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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uster Server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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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群集拓扑

■

3. VCS 配置概念

1

1
Cluster Server 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Cluster Server

■

关于群集控制准则

■

关于 VCS 的物理组件

■

VCS 的逻辑组件

■

总结

关于 Cluster Server
Cluster Server (VCS) 可将多个独立系统连接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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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 如何检测故障
VCS 通过执行特定命令、进行测试或运行脚本来监视应用程序的总体健康状况来检
测应用程序故障。VCS 还可以通过支持应用程序确定基础资源（如文件系统和网络
接口）的健康状况。
VCS 使用冗余网络心跳来区分是丢失了系统，还是丢失了系统之间的通信。VCS
还可以使用基于 SCSI3 的成员集协调与数据保护来检测节点故障和防护故障。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群集控制、通信以及成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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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如何确保应用程序的可用性
当 VCS 检测到应用程序故障或节点故障时，VCS 便会在群集中的其他节点上启动
应用程序服务。
图 1-1 显示了 VCS 如何对 IP 地址和系统名称进行虚拟化，以便客户端系统可继续
访问应用程序，并且不知道使用的是哪台服务器。
VCS 对 IP 地址和系统名称进行虚拟化，以确保应用程序可用性

图 1-1

IP 地址
应用程序
存储

存储

例如，在由 db-server1 和 db-server2 组成的双节点群集中，虚拟地址可以称为
db-server。客户端对 db-server 进行访问时并不知道是哪台物理服务器承载
db-server。

关于转换和故障转移
转换和故障转移是由 VCS 在群集中的其他节点上启动应用程序服务的过程。两个
过程之间的区别如下所示：
转换

转换是指有序地关闭某台服务器上的应用程序及其支持资源，并在其他
服务器上进行受控启动。

故障转移

故障转移与转换类似，但可能因硬件或服务故障而无法有序地关闭原始
节点上的应用程序，因此在其他节点上启动服务。

关于群集控制准则
如果满足下列准则，大多数应用程序都可以置于群集控制下：
■

定义的启动、停止和监视过程
请参见第 21 页的“ 定义的启动、停止和监视过程”。

■

能够在已知状态下重新启动
请参见第 21 页的“ 能够在已知状态下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

能够将所需数据存储在共享磁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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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2 页的“ 外部数据存储”。
■

符合许可证要求及主机名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22 页的“ 许可和主机名问题”。

定义的启动、停止和监视过程
下表介绍为启动、停止和监视要形成群集的应用程序而定义的过程：
启动过程

应用程序必须具有启动命令以及可能需要的所有资源。VCS 将按特定
顺序启动所需资源，然后通过使用定义的启动过程来启动应用程序。
例如，要启动 Oracle 数据库，VCS 必须知道要调用的 Oracle 实用程
序（如 sqlplus）。VCS 还必须知道 Oracle 用户、实例 ID、Oracle 主
目录以及 pfile。

停止过程

各个应用程序实例必须能够在不影响其他实例的情况下停止。
例如，不能终止 Web 服务器上的所有 httpd 进程，因为这样还会停止
其他 Web 服务器。
如果 VCS 无法彻底停止应用程序，可能会调用更具强制性的方法，如
终止信号。强制停止之后，可能需要清除遗留的各种特定于进程和特定
于应用程序的项。这些项包括共享内存段或信号。

监视过程

应用程序必须有监视过程来确定指定的应用程序实例运行是否正常。应
用程序必须允许单独监视各个实例。
例如，Web 服务器的监视过程连接到指定的服务器并验证其是否能提
供 Web 页面。在数据库环境中，监视应用程序可以连接到数据库服务
器，并执行 SQL 命令来验证对数据库的读写访问权限。
如果测试与用户执行的操作高度一致，则更容易发现问题。通过确保应
用程序正常运行并最大限度减少监视开销，权衡监视级别。

能够在已知状态下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当您使应用程序脱机时，应用程序必须停止所有任务，将数据正确存储在共享磁盘
上，然后退出。有状态服务器不得将客户端状态保留在内存中。状态应该写入共享
存储以确保能够进行正确的故障转移。
例如，Oracle、Sybase 或 SQL Server 之类的商业数据库便是一些很好的编写合理
且可应对崩溃情况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在发出任何 SQL 请求之后要一直保留相应
的请求，直至接收到来自服务器的确认信息。服务器接收到请求后，将其放在特殊
的 重做 日志文件中。在将确认发送给客户端前，数据库会确认数据是否已保存。
服务器崩溃之后，数据库通过装入数据表和应用重做日志恢复到最后的已知确认状
态。这将使数据库返回到崩溃前一刻的状态。客户端将重新提交服务器未确认的所
有未完成的客户端请求，并且所有其他请求都包含在重做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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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用程序在服务器崩溃之后无法正常恢复，便不能在群集环境中运行。由于数
据损坏及其他问题，接管服务器无法启动。

外部数据存储
应用程序必须能够将全部的所需数据和配置信息存储在共享磁盘上。但实际的无共
享群集例外。
请参见第 41 页的“关于无共享群集”。
例如，设置 SQL Server 以便将二进制文件安装在本地系统上。共享数据库和配置
信息驻留在共享磁盘上。
应用程序还必须将数据存储在磁盘上，而不是在内存中对其进行维护。接管系统必
须能够访问全部的所需信息。此要求并不包括使用单个系统中对等端无法访问的任
何内容。可接受用于提高性能的 NVRAM 加速板以及其他磁盘高速缓存机构，但必
须在外部阵列而不是本地主机上进行。

许可和主机名问题
应用程序必须能够在所有指定为潜在主机的服务器上运行。此要求表示要严格遵守
许可证要求和主机名依赖关系。因为一旦更改了主机名，那么在系统发生中断之
后，如果多个系统具有相同的主机名，就会导致严重的管理问题。建议不要创建自
定义脚本在故障转移时修改系统主机名。Veritas 建议对应用程序和许可证进行配置
以便在所有主机上都能正常运行。

关于 VCS 的物理组件
VCS 群集由多个与专用通信基础架构连接的系统组成。VCS 将属于群集的各个系
统视为节点。
每个群集都具有唯一的群集 ID。冗余群集通信链接与群集中的系统连接。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VCS 节点”。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共享存储”。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网络”。

关于 VCS 节点
VCS 节点承载服务组（托管应用程序及其资源）。每个系统都与网络硬件连接，通
常还会与存储硬件连接。系统中包含的一些组件用于对应用程序进行恢复管理，以
及启动和停止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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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可以是单个系统，也可以使用企业级系统或支持的虚拟机上的域或分区创建节
点。各个群集节点都运行各自的操作系统并拥有自己的引导设备。单个 VCS 群集
中的每个节点都必须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

关于共享存储
存储是大多数应用程序服务（因此，也就是大多数服务组）的主要资源。可以在对
关联的数据文件具有访问权限的系统上启动受管理应用程序。因此，只有当群集中
的所有系统共享存储时，服务组才能在所有系统上运行。在许多配置中，存储区域
网络 (SAN) 都有此要求。
请参见第 40 页的“ 群集拓扑和存储配置”。

关于网络
群集中的网络用途如下：
■

在群集节点与客户系统之间进行通信。

■

在群集节点之间进行通信。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群集控制、通信以及成员集”。

VCS 的逻辑组件
VCS 由若干个提供基础架构以便能够将应用程序加入群集的组件组成。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资源和资源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25 页的“资源类别”。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资源类型”。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服务组”。
请参见第 26 页的“服务组的类型”。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ClusterService 组”。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VCS 中的代理”。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代理函数”。
请参见第 30 页的“ VCS 代理框架”。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群集控制、通信以及成员集”。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安全服务”。
请参见第 32 页的“ VCS 管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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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源和资源依赖关系
资源是构成应用程序的硬件或软件实体。一些资源示例包括磁盘组和文件系统、网
络接口卡 (NIC)、IP 地址以及应用程序。
资源依赖关系是指由于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的要求而互相依赖的资源。资源依赖关
系以图形方式按层次结构表示，也称为树，其中上层资源（父资源）依赖下层资源
（子资源）。
图 1-2 所示为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层次结构。
资源依赖关系图示例

图 1-2

应用程序需要数据库和 IP 地址。
应用程序
数据库
文件

IP 地址
网络

磁盘组

资源依赖关系确定资源联机或脱机的顺序。例如，必须先导入磁盘组，然后再启动
该磁盘组中的卷；必须先启动卷，然后再装入文件系统。反过来，必须先卸载文件
系统，然后再停止卷；必须先停止卷，然后再逐出磁盘组。
启动应用程序的过程是：使父资源下的每个子资源都联机之后，使父资源联机，继
续沿树向上推进，直到最终启动应用程序。相反，要使受管理的应用程序脱机，
VCS 需要从层次结构顶部开始停止资源。在本示例中，先停止应用程序，然后停止
数据库应用程序。接着同时停止 IP 地址和文件系统。这些资源之间没有任何资源依
赖关系，继续沿树向下推进。
子资源都联机之后，父资源才能联机。父资源脱机之后，子资源才能脱机。如果资
源没有父子相互依赖关系，则可同时使其联机或脱机。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引入了一种新的资源依赖关系类型，其中父资源可以依赖于一组子资源。 只有当该
子资源集中联机的子资源数量达到最低要求时，父资源才能联机或保持联机状态。
例如，某个应用程序依赖于五个 IP，如果该应用程序需要联机或者保持联机状态，
则至少必须有两个 IP 处于联机状态。您可按下图所示配置这种依赖关系。
该系统创建了一组子 IP 资源，而应用程序资源将依赖于这组子资源。在此示例中，
假定应用程序资源是 res1，子 IP 资源是 res2、res3、res4、res5 和 re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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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图

图 1-3

Application (res1)

最小依赖关系 = 2个 IP

IP (res6)

