。如果
VM 来宾发生故障，则会故障转移到其他主机。
注意： 在所有主机中，VCS 中配置为故障转移服务组的 VM 来宾必须具有相同配
置。VM 来宾的存储必须可供群集中的所有主机访问。
请参见第 52 页的“物理机之间的 VCS 群集 (PM-PM) 的网络配置”。
请参见第 177 页的“示例配置”。

验证虚拟化环境是否可用于虚拟机
VCS 实用程序 havirtverify 可用于验证虚拟化环境。如果虚拟化环境无法供 VCS
用来管理虚拟机，则会记录一条错误消息，指示虚拟化环境无效，资源状态
UNKNOWN。收到此错误消息时，必须更正虚拟化环境，然后手动运行
havirtverify 实用程序来验证环境。验证成功后，会显示一条确认信息，在下一
个监视周期中会清除 VCS 资源状态。
您还可以手动运行此实用程序，对环境进行验证。
◆

手动运行 havirtverity 实用程序：

# /opt/VRTSvcs/bin/KVMGuest/havirtverify resource_name

如果验证通过，则会显示以下消息：
#/opt/VRTSvcs/bin/KVMGuest/havirtverify resource_name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Environment validatio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for resource resource_name

如果验证失败，则会显示以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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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VRTSvcs/bin/KVMGuest/havirtverify resource_name
Virtualization environment validation failed for resource
resource_name

此实用程序的所有日志消息都会发送到引擎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示例配置”。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适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的示例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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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实时迁移的虚拟机可
用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实时迁移

■

实时迁移要求

■

在 RHEV 环境中使用 Flexible Shared Storage 减少 SAN 投资

■

关于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

将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

实现实时迁移以便提高虚拟机可用性

关于实时迁移
借助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SFCFSHA) 的 Cluster Volume
Manger (CVM) 和群集文件系统 (CFS) 组件，您可以通过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使用共享存储或常用硬件实现来宾虚拟机的实时迁移。使用 CVM 可显著减
少各虚拟机的计划停机时间。现在，各虚拟机可以根据状态在不同主机之间迁移，
从而更好地平衡负载，缩短计算机停机时间，并对各个物理服务器进行路径管理。
现在，物理服务器（主机）可以随意加入并退出服务器池（物理服务器群集），而
各个来宾虚拟机及其相应应用程序仍将继续运行。
在实时迁移过程中，通过在来宾和主机中使用 CVM/CFS 来进行快速故障转移（而
不是在主机中运行单节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您可以在主机中运
行 CVM/CFS，并将多个物理服务器作为群集放置在同一服务器群集或服务器池中。
此配置还需要在主机中安装 Cluster Server (VCS)。创建物理服务器群集的显著优
势是，完全可以并支持将 KVM 或 RHEV 来宾虚拟机从一台物理服务器实时迁移到
另一台物理服务器。

用于实时迁移的虚拟机可用性
关于实时迁移

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实时迁移设置

图 13-1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机

SFCFSHA (CVM + CFS)
KVM
KVM
RHEL 6

RHEL 6

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

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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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S 配置中基于 RHEV 的虚拟机 (RHEV) 实时迁移设置

图 13-2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机

虚拟机

SFCFSHA (CVM + CFS)
KVM
KVM
RHEL 6
物理服务器

本地/DAS
存储
本地/DAS
存储

RHEL 6
物理服务器

本地/DAS
存储
本地/DAS
存储

下列 Linux 虚拟化技术支持实时迁移用例：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KVM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KVM

实时迁移要求
将 VM 来宾从源主机迁移到目标主机时，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

所需来宾映像必须位于在目标主机上的同一位置上。

■

要迁移的来宾中配置的存储和网络设备在源和目标主机上必须相同。如有任何
差异，可能会导致迁移过程终止。

■

两个主机上的 KVM 虚拟机管理程序版本以及操作系统级别都应当相同。

■

对于 KVM 和 RHEV 环境，您必须在源主机和目标主机间设置无密码 SSH 通
信。

有关虚拟机迁移要求和限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Linux 虚拟化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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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HEV 环境中使用 Flexible Shared Storage 减少
SAN 投资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提供了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技术，允许加
入 SSD 或 HDD，以便与网络中的 SAN 或 DAS 协同工作。因为能够灵活将低成本
的 SSD 和 HDD 与 SAN 网络配合使用，所以使总拥有成本 (TCO) 降低变为可能，
并为将来的服务器或存储投资带来更大的灵活性。
FSS 允许网络共享本地存储、DAS 或内部存储，也允许访问全局命名空间，从而
不需要共享存储即可提供数据冗余、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通过在节点之间使用网
络互连，FSS 使网络共享存储与物理共享存储能够共存。
FSS 允许网络共享本地存储意味着，存储环境中不再需要物理共享磁盘了。您可以
根据存储需求向现有的存储环境中高效添加 SSD 或 HDD 或阵列，以便管理自己的
存储环境。存储硬件基础架构的总拥有成本 (TCO) 大幅降低。
FSS 有能力在无需外部共享存储或 SAN 网络的情况下转换您的存储环境。
关于管理 FS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请考虑在基础存储已启用 FSS 的 RHEV 环境中对虚拟机执行实时迁移或灾难恢复
的用例。
对于实时迁移，虚拟机可使用 SF 组件作为针对 FSS 配置的后端存储。FSS 允许
您将常用硬件与现有网络配合使用，满足相同服务器的计算和存储需求，因此能够
大幅降低存储投资。
对于灾难恢复，VVR 在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作为后端存储的各个分散的数据
中心之间提供数据复制功能。如果用于复制的卷在 SF 上创建，且已针对 FSS 配置
了基础存储，那么您可以获得一种适用于低成本常用硬件、并且可靠性极高的存储
管理解决方案。
请参见第 120 页的第 13 章。
请参见第 137 页的第 17 章。

关于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在群集范围内实现了本地存储的网络共享。本地存
储可以采取直连式存储 (DAS) 或内部磁盘驱动器的形式。通过使用群集节点之间的
网络互联可以启用网络共享存储。
FSS 允许网络共享存储与物理共享存储共存，同时可以使用两种类型的存储通过创
建公共存储命名空间来创建逻辑卷。使用网络共享存储的逻辑卷可以以透明方式为
文件系统和应用程序提供数据冗余、高可用性以及灾难恢复能力，而无需物理共享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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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S 可与 SmartIO 技术一起使用，以远程缓存到可能没有本地 SSD 的服务节点。
使用 CVM 协议版本 140 及更高版本的最多包含 64 个节点的群集支持 FSS。有关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
图 13-3 显示了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环境。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环境

图 13-3

网络互连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3

CVM 共享磁盘组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用例
下面的列表包含您希望使用 FSS 功能的几个用例：
当前用例中使用本地存储

FSS 功能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堆栈的所有当前用例，而无
需基于 SAN 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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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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共享存储的其他节点 (DAS)/群集的存储

备份/快照：
其他节点可以通过加入该群集并从托管在 DAS/共
享存储（连接到该群集的一个或多个节点，但是不
在进行备份的主机上）的卷/快照中读取来进行备
份。
利用现有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功能发挥 DAS
SSD 的优势
■

■

用于文件系统缓存的具有 SmartIO 的
FSS

在连接到群集各个节点的 DAS SSD 之间镜像。
DAS SSD 的性能优于 SAN 存储（包括
SSD）。FSS 提供了在群集中共享这些 SSD 的
方式。
通过在 SSD 上保留一个镜像，在 SAN 存储上
保留另一个镜像，可以利用 SSD 实现更快的读
取访问速度，同时通过 SAN 存储提供更高的数
据可用性。
结合 Storage Foundation 使用 SSD 有多个最
佳做法。所有用例都可以在群集环境中用于挂
接到 SAN 的 SSD。通过 FSS，DAS SSD 还可
以用于类似目的。

如果群集中的节点具有内部 SSD 以及 HDD，则可
以使用 FSS 在网络上共享 HDD。您可以使用
SmartIO 设置使用 SSD 的读取/写回缓存。这一读
取缓存可以为使用网络共享 HDD 创建的卷提供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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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远程缓存的具有 SmartIO 的 FSS

FSS 与 SmartIO 一起使用，为没有本地 SSD 设备
的节点提供缓存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从
具有本地 SSD 的节点中导出 SSD。然后，FSS 将
在群集中创建导出的 SSD 池。通过该共享池为群
集中的每个节点创建缓存区域。 每个缓存区域只能
由为其创建缓存区域的特定节点访问。缓存区域可
以是 VxVM 或 VxFS 类型。
该群集必须为 CVM 群集。
远程 SSD 上缓存区域的卷布局遵循简单条带布局，
而不是主机上默认的 FSS 镜像分配策略。 如果缓
存操作降低某个特定卷的性能，则会为该特定卷禁
用缓存。 必须在磁盘组版本为 200 或更高的磁盘
组上创建用于创建缓存区域的卷。 但是，在磁盘组
版本为 190 或更高的磁盘组上创建的数据卷可以访
问在 FSS 导出设备上创建的缓存区域。

注意：在远程 SSD 上创建的缓存区域不支持 CFS
写回缓存。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文档《Veritas InfoScale
SmartIO for Solid State Drives Solutions 指南》。
校园群集配置

可以在不需要站点之间的光纤 (FC) SAN 连接的情
况下设置校园群集。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的限制
注意使用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的以下限制：
■

FSS 只能用于最多 64 个节点的群集。

■

只能在具有到磁盘的本地连接的节点上才能执行磁盘初始化操作。

■

FSS 不支持引导磁盘、不透明磁盘和非 VxVM 磁盘用于网络共享。

■

FSS 磁盘组禁用热重定位。

■

FSS 磁盘组不支持 VxVM 克隆磁盘操作。

■

FSS 不支持连接到多个主机的非 SCSI3 磁盘。

■

不支持动态 LUN 扩展 (DLE)。

■

FSS 仅支持即时数据更改对象 (DCO)，此对象是使用 vxsnap 操作或在创建卷
的过程中通过指定“logtype=dco dcoversion=20”属性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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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情况下，因为基础介质类型不同，不支持通过 vxassist 在 SSD 和 HDD
之间创建镜像。要解决此问题，可以创建带有一个介质类型（例如默认介质类
型 HDD）的卷，然后在 SSD 上添加镜像。
例如：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size init=none
# vxassist -g diskgroup mirror volume mediatype:ssd
# vxvol -g diskgroup init active volume