IP (res2)

IP (res3)

IP (res4)

IP (res5)

如果有两个或多个 IP 资源联机，该应用程序将尝试联机。如果联机资源数降至最低
要求（在本例中为 2 个）以下，则资源故障会沿着资源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
注意：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和 JAVA GUI 不支持 atleast 资源依
赖关系，因此依赖关系会显示为正常资源依赖关系。

资源类别
不同类型的资源需要不同级别的控制。
表 1-1 介绍了三种类别的 VCS 资源。
表 1-1

VCS 资源类别

VCS 资源

VCS 行为

On-Off

：VCS 根据需要启动和停止 On-Off 资源。例如，VCS 在需要
时导入磁盘组，并在不再需要时将其逐出。

On-Only

VCS 可启动 On-Only 资源，但不停止它们。
例如，对于 FileOnOnly 资源，VCS 将创建文件。如果服务组
脱机，VCS 不会删除文件。

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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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源不能联机或脱机。例如，网络接口卡不能启动或停
止，但在配置 IP 地址时需要它。Persistent 资源的运行值为
None。VCS 会对 Persistent 资源进行监视以确保其状态和运
行正常。Persistent 资源发生故障会触发服务组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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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源类型
VCS 针对所管理的每个资源都定义了资源类型。例如，可以配置 NIC 资源类型来
管理网络接口卡。同样，可以使用 IP 资源类型配置 IP 地址。
VCS 包括一组预定义的资源类型。对于每个资源类型，VCS 都有相应的代理来提
供控制资源的逻辑。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VCS 中的代理”。

关于服务组
服务组是一个虚拟容器，包含运行受管理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硬件和软件资源。利
用服务组，VCS 可以将受管理应用程序的所有硬件和软件资源作为一个单元进行控
制。进行故障转移时，资源不是分别进行故障转移，而是整个服务组进行故障转
移。如果系统上有多个服务组，则各组可以在不影响其他组的情况下进行故障转
移。
图 1-4 显示一个典型的数据库服务组。
图 1-4

典型的数据库服务组

应用程序

文件系统

磁盘组

IP 地址

网络

单个节点可以承载任意数量的服务组，其中每个服务组都为通过网络连接的客户端
提供单独的服务。如果服务器崩溃，必须将该节点上的所有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其他
位置。
服务组可以相互依赖。例如，托管应用程序可能是依赖于数据库应用程序的财务应
用程序。由于受管理应用程序由提供服务所需的所有组件组成，因此，服务组依赖
关系使得受管理应用程序更加复杂。使用服务组依赖关系时，受管理应用程序便是
整个依赖关系树。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服务组的类型
VCS 服务组分为三个主要类别：故障转移、并行以及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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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故障转移服务组
故障转移服务组每次只在群集中的一个系统上运行。故障转移组用于大多数不支持
多个系统同时访问应用程序数据的应用程序。

关于并行服务组
并行服务组同时在群集中的多个系统上运行。并行服务组比故障转移组复杂。并行
服务组适用于那些管理多个同时运行而不会造成数据损坏的应用程序实例的应用程
序。

关于混合型服务组
混合型服务组适于复制数据群集，是故障转移服务组和并行服务组的组合。它在系
统区域或站点内作为故障转移组运行，在多个系统区域或站点间作为并行组运行。
混合型服务组不能在多个系统区域间进行故障转移。只有当多个系统位于同一系统
区域或站点中时，VCS 才允许对混合型组执行切换操作。如果在区域内没有任何系
统可供故障转移使用，则 VCS 将对编号最低的节点调用无故障转移触发器。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318 页的“关于 nofailover 事件触发器”。

关于 ClusterService 组
ClusterService 组是一种有特殊作用的服务组，其中包括 VCS 组件所需的资源。
该组包含以下各项的资源：
■

通知

■

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该进程在全局群集中使用

默认情况下，即使存在诸如节点冻结之类的限制，ClusterService 组也可以故障转
移到任意节点。但是，如果禁用 AutoAddSystemToCSG 属性，则可以控制
SystemList 中包含的节点。ClusterService 组是第一个置入联机状态的服务组，不
能自动禁用。ClusterService 组在第一个转换为运行状态的节点上进入联机状态。
VCS 引擎不支持手动使该组脱机的操作。

关于 VCS 中的代理
代理是提供管理资源的逻辑的多线程进程。针对每个资源类型，VCS 都有一个代
理。代理监视同一类型的所有资源，例如，一个 IP 代理管理所有 IP 资源。
代理启动后，将从 VCS 获取必要的配置信息。 之后代理定期监视资源，并使用资
源状态更新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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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资源类型，使资源联机或脱机的操作区别很大。例如，使磁盘组联机时，
需要导入该磁盘组。但是，使数据库联机时，需要启动数据库管理器进程并执行适
当的启动命令。
VCS 在资源处于联机和脱机时进行监视，以确保不会在不应运行这些资源的系统上
启动它们。因此，VCS 在群集启动时针对配置为在系统上运行的资源启动代理。如
果没有配置特殊类型的资源，则不启动代理。例如，如果配置中不存在 Oracle 资
源，则不在系统上启动 Oracle 代理。
当某个应用程序失去 VCS 的控制而被有意关闭时，某些代理可以识别出来。对于
支持此功能的代理，如果管理员有意关闭某个不受 VCS 控制的应用程序，则 VCS
不会将其视为故障。VCS 将服务组状态设置为脱机或部分，这取决于服务组中其他
资源的状态。
此功能允许管理员停止应用程序，而不会导致故障转移。此功能适用于 V51 代理。
代理版本独立于 VCS 版本。例如，VCS 6.0 可以运行 V40、V50、V51 和 V52 代
理以实现向后兼容。
请参见第 254 页的“支持有意脱机功能的资源的 VCS 行为”。

关于代理函数
代理会对资源执行特定操作。代理所执行的函数称为入口点。
表 1-2 介绍了代理函数。
表 1-2

代理函数

代理函数

角色

Online

使特定资源从 OFFLINE 状态转为 ONLINE 状态。

Offline

使资源从 ONLINE 状态转为 OFFLINE 状态。

Monitor

测试资源的状态以确定资源是联机还是脱机。
此函数在下列时间运行：
■

节点最初的启动期间，用于探查和确定系统上所有资源的状态。

■

每次执行联机和脱机操作后。

■

定期，用于验证资源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当资源处
于联机状态时，monitor 入口点每 60 秒运行一次。当资源应处于脱
机状态时，入口点每 300 秒运行一次。
使用以下命令探查资源时：
# hares -probe res_name -sys system_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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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函数

角色

Clean

资源无法联机、无法脱机或在 ONLINE 状态下无法检测为 ONLINE 后，
执行清除操作。Clean 入口点设计为在应用程序失败后进行清除。此函
数可确保主机系统返回到有效状态。例如，清除功能可以删除数据库遗
留的共享内存段或 IPC 资源。

Action

执行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操作和传统活动（如联机和脱机）作用域之
外的操作。某些代理具有预定义的操作脚本，可以通过调用 action 函数
来运行这些脚本。

Info

检索联机资源的特定信息。
检索的信息存储在资源属性 ResourceInfo 中。此函数在资源类型属性
InfoInterval 设置为非零值时由代理框架定期调用。InfoInterval 属性表
示必须调用 info 函数的周期。例如，Mount 代理可以使用此函数指明文
件系统上的可用空间。
要查看更新信息，可以通过运行以下命令从命令行界面显式调用 info 代
理函数：
hares -refreshinfo res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代理类别
与 VCS 配合使用的不同代理类型包括捆绑代理、企业代理和自定义代理。

关于捆绑代理
VCS 附带捆绑代理。 其中包括用于 Disk、Mount、IP 以及各种其他资源类型的代
理。

关于 Enterprise Agent
Enterprise Agent 控制第三方应用程序。其中包括用于 Oracle、Sybase 和 DB2 的
代理。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文档：
■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安装和配置指南》

■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Sybase 安装和配置指南》

■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DB2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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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定义代理
自定义代理是客户或 Veritas 顾问开发的代理。通常情况下，开发代理是因为用户
需要控制当前捆绑代理或 Enterprise Agent 不支持的应用程序。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VCS 代理框架
VCS 代理框架是一组编译到每个代理中的常用预定义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连接到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引擎 (HAD) 的功能和了解常用配置属性的功能。代理框架
使得开发人员无需开发群集所需的功能，因此开发人员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控制特
定资源类型上。

关于群集控制、通信以及成员集
群集通信可确保 VCS 随时了解每个系统的服务组和资源的状态。另外，VCS 还可
以通过它们识别哪些系统是群集的活动成员，哪些系统已经加入或脱离群集，以及
哪些系统出现了故障。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and Atomic Broadcast (GAB)”。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关于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每个系统上都在运行 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HAD 也称为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引擎，它负责下列功能：
■

基于配置文件创建正常生效的群集配置

■

在新节点加入群集时分发信息

■

响应操作员的输入

■

在出现故障时采取纠正操作。

该引擎使用代理来监视和管理资源。它从本地系统上的代理收集有关资源状态的信
息，然后将该信息转发给所有群集成员。
本地引擎还会接收来自其他群集成员的信息以更新它掌握的群集信息。HAD 是作为
重复状态计算机 (RSM) 运行。每个节点上运行的引擎都掌握了该节点上完整的同步
资源状态视图。每个 HAD 实例都按要求采用相同的代码路径以便采取纠正操作。
RSM 通过使用一个特制的通信软件包进行维护。通信软件包由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协议和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and Atomic Broadcast (GAB)
协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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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adow 进程对 HAD 进行监视并在需要时重新启动它。

关于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and Atomic Broadcast (GAB)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and Atomic Broadcast (GAB) 协议负责以下群集成员
集通信和群集通信功能：
■

群集成员集
GAB 经由 LLT 从每个节点接收有关心跳状态的输入来维护群集成员集。当系统
不再从对等端接收心跳时，会将对等端标记为 DOWN，并将其从群集中排除。
在 VCS 中，成员集是参与群集的系统的集合。
VCS 具有下列成员集类型：

■

■

常规成员集包括在多个网络通道之间相互通信的系统。

■

危险成员集包括只具有一个专用通信链接的系统。

■

可见成员集包括 GAB 已运行但 GAB 客户端不再向 GAB 注册的系统。

群集通信
GAB 的第二项功能是可靠的群集通信。 GAB 可确保将点到点消息和广播消息
发送到所有节点。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引擎使用专用 IOCTL（由 GAB 提
供）来判定 GAB 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VCS 使用群集节点之间的专用网络通信来维护群集。 Low Latency Transport 可充
当 IP 堆栈的一种高性能、低延迟替代协议，用于所有群集通信。 Veritas 建议所有
群集节点之间至少有两个独立网络。
有关设置网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这两个网络可提供必需的通信路径冗余，并使 VCS 能够区分是网络故障还是系统
故障。
LLT 有下列两项主要功能：
■

流量分配
LLT 在所有可用的专用网络链接之间分配节点间通信（负载平衡）。 此分配意
味着所有群集通信在所有专用网络链接（最多八个）间平均分配，以提高性能
和故障恢复能力。 如果某个链接失败，便会将流量重定向到其余链接。

■

心跳
LLT 负责通过网络链接发送和接收心跳通信。 GAB 的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功能使用此心跳来确定群集成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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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全服务
VCS 使用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提供群集节点之间的安全通信。VCS 使用数
字证书进行身份验证，使用 SSL 来对通过公共网络进行的通信加密。
在安全模式下：
■

VCS 使用基于平台的身份验证。

■

VCS 不会存储用户的密码。

■

所有 VCS 用户都是系统用户和域用户，且都是使用完全限定的用户名进行配置
的， 例如，administrator@vcsdomain。VCS 提供了单一登录机制，这样已通
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无需在每次连接到群集时都进行登录。

为了进行安全的通信，VCS 组件从在本地系统上配置的身份验证代理获取凭据。在
VCS 6.0 和更高版本中，配置安全群集时会自动在每个节点上部署根代理和身份验
证代理。获取的证书在身份验证过程中使用，并提供给客户端以进行 SSL 握手。
VCS 及其组件按以下格式指定帐户名和域：
■

HAD Account
name = HAD
domain = VCS_SERVICES@Cluster UUID

■

CmdServer
name = CMDSERVER
domain = VCS_SERVICES@Cluster UUID

■

广域连接器
name = _WAC_GCO_(systemname)
domain = HA_SERVICES@(fully_qualified_system_name)

VCS 管理组件
VCS 提供了多个组件来管理群集。
表 1-3 介绍了 VCS 提供的用于管理群集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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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群集的 VCS 组件

表 1-3
VCS 组件

说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这是一个基于 Web 的图形用户界面，用于监视和管理群集。
在群集以外的管理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来管理多个群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文档。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

这是一个基于 Java 的跨平台图形用户界面，可提供完整的群集管理功
能。该控制台可在群集内部或外部的任何系统上运行，也可在支持 Java
的任何操作系统上运行。如果未打开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则无法使
用 Java 控制台。默认情况下，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为 14141。

注意：Veritas 建议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作为
图形用户界面来监视和管理群集。Clus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可
能不支持 VCS 6.0 及更高版本中发布的功能。
VCS 命令行界面
(CLI)

VCS 命令行界面提供一组全面的用于管理和控制群集的命令。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总结
在以下示例中，一个双节点群集共享客户端上的目录。两个节点都连接到共享存
储，这样它们可以访问正在共享的目录。配置了单个服务组 FileShare_Group，用
于在系统 A 和系统 B 之间进行故障转移。该服务组包括多个资源，每个资源都具有
不同的资源类型。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引擎 (HAD) 读取配置文件，确定控制服务组中的资源所需
的代理，并启动代理。HAD 使用资源依赖关系来确定使资源联机的顺序。 VCS 按
适当的顺序向对应的代理执行联机命令。
图 1-5 显示了服务组 FileShare_Group 的依赖关系图。
服务组 FileShare_Group 的依赖关系图

图 1-5
myshare

Lanman
ip_a
IP

FileShare
mountv_z

nic_rl20001

MountV
NIC
vmdg_0
VMDg

33

Cluster Server 简介
总结

在此配置中，HAD 将在配置为运行 FileShare_Group 的所有系统上启动 DiskGroup、
Mount、Share、NIC 和 IP 的代理。
按以下方式配置资源依赖关系：
■

MountV 资源联机之前，要求 VMDg 资源先联机。FileShare 资源联机之前，要
求 MountV 资源先联机。

■

IP 资源联机之前，要求 NIC 资源先联机。NIC 资源是持久性资源，不需要启动。

■

Lanman 资源联机之前，要求 FileShare 和 IP 资源先联机。

在上述示例中，可以将服务组配置为在任一节点上自动启动。之后，可以使用命令
将该服务组移到另一个节点上，或者在第一个节点发生故障时，该服务组自动故障
转移到第二个节点上。在故障转移或重定位时，为使第一个节点上的资源脱机，
VCS 将从图表顶部开始。当在第二个节点上启动时，则从底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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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群集拓扑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基本故障转移配置

■

关于高级故障转移配置

■

群集拓扑和存储配置

基本故障转移配置
基本故障转移配置包括非对称配置、对称配置和 N 对 1 配置。

非对称或主动/被动配置
在非对称配置中，应用程序在主服务器上运行。有一台专用的冗余服务器，用于在
出现故障时进行接管。将冗余服务器配置为不执行任何其他功能。
图 2-1 显示非对称群集配置内的故障转移，其中数据库应用程序从主服务器移动或
故障转移到冗余服务器上。
图 2-1
故障转移之前

应用程序

非对称故障转移
故障转移之后

应用程序

关于群集拓扑
基本故障转移配置

此配置是最简单且最可靠的配置。冗余服务器处于备用状态，具备全性能工作能
力。如果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运行，则表示没有兼容性问题。

对称或主动/主动配置
在对称配置中，每台服务器都配置为运行特定的应用程序或服务，并为其对等方提
供冗余。 在下面的示例中，每台服务器上都运行一个应用程序服务组。出现故障
时，继续正常运行的服务器将同时承载两个应用程序组。
图 2-2 显示对称群集配置内的故障转移。
图 2-2

对称故障转移

故障转移之前

故障转移之后

Application1
Application1

Application2
Application2

就硬件利用情况而言，对称配置效率更高。在非对称示例中，冗余服务器只需要与
其对等方具有相同的处理器能力。故障转移时，性能保持不变。在对称示例中，冗
余服务器需要有足够的处理器能力才能运行现有应用程序和接管的新应用程序。
在对称配置中，如果同一系统上运行的多个应用程序不能正确共存，会出现更多问
题。在同一系统上启动多个副本时，有些应用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而有些则会失
败。当具有不同 I/O 和内存要求的两个应用程序在同一系统上运行时，也会出现问
题。

关于 N 对 1 配置
N 对 1 故障转移配置降低了硬件冗余的成本，并且仍然有能力提供一个专用备用服
务器。在非对称配置中，不存在性能损失。也没有在同一系统上运行多个应用程序
而导致的问题 但缺点是在服务器级别的冗余成本为 100%。
图 2-3 显示 N 对 1 故障转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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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N 对 1 配置
冗余服务器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N 对 1 配置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多台服务器不太可能同时出现故障 因此一台冗
余服务器可以保护多台活动的服务器。当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其应用程序将移
到冗余服务器上。例如，在 4 对 1 配置中，一台服务器可以保护四台服务器。此配
置将服务器级别的冗余成本从 100% 降低到 25%。在此配置中，有一台专用冗余服
务器通过电缆连接到所有存储，并在出现故障时充当备用服务器。
此设计存在一个问题——需要执行故障回复。当发生故障的服务器修复后，必须手
动将故障转移服务器上承载的所有服务故障回复到原始服务器。故障回复操作将释
放备用服务器并为群集还原冗余能力。
图 2-4 显示需要故障回复的 N 对 1 故障转移。
图 2-4

需要故障回复的 N 对 1 故障转移
冗余服务器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大多数早期的 N 对 1 群集配置的缺点是由存储体系结构的限制导致的。通常，要将
两台以上的主机连接到存储阵列，电缆连接方案必定很复杂，且不可避免地会存在
可靠性问题，或者需要使用昂贵的具有多个控制器端口的阵列。

关于高级故障转移配置
VCS 的高级故障转移配置包括 N + 1 和 N 对 N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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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 + 1 配置
利用存储区域网络 (SAN) 提供的功能，不仅可以创建更大的群集，还可以将多台服
务器连接到同一存储。
图 2-5 显示 N+1 群集故障转移配置。
N+1 配置

图 2-5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备件

在此配置中，不再需要专用的冗余服务器。此时，可以使用 N+1 配置，而不是使用
N 对 1 配置。在高级 N+1 配置中，群集中有一台额外的服务器仅用作备用容量。
当某台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其中的应用程序服务组便会在备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
该服务器在修复之后便成为备用服务器。采用此配置，避免了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
的二次切换，即将服务组故障回复到主系统。任何服务器都可以为任何其他服务器
提供冗余。
图 2-6 显示需要故障回复的 N+1 群集故障转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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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故障回复的 N+1 群集故障转移配置

图 2-6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关于 N 对 N 配置
N 对 N 配置是指在多台服务器上运行多个服务组，每个服务组都可以故障转移到其
他服务器。例如，假定有一个四节点群集，每个节点都支持三个关键的数据库实
例。
图 2-7 显示 N 对 N 群集故障转移配置。
N 对 N 配置