将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配置为虚拟机的后端存储
Veritas 支持将 Storage Foundation (SF) 组件作为通用 SCSI-3 磁盘从主机扩展到
来宾虚拟机，其中 SF 组件作为虚拟机的支持存储。 安装 SFCFSHA 群集之后，可
以通过 RHEV-M 在单个虚拟机上配置 SF 组件，使用 VRTSrhevm CLI 软件包即可
实现。来宾虚拟机使用导出的 SCSI-3 磁盘作为后端存储，这些磁盘在群集内必须
为可见状态。
如果出现工作负载管理、主机故障或网络的相关问题，则必须实时迁移虚拟机。如
果出现中断或进行维护，可以在主机上配置 VCS 以确保进行协调的实时迁移。如
果主机上未配置 VCS，则需要手动运行 VRTSrhevm CLI 以执行虚拟机的实时迁移。
请参见第 80 页的第 6 章。

实现实时迁移以便提高虚拟机可用性
虚拟机 (VM) 可在不同的主机之间迁移。此迁移既可以是实时迁移，也可以是暂停
迁移。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来启动迁移：
■

在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VM) 环境中，使用 virsh migrate 命令或 virt-manager
控制台

■

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使用 RHEV-M Web 界面

■

Cluster Server (VCS) hagrp -migrate 操作（仅 hagrp -migrate 命令能启动
实时迁移）

如果在 VCS 外部启动虚拟机迁移（使用 virsh 命令或 RHEV-M Web 界面），则
VCS 可以监视迁移的来宾，并检测迁移过程。VCS 根据虚拟机状态更改资源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来宾从一个主机实时迁移到另一个主机，则关联 KVMGuest 资源将
在来宾迁移到的主机上置于联机状态，而源节点上，KVMGuest 资源状态则报告为
脱机（有意脱机）。
对于 KVM 环境，Veritas 建议使用 CVM 和 CFS 进行实时迁移，此时需要在源节点
和目标节点上同时访问虚拟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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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77 页的“示例配置”。
Cluster Server (VCS) 引入了新的迁移操作来启动服务组迁移。KVMGuest 代理实
现了 migrate 入口点，用以在 KVM 和 RHEV 环境中启动虚拟机迁移。您可以使用
hagrp -migrate 命令来启动虚拟机实时迁移。
此命令的语法为：
#hagrp -migrate service_group_name -to destination_node_name

验证实时迁移是否具有无密码 SSH 要求
◆

通过在源系统上执行以下命令来验证无密码 SSH：
# virsh "connect qemu+ssh://destination_node/system; list"

如果此命令要求提供密码，则说明源节点和目标节点之间未设置无密码 SSH。
如果返回正确的输出，则说明已正确设置无密码 SSH。
配置 VCS 以启动虚拟机迁移

1

要使用 hagrp -migrate 命令来准备启动虚拟机实时迁移，您必须使用以下命
令来配置 PhysicalServer 属性（系统级别）：
# hasys -modify sys_name PhysicalServer physical_server_name

例如：
# haconf -makerw
# hasys -modify sys_name PhysicalServer "'hostname'"

启动迁移时使用 PhysicalServer 名称。

2

如果未配置 PhysicalServer 属性，则传递到 migrate 入口点的目标节点名称
将用于启动迁移。
KVMGuest 代理 migrate 入口点：
■

对于 KVM 环境：代理使用 virsh migrate 命令来启动虚拟机迁移。

■

对于 RHEV 环境：代理使用 REST API 来启动虚拟机迁移。它还可以检查
是否允许虚拟机迁移。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 KVMGuest 代理”。
注意：当虚拟机配置为进行灾难恢复时，虚拟机将无法在站点之间迁移。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适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的示例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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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中的虚
拟机到虚拟机的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并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配置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
拟到虚拟群集

■

RHEV 环境中的 VCS 的存储配置

安装并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配置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到虚拟群集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是一个使用 KVM 虚拟机管理程序的服务
器虚拟化解决方案。由于 KVM 构成 Linux 内核的核心部分，因此此虚拟化在 Linux
环境中非常有效。RHEV 设置的其他组件包括平台管理基础架构、应用程序特定代
理和其他工具。
要启用来宾内的 VCS 群集支持，必须先在来宾虚拟机之间设置专用网络，然后再
在这些虚拟机上安装 VCS。这包含下列步骤：
■

为虚拟机添加两个 NIC 以便进行专用通信
注意：Veritas 建议您向虚拟机添加一个额外的接口/NIC，以便进行公共通信。
并且，如果为其配置网络的虚拟机在单独的物理主机上运行，请保证在物理主
机之间设置 LLT 通信通道。

■

为两个附加 NIC 中的每个 NIC 挂接一个交换机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中的虚拟机到虚拟机的群集
RHEV 环境中的 VCS 的存储配置

在物理主机上创建网络

1

从 RHEV Manager 为专用 LLT 心跳通信创建两个新的逻辑网络。

2

为新创建的逻辑网络分配适当的物理接口。

为虚拟机配置逻辑网络

1

创建两个 IntelPro e1000 类型的网络接口，并将其与新创建的逻辑网络关联。

2

对于要使用 VCS 监视应用程序可用性的各虚拟机，请重复步骤 1。

要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设置虚拟机（来宾）群集，请执行以下过程：
■

参考以下文档中的要求：
《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

■

在来宾虚拟机中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 产品。VCS 已与 InfoScale Availability
产品捆绑在一起：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

在来宾虚拟机上配置 VCS
《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注意：在虚拟机中安装和配置 VCS 与在物理系统中安装和配置 VCS 相似。无需其
他 VCS 配置即可在虚拟机中运行 VCS 配置。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来宾中的 VCS 群集的防护支持
VCS 支持虚拟机中 SCSI3、非 SCSI3 和基于 CP 服务器的防护，可防止损坏数据
磁盘。
有关配置防护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实时迁移支持
在使用虚拟化技术启动的实时迁移方案中，来宾中的 VCS 群集继续在虚拟机上提
供高可用性的应用程序。
在下列条件下，Veritas 已在 RHEV 环境中针对实时迁移支持进行测试：
■

驻留在 NFS、iSCSI 或 FC 存储域上的虚拟机映像

RHEV 环境中的 VCS 的存储配置
要将应用程序从一个虚拟机故障转移到另一个虚拟机，必须将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在
两个虚拟机之间的共享存储中。在 RHEV 环境中，Veritas 已对位于以下位置的应
用程序数据进行应用程序故障转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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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虚拟机节点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

作为虚拟机设备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

作为虚拟机设备的 Cluster File System (CFS)

■

直接挂接到虚拟机的 iSCSI LUN

■

虚拟机中装入的 NFS 导出目录

■

基于光纤通道的 LUN

注意：Veritas 建议使用专用虚拟网络进行 iSCSI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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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Hyper-V 环境中
的虚拟机到虚拟机的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并配置采用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到虚拟群集的 Cluster Server

安装并配置采用 Microsoft Hyper-V 虚拟到虚拟群集
的 Cluster Server
Windows Server 2008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中的 Microsoft Hyper-V 角色是
适用于 x86_64 体系结构的基于虚拟机管理程序的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它为您提供
了软件基础架构和管理工具，可用于创建和管理虚拟服务器计算环境。
要启用来宾内的 VCS 群集支持，必须先在来宾虚拟机之间设置专用网络，然后再
在这些虚拟机上安装 VCS。这包含下列步骤：
■

为虚拟机添加两个 NIC 以便进行专用通信
注意：Veritas 建议您向虚拟机添加一个额外的接口/NIC，以便进行公共通信。
并且，如果为其配置网络的虚拟机在单独的物理主机上运行，请保证在物理主
机之间设置 LLT 通信通道。

■

为两个附加 NIC 中的每个 NIC 挂接一个交换机

在物理主机上创建虚拟网络

1

从 Hyper-V 管理器为专用 LLT 心跳通信创建两个虚拟网络。

2

为新创建的虚拟网络分配适当的物理接口。

Microsoft Hyper-V 环境中的虚拟机到虚拟机的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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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拟机配置网络

1

创建两个“Legacy Network Adaptor (旧网络适配器)”类型的网络接口，并将
其与新创建的虚拟网络关联。

2

对于要使用 VCS 监视应用程序可用性的各虚拟机，请重复步骤 1。

要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设置虚拟机（来宾）群集，请执行以下过程：
■

参考以下文档中的要求：
《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

■

在来宾虚拟机上安装 VCS：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

在来宾虚拟机上配置 VCS
《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注意：在虚拟机中安装和配置 VCS 与在物理系统中安装和配置 VCS 相似。无需其
他 VCS 配置即可在虚拟机中运行 VCS 配置。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来宾中的 VCS 群集的防护支持
VCS 支持非 SCSI3，这是虚拟机中基于 CP 服务器的防护，可防止损坏数据磁盘。
不支持 SCSI3 防护。
有关配置防护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实时迁移支持
在使用虚拟化技术启动的实时迁移方案中，来宾中的 VCS 群集继续在虚拟机上提
供高可用性的应用程序。
在下列条件下，Veritas 已在 Hyper-V 环境中针对实时迁移支持进行测试：
■

已启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

■

虚拟机映像驻留在 Microsoft 群集共享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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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环境中虚拟机到虚
拟机的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并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配置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虚拟到虚拟群
集

■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中 VCS 支持的存储配置

安装并配置 Cluster Server 以配置 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虚拟到虚拟群集
Oracle VM 是支持来宾（虚拟机）的企业级别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该来宾支持
各种操作系统，其中包括 Linux。根据 Xen 虚拟机管理程序技术，OVM 还向您提
供了基于 Web 的集成管理控制台。
在来宾虚拟机上安装 VCS 之前，必须先在来宾虚拟机之间设置专用网络。这包含
下列步骤：
使 VCS 支持虚拟到虚拟群集
◆

在来宾虚拟机之间设置专用网络。
■

除各个物理主机上的公共 NIC 以外，请创建两个附加 NIC。
注意：Veritas 建议您向虚拟机添加一个额外的接口/NIC，以便进行公共通
信。 并且，如果为其配置网络的虚拟机在单独的物理主机上运行，请保证
在物理主机之间设置 LLT 通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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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其配置网络的虚拟机在单独的物理主机上运行，请保证在物理主机
之间创建 LLT 通信通道。
■

为两个附加 NIC 中的每个 NIC 挂接一个交换机

在物理主机上创建专用网络

1

从 Oracle VM Manager 创建两个虚拟网络以实现专用 LLT 心跳通信。

2

为新创建的虚拟网络分配适当的物理接口。

为虚拟机配置网络

1

创建两个接口（在使用选项 “Create a hybrid network with bonds/ports
and VLANS (使用绑定/端口和 VLANS 创建混合网络)”创建的网络中）并将
这些接口与新创建的虚拟网络关联。