图 2-7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 服务组

如果任一节点出现故障，则其上的每个实例将各自在不同的节点上启动，从而确保
任何一个节点都不会过载。此配置是 N + 1 的逻辑演变—提供群集备用容量而不是
备用服务器。
N 对 N 配置要求进行详细测试以确保所有应用程序都兼容。必须指定在发生故障时
允许服务组在其中运行的系统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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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拓扑和存储配置
常用群集拓扑包括：
■

共享存储群集

■

校园群集

■

无共享群集

■

复制数据群集

■

全局群集

关于基本共享存储群集
在此配置中，单个群集共享对存储设备的访问（通常是通过 SAN）。只能在可以访
问所需存储的节点上启动应用程序。例如，在多节点群集中，任何指定为运行特定
数据库实例的节点都必须能够访问存储数据库表空间、重做日志和控制文件的存
储。这种共享磁盘体系结构也最容易实现和维护。当节点或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
要在另一个节点上重新启动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数据都存储在共享磁盘上。
图 2-8 显示基本群集的共享磁盘体系结构。
基本群集的共享磁盘体系结构

图 2-8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关于校园或城市共享存储群集
在校园环境中，使用 VCS 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创建跨越多个数据中心或建
筑物的群集。与单个存储阵列不同，数据的镜像是通过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在阵列之间进行的。此配置在两个站点上提供数据的同步副本。此过程与完成数据
中心两个阵列之间的镜像相同，只是现在的分布距离比较大。
图 2-9 显示了一个校园共享存储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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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共享存储群集

图 2-9

站点 A

SG

站点 B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靠磁盘的
RAID 1 镜像

SG = 服务组

校园群集需要在同一 IP 子网上存在两个独立的心跳网络链接、两个均可提供高可用
性磁盘的存储阵列以及建筑物之间的公用网络连接。 如果校园群集设置位于不同的
子网（每个站点对应一个）上，则使用 VCS Lanman 代理来处理网络更改或手动执
行 DNS 更改。

关于无共享群集
无共享群集中的系统不共享对磁盘的访问；它们各自维护单独的各份数据。 VCS
无共享群集通常在双方系统上本地存储只读数据。例如，包括关键 Web 服务器（提
供对后端数据库的访问）的群集中的一对系统。Web 服务器在本地磁盘上运行，不
需要在 Web 服务器级别共享数据。
图 2-10 显示无共享群集。
图 2-10

无共享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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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制数据群集
在复制数据群集中，不存在共享磁盘。而是由数据复制产品在节点或站点之间同步
各份数据。可以在应用程序级别、主机级别和存储级别进行复制。 应用程序级别的
复制产品（如 Oracle DataGuard）在 SQL 级别或数据库级别维护系统间数据副本
的一致性。 基于主机的复制产品（如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在逻辑卷级别维
护存储的一致性。基于存储或基于阵列的复制产品在磁盘级别或 RAID LUN 级别维
护数据的一致性。
图 2-11 显示的是一个混合型共享存储和复制数据群集，其中根据特定服务组为节
点指派了不同的故障转移优先级。
图 2-11

共享存储复制数据群集

服务组

复制

还可以将复制数据群集配置为不能在本地进行故障转移，但建议不要进行此配置。
请参见第 384 页的“ VCS 复制数据群集的工作方式”。

关于全局群集
全局群集可以链接不同位置的群集，能够实现广域故障转移和灾难恢复。
本地群集可以为每个站点或建筑物提供本地故障转移。校园群集配置和复制群集配
置针对影响有限地理区域的灾难提供保护。但大规模的灾难（如重大洪灾、飓风和
地震）可能导致整个城市或地区断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应用程序迁移到
距离非常远的站点来确保数据可用性。
图 2-12 显示全局群集配置。

42

关于群集拓扑
群集拓扑和存储配置

全局群集

图 2-12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重定向的
客户端

公共
网络

集群 A

客户端

集群 B

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Oracle
组

Oracle
组

重复
数据

单独
存储

单独
存储

在全局群集中，如果应用程序或系统出现故障，应用程序迁移到同一群集中的其他
系统。如果整个群集出现故障，则应用程序迁移到其他群集中的系统。如果要在全
局级别进行群集操作，还要求将共享数据复制到远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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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配置概念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配置 VCS

■

VCS 配置语言

■

关于 main.cf 文件

■

关于 types.cf 文件

■

关于 VCS 属性

■

VCS 关键字和保留字

■

VCS 环境变量

关于配置 VCS
配置 VCS 时，向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引擎传送对群集、服务组、资源以及服
务组之间和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的定义。
在默认配置中，VCS 使用下列两个配置文件：
■

main.cf
定义群集，包括服务组和资源。

■

types.cf
定义资源类型。

默认情况下，这两个文件都位于以下目录下：
%VCS_HOME%\conf\config

如果启用了诸如 Oracletypes.cf 的代理，则可能会存在与 types.cf 类似的其他文件。

VCS 配置概念
VCS 配置语言

在 VCS 群集中，置入联机状态的第一个系统会读取配置文件，并为此配置创建内
部（内存中）表示。自第一个系统之后被置入联机状态的系统会从群集中的系统获
取相关信息。
如果需要手动修改文件，必须停止群集。重新启动群集之后，编辑配置文件时所做
的更改即会生效。经过更改的节点应该是第一个重新置入联机状态的节点。

VCS 配置语言
VCS 配置语言可以指定服务组及其关联的实体（如资源类型、资源和属性）的构
成。 名称包含 .cf 后缀的配置文件中说明了这些规定。
生成配置文件的几种方法如下所示：
■

使用基于 Web 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

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

使用命令行界面，

■

如果 VCS 未运行，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和修改这些文件，

■

在 Windows 系统上使用 VCS 模拟器创建文件。

关于 main.cf 文件
main.cf 文件格式由 include 子句以及群集、系统、服务组和资源的定义组成。main.cf
文件还包括服务组和资源依赖关系子句。
表 3-1 介绍了 main.cf 文件的某些组成要素：
表 3-1

main.cf 文件的组成要素

main.cf 文件的组成要素

说明

Include 子句

Include 子句可以将其他配置文件纳入 main.cf 中。这些其他
文件（包括 types.cf 文件）通常包含类型定义。通常，自定
义代理会在自己的文件中添加类型定义。
include "types.cf"
请参见第 48 页的“将多个 .cf 文件纳入 main.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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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cf 文件的组成要素

说明

群集定义

定义群集的属性、群集名称和群集用户的名称。
cluster demo (
UserNames = { admin = cDRpdxPmHzpS }
)
请参见第 500 页的“群集属性”。

系统定义

列出指定为属于群集的系统。系统名称必须与 uname -a 命
令返回的名称相匹配。
可以将各个服务组都配置为在本节中定义的系统的子集上运
行。
system Server1
system Server2
请参见第 489 页的System attributes。

服务组定义

main.cf 中的服务组定义由特定服务组的属性组成。
group FileShare_Group (
SystemList = { SystemA, SystemB }
AutoStartList = { SystemA }
)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SystemList 属性”。

资源定义

定义特定服务组中使用的每个资源。可以按任何顺序添加这
些资源。第一次运行配置文件时，实用程序 hacf 将按字母顺
序排列这些资源。
NIC NIC_resource (
MACAddress @ system1=
"02-B0-D0-D1-88-0E"
MACAddress @ system2=
"50-B0-D0-D1-8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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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cf 文件的组成要素

说明

资源依赖关系子句

定义了资源之间的关系。依赖关系由两个资源名称之间的关
键字 requires 指明。
IP_resource requires NIC_resource
在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下，父资源依赖于一组子资源，而且
父资源需要来自子资源集的一组最低数量的资源来联机或保
持联机状态。
res1 requires atleast 2 from res2,
res3,res4,res5,res6
上述依赖关系说明 res1 只有在来自资源集（res2、res3、
res4、res5、res6）的两个资源联机时才能联机或保持联机状
态。父资源需要的最低资源数量应该大于或等于 1 并且小于
资源集中子资源的总数量。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资源和资源依赖关系”。

服务组依赖关系子句

要配置服务组依赖关系，需将关键字 requires 放在 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声明中。将依赖关系子句放在资源依赖关系规
定的前面，资源声明的后面。
requires group_x
<dependency category>
<dependency location>
<dependency rigidity>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注意：分别列出了全局群集的组件配置示例。
请参见第 329 页的“ VCS 全局群集： 构造块”。

关于 SystemList 属性
SystemList 属性指定了可以使服务组联机的所有系统。默认情况下，该列表中系统
的顺序指定了进行故障转移时所采用的系统优先级。例如，以下定义将 SystemA
配置为故障转移时的首选系统，之后是 SystemB，然后是 SystemC。
SystemList = { SystemA, SystemB, SystemC }

可以通过为每个系统名称指派一个数值，在 SystemList 属性中显式指派系统优先
级。例如：
SystemList = { SystemA = 0, SystemB = 1, SystemC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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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指派优先级数值，则 VCS 会为没有数值的系统指派一个优先级，方法是
将其前面系统的优先级数值加 1。例如，如果按如下方式定义了 SystemList，VCS
会为 SystemA 指派值 0，为 SystemB 指派 2，为 SystemC 指派 3。
SystemList = { SystemA, SystemB = 2, SystemC }

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指派重复的优先级数值：
SystemList = { SystemA, SystemB=0, SystemC }

为 SystemA 指派的数值为 0，为 SystemB 指派的为 0，为 SystemC 指派的为 1。
为避免出现此情况，请不要为 SystemList 中的各个系统指派任何数值，或者请指派
不同的数值。

初始配置
安装了 VCS 后，会使用群集名称和群集中的系统创建一个基本 main.cf 配置文件，
并使用密码 password 创建一个名为 admin 的 Cluster Manager 用户。
下面是一个用于群集 demo 以及系统 SystemA 和 SystemB 的 main.cf 示例。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demo (
UserNames = { admin = cDRpdxPmHzpS }
)
system SystemA (
)
system SystemB (
)

将多个 .cf 文件纳入 main.cf
可以选择在 main.cf 文件中包含多个配置文件。 例如：
include "applicationtypes.cf"
include "listofsystems.cf"
include "applicationgroup.cf"

如果在 main.cf 中包含其他 .cf 文件，请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

资源类型定义必须出现在使用这些资源类型的所有组的定义之前。
在以下示例中，applicationgroup.cf 文件包含应用程序的服务组定义。服务组包
含在文件 applicationtypes.cf 中已定义其资源类型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
applicationtypes.cf 文件必须首先出现在 main.cf 文件中。
例如：

48

VCS 配置概念
关于 types.cf 文件

include "applicationtypes.cf"
include "applicationgroup.cf"
■

如果在 main.cf 文件之外定义了心跳并包含了心跳定义文件，则保存 main.cf 文
件可导致心跳定义直接添加到 main.cf 文件中。

关于 types.cf 文件
types.cf 文件描述 VCS 引擎的标准资源类型；具体来讲，就是控制特定资源所需的
数据。
此类型定义执行以下两项重要功能：
■

定义可以为各个属性设置的值类型。
在以下 IP 示例中，Address 属性已归类为 str（即字符串）。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属性数据类型”。

■

定义通过 ArgList 属性传递给 VCS 引擎的参数。static str ArgList[] = { xxx, yyy,
zzz } 行定义了启动、停止和监视资源时向代理传递参数的顺序。

types.cf 文件描述 VCS 引擎的标准资源类型；具体来讲，就是控制特定资源所需的
数据。
type IP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Address, SubNetMask,
MACAddress}
str Address
str SubNetMask
str MACAddress
)

对于另一个示例，请查看下面代表 IP 资源的 main.cf 和 types.cf 文件：
■

高可用性地址是在 Address 属性定义的接口上配置的。

■

IP 地址用双引号引起来，因为该字符串包含句点。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属性数据类型”。

■

进行联机、脱机、清除和监视时，VCS 引擎会向 IP 代理传递相同的参数。由代
理决定需要使用的参数。在 VCS 群集中，所有资源名称必须唯一。

适用于 Windows 的 main.cf：
IP IP_resource (
Address = "192.168.1.201"
SubNetMask = "255.255.254.0"
MACAddress @ system1= "02-B0-D5-D1-8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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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ddress @ system2= "04-B0-D0-D1-88-43"
)

适用于 Windows 的 types.cf：
type IP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Address, SubNetMask,
MACAddress}
str Address
str SubNetMask
str MACAddress
)

关于 VCS 属性
VCS 组件是使用属性配置的。如果使用的是全局群集，属性包括与群集、系统、服
务组、资源、资源类型、代理和心跳相关的数据。例如，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
的值可以指定在哪个系统上配置该组以及该组中各个系统的优先级。每个属性都有
一个定义和一个值。如果没有指定值，还会为属性指派默认值。

关于属性数据类型
VCS 支持以下数据类型的属性：
字符串

字符串是使用双引号引起来的一个字符序列。字符串还可以包含双引
号，但是双引号的后面必须紧跟反斜杠。在字符串中，反斜杠以 \\ 表
示。如果字符串以字母开头且只包含字母、数字、短划线 (-) 和下划线
(_)，则不需要引号。
对于某些属性，VCS 还支持 UTF-8 编码值。

整型

带符号整型常数是一组从 0 到 9 的数字。这些数字的前面可以带短划
线，且以十进制数表示。整型值不能超出 32 位的带符号整数值：
21471183247.

布尔型

布尔型值是一个整数，可能的值包括 0 (false) 和 1 (true)。

关于属性维数
VCS 属性具有下列维数：
标量

标量只有一个值。这是默认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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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

向量是值的有序列表。使用以零开头的正整数作为各个值的索引。可以
使用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这些值。属性名称后面的一对方括号 ([]) 表
示该维数是一个向量。
例如，代理的 ArgList 定义为：
static str ArgList[] = { Address, SubNetMask,
MACAddress }

键列表

键列表是字符串的无序列表，在该列表中每个字符串都唯一。可以使用
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这些值。
例如，要指定将在其上使用 VCS 启动服务组的系统的列表（通常在系
统引导时）：
AutoStartList = {SystemA; SystemB; SystemC}

关联

关联是名称-值对的无序列表。可以使用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这些值。
属性名称后面的一对大括号 ({}) 表示该属性是关联。
例如，要将平均时间和时间戳的值与某个属性关联起来：
str MonitorTimeStats{} = { Avg = "0", TS = "" }

关于属性和群集对象
VCS 包括以下类型的属性，具体取决于应用属性的群集对象：
群集属性

定义群集的属性。
例如，ClusterName 和 ClusterAddress。

服务组属性

定义群集中服务组的属性。
例如，Administrators 和 ClusterList。

系统属性

定义群集中系统的属性。
例如，Capacity 和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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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属性

定义 VCS 中资源类型的属性。
这些资源类型属性可以进一步分类为：
■

■

■

与类型无关
所有代理（或资源类型）都了解的属性。 例如： RestartLimit 和
MonitorInterval；可以为任意资源类型设置这些属性。
通常，会为特定类型的所有资源设置这些属性。 例如，为 IP 资源
类型设置 MonitorInterval 会影响所有 IP 资源。
与类型相关
应用于特定资源类型的属性。这些属性出现在代理的类型定义文件
(types.cf) 中。
例如： Address 属性只适用于 IP 资源类型。
在 types.cf 文件中定义的属性适用于特定资源类型的所有资源。 而
在 main.cf 文件中定义这些属性时，会覆盖特定资源的 types.cf 文
件中的值。
例如，如果将 DiskGroup types.cf 的 StartVolumes 设置为 1，则默
认情况下会将所有 DiskGroup 资源的 StartVolumes 设为 True。如
果在 main.cf 中设置该值，则按各个资源覆盖该值。
静态
这些属性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每个资源。这些属性使用词语 static 作
为前缀，并且不包括在资源的参数列表中。可以改写这些 static 属
性，并为其指派特定于资源的值。

请参见第 125 页的“覆盖资源类型静态属性”。
资源属性

定义特定资源的属性。
其中一些属性与类型无关。例如，可以为任意资源配置 Critical 属性。
有些资源属性与类型相关。例如，Address 属性定义与 IP 资源关联的
IP 地址。这些属性是在 main.cf 文件中定义的。

站点属性

定义站点的属性。
例如，Preference 和 SystemList。

属性在系统上的作用域： 全局属性和本地属性
值适用于所有系统的属性的作用域是全局。按各个系统应用值的属性的作用域是本
地。 at 运算符 (@) 表示某个本地值应用到的系统。
在 IP 资源类型中可以找到本地属性的示例，例如，为每台计算机指定 Mac 地址和
路由选项。
IP IP_resource (
Address = "192.168.1.201"
SubNetMask = "255.255.254.0"
MACAddress @ system1= "02-B1-D5-D1-88-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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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ddress @ system2= "04-B0-D0-D1-88-43"
)

关于属性使用期： 临时属性
可以在 types.cf 文件中定义临时属性。 只要 VCS 引擎 (HAD) 处于运行状态，临时
属性的值就会一直保留在内存中。但在重新启动 HAD 时，临时属性的值将不可用。
因为这些属性值没有存储在 main.cf 文件中。
不能将临时属性转换为永久属性，反之亦然。保存配置时，VCS 会将临时属性及其
默认值保存在 types.cf 文件中。
这些属性可以是某个节点的本地属性，也可以是群集中所有节点的全局属性。即使
节点不是群集的一部分，也可以定义本地属性。
只有在 VCS 处于运行状态时，才可以定义和修改这些属性。
请参见第 118 页的“添加、删除和修改资源属性”。

VCS 对象的大小限制
下列 VCS 对象限于 1024 个字符。
■

服务组名称

■

资源名称

■

资源类型名称

■

用户名

■

属性名

VCS 密码限于 255 个字符。可输入最多包含 255 个字符的密码。

VCS 关键字和保留字
以下是 VCS 关键字和保留字的列表。请注意，这些关键字和保留字区分大小写。
action

false

local

requires

stop

after

firm

offline

resource

str

ArgListValues

global

online

set

system

before

group

MonitorOnly

Signaled

System

boolean

组

名称

soft

temp

cluster

hard

NameRule

start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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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heartbeat

Path

Start

condition

int

Probed

state

ConfidenceLevel

IState

remote

State

event

keylist

remotecluster

static

Type (类型)

VCS 环境变量
表 3-2 列出了 VCS 环境变量。
表 3-2

VCS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PERL5LIB

Perl 可执行文件的根目录。（仅适用于 Windows）
默认值：Install Drive:\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lib\perl5。

VCS_CONF

VCS 配置文件的根目录。
默认值：Install Drive:\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conf\config

注意：不能修改此变量。
VCS_CONN_INIT_QUOTA

每个未完成握手的客户端主机的 VCS 引擎 (HAD) 接受的最大并发连接
数。

VCS_CONN_HANDSHAKE_TIMEOUT

VCS 引擎 (HAD) 关闭未完成握手的客户端连接之前等待的超时时间
（秒）。

VCS_DEBUG_LOG_TAGS

为 VCS 引擎、VCS 代理和 HA 命令启用调试日志。在启动 HAD 或执行
HA 命令之前，必须设置 VCS_DEBUG_LOG_TAGS。
要确保重新启动 HAD 或群集节点之后仍然保留调试日志，请将此环境变
量设置如下：
VCS_DEBUG_LOG_TAGS="DBG_POLICY DBG_IPM DBG_TRACE
DBG_INTERNAL DBG_SECURITY DBG_AGTRACE DBG_AGINFO
DBG_AGDEBUG"
或者，运行以下命令添加这些调试日志：
halog -addtags DBG_POLICY DBG_IPM DBG_TRACE
DBG_INTERNAL DBG_SECURITY DBG_AGTRACE DBG_AGINFO
DBG_AGDEBUG
请注意，如果重新启动 HAD 或群集节点，则不会保留使用 CLI 添加的调
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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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VCS_DOMAIN