2

对于要使用 VCS 监视可用性的各虚拟机，请重复步骤 1。

要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设置虚拟机（来宾）群集，请执行以下过程：
■

参考以下文档中的要求：
《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

■

在来宾虚拟机中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 产品：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指南》

■

在来宾虚拟机上配置 VCS
《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注意：在虚拟机中安装和配置 VCS 与在物理系统中安装和配置 VCS 相似。无需其
他 VCS 配置即可在虚拟机中运行 VCS 配置。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实时迁移支持
Veritas 在下列条件下支持在 OVM 环境中进行实时迁移：
■

位于 NFS 数据域中的虚拟机映像

来宾中的 VCS 群集的防护支持
VCS 支持非 SCSI3，这是虚拟机中基于 CP 服务器的防护，可防止损坏数据磁盘。
有关配置防护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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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Virtual Machine (OVM) 中 VCS 支持的存储配
置
要将应用程序从一个虚拟机故障转移到另一个虚拟机，必须将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在
两个虚拟机之间的共享存储中。在 OVM 环境中，Veritas 已对位于以下位置的应用
程序数据进行应用程序故障转移测试：
■

本地磁盘

■

共享网络附加存储 (NAS)

■

共享 iSCSI SAN：可通过现有网络基础架构访问的抽象 LUN 或原始磁盘

■

连接到一个或多个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的光纤通道 SAN

注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在使用虚拟化技术启动的实时迁移方案中，来宾中的 VCS 群集继续在虚拟机上提
供高可用性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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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中的虚
拟机灾难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针对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虚拟机的灾难恢复

■

RHEV 环境中的 DR 要求

■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和 Veritas File Replicator (VFR) 进行卷和文件系
统的灾难恢复

■
■

在 VCS GCO 选项中配置 VVR 和 VFR 以便在 DR 站点之间进行复制

■

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用于灾难恢复的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机

关于针对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虚拟机的
灾难恢复
可通过使用复制方法（如 Volume Replicator (VVR)、File Replicator (VFR)、Hitachi
TrueCopy 或 EMC SRDF）复制它们的引导磁盘来配置用于灾难恢复 (DR) 的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机。如果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位于不同的
IP 子网中，主站点中虚拟机的网络配置在辅助站点中可能无效。因此您必须对管理
虚拟机的 KVMGuest 资源做一些额外的配置更改。
支持的复制虚拟机的技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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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me Replicator (VVR)

■

File Replicator (VFR)

■

EMC SRDF

■

Hitachi TrueCopy

注意：不支持虚拟机在被复制站点间实时迁移。
RHEV DR 设置图解

图 17-1

RHEV-M

VM
RHEL-H 1

RHEL-H 2

VCS

VCS

复制

生产站点

DR 站点

针对虚拟机的灾难恢复用例按照以下方法运作：
■

复制代理确定复制方向。当主站点出现灾难事件之后，VCS 尝试使辅助站点上
的复制服务组联机（根据 ClusterFailoverPolicy）。复制资源反转复制方向。反
转复制方向确保旧的辅助 LUN 成为新的主 LUN，并且也允许在辅助站点的
RHEL-H 主机上进行读写操作。这有助于 RHEV-M 在辅助站点 RHEL-H 主机上
激活光纤通道存储域。

■

在使虚拟机 (VM) 服务组可以联机前，数据中心的 Storage Pool Manager (SPM)
需要可以将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这可以通过在虚拟机服务组上配置的 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实现。该触发器脚本检查主 RHEV 群集中的 SPM 是否仍处于活动
状态。如果仍处于活动状态，它会停用主 RHEV 群集中的所有 RHEL-H 主机。
另外，如果主 RHEV 群集中的 SPM 主机处于 NON_RESPONSIVE 状态，该触
发器会隔离此主机以启用 SPM 故障转移。触发器脚本然后等待 SPM 以将故障
转移到辅助 RHEV 群集。当 SPM 成功将故障转移到辅助 RHEV 群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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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nline 脚本重新激活主 RHEV 群集上之前已停用的所有 RHEL-H 主机，然
后继续使辅助站点中的虚拟机服务组联机。
图 17-2

VCS 资源依赖关系图

虚拟机服务组

KVMGuest 资源

Online global firm

复制资源

Infra 服务组全局

RHEV 环境中的 DR 要求
■

具有能够运行 VVR 代理的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许可证。

■

已使用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配置主站点和 DR 站点。

■

主站点和 DR 站点之间已配置 VVR 和 VFR。

■

主站点和 DR 站点上均已安装 VCS。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和 Veritas File
Replicator (VFR) 进行卷和文件系统的灾难恢复
在灾害恢复情形中，可以通过分别配置 VVR 和 VFR 实现卷级别和文件级别的复
制。主机上配置的 Storage Foundation (SF) 可提供对来宾虚拟机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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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R 和 VFR 复制技术会将卷块设备和文件系统分别复制到其应用程序处于活动状
态的 DR 站点上。当主站点断开或网络发生中断时，针对主站点和 DR 站点配置的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将提供应用程序的协调故障转移。DR 站点会接
管 VVR 和 VFR 主角色。
如果要恢复 VVR 复制的原始主角色，请执行角色转移操作。VCS GCO 会提供一个
选项，能够在网络分裂之后、应用程序保持活动的情况下选择主 VVR 站点。
有关设置 VVR 和 VFR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复制
管理指南》

为什么选择基于阵列的复制解决方案的 VVR
基于阵列的复制解决方案的 VVR 的优势：
■

VVR 和 VFR 复制技术为市场上昂贵的备用阵列复制技术提供了一种更有价值、
成本效益更高的解决方案。

■

VVR 可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用于不同的磁盘供应商解决方案。例如，VVR 与
主站点上的 EMC 磁盘以及辅助站点上的 Hitachi 磁盘协同工作。VVR 不需要相
同的基础磁盘配置，只需磁盘空间一致即可。

■

VxVM 是位于 VVR 之下的一层，提供快照功能和与主机集成的功能。快照和主
机集成功能不适用于基于供应商阵列的复制产品。

■

与基于供应商阵列的复制解决方案相比，VVR 在成本、管理复杂性和高可用性
上的优势更为明显。对于同步复制，则需要评估网络成本和复杂性。

请考虑虚拟机灾难恢复在地理位置分散的各数据中心上的用例。针对存储的投资大
幅度降低，因为通过 FSS 可将常用硬件与现有网络配合使用。虚拟机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作为后端存储，VVR 复制数据写入 DR 站点的卷，VFR 复制文件系统
数据写入 DR 站点。总之，您可以获得一种适用于低成本常用硬件、并且可靠性极
高的存储管理和复制解决方案。
请参见第 137 页的第 17 章。

在 VCS GCO 选项中配置 VVR 和 VFR 以便在 DR 站
点之间进行复制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会将写入共享卷的数据从主站点复制到灾难恢复
站点。同样，Veritas File Replicator (VFR) 将复制共享文件系统。配置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以启用从主站点到灾难恢复 (DR) 站点的故障转移。当主站
点或网络连接发生故障时，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将协调应用程序故障
转移到灾难恢复站点。
VVR 代理会自动对写入卷块设备的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但是，对于文件系统，
需要手动将写入文件系统的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 DR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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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 VVR、VFR 和 VCS GC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请参见第 139 页的“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和 Veritas File Replicator (VFR)
进行卷和文件系统的灾难恢复”。

使用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用于灾难恢复的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机
您可以通过建立和配置 VCS 来配置新增的或现有的基于 RHEV 的虚拟机以用于灾
难恢复。
设置用于灾难恢复的基于 RHEV 的虚拟机

1

用 GCO 选项在 RHEL-H 主机中的两个站点上配置 VCS。
有关配置全局群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 Solutions 灾难恢
复操作指南》。

2

使用复制技术（如 VVR、VFR、Hitachi TrueCopy 或 EMC SRDF）配置复制
设置。

3

将主 LUN 映射到主站点中的所有 RHEL-H 主机。

4

执行 OS 级别的 SCSI 重新扫描命令，并验证 multipath -l 命令的输出中存
在这些 LUN。

5

将辅助 LUN 映射到辅助站点中的所有 RHEL 主机，并验证辅助站点的所有主
机上的 multipath -l 命令的输出中存在这些 LUN。

6

将 RHEL-H 主机添加到 RHEV-M 控制台。
■

在同一数据中心创建两个 RHEV 群集以表示两个站点。

■

将主站点中的所有 RHEL-H 主机添加到其中一个 RHEV 群集。

■

同样地，将辅助站点中的所有 RHEL-H 主机添加到第二个 RHEV 群集。

7

登录到 RHEV-M 控制台，然后使用主 LUN 在其中一个主站点主机上创建光纤
通道类型的存储域。

8

在 RHEV-M 控制台中，创建虚拟机，然后指定从创建自步骤 7 的光纤通道存
储域中切割出来的虚拟磁盘。
■

配置虚拟机的其他所有参数，如 NIC 和虚拟磁盘。

■

验证该虚拟机是否正确启用。

■

在来宾内安装适当的 RHEL 操作系统。

■

使用适当的参数（如 IP 地址、网络掩码和网关）来配置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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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确保 NIC 未处于网络管理器的控制下。您可以通过编辑虚拟机里面的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文件并将
NM_CONTROLLED 设置为 no 以将其禁用。

■

确保虚拟机未挂接 CDROM。由于 VCS 以 CDROM 的形式将灾难恢复负载
发送至虚拟机，因此这是必要的。

将软件包 VRTSvcsnr 从 VCS 安装介质复制到来宾并将其安装。此软件包将安
装一项在来宾引导时启动的轻量型服务。根据 KVMGuest 资源中的指定，该服
务重新配置来宾的 IP 地址和网关。

配置 VCS 以管理用于灾难恢复的基于 RHEV 的虚拟机

1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 RHEL-H 主机中安装 VCS。
■

在单个主 VCS 群集的主站点中配置所有的 VCS 节点。

■

在相同的辅助 VCS 群集的辅助站点中配置所有的 VCS 节点。

■

确保每个站点的 RHEV 群集对应于该站点的 VCS 群集。

请参见第 139 页的图 17-2。

2

在主 VCS 群集中创建服务组，然后添加用于管理虚拟机的 KVMGuest 资源。
对辅助 VCS 群集重复此步骤。

3

在每个 VCS 群集中为 KVMGuest 资源配置站点所特有的参数。
■

DROpts 属性用于为虚拟机指定站点所特有的网络参数，如 IP Address、

Netmask、Gateway、DNSServer、DNSSearchPath 和 Device。将 Device
设置为来宾看到的 NIC 名称，如 eth0。