在其中配置用户的安全域。
VCS 用户所属的安全域。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使用此环境变量对远程主机上的 VCS 用户进
行身份验证。
默认值：该远程主机的完全限定主机名是在 VCS_HOST 环境变量或在
.vcshost 文件中定义的。

VCS_DOMAINTYPE

域的类型： unixpwd、nt、nis、nisplus 或 vx。
安全域的类型，如 unixpwd、nt、nis、nisplus、ldap 或 vx。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使用此环境变量对远程主机上的 VCS 用户进
行身份验证。
默认值：unixpwd

VCS_DIAG

VCS 转储 HAD 核心的目录。

VCS_ENABLE_LDF

指定是否生成日志数据文件 (LDF)。如果设置为 1，则生成 LDF。设置为
0，则不生成 LDF。

VCS_HOME

VCS 可执行文件的根目录。
默认值：Install Drive:\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注意：不能修改此变量。
VCS_HOST

将在其上运行 ha 命令的 VCS 节点。

VCS_GAB_PORT

VCS 连接到的 GAB 端口。
默认值：h

VCS_GAB_TIMEOUT

HAD 将心跳发送给 GAB 的超时值（以毫秒为单位）。
默认值：30000（表示 30 秒）
范围：30000 到 300000（表示 30 秒到 300 秒）
如果将 VCS_GAB_TIMEOUT 设置为超出范围的值，该值将自动重置为
30000 或 300000，具体取决于值接近范围的下限还是上限。例如，如果
指定 22000，此值将重置为 30000；如果指定 400000，则重置为 300000。
如果同时指定了两个值，则不管设置的值为何，
VCS_GAB_TIMEOUT_SECS 都将覆盖 VCS_GAB_TIMEOUT。

注意：如果超出了指定的超时值，GAB 会终止 HAD，并禁用系统上所有
活动的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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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VCS_GAB_TIMEOUT_SECS

在正常系统负载条件下，HAD 将心跳发送给 GAB 的超时值（以秒为单
位）。
默认值：30 秒
范围：30 秒到 300 秒
如果将 VCS_GAB_TIMEOUT_SECS 设置为超出范围的值，该值将自动
重置为 30 或 300，具体取决于值接近范围的下限还是上限。例如，如果
指定 22，此值将重置为 30；如果指定 400，则重置为 300。
如果同时指定了两个值，则不管设置的值为何，
VCS_GAB_TIMEOUT_SECS 都将覆盖 VCS_GAB_TIMEOUT。

注意：如果超出了指定的超时值，GAB 会终止 HAD，并禁用系统上所有
活动的服务组。
VCS_GAB_PEAKLOAD_TIMEOUT_SECS 在最大系统负载条件下，HAD 将心跳发送给 GAB 的超时值（以秒为单
位）。
默认值：30 秒
范围：30 秒到 300 秒
要在适应型模式下设置 GAB 可调参数，您必须将
VCS_GAB_PEAKLOAD_TIMEOUT_SECS 设置为大于
VCS_GAB_TIMEOUT_SECS 的值。如果将
VCS_GAB_PEAKLOAD_TIMEOUT_SECS 设置为小于
VCS_GAB_TIMEOUT_SECS 的值，该值将重置为
VCS_GAB_TIMEOUT_SECS。

注意：如果超出了指定的超时值，GAB 会终止 HAD，并禁用系统上所有
活动的服务组。
VCS_GAB_RMTIMEOUT

HAD 注册 GAB 的超时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默认值：200000（表示 200 秒）
如果将 VCS_GAB_RMTIMEOUT 设置为小于 200000 的值，该值将自动
重置为 200000。
请参见第 395 页的“关于 GAB 客户端注册监视”。

VCS_GAB_RMACTION

超过 VCS_GAB_RMTIMEOUT 时，控制 GAB 的行为。
您可以按如下方式设置该值：
■

PANIC - GAB 使系统混乱

■

SYSLOG - GAB 会记录相应的消息

默认值：SYSLOG
请参见第 395 页的“关于 GAB 客户端注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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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VCS_HAD_RESTART_TIMEOUT

设置此变量，可以指定重新启动 HAD 之前 hashadow 进程所等待的时间
（休眠时间）。
默认值：0

VCS_LOG

日志文件和临时文件的根目录。
不能将此变量设置为 ""（空字符串）。
默认值：Install Drive:\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注意：如果添加或修改了此变量，则必须重新启动系统才能应用相应的
更改。
VCS_SERVICE

配置的 VCS 服务的名称。
VCS 引擎使用此变量确定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默认情况下，VCS 的外
部通信端口为 14141。
此环境变量的值由服务文件定义，该文件位于以下位置：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services
默认值：vcs
如果没有指定新的端口号，则 VCS 引擎会在端口 14141 上启动。
要更改默认端口号，必须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services
的服务文件中创建新的条目。
例如，如果要将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设置为 14555，则必须在服务文件
中创建下列条目：
vcs 14555/tcp
vcs 14555/udp

注意：群集级属性 OpenExternalCommunicationPort 确定是否打开端口。
请参见第 500 页的“群集属性”。
VCS_TEMP_DIR

存储 hacf 要求的或生成的临时信息的目录。
默认值：Install Drive:\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下列情况下，会在 tmp 目录下创建此目录：
■

没有设置该变量。

■

设置了该变量，但为其设置的目录不存在。

■

实用程序 hacf 找不到默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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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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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CS 用户权限模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

管理员为用户指派角色的方法

■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 OS 用户组的用户权限

■

拥有多重角色的用户的 VCS 权限

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启用还是限制群集操作取决于登录时所使用的权限。 VCS 有三种权限级别：
Administrator、Operator 和 Guest。 VCS 提供了一些预定义的用户角色；各个角
色都有特定的权限级别。例如，Guest 角色的权限最小，而 Cluster Administrator
角色的权限最大。
请参见第 441 页的“关于管理矩阵”。

VCS 权限级别
表 4-1 介绍 VCS 权限类别。
表 4-1

VCS 权限

VCS 权限级别

权限说明

Administrators

可执行所有操作，包括配置

Operators

可对群集或服务组执行特定操作。

Guests

可以查看指定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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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中的用户角色
表 4-2 列出了预定义的 VCS 用户角色，并总结了与这些用户角色关联的权限。
表 4-2

用户角色和权限

用户角色

权限

Cluster
Administrator（群
集管理员）

为群集管理员指派了完全权限。他们可以将配置改为读写模式、创建和
删除组、设置组依赖关系、添加和删除系统，以及添加、修改和删除用
户。允许执行所有组和资源操作。拥有群集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还可以更
改其他用户的权限和密码。
要停止群集，群集管理员需要具有本地系统上的管理权限。

注意：仅当群集管理员将配置更改为读取或写入模式之后，他们才可
以更改自己和其他用户的密码。
群集管理员可以创建和删除资源类型。
Cluster Operator
（群集操作员）

群集操作员可以执行所有群集级、组级和资源级的操作，并且可以修改
用户自己的密码以及使服务组联机。

注意：只有配置处于读取或写入模式下时，群集操作员才可以更改自
己的密码。群集管理员可以将配置更改为读取或写入模式。
可以为拥有此角色的用户指派针对特定服务组的组管理员权限。
Group
Administrator（组
管理员）

组管理员可以对特定组执行所有服务组操作，例如使组和资源联机和脱
机以及创建或删除资源。此外，用户还可以建立资源依赖关系以及冻结
或取消冻结服务组。请注意，组管理员不能创建或删除服务组。

Group Operator
（组操作员）

组操作员可以使服务组和资源联机和脱机。用户还可以临时冻结或取消
冻结服务组。

Cluster Guest（群 群集来宾对群集具有只读访问权限，表示他们可以查看配置，但不能对
集来宾）
其进行更改。只有配置处于读取或写入模式时，此类用户才可以修改自
己的密码。他们不能添加或更新用户。此外，还可以为拥有此权限的用
户指派针对特定服务组的组管理员权限或组操作员权限。

注意：默认情况下，会为新创建的用户指派群集来宾权限。
Group Guest（组
来宾）

组来宾对服务组具有只读访问权限，表示他们可以查看配置，但不能对
其进行更改。组来宾角色对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可用。

VCS 角色中的层次结构
图 4-1 显示 VCS 中的层次结构以及角色如何互相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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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VCS 角色

Cluster Administrator
涵盖以下权限

Cluster Operator
涵盖以下权限

Group Administrator
涵盖以下权限

Group Operator
涵盖以下权限

Cluster Guest
涵盖以下权限

GroupGuest

例如，群集管理员涵盖组管理员的权限，而组管理员又涵盖组操作员的权限。

CLI 命令的用户权限
以管理权限或 root 权限登录的用户被授予的权限大于 Cluster Administrator 的权
限，例如能够启动和停止群集。
请参见第 500 页的“群集属性”。

用于执行跨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仅当用户组的用户在远程群集上有以下权限之一时，可执行跨群集联机或脱机操
作：
■