4

■

验证已将 DROpts 属性的 ConfigureNetwork 键设置为 1。

■

必须在两个群集中的 KVMGuest 资源上设置 DROpts 属性。

在虚拟机服务组上配置 preonline 触发器。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位于
/opt/VRTSvcs/bin/sample_triggers/VRTSvcs/preonline_rhev 目录。
■

在每个 RHEL-H 主机上的 /opt/VRTSvcs 目录中创建一个文件夹以托管触
发器脚本。复制此文件夹中命名为 preonline 的触发器脚本。通过设置
PreOnline 服务组属性以在虚拟机服务组上启用 preonline 触发器。并且，
在 TriggerPath 属性中指定路径（相对于 /opt/VRTSvcs）。

例如：
group RHEV_VM_SG1 (
SystemList = { vcslx317 = 0, vcslx373 = 1 }
ClusterList = { test_rhevdr_pri = 0, test_rhevdr_sec = 1 }
AutoStartList = { vcslx317 }
TriggerPath = "bin/triggers/RHEV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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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nline = 1
)

有关设置触发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5

创建用于管理复制方向的独立服务组。必须对每个群集执行此任务。
■

添加适当的复制资源（例如 Hitachi TrueCopy 或 EMC SRDF）。有关相应
的复制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该代理对应的“Replication Agent 安装和
配置指南”。

6

■

将来自虚拟机 (VM) 服务组的 Online Global Firm 依赖关系添加到复制服务
组。

■

将复制服务组配置为全局。

配置复制服务组上的 postonline 触发器。postonline 触发器脚本位于
/opt/VRTSvcs/bin/sample_triggers/VRTSvcs/postonline_rhev 目录。
■

将 postonline 触发器复制到 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的相同位置，依然命名为
postonline。通过将 POSTONLINE 键添加到 TriggersEnabled 属性，启用
复制服务组上的 postonline 触发器。并且，在 TriggerPath 属性中指定路径
（相对于 /opt/VRTSvcs）。
例如：
group SRDF_SG1 (
SystemList = { vcslx317 = 0, vcslx373 = 1 }
ClusterList = { test_rhevdr_pri = 0, test_rhevdr_sec = 1
}
AutoStartList = { vcslx317 }
TriggerPath = "bin/triggers/RHEVDR"
TriggersEnabled = { POSTONLINE }
)

有关设置触发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如果您拥有多个已复制的存储域，数据中心中的所有域的复制方向必须是相同的。
对齐数据中心中多个已复制存储域的复制

1

添加同一复制服务组中的所有复制资源。

2

如果您需要同时按不同的方向复制不同存储域，请在单独的数据中心中对其进
行配置。
原因在于 Storage Pool Manager (SPM) 主机需要对数据中心中的所有存储域
进行读写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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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述所有步骤之后，您就能很方便地将虚拟机服务组从某个站点切换到其他的
站点。当您使站点中的复制服务组联机时，复制资源保证复制方向是从该站点指向
远程站点。这能确保当前站点能对所有被复制的设备进行读写操作。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关于针对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虚拟机的灾难恢复”。
灾难恢复工作流

1

使站点中的复制服务组联机，然后是虚拟机服务组联机。

2

通过登录到 RHEV-M 控制台来检查故障转移。选择相应数据中心的“Hosts
(主机)”选项卡，验证已在复制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站点中的其中一台主机
上标记了 SPM。

3

当您使复制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时，postonline 触发器将探查父服务组中的
KVMGuest 资源。这是为了确保虚拟机服务组能进入联机状态。

4

当您使虚拟机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时，preonline 触发器执行下列任务：
■

触发器检查 SPM 是否位于本地群集。如果 SPM 位于本地群集，触发器检
查 SPM 主机是否处于 UP 状态。如果 SPM 主机处于 NON_RESPONSIVE
状态，触发器对该主机进行隔离。这会使 RHEV-M 选择当前群集中的其他
主机。

■

如果 SPM 位于远程群集，触发器停用远程群集中的所有主机。另外，如果
远程 SPM 主机处于 NON_RESPONSIVE 状态，触发器脚本会隔离该主
机。这会使 RHEV-M 选择当前群集中的其他主机。

■

然后触发器脚本会等待 10 分钟，以便 SPM 执行故障转移来切换到本地群
集。

■

当 SPM 成功地执行故障转移并切换到本地群集后，脚本会重新激活之前停
用的所有远程主机。

■

然后触发器脚本继续对虚拟机服务组进行联机操作。

5

当 KVMGuest 资源进入联机状态时， KVMGuest 代理会在启动虚拟机之前设
置虚拟机上的虚拟机负载。此负载包含在该资源的 DROpts 属性中设置的站点
特有的网络参数。

6

虚拟机在启动时加载 vcs-ner-reconfig 服务，然后从 CDROM 读取灾难恢复
参数并将其应用到来宾。这样会在虚拟机跨越站点边界时修改虚拟机的网络个
人设置。

对灾难恢复配置进行故障排除
◆

您可能会在以下情景中对灾难恢复进行故障排除：
■

当将服务组切换到辅助站点时，主站点中的主机可能会进入
NON_OPERATIONAL 状态。若要解决此问题，请通过将其切换为维护模
式停用这些主机，然后重新激活。如果未能解决此问题，请登录到 RHE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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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然后使用 service vdsmd restart 命令来重新启动 vdsmd 服务。如
果此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RedHat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在执行灾难恢复故障转移之后，可能无法更改虚拟机的 DNS 配置。要解决
此问题，请检查虚拟机中的网络适配器是否受网络管理器控制。若果真如
此，请取消对网络适配器的配置，方法是编辑虚拟机中的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文件并将
NM_CONTROLLED 设置为 no。

■

在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后，虚拟机服务组不进入联机状态。若要解决此问
题，请检查数据中心中 SPM 的状态。确保 SPM 在辅助 RHEV 群集中的某
个主机上处于活动状态。另外，请检查 VCS 引擎日志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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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多层业务服务支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
■

恢复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管理的多层应
用程序

恢复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管理的多层应用程序
在多层业务服务中，不同的层通常有不同的要求。其中一层可能需要具有极精确的
错误检测和快速故障转移的完全高可用性，而其他层只需要基本的启动和停止功
能。管理所有服务的启动和停止对成功恢复至关重要。业务服务具有严格的启动和
停止顺序，在进行下一服务之前需要先对其进行验证。通常，这些服务由不同的 IT
团队进行管理。每个层实际的开始/停止命令可能较简单，但是由于不同团队之间大
量的协调、通信、验证和移交，此过程可能会耗费很长时间。
包含 Cluster Server 的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可通过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进行管理，这样可提供一个集中式控制台来监视、可
视化和配置所有资源。VOM 还允许查看 IT 基础架构从应用程序到磁盘驱动器的每
一层。它可跨以下所有平台提供一致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和命令行界面 (CLI) 驱
动的管理：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Red Hat Enterprise Linux、VMware、
UNIX 和 Windows。VOM 会将应用程序的关系报告给虚拟机、物理服务器和群集。
许多组织使用不同的人员来管理服务器、SAN 和存储连接、存储以及应用程序。这
些组织都受益于此统一视图，通过该单一控制台视图即可管理服务器群集和 HA/DR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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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业务服务中的服务组管理
服务组管理提供一种将硬件、软件、应用程序、数据库和网络捆绑为一个包含依赖
关系的单独实体的方法，大大提高了业务弹性。通过监视这些服务组的运行状况和
性能，便能根据主动通知快速解决待处理的问题。VOM 会报告应用程序与虚拟机、
物理机和群集之间的关系，并为多层应用程序提供跨越虚拟机和物理机的服务的协
调故障转移。以前，需要此功能的客户必须构建脚本才能让这些过程实现自动化，
但是该方法复杂，难以管理和测试。
为了帮助客户解决这些问题，Veritas 引入了虚拟业务服务 (VBS)。 虚拟业务服务
结合了 VCS、AppHA 和 VOM 的功能，能够提供完整的多层业务服务管理以及高
可用性。VBS 现在 VOM 和 VCS 上启用了多层业务服务管理，从而允许将 VOM
作为单独的可用性管理工具进行使用。
虚拟业务服务实现了以下目标：
■

协调不同操作系统和/或平台的启动和停止

■

提供错误管理和层与层之间的传播

■

管理多层灾难恢复支持

■

启用完整虚拟业务服务的自动灾难恢复和虚拟机管理支持（启动和停止）

在每层内主要管理高可用性。群集负责保持服务在群集内的高可用性。应用程序的
范围为群集实例。从逻辑上分析，VBS 可看做是允许将服务组构建为单个对象的容
器。要启用 VBS，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Environment 必须在物理服务
器上安装 VCS。对于 VBS 内的其他操作环境，需要每一层都安装 VCS、Microsoft
Cluster Server。
要部署 VBS，数据中心内至少要安装一个 VOM Central Server。VOM Central
Server 用于配置、虚拟化和管理 VBS。但是，初次配置 VBS 之后，也可以使用
CLI 对其进行管理。VBS 功能不依赖于 VOM Central Server。无论 VOM Central
Server 是否可用，CLI 操作均有效，而且在 VBS 部署后，不管 VOM Central Server
如何，VBS 的成员节点都将立即自动运行。
应用程序 DR 可以在 VM 之间，也可以从虚拟 DR 到物理 DR，反之亦然。在虚拟
机故障转移期间，将自动升级 VM（IP、DNS、网络掩码），以确保用户能够访问
新实例。
DR 如何跨多层环境运行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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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

多层环境中的 DR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也包含将不同虚拟业务服务关联为一项灾难恢复计划
的功能。此功能将自动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其允许客户将服务组、虚拟
业务组和手动脚本合并为一个过程。此功能还提供发生灾难时将在 DR 站点中执行
的操作顺序。GUI 允许您选择要包含在计划中的项目，并提供一键故障转移整个数
据中心至辅助站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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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管理 Docker 容器

■

关于适用于 Docker、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的 Cluster Server 代
理

■

管理 Docker 容器的存储容量

■

脱机迁移 Docker 容器

■

Docker 环境中的卷和文件系统的灾难恢复

■

管理 Docker 容器时的限制

关于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管理 Docker 容器
通过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的存储管理和高可用性功能，您可以部署和管
理可托管应用程序的 Docker 容器。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组件提供存储管理功能来管理 Docker
容器。适用于 Docker 的 Cluster Server 代理为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
器提供高可用性。如果某个节点出现故障或系统服务中断，此代理会将 Docker 后
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其他节点。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可用于复制和迁移 Docker 容器。此复制功能由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包含的 VVR 和 VFR 技术提供。通过在 VCS 群集部署期间配置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可以跨不同地理位置分布的站点恢复 Docker 容器。
随着 Docker 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行业领先的容器技术之一，InfoScale Enterprise 产
品将能够为 Docker 环境中诸多关键用例提供解决方案。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可为以下用例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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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适用于 Docker、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的 Cluster Server 代理