组的组管理员或组操作员权限

■

群集管理员或群集操作员权限

仅当用户组的用户在两个群集上都有以下权限之一时，可执行跨群集切换操作：
■

组的组管理员或组操作员权限

■

群集管理员或群集操作员权限

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的用户权限
在安全模式下，VCS 会为所有本机用户指派来宾权限。
为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分配权限时，必须使用 username@domain 的格式指定完
全限定用户名。
注意：以 domain\username 或 username@domain.com 格式提供的用户名无法
使用。
在安全群集中，如果未打开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则仅登录到主机系统的 root 用
户才可以运行 CLI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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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00 页的“群集属性”。
当 VCS 以安全模式运行时，不能为使用 VCS 的用户指派或更改密码。

管理员为用户指派角色的方法
要为某个用户指派角色，管理员需执行以下任务：
■

如果群集未在安全模式下运行，则将用户添加到群集。

■

为该用户指派一个角色。

■

为用户指派一组适合该角色的对象。对于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还可以将角
色添加到操作系统用户组。
请参见第 62 页的“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 OS 用户组的用户权限”。

例如，管理员可以为用户指派特定服务组的 Group Administrator 角色。这样，用户
就有权对特定服务组执行操作了。
可以从命令行或图形用户界面管理用户及其权限。
请参见第 96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用户”。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 OS 用户组的用户权限
对于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可以逐个为本机用户指派权限，也可以在操作系统
(OS) 用户组级别上指派权限。
例如，可以决定属于 OS 管理员组的所有用户都获得群集或特定服务组的管理权限。
为用户组指派 VCS 角色时，会为该用户组的所有成员指派相同的 VCS 权限，除非
您针对个别用户特别排除了这些权限。
将用户添加到 OS 用户组时，该用户会继承为该户组指派的 VCS 权限。
为 OS 用户组指派 VCS 权限的过程包括在下列一个（或多个）属性中添加用户组：
■

AdministratorGroups - 用于群集或服务组。

■

OperatorGroups - 用于群集或服务组。

例如，用户 Tom 属于 OS 用户组： OSUserGroup1。
表 4-3 显示了如何指派 VCS 权限。FQDN 在这些示例中表示完全限定域名。
表 4-3

指派用户权限

指派权限

在个人级别上，配置属性

为 OS 用户组，配置属性

Cluster
administ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s =
{tom@FQDN})

cluster (AdministratorGroups =
{OSUserGroup1@FQ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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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权限

在个人级别上，配置属性

为 OS 用户组，配置属性

Cluster operator

cluster (Operators = {tom@FQDN}) cluster (OperatorGroups =
{OSUserGroup1@FQDN})

Cluster guest

Cluster (Guests = {tom@FQDN})

Group
administrator

group group_name (Administrators group group_name
= {tom@FQDN})
(AdministratorGroups =
{OSUserGroup1@FQDN})

Group operator

group group_name (Operators =
{tom@FQDN})

group group_name
(OperatorGroups =
{OSUserGroup1@FQDN})

Group guest

Cluster (Guests = {tom@FQDN})

不适用

不适用

拥有多重角色的用户的 VCS 权限
表 4-4 介绍了 VCS 如何为拥有多重角色的用户指派权限。 这些方案介绍了用户
Tom，他属于两个 OS 用户组： OSUserGroup1 和 OSUserGroup2。
表 4-4

拥有多重角色的用户的 VCS 权限

情况和规则

在 VCS 配置中指派的角色 VCS 授予 Tom 的权限

情况： 个人级别的多重角
色。

Tom： Cluster administ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Tom： Group operator

规则： VCS 会为用户授予
最高权限（或所有权限的并
集）。
情况： 个人级别的角色和 Tom： Group operator
OS 用户组级别的角色（仅
OSUserGroup1：Cluster
适于安全群集）。
administrator
规则： VCS 会指定在个人
级别上授权的角色优先于其
他角色。

Group operator

情况： 不同 OS 用户组的
不同角色（仅适于安全群
集）。

Cluster administrator

OSUserGroup1：Cluster
administrator

OSUserGroup2：Cluster
规则： VCS 会为用户授予 operator
最高权限（或所有用户组的
所有权限的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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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规则

在 VCS 配置中指派的角色 VCS 授予 Tom 的权限

情况： 个人级别的角色和 OSUserGroup1：Cluster
OS 用户组级别的角色（仅 administrator
适于安全群集）。
OSUserGroup2：Cluster
规则： VCS 会指定在个人 operator
级别上授权的角色优先于其
Tom： Group operator
他角色。
借助这一规则，可以阻止特
定用户继承为其 OS 用户组
指派的 VCS 权限。

Group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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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CS 快速入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群集配置向导配置群集

■

关于通过命令行配置群集

使用群集配置向导配置群集
安装软件后，设置运行 Cluster Server 所需的组件。VCS 群集配置向导 (VCW) 可
用于设置群集基础架构（包括 LLT 和 GAB、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并提
供在群集中配置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的选项。此向导还可以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其中包含通知和全局群集 (GCO) 的资源。您还可以使用 VCW
修改或删除群集配置。
注意：配置群集之后，不得更改属于该群集的节点的名称。如果要更改节点名称，
请运行 VCW 从群集中删除该节点，重命名系统，然后再次运行 VCW 将该系统添
加到群集中。
在继续操作之前，请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安装了所需的网络适配器和 SCSI 控制器，并将其与每个系统连接。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VCS 错误地声明系统关闭，Veritas 建
议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有关此过程的详细信息，请
与 NIC 制造商联系。Veritas 建议从专用 NIC 中删除 Internet 协议 TCP/IP 以降
低系统开销。

■

确认每个节点上的公共网络适配器均使用静态 IP 地址（不支持 DHCP），并且
为每个节点都配置了名称解析。

■

Veritas 建议每个系统使用三个网络适配器（两个 NIC 专用于 VCS 专用网络，
另一个用于公共网络）。可以在公共接口上实现第二个专用链路，作为低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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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链路。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 NIC，以避免出现单故障
点。Veritas 建议在专用 NIC 中禁用 TCP/IP 以降低系统开销。
注意：如果您希望使用 Windows NIC 分组，必须选择“Static Teaming (静态分
组)”模式。当前仅支持“Static Teaming (静态分组)”模式。

■

对每个 VCS 通信网络（GAB 和 LLT）使用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对于双节点
群集，可以使用交叉以太网电缆。GAB 支持使用基于集线器的网络路径或交换
机网络路径，或者使用具有直接网络链路的双系统群集。

■

验证安装应用程序的所有系统的 DNS 设置，并确保公共适配器是“Connections
(连接)”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
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的是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 VCS
专用网络配置的适配器。

■

已登录用户必须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用户帐户必须为域用
户帐户。

■

已登录用户必须对选定执行群集操作的所有系统都具有管理访问权限。将域用
户帐户添加至每个系统的“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员)”组。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则已登录的用户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权限或者必须是“Domain Account
Operators (域帐户操作员)”组的成员。

■

为 Veritas VCS Helper 服务配置用户帐户时，确保用户帐户是域用户。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运行于本地系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中，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访问网络。该帐户不需要“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

■

确保 VCS Helper 服务域用户帐户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启用了“Add Workstations
to Domain (向域添加工作站)”权限。

■

验证每个系统是否都可访问存储设备，以及每个系统是否能识别挂接的共享磁
盘。
使用每个系统上的 Windows 磁盘管理验证挂接的共享 LUN（虚拟磁盘）是否可
见。

■

如果计划设置灾难恢复 (DR) 环境，则必须为全局群集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

如果要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此时仅将主区域（区域 0）中的系统添加到群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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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向导配置 VCS 群集

1

从“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群
集配置向导)”，或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操作系统上从“开始”屏幕的“应
用程序”菜单中启动 VCS 群集配置向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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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面板上，单击“Cluster Operations
(群集操作)”，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面板上，选择或键入群集所在域的名称，然
后选择发现选项。
要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

清除“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

单击“Next (下一步)”。
继续前进到步骤 8。

要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列
表。

■

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选择检索系统列表，请转至步骤 6。否则，请转至下一步。

5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键入要添加的每个系统的名称，
单击“Add (添加)”，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不要指定属于另一个群集的系统。
继续前进到步骤 8。

6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为群集指定系统，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不要选择属于另一个群集的系统。
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将该系统添加到“Selected Systems
(选定的系统)”列表中，或者在“Domain Systems (域系统)”列表中单击选定
该系统，然后单击“> (向右箭头)”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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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面板显示验证状态，表明是“Accepted (接受)”
还是“Rejected (拒绝)”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检查状态，然后单击“Next (下
一步)”。
选择系统以查看详细的验证信息。如果要包括遭到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绝原
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可能会出于以下任一原因拒绝系统：

8

■

无法 ping 到系统。

■

系统已禁用 WMI 访问。

■

向导无法检索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

■

未安装产品或版本不匹配。

在“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群集配置选项)”面板上，单击“Create
New Cluster (创建新群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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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Cluster Details (群集详细信息)”面板上，指定群集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按以下方式指定群集的详细信息：
Cluster Name (群
集名称)

键入新群集的名称。Veritas 建议群集名称最多包含 32 个字符。

Cluster ID (群集 ID) 从下拉列表的建议群集 ID 中选择一个群集 ID，或为群集键入一个
唯一的 ID。群集 ID 可以为从 0 到 65535 的任何数字。

注意：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或要在多个域
之间共享一个专用网络，请确保群集 ID 是唯一的。
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操作系统。
群集中的所有系统必须具有相同的操作系统和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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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Systems 选择要在群集中配置的系统。
(可用系统)
选中“Select all systems (选择所有系统)”复选框以同时选择所
有系统。
向导会发现选定系统中的 NIC。对于具有所需数量 NIC 的单节点
群集，向导会提示您配置专用链路心跳。在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以配置专用链路心跳。

10 向导将验证选定的系统是否为群集的成员。对系统进行验证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系统未通过验证，请检查与故障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后重新启动向
导。
如果您在步骤 9 中选择配置专用链路心跳，请继续下一步。否则，请继续执行
步骤 12。