■

Docker 容器的扩展存储容量

■

管理 Docker 容器的数据

■

迁移 Docker 容器

■

为容器提供高可用性

■

为 Docker 容器提供灾难恢复

关于适用于 Docker、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的 Cluster Server 代理
Cluster Server (VCS) 代理监视企业应用程序中的特定资源。它们决定资源的状态
并根据外部事件启动或停止资源。适用于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的
Cluster Server 代理为群集中的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提供高可用
性。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提供基础架构以创建和托管 Docker 容器。此外，Docker 后
台驻留程序还可执行与存储相关的操作，例如创建卷、装入或卸载文件系统、删除
卷以及其他与存储相关的活动。通过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您可以轻松完成 Docker
容器部署，而无需为容器手动置备存储。但是，您也可以选择为 Docker 容器手动
置备存储。
Docker 容器代理会在 Docker 容器实例处于联机和脱机状态时对其进行监视。如果
系统发生故障，代理会检测故障并使容器实例脱机。Cluster Server 会向群集中的
其他系统启动故障转移，之后代理会将容器实例联机。

文档参考
可以在 https://sort.veritas.com/agents/detail/2634 中访问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Docker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Dock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管理 Docker 容器的存储容量
用于托管应用程序的 Docker 容器需使用基础存储来存储和管理与容器相关的应用
程序数据和元数据。存储可来自于磁盘阵列或直接连接存储 (DAS) 设备。有三种方
法可以为 Docker 容器置备存储。
■

手动为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置备存储，该程序随后会为 Docker 容器分配存储。
请参见第 151 页的“从 Veritas File System 为 Docker 基础架构置备存储”。

■

直接为 Docker 容器置备 Docker 卷，无需从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置备存储。
请参见第 152 页的“为 Docker 容器置备数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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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Vertias Volume 驱动程序自动为 Docker 容器置备存储。
请参见第 154 页的“为 Docker 容器自动置备存储”。

图 19-1

在独立主机中扩展 Docker 容器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

/var/lib/docker

容器 1

容器 n

数据卷

VxFS
VxVM

从 Veritas File System 为 Docker 基础架构置备存储
您可以在 VxFS 上为 Docker 基础架构置备存储。Docker 基础架构由 Docker 后台
驻留程序管理。其中一种为 Docker 容器置备存储的方法是从 Docker 基础架构着
手。您可以通过从 Docker 基础架构置备存储来创建和运行 Docker 容器。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使用 VxFS 文件系统上的 /var/lib/docker 目录来创建 Docker 基础架
构。
或者，可以将 VxFS 和 VxVM 的存储置备为 Docker 容器的数据卷。通过借助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要使用的其他目录编辑 /etc/sysconfig/docker 文件，可以选择不
在 VxFS 上创建 /var/lib/docker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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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默认 Docker 目录置备 Docker 基础架构

1

在 VxFS 上装入 Docker 基础架构目录。
# vxdg init dockerdg disk1 disk2
# vxassist -g dockerdg make dockervol 200G
# mkfs -t vxfs /dev/vx/dsk/dockerdg/dockervol
# mount -t vxfs /dev/vx/dsk/dockerdg/dockervol /var/lib/docker/

2

启动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并创建容器。请注意目录大小的更改。
# systemctl start docker

从其他目录置备 Docker 基础架构

1

创建 VxFS 目录。
# vxdg init dockerdg disk1 disk2
# vxassist -g dockerdg make dockervol 1G
# mkfs -t vxfs /dev/vx/dsk/dockerdg/dockervol
# mount -t vxfs /dev/vx/dsk/dockerdg/dockervol /dockervol

2

在 /etc/sysconfig/docker 文件的 OPTIONS 字段后追加 -g dockervol。
# grep OPTIONS /etc/sysconfig/docker
注意：如果 SELinux 已禁用，请不要在 Docker 文件后附加
--selinux-disabled 选项。

3

启动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并注意目录的大小。
# systemctl start docker

为 Docker 容器置备数据卷
如上所述，其中一种为 Docker 容器置备存储的方法是通过在文件系统中创建 Docker
基础架构而实现。但是，为 Docker 容器置备存储不仅限于通过 Docker 基础架构进
行置备。您可以将 VxFS 和 VxVM 的存储置备为容器的数据卷。
从 VxFS 置备数据卷可以确保容器数据得以持久保留。借助 Cluster File System，
数据可以在群集的各个容器之间共享。对卷中数据的更新会直接在 VxFS 装入点或
VxVM 卷上完成。您可以使用 VxFS 和 VxVM 功能管理这些数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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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eritas File System 上的存储置备为容器的数据卷
您可以在 docker run 命令中使用 -v 标志向容器置备数据卷。要置备多个数据卷，
请在 docker run 命令中多次传递 -v 标志。
将 VxFS 中的数据卷导出为后端存储

1

在主机节点上创建 VxVM 卷并将其装入为 VxFS 文件系统。
# vxassist -g dockerdg make containervolume 1G
# mkfs -t vxfs /dev/vx/dsk/dockerdg/containervolume
# mkdir /containervolume
# mount -t vxfs /dev/vx/dsk/dockerdg/containervolume
/containervolume

其中 containervolume 是向 Docker 容器置备的存储。

2

将此卷装入容器中。
# docker run -it --name vm-container -v /containervolume:/vol
ubuntu /bin/bash

3

装入 Docker 容器的卷具有读写默认权限。但是，将卷装入容器时，您可以更
改它的访问权限。
# docker run -it --name vm-container -v /containervolume:/vol -v
/containervolume1:/vol1:ro ubuntu /bin/bash

将 VxVM 卷置备为容器的数据卷
根据运行的应用程序，您可能选择将 VxVM 卷导出为容器的数据卷。
在 docker run 命令中使用 -v 标志将 VxVM 数据卷导出到容器。通过在 docker
run 命令中多次传递 -v 标志，可以装入多个数据卷。
为使用容器中的原始 VxVM 卷，可将权限分配给 Docker 容器，也可以在 docker
run 命令中将此原始卷传递为 --device 选项。
将 VxVM 数据卷导出到容器：
◆

在主机系统上创建卷并将其装入。
# vxassist –g dockerdg make containervolume 1G
# docker run -it -v /dev/vx/dsk/dockerdg/containervolume:/mnt/vol
rhel bash

VxVM 卷将装入容器的 /mnt/vo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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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卷容器
从 VxFS 装入点或 VxVM 卷创建数据卷容器。数据卷容器是主机节点的 VxFS 文件
系统上的目录。您可以将数据卷容器中的卷导出到节点上的其他容器。
创建数据卷容器：

1

在主机节点上创建 VxFS 目录 /dockervol。
# vxdg init dockerdg hitachi_vsp0_03f1 hitachi_vsp0_03f2
# vxassist -g dockerdg make dockervol 1G
# mkfs -t vxfs /dev/vx/dsk/dockerdg/dockervol
# mkdir /dockervol
# mount -t vxfs /dev/vx/dsk/dockerdg/dockervol /dockervol

2

创建数据卷容器。
# docker run -it -v /dockervol:/dockervol --name
datavolumecontainer rhel7 /bin/true

3

创建其他数据卷容器并使用第一个数据卷容器中的数据卷。
# docker run -it --volumes-from datavolumecontainer --name
datavolumecontainer1 rhel7 /bin/bash

为 Docker 容器自动置备存储
Docker 的 Veritas InfoScale 卷驱动程序插件扩展了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的功能，
可处理与存储相关的操作（例如创建卷或文件系统、装入或卸载文件系统、删除卷
等）。通过此插件，可使用附加到 Docker 容器的存储来自动启动 Docker 容器，这
样可帮助轻松部署 Docker 容器。Veritas 驱动程序支持 Docker 1.9 或更高版本。它
也与 Docker 卷 CLI 集成。此外，它还可与 Docker Swarm 技术无缝配合，以允许
进行容器编排。
前提条件是在创建卷之前安装 Veritas Docker 插件 rpm 并配置磁盘组。

安装 Veritas Docker 卷插件
在要安装 Docker 卷插件的所有节点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安装捆绑软件
包中提供的 VRTSdocker-plugin rpm。此软件包使 Docker 容器能够使用 Veritas 所
提供的永久性存储。
◆

运行以下命令。
# rpm -ivh VRTSdocker-plugin-1.x-Linux.x86_64.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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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磁盘组
为共享存储环境或非共享环境创建磁盘组。

1

对于共享存储环境，创建名为 dockerdg 的共享磁盘组。
# /usr/sbin/vxdg -s init dockerdg <disk_1> <disk_2> <disk_3> ..
<disk_n>

2

对于非共享存储环境，创建名为 dockerdg 的共享磁盘组。
# /usr/sbin/vxdg -s -o fss init dockerdg <disk_1> <disk_2> <disk_3>
.. <disk_n>

有关如何创建 VxVM 磁盘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vxdg 手册页。

使用附加存储自动创建 Docker 容器
使用附加的存储自动创建 Docker 容器
在此过程中，demovol 是已创建的卷的名称。

1

使用 docker volume create 命令创建卷。
# docker volume create -d veritas --name demovol

2

或者，也可以使用 -o 选项指定大小和/或布局选项。
# docker volume create -d veritas --name demovol -o size=1g -o
layout=mirror

注意：如果在创建卷时未提供选项，则它将使用
/etc/vx/docker/vxinfoscale-default.conf 文件中存储的默认大小和布局

值。如果提到了 layout=auto，则 InfoScale 会自动为环境选择最佳布局。

3

可以通过运行 docker volume ls 命令验证是否已正确创建卷。
# docker volume ls

DRIVER
veritas

VOLUME NAME
demo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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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使用 docker volume inspect 命令验证卷的详细信息。
# docker volume inspect demovol

[
{
"Name": "demovol",
"Driver": "veritas",
"Mountpoint": "/dockerfs/demovol_dockerdg",
"Labels": {},
"Scope": "global"
}
]

5

启动 Docker 容器。
# docker run --name <container_name> -it --volume-driver veritas
-v demovol:/vol<docker_image> <command>

其中，VxVM 卷 demovol 会自动附加到 Docker 容器。

6

您可以验证容器是否正在运行以及是否可访问。
# docker ps <container_name>

7

还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卷。
# docker volume rm demovol

通过使用服务质量支持，避免嘈杂的邻居问题
您可以对卷设置 maxiops 限制，以避免嘈杂的邻居问题。
设置卷的最大 IOPS
◆

在创建卷时提供 maxiops 值。
# docker volume create -d veritas --name <volume-name> -o
maxiops=<IOPS limit>

例如，# docker volume create -d veritas --name demovol -o
maxiops=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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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置备以创建快照
可以使用 Docker 卷 CLI 创建卷的空间优化快照。
◆

创建名为 snapvol1 的卷 vol1 的快照。
# docker volume create -d veritas --name snapvol1 -o sourcevol=vol1
[-o cachesize=<cachesize>]

注意：选项 cachesize 是可选的选项。如果未提供此选项，将创建具有默认 cachesize
的空间优化快照。当前默认 cachesize 值为源卷大小的 30%。

使用 Docker 1.12 Swarm 模式配置 Veritas 卷插件
Veritas 卷插件可与 Docker Swarm 无缝配合，以允许进行容器编排。
以下过程使用
通过 Docker 1.12 Swarm 模式配置 Veritas 卷插件

1

以包含下列两个节点的 Docker Swarm 群集为例：docker1 和 docker2。
# docker node ls

ID HOSTNAME STATUS AVAILABILITY MANAGER STATUS
bd3ccjzm4qmo1ntil88r9q0la * docker1 Ready Active Leader
d3rbrj0d4goyfckae0wozwwew docker2 Ready Active

2

创建 Veritas 卷。
# docker volume create -d veritas --name volume1 -o size=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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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提供源卷名称从 Swarm管理器创建 MYSQL 服务。
使用 volume1 作为已通过 Veritas 驱动程序创建的源卷名称。
# docker service create --replicas 1 --name sql1 --mount
type=volume,source=volume1,target=/var/lib/mysql,readonly=false
-e MYSQL_ROOT_PASSWORD=root123 mysql

# docker service ps sql1

ID NAME
IMAGE NODE
6e2dlvx27iwrgrwdcdf43u4d9 sql1.1 mysql docker1
DESIRED STATE
Running

CURRENT STATE
Running

ERROR
44 seconds ago

其中，mysql 服务已在节点 docker1 上调度。

4

将一些持久性数据写入节点 docker1 上的 mysql 数据库。
# docker ps -a

CONTAINER ID IMAGE
d844dfa66f65 mysql:latest
CREATED
A minute ago
PORTS
3306/tcp

5

COMMAND
"docker-entrypoint.sh"

STATUS
Up

NAMES
sql1.1.6e2dlvx27iwrgrwdcdf43u4d9

[root@docker1] # docker exec -it d844dfa66f65 b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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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ot@d844dfa66f65: /# mysql -proot123

mysql> create database swarm_test;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2 sec)
mysql> use swarm_test;
Database changed
mysql> create table people (name text, age integer);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4 sec)
mysql> insert into people values ('Person1', 29);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0 sec)
mysql> insert into people values ('Person2', 31);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01 sec)
mysql> select * from people;
+---------+------+
| name | age |
+---------+------+
| Person1 | 29 |
| Person2 | 31 |
+----------+------+
2 rows in set (0.00 sec)

7

在 docker1 上模拟节点故障。由 Docker Swarm 在另一个节点上重新调度
MySQL 服务。
[root@docker1]# docker node update --availability drain docker1

159

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管理 Docker 容器
管理 Docker 容器的存储容量

8

[root@docker1]# docker service ps sql1

ID NAME
IMAGE
NODE
8rofbg2td0i7oubzyxpv0kvik sql1.1 mysql docker2
6e2dlvx27iwrgrwdcdf43u4d9 \_ sql1.1 mysql docker1
DESIRED STATE CURRENT STATE ERROR
Running
Running
47 seconds ago
Shutdown Shutdown
about a minute ago

由 Docker Swarm 在节点 docker2 上重新调度 MySQL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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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节点 docker2 上验证是否已创建具有 MySQL 服务的容器，并验证数据库中
的更新数据。
[root@docker2] # docker ps -a

CONTAINER ID IMAGE
COMMAND
9fafb70c793b mysql:latest "docker-entrypoint.sh"

CREATED
STATUS
About a minute ago Up
PORTS NAMES
3306/tcp sql1.1.8rofbg2td0i7oubzyxpv0kvik

[root@docker2] # docker exec -it 9fafb70c793b bash
root@9fafb70c793b:/# mysql -proot123

mysql> use swarm_test;
Reading table information for completion of table and column names
You can turn off this feature to get a quicker startup with -A
Database changed
mysql> select * from people;
+---------+------+
| name | age |
+---------+------+
| Person1 | 29 |
| Person2 | 31 |
+----------+------+
2 rows in set (0.00 sec)

在此过程中，由于 InfoScale 存储使数据卷在其他节点上可用，因此容器迁移
操作成功。

关于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功能管理容器的存储。
您可以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功能（例如快照、卷布局等）有效管理为容器置
备的数据卷，提高存储效率和容器冗余性。
对于在 Docker 环境中运行的 IOP 密集型工作负载，需根据应用程序负载制定明智
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存储容量的要求。通过 InfoScale Enterprise 的 Flexible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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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FSS) 功能，您可以向环境不断添加 DAS 存储设备。通过灵活地添加 DAS
设备并借由网络导出本地存储设备，此产品能够借助 Docker 容器中运行的应用程
序来满足容量要求。同样，SmartIO 功能提供的 SSD 缓存可以提高 Docker 容器中
运行的应用程序的性能。
有关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
理指南》。

脱机迁移 Docker 容器
要迁移 Docker 容器和/或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需要为 Cluster File System 配置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容器。迁移之后，CFS 将确保容器访问的数据在群集中保
持一致。
Docker 目前不支持实时迁移。

迁移 Docker 容器
仅需迁移 Docker 容器，即仅需迁移数据时，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可以为此提
供解决方案。由于没有迁移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节点无需为 Docker 容器运行
Cluster Server 代理。
此部分列出了迁移 Docker 容器需要手动执行的步骤。
Docker 容器迁移

图 19-2

InfoScale Enterprise
主机 1

主机 2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
容器 1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

容器 n

/var/lib/docker

容器 n

容器 1

数据卷

数据卷

/var/lib/docker

CFS
VxFS
VxVM

VxFS
Vx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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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FCFS 配置 Docker 容器

1

创建共享磁盘组和卷并执行 mkfs。
# vxdg -s init dockdg disk1 disk2 disk3
# vxassist -g dockdg make vol7 10G
# mkfs -t vxfs /dev/vx/dsk/dockdg/vol7

2

在每个群集节点上装入卷。
# mount -t vxfs -o cluster /dev/vx/dsk/dockdg/vol7 /containervolume

3

写入容器内装入点上的文件。
# docker run -it -v /containervolume:/datavolume
rhel6 /bin/bash

其中 /containervolume 是向 Docker 容器置备的存储，在容器的 /datavolume
目录下可以访问该存储。

迁移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
迁移基础架构和容器数据时，InfoScale Enterprise 也可以为与此相关的用例提供解
决方案。在此场景中，您需要关闭主节点上的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
器，然后在辅助节点上启动它们。
在迁移容器时，确保关闭主节点上的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然后再
将其迁移到辅助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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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 Docker 容器迁移

图 19-3

InfoScale Enterprise
容器 1
应用程序

容器 2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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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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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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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

SFCFS 群集
源主机

目标主机

共享存储

使用 SFCFS 配置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和容器

1

创建共享磁盘组和卷并执行 mkfs。
# vxdg -s init dockdg disk1 disk2 disk3
# vxassist -g dockdg make vol7 10G
# mkfs -t vxfs /dev/vx/dsk/dockdg/vol7

2

在每个群集节点上装入卷。
# mount -t vxfs -o cluster /dev/vx/dsk/dockdg/vol7 /docvol
其中 docvol 是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用于 Docker 基础架构的目录。

3

配置 Docker 以在新建的 CFS 装入点 /docvol 上启动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
请参见第 151 页的“从 Veritas File System 为 Docker 基础架构置备存储”。
注意：Docker 会将所有其数据、元数据和容器存储在已分配的 CFS 共享上。
虽然此 CFS 共享对所有群集节点可见，但一次仅应从一个节点启动 Docker 后
台驻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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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初始化迁移，请确保源节点中已停止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且该程序未正
在使用 CFS 共享。
# systemctl stop docker

5

通过在 /etc/sysconfig/docker 配置文件的 OPTIONS 字段中追加 -g /docvol，
在目标节点上启动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
# systemctl start docker
目标节点上将初始化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完成迁移之后，Docker 容器将处
于退出状态。用户可能需要手动启动这些容器。

注意：要使用 VCS 配置 Docker 容器，请参考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Docker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Docker 安装和配
置指南》）。

Docker 环境中的卷和文件系统的灾难恢复
通过 InfoScale Enterprise，您可以同时复制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管理的 Docker
基础架构以及 Docker 容器的数据卷，也可选择仅复制 Docker 基础架构或数据卷。
复制数据及与容器关联的元数据之后，InfoScale Enterprise 会将数据卷和基础架构
迁移到灾难恢复站点。
使用 VVR 和 VFR 技术的灾难恢复

图 19-4

InfoScale Enterprise
站点 2

站点 1
Docker 后台驻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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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使用 InfoScale Enterprise 管理 Docker 容器
Docker 环境中的卷和文件系统的灾难恢复

VVR 和 VFR 复制技术会将卷块设备和文件系统分别复制到其应用程序处于活动状
态的 DR 站点上。当主站点断开或网络发生中断时，针对主站点和 DR 站点配置的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将提供应用程序的协调故障转移。DR 站点会接
管 VVR 和 VFR 主角色。
如果要恢复 VVR 复制的原始主角色，请执行角色转移操作。VCS GCO 会提供一个
选项，能够在网络分裂之后、应用程序保持活动的情况下选择主 VVR 站点。
有关设置 VVR 和 VFR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Replic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为灾难恢复配置 Docker 容器
使用 VVR/VFR 设置灾难恢复以支持 Docker 容器中的文件系统和卷以及 Docker 后
台驻留程序的方式与为物理主机或虚拟机设置灾难恢复计划的方式类似。
使用 VVR 设置复制
在此部分中，我们将使用 PrimarySite 和 SecondarySite 分别表示主站点和辅助站
点。

1

将 VxVM 数据卷创建为 VxFS 文件系统的支持存储。
[PrimarySite] # vxassist -g dockerdg make vol1 1G

2

创建并装入文件系统。
[PrimarySite] # mkfs -t vxfs /dev/vx/rdsk/dockerdg/vol1
[PrimarySite] # mkdir /vol1
[PrimarySite] # mount -t vxfs /dev/vx/dsk/dockerdg/vol1 /vol1

3

为 VVR 复制创建日志卷 (SRL)。
[PrimarySite] # vxassist -g dockerdg make srlvol 300m

4

在辅助站点上重复步骤 1 和 3 。

5

设置主复制组 (RVG)。
[PrimarySite] # vradmin -g dockerdg createpri rvg vol1 srlvol

6

添加辅助站点。
[PrimarySite] # vradmin -g dockerdg addsec rvg <primarysite ip
address><secondarysite ip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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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启动复制。
[PrimarySite] # vradmin -g dockerdg -a startrep rvg

8

创建 Docker 容器。
# docker run -it --name container -v /vol1:/vol1 ubuntu /bin/bash

有关如何配置 VVR/VFR 相关资源的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Replic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有关 VVR 相关代理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在 VCS GCO 选项中配置 VVR 和 VFR 以便在 DR 站点之间进行复
制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会将写入共享卷的数据从主站点复制到灾难恢复
站点。同样，Veritas File Replicator (VFR) 将复制共享文件系统。配置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以启用从主站点到灾难恢复 (DR) 站点的故障转移。当主站
点或网络连接发生故障时，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将协调应用程序故障
转移到灾难恢复站点。
VVR 代理会自动对写入卷块设备的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但是，对于文件系统，
需要手动将写入文件系统的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 DR 站点。
有关配置 VVR、VFR 和 VCS GC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请参见第 139 页的“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和 Veritas File Replicator (VFR)
进行卷和文件系统的灾难恢复”。

管理 Docker 容器时的限制
■

管理任务：所有 VxFS 和 VxVM 管理命令（如 resize、add volumes、reorganize
volume sets 等）均仅在主机节点上受支持。无法在 Docker 容器中执行这些管
理命令。

■

安全性增强型 Linux (SELinux)：SELinux 是一个 Linux 内核模块，用于为访问
控制安全策略提供一种支持机制。对于由 VxFS 装入点提供支持的数据卷，
SELinux 必须在主机节点上处于禁用模式或自由模式。

■

软件包只能安装到主机节点：不支持在容器中安装和配置 InfoScale 解决方案。

■

根卷：Veritas 不建议将根卷导出到 Docker 容器。

■

由于卷设备不同步导致数据丢失：如果将卷导出到 Docker 容器，则某些 VxVM
操作（如删除卷、逐出磁盘组、重命名卷、重新镜像磁盘组或卷或者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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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M 配置后台驻留程序 (vxconfigd)）可能会导致卷设备不同步，继而可能造
成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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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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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对虚拟机实时迁移进行故障排除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的实时迁移存储连接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机灾难恢复 (DR) 故障排除

■

即使存储与主机的连接断开，KVMGuest 资源仍可能保持处于联机状态

■

如果正在运行虚拟机的主机断开网络连接，则 VCS 将启动虚拟机故障转移

■

由于 RHEV 环境中的引导顺序错误，虚拟机启动失败

■

虚拟机在 wait_for_launch 状态中挂起且无法在 RHEV 环境中启动

■

如果未设置 DROpts 属性，则 VCS 无法在其他 RHEV 群集中的主机上启动虚
拟机

■

虚拟机无法检测到 RHEV 环境中挂接的网卡

■

如果使用 hares -modify 命令的 -add 或 -delete 选项更新了 RHEVMInfo 属性的
任意键，则不会定义 KVMGuest 代理行为

■

RHEV 环境：如果 VM 运行的节点发生混乱或被强制关闭，则 VCS 无法在其他
节点上启动 VM

对虚拟机实时迁移进行故障排除
VCS 群集由多台虚拟机构成，其中的一台虚拟机从某台主机迁移到其他主机。在虚
拟机迁移期间，如果虚拟机迁移到目标节点需要的时间多于 16 秒，其中的一台虚
拟机将会出现混乱。在此情况下，16 秒是 LLT peerinact 参数的默认值。您可以
增加 peerinact 值来为虚拟机迁移提供足够时间。您可以根据启动虚拟机迁移的环
境来调整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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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避免针对虚拟机迁移的故障转移失败，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更改 peerinact
值：
■

使用 lltconfig 命令动态地设置 peerinact值：
# lltconfig -T peerinact:value

■

在 /etc/llttab 文件中设置 peerinact 值以使该值即使在重新启动后也不会改
变。

使用 lltconfig 命令动态地设置 peerinact 值

1

确定迁移节点在您的环境中无响应的时间长度。

2

如果此时间少于默认的 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 16 秒，则 VCS 运行正常。
否则，请在开始迁移之前，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适当增大对等端非活动超时
时间值。
例如，要将 LLT peerinact 超时设置为 20 秒，请使用以下命令：
# lltconfig -T peerinact:2000
peerinact 命令的值以 0.01 秒为单位。

3

验证已将 peerinact 设置为 20 秒：
# lltconfig -T query
Current LLT timer values (.01 sec units):
heartbeat
= 50
heartbeatlo = 100
peertrouble = 200
peerinact
= 2000
oos
= 10
retrans
= 10
service
= 100
arp
= 30000
arpreq
= 3000
Current LLT flow control values (in packets):
lowwater = 40

4

在其他群集节点上重复执行步骤 2 至 3。

5

在迁移完成后，请使用 lltconfig 命令来将该值重置为默认的 peerinac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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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LLT peerinact 值在重启后也不会改变
◆

在 /etc/llttab 文件末尾追加下列行以将 LLT peerinact 值设置为 20 秒：
set-timer peerinact:2000

在追加上述行之后，/etc/llttab 文件应该类似于以下内容：
# cat /etc/llttab
set-node sys1
set-cluster 1234
link eth2 eth-00:15:17:48:b5:80 - ether - link eth3 eth-00:15:17:48:b5:81 - ether - set-timer peerinact:2000

有关 VCS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对于与迁移有关的属性，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中的实
时迁移存储连接
在 RHEV 环境中，如果虚拟机 (VM) 从一台主机迁移至另一台主机且源主机断开存
储连接，则 VM 将保持暂停状态。此问题是 RHEV 环境所特有的。
没有解决方法。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虚拟机灾难
恢复 (DR) 故障排除
当将复制服务组从一个站点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站点时，在 RHEV-M 控制台中，旧站
点中的主机可能转入 NON_RESPONSIVE 状态。
解决 RHEV-M 控制台中主机处于 NON_RESPONSIVE 状态的问题

1

将主机移入维护模式。

2

尝试使用 RHEV-M 控制台激活主机。

3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Redhat 支持部门联系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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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存储与主机的连接断开，KVMGuest 资源仍可能
保持处于联机状态
如果虚拟机正在物理主机上运行并且断开存储连接，则虚拟机将进入 PAUSED 状
态。但是，虚拟机进程仍将运行。监视虚拟机的 KVMGuest 资源将状态报告为
ONLINE，因为虚拟机进程仍处于运行状态，并且未启动故障转移。KVMGuest 资
源无法识别存储状况，因此不会执行任何操作。
如果发生此问题，请让服务组脱机或请手动切换服务组。此操作将关闭虚拟机并启
动另一个节点上的虚拟机。

如果正在运行虚拟机的主机断开网络连接，则 VCS
将启动虚拟机故障转移
如果虚拟机正在物理主机上运行并且断开网络连接（如公共或专用通信通道），则
每个节点上的 VCS 都将无法通信。这是一种经典的裂脑情形。一个节点上运行的
VCS 会认为另一个节点已崩溃并启动虚拟机故障转移。但是，虚拟机将仍然在前一
个节点上运行，同时 VCS 会尝试在另一个节点上启动相同的虚拟机。
如果发生此问题，请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以防止由于网络分区而发生裂脑情形。

由于 RHEV 环境中的引导顺序错误，虚拟机启动失败
创建虚拟机时，您可以指定引导顺序。如果虚拟机具有以下引导顺序，则虚拟机启
动会因无法找到 CD-ROM 而失败：
■

CD-ROM

■

硬盘

如果 VCS 启动了虚拟机，任何关联的 KVMGuest 资源也会失败。此问题是由于
RHEV 行为引起的。
如果发生此问题，请手动编辑引导顺序并将 CD-ROM 从引导序列中删除。然后，
使用 VCS 或 RHEV-M 控制台重新启动虚拟机。

虚拟机在 wait_for_launch 状态中挂起且无法在 RHEV
环境中启动
当通过 RHEV-M 控制台启动虚拟机时，虚拟机可能会在 wait_for_launch 状态中挂
起且无法启动。当 libvirtd 服务无法处理虚拟机启动操作时，会出现此问题。
没有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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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设置 DROpts 属性，则 VCS 无法在其他 RHEV
群集中的主机上启动虚拟机
在 RHEV 环境中，每个主机均属于 RHEV 群集。在本地高可用性情况下，构成 VCS
群集的主机应属于单个 RHEV 群集。但在灾难恢复情况下，您可以在一个 RHEV
群集中的主站点上配置所有主机，在其他 RHEV 群集中的辅助站点上配置所有主
机，即使这些主机属于同一数据中心。在站点故障转移期间，当设置 DROpts 属性
时，VCS 将根据新的 RHEV 群集更改虚拟机主机。
如果未设置 DROpts 属性，VCS 不允许其他 RHEV 群集的主机启动虚拟机。发生此
问题的原因是虚拟机迁移无法在 RHEV 群集中运行。因此，VCS 无法在属于其他
群集中的主机上启动虚拟机。
Veritas 建议仅在灾难恢复配置中配置其他群集的主机并设置 KVMGuest 代理的
DROpts 属性。 对于本地高可用性情况，无需设置 DROpts 属性，并且所有构成 VCS
群集的主机应属于同一 RHEV 群集。

虚拟机无法检测到 RHEV 环境中挂接的网卡
虚拟机可能无法检测到挂接的网络接口。此问题是由于 RHEV 行为引起的。
没有解决方法。

如果使用 hares -modify 命令的 -add 或 -delete 选项
更新了 RHEVMInfo 属性的任意键，则不会定义
KVMGuest 代理行为
如果使用 hares -modify 命令的 -add 或 -delete 选项修改 RHEVMInfo 属性的任
意键，将更改 RHEVMInfo 属性信息序列，并且可能会导致不定义 KVMGuest 资源
行为。-add 选项可以将一个新键添加到任意属性，-delete 选项可以从任意属性中
删除键。这两个选项不应用于配置 RHEVMInfo 属性。
使用 hares -modify 命令的 -update 选项修改属性键：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RHEVMInfo -update key_name value

例如：
# hares -modify vmres RHEVMInfo -update User "admin@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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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V 环境：如果 VM 运行的节点发生混乱或被强制
关闭，则 VCS 无法在其他节点上启动 VM
在 RHEV 环境中，如果某台虚拟机运行的某个节点发生混乱或被强制关闭，则该虚
拟机的状态将不会清除。RHEV-M 将 VM 设置为 UNKNOWN 状态，并且 VCS 无
法在其他节点上启动此虚拟机。您必须在 RHEV-M 中启动手动防护才能清除该状
态。
这并不是 VCS 限制，因为其与 RHEV-M 的设计有关。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3.4 技术指南》。
在 RHEV-M 中启动手动防护并清除 VM 状态

1

在 RHEVMinfo 属性中，将 UseManualRHEVMFencing 键设置为 1。
UseManualRHEVMFencing = 1

2

覆盖资源属性：
hares -override resource_name OnlineRetryLimit

3

将 OnlineRetryLimit 属性的值修改为 2：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OnlineRetryLimit 2

清除 VM 的状态后，VCS 便可在其他节点上启动该 VM。
下面是基于 RHEV 的灾难恢复的资源配置示例：
group rhev_sg (
SystemList = { rhelh_a1 = 0, rhelh_a2 = 1 }
TriggerPath ="bin/triggers/RHEVDR"
PreOnline=1
OnlineRetryLimit = 1
)
KVMGuest rhev_fo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192.168.72.11:443",
User = "admin@internal",
Password = flgLglGlgLglG,
Cluster = RHEV-PRIM-CLUS,
UseManualRHEVMFencing = 1 }
GuestName = swvm02
OnlineRetryLimit = 2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175

故障排除
RHEV 环境：如果 VM 运行的节点发生混乱或被强制关闭，则 VCS 无法在其他节点上启动 VM

//
//
//
//
//

group rhev_sg
{
KVMGuest rhev_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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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示例配置

■

适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境的示例配置

示例配置
主机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kvmclus (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group r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RemoteGroup rvg1 (
IpAddress = "192.203.47.61"
Username = vcsuser
Password = CQIoFQf
GroupName = appsg
VCSSysName = sys1
ControlMode = OnOff
)
requires group vmgrp online local har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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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vm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Application app1(
StartProgram = "/usr/bin/virsh start PM1vxfsVM1"
StopProgram = "/usr/bin/virsh shutdown PM1vxfsVM1"
PidFiles = { "/var/run/libvirt/qemu/PM1vxfsVM1.pid"
}
)

VM 来宾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appclus (
)
system sys1 (
)
group app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
)
Process proc (
PathName = /test
)

示例配置 1：使用本机 LVM 卷存储来宾映像
group kvmtest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KVMGuest res1 (
GuestName = kvmguest1
GuestConfigFilePath = "/kvmguest/kvmguest1.xml"
DelayAfterGuestOnline = 10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5
)
Mount mnt1 (
BlockDevice = "/dev/mapper/kvmvg-kvm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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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Point = "/kvmguest"
FSType = ext3
FsckOpt = "-y"
MountOpt = "rw"
)
LVMLogicalVolume lv1 (
VolumeGroup = kvmvg
LogicalVolume = kvmvol
)
LVMVolumeGroup vg1 (
VolumeGroup = kvmvg
)
res1 requires mnt1
mnt1 requires lv1
lv1 requires vg1

示例配置 2：使用 VxVM 卷存储来宾映像
group kvmtest2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KVMGuest res1 (
GuestName = kvmguest1
GuestConfigFilePath = "/kvmguest/kvmguest1.xml"
DelayAfterGuestOnline = 10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5
)
Mount mnt1 (
BlockDevice = "/dev/vx/dsk/kvmvg/kvmvol"
MountPoint = "/kvmguest"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MountOpt = "rw"
)
Volume vol1 (
Volume = kvm_vol
DiskGroup = kvm_dg
)
DiskGroup dg1 (
DiskGroup = kvm_dg
)
res1 requires m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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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t1 requires vol1
vol1 requires dg1

示例配置 3：使用 CVM-CFS 存储来宾映像
group kvmgrp (
SystemList = { kvmpm1 = 0, kvmpm2 = 1 }
)
KVMGuest kvmres (
GuestName = kvmguest1
GuestConfigFilePath = "/cfsmount/kvmguest1.xml"
DelayAfterGuestOnline = 10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5
)
kvmgrp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kvmpm1 = 0, kvmpm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kvmpm1, kvmpm2 }
)
CFSMount cfsmount (
MountPoint = "/cfsmount"
BlockDevice = "/dev/vx/dsk/cfsdg/cfsvol"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kvmcfs
CVMNodeId = { kvmpm1 = 0, kvmpm2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olDg cfsdg (
CVMDiskGroup = cfsdg
CVMVolume = { cfs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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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smount requires cfsdg
cfsmount requires cvm_clus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适用于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环
境的示例配置
适用于基于 RHEV 的服务组的示例配置：
group rhev_grp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KVMGuest kvmres1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rhevm-server.example.com:443",
User = "admin@internal"
Password = bncNfnOnkNphChdHe,
Cluster = dc2_cluster1,
UseManualRHEVMFencing=1 }
GuestName = rhevvm1
DelayAfterGuestOnline = 20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5
)

适用于基于 AD 的域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kvmtest (
UserNames = { admin = bQRjQLqNRmRRpZRlQO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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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virt_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KVMGuest virt_res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rhevm.example.com:443",
User = rhevmadmin@example.com",
Password = codOgoPolOqiDieIf,
Cluster = cluster_NFS,
UseManualRHEVMFencing=0 }
GuestName = VM1
)

适用于基于 RHEV 的灾难恢复服务组的示例配置：
group VM_SG (
SystemList = { rhelh_a1 = 0, rhelh_a2 = 1 }
TriggerPath = "bin/triggers/RHEVDR"
PreOnline = 1
OnlineRetryLimit = 2
)
KVMGuest kvm_res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192.168.72.11:443",
User = "admin@internal",
Password = CQIoFQf,
Cluster = RHEV-PRIM-CLUS,
UseManualRHEVMFencing = 1 }
GuestName = swvm02
DROpts = { ConfigureNetwork = 1,
IPAddress = "192.168.74.21",
Netmask = "255.255.252.0",
Gateway = "192.168.74.1",
DNSServers = "143.127.176.14",
DNSSearchPath = "rhevdc.com",
Device = eth0 }
)
requires group STORAGE online global 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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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VM_SG
//
{
//
KVMGuest kvm_res
//
}

group STORAGE (
SystemList = { rhelh_a1 = 0, rhelh_a2 = 1 }
ClusterList = { RHEV_SEC = 0, RHEV_PRIM = 1 }
TriggerPath = "bin/triggers/RHEVDR"
TriggersEnabled = { POSTONLINE }
)
SRDF srdf_res1 (
GrpName = rhevdr
)
SRDF srdf_res2 (
GrpName = rhevdr2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STORAGE
//
{
//
SRDF srdf_res1
//
SRDF srdf_res2
//
}

适用于 RHEV 环境中多资源配置的示例配置：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group rhevgrp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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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Guest vmres1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rhevm.example.com:443",
User = "admin@internal",
Password = FRGrJRsROrTLgLHlI,
Cluster = vcs_clus,
UseManualRHEVMFencing = 0 }
GuestName = vcsvm1
DelayAfterGuestOnline = 10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5
)

group rhevgrp2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KVMGuest vmres2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rhevm.example.com:443",
User = "admin@internal",
Password = FRGrJRsROrTLgLHlI,
Cluster = vcs_clus,
UseManualRHEVMFencing = 0 }
GuestName = vcsvm2
DelayAfterGuestOnline = 7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30
)

适用于 RHEV 虚拟机迁移的示例配置：

group rhev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KVMGuest rhevres (
RHEVMInfo = { Enabled = 1,
URL = "https://rhevm.example.com:443",
User = "admin@internal",
Password = AMBmEMnMJmOGbGCgD,
Cluster = rhev_cluster,
UseManualRHEVMFencin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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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Name = rhevvm1
DelayAfterGuestOnline = 15
DelayAfterGuestOffline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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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查找更多信息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

Linux 虚拟化文档

■

服务和支持

■

关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Veritas InfoScale 文档
可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获取 Adobe
可移植文档格式 (PDF) 的最新文档。
有关此版本中文档更改的信息，请参见版本说明。
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文档的最新版本。每个指南的第 2 页提供了文档版本信息。每个
文档的标题页上提供了出版日期。定期更新文档以纠正错误或更正内容。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您需要指定产品和平台并应用其他筛选条件来查找相应文档。

Linux 虚拟化文档
对于 Red Hat 文档：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https://access.redhat.com/site/documentation/Red_Hat_Enterprise_Linux/

■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
https://access.redhat.com/site/documentation/Red_Hat_Enterprise_Virtualization/

■

KVM 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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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dhat.com/resourcelibrary/whitepapers/doc-kvm
■

KVM 开源项目站点：
http://www.linux-kvm.org/page/Main_Page

对于 SUSE：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http://www.suse.com/documentation/sles11/book_kvm/?page=/documentation/
sles11/book_kvm/data/book_kvm.html

■

有关 SLES11SP3 安装信息：
http://www.suse.com/documentation/sles11
有关完整的功能集，请参见 SUSE 文档。

服务和支持
要访问自助服务知识库，请访问以下 URL：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html

关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是一个网站，可自动处
理和简化某些最耗时的管理任务。SORT 有助于您更高效地管理数据中心，并充分
利用 Veritas 产品。
SORT 可以帮助您执行以下操作：
为下一次安装或升级做准 ■
备

管理风险

提高效率

■

列出产品安装和升级要求，包括操作系统版本、内存、磁盘空
间和体系结构。
分析系统以确定是否已做好安装或升级 Veritas 产品的准备。

■

从中央储存库下载最新的修补程序、文档和高可用性代理。

■

访问硬件、软件、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最新兼容性列表。

■

■

从中央储存库获取有关对修补程序、阵列特定模块
(ASL/APM/DDI/DDL) 和高可用性代理所做更改的自动电子邮
件通知。
确定并降低系统和环境风险。

■

显示数百个 Veritas 错误代码的说明和解决方案。

■

根据产品版本和平台查找并下载修补程序。

■

列出已安装的 Veritas 产品和许可证密钥。

■

调整并优化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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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SORT 的某些功能并非对所有产品都可用。 访问 SORT 不需要额外费用。
要访问 SORT，请转到：
https://sort.ver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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