11 在“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专用网络配置)”面板上，配置 VCS 专用
网络并单击“Next (下一步)”。可以使用 IPv4 或 IPv6 网络配置基于以太网或
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请完成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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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Configure LLT over Ethernet (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LLT)”。

■

选中要分配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您最多可以分配八个网
络链路。
Veritas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一个 NIC 的
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同时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则 Veritas 建议至少降低一个将用于专用
网络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

如果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其组合成“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分配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辑 NIC，它是通
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同一组中的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Veritas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于专用网络。
向导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基于以太网）。

■

要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请完成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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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要使用的 IP 协议选择“Configure LLT over UDP on IPv4 network
(在 IPv4 网络上配置基于 UDP 的 LLT)”或“Configure LLT over UDP
on IPv6 network (在 IPv6 网络上配置基于 UDP 的 LLT)”。
如果网络不支持 IPv6，IPv6 选项将处于禁用状态。

■

选中要分配给专用网络的 NIC 旁边的复选框。您最多可以分配八个网络链
路。Veritas 建议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

■

对于选定的每个 NIC，确定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定了多
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址。如果是
IPv4，每个 IP 地址可以位于不同的子网中。
该 IP 地址用于通过指定的 UDP 端口进行 VCS 专用通信。

■

为每个链路指定一个唯一的 UDP 端口。如果要编辑链路的 UDP 端口，请
单击“Edit Ports (编辑端口)”。可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端口。
默认端口号分别为 50000 和 50001。单击“OK (确定)”。
对于选定的每个 NIC，双击“Link (链路)”列中的各个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
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Link1 或 Link2）。每个链路
均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
口用于专用网络通信。

12 在“VCS Helper Service User Account (VCS Helper Service 用户帐户)”面板
上，为 VCS Helper Service 指定域用户的名称。
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运行于本地系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中，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访问网络。该帐户不需要“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
理员)”权限。
按以下方式指定域用户的详细信息：
■

要指定现有用户，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Existing user (现有用户)”，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名。

■

如果在步骤 4 中选择了不检索用户列表，请在“Specify User (指定用
户)”字段中键入用户名，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

要指定新用户，请单击“New user (新用户)”并在“Create New User (创
建新用户)”字段中键入有效的用户名，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不要在用户名后追加域名；不要以 Domain\user 或 user@domain 格式键
入用户名。

■

在“Password (密码)”对话框中，键入指定用户的密码并单击“OK (确
定)”，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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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Configure Security Service Option (配置安全服务选项)”面板上，为群集
通信指定安全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使用 VCS 群集用户权限，请单击“Use VCS User Privileges (使用 VCS
用户权限)”，然后键入用户名和密码。
向导将此用户配置为 VCS 群集管理员。在此模式下，群集节点与客户端
（包括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之间的通信将使用加密的 VCS
群集管理员凭据来实现。此向导使用 VCS Encrypt 实用程序对用户密码进
行加密。
VCS 管理员的默认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 password。两者都区分大小
写。您可以接受 VCS 管理员帐户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也可以键入新用户
名和密码。
Veritas 建议指定新用户名和密码。

■

要使用单一登录功能，请单击“Use Single Sign-on (使用单一登录)”。
在此模式下，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用于保护群集节点与客户端之间
的通信安全，方法是使用数字证书进行身份验证，并使用 SSL 对公共网络
中的通信进行加密。VCS 使用 SSL 加密和基于平台的身份验证。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向导会将所有群集节点都配置为根代理 (RB) 和身份验证代理 (AB)。身份验
证代理充当中间的注册和认证机构。身份验证代理具有由根代理签署的证
书。这些代理可对客户端（如用户和服务）进行身份验证。此向导将在所
有群集节点上都创建一份证书副本。

14 查看“Summary (摘要)”面板上的摘要信息，然后单击“Configure (配置)”。
向导将配置 VCS 专用网络。如果选定的系统具有 LLT 或 GAB 配置文件，向
导会在覆盖这些文件之前显示提示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OK (确定)”
以重写上述文件。或者，单击“Cancel (取消)”，退出向导，将现有文件移到
其他位置，然后重新运行向导。
向导将开始运行命令来配置 VCS 服务。如果操作失败，请单击“View
configuration log file (查看配置日志文件)”查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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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Completing Cluster Configuration (完成群集配置)”面板上，单击“Next
(下一步)”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在设置通知和全局群集的组件时需要该组。
要在以后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请单击“Finish (完成)”。
在此阶段，向导已收集了设置群集配置所需的信息。向导完成其操作后，无论
是否具有 ClusterService 组组件，群集都能够承载应用程序服务组。在此阶
段，向导还会启动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16 在“Cluster Service Components (群集服务组件)”面板上，选择要在
ClusterService 组中配置的组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执行以下任务：
■

选中“Notifier Option (Notifier 选项)”复选框以配置发送给指定收件人的
重要事件通知。
请参见第 74 页的“配置通知”。

■

选中“GCO Option (GCO 选件)”复选框以配置全局群集的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WAC 进程对于群集间的通信是必需的。
仅当配置灾难恢复 (DR) 环境并且未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时，才应使用此向导
配置 GCO 选件。
可以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来配置 GCO 选件。应用程序解决方案中的“灾难恢
复”各章节讨论了如何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 GCO 选件。
请参见第 77 页的“为全局群集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配置通知
本部分介绍配置通知的步骤。
配置通知

1

在“Notifier Options (Notifier 选项)”面板上，指定要配置的通知模式，然后单
击“Next (下一步)”。
您可以将 VCS 配置为在指定的服务器上生成 SNMP (V2) 陷阱并向指定的收件
人发送电子邮件，以通知其对某些事件作出响应。

2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NMP，请指定有关 SNMP 控制台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74

VCS 快速入门
使用群集配置向导配置群集

执行以下任务：

3

■

单击“SNMP Console (SNMP 控制台)”列中的字段，然后键入控制台的
名称或 IP 地址。
指定的 SNMP 控制台必须与 MIB 2.0 兼容。

■

单击“Severity (严重性)”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控制台选择严重性级别。

■

单击 + 图标可添加字段；单击 - 图标可删除字段。

■

输入一个 SNMP 陷阱端口。默认值为 162。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MTP，请指定有关 SMTP 收件人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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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任务：

4

■

键入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

单击“Recipients (收件人)”列中的某个字段，然后输入通知的收件人。输
入 admin@example.com 作为收件人。

■

单击“Severity (严重性)”列中的对应字段，然后为收件人选择严重性级
别。
VCS 会将具有同等或更高严重性的消息发送给收件人。

■

单击 + 图标可添加字段；单击 - 图标可删除字段。

在“Notifier Network Card Selection (Notifier 网卡选择)”面板上，指定网络信
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执行以下任务：
■

如果为群集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的 NIC
资源，或者为通知机制配置新的 NIC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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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新的 NIC 资源，请为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
络适配器。
向导将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较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5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希望在 VCS 启动时使通知资源联机，然后单击
“Configure (配置)”。

6

单击“Finish (完成)”退出该向导。

为全局群集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只有在配置灾难恢复环境时，才能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GCO 选件可为全局群集
配置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WAC 进程对于群集间的通信是必需的。仅当配置灾
难恢复 (DR) 环境并且未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时，才应使用此向导配置 GCO 选件。
可以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来配置 GCO 选件。应用程序解决方案中的“灾难恢复”各
章节讨论了如何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 GCO 选件。
为全局群集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1

在“GCO Network Selection (GCO 网络选择)”面板上，指定网络信息，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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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群集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组，您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的 IP 地
址，也可以配置一个新的 IP 地址。
执行以下任务：
■

要指定现有 IP 地址，请选择“Use existing IP resource (使用现有 IP 资
源)”，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IP 地址。

■

■

要使用新的 IP 地址，请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是 IPv4，请选择 IPV4，然后输入 IP 地址和相关子网掩码。确定指
定的 IP 地址有 DNS 项。

■

如果是 IPv6，请选择 IPV6，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IPv6 网络。
该向导将使用网络前缀，自动生成一个在网络中有效的唯一 IPv6 地址。
如果网络不支持 IPv6，IPv6 选项将处于禁用状态。

为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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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将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较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2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希望在 VCS 启动时将 WAC 资源联机，然后单击
“Configure (配置)”。

3

单击“Finish (完成)”退出该向导。

关于通过命令行配置群集
VCS 提供了一个静默配置实用程序 VCWsilent.exe，通过该实用程序，可以配置新
群集，也可以删除现有群集。您只能使用 VCWsilent.exe 在一个群集中一次执行上
述任务。

关于静默配置前的准备
要配置或删除群集，静默配置实用程序需要包含关于此群集信息的 XML 配置文件。
为群集重新配置单一登录身份验证时，不需要此文件。

关于配置非安全群集
配置非安全群集时，XML 文件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Operation Type="New">
<Domain Name="domain_name">
<SystemList>
<System Name="sys_name1"/>
<System Name="sys_name2"/>
....
....
</SystemList>
<Cluster Name="clus_name" ID="clus_ID"
SingleNode="SingleNodeValue">
<Node Name="sys_name1">
<LLTLink Name="adp_name_1" MAC="MAC_address_1"
LowPri="pri"/>
<LLTLink Name="adp_name_2"
MAC="MAC_address_2" LowPri="pri"/>
</Node>
<Node Name="sys_name2">
<LLTLink Name="adp_name_1"
MAC="MAC_address_1" LowPri="pri"/>
<LLTLink Name="adp_name_2"
MAC="MAC_address_2" LowPri="pri"/>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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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curity Type="Non-Secured">
<Admin User="admin_user_name" Password="password"/>
</Security>
<HadHelperUser Name="HAD_user_name" Password="password"/>
</Cluster>
</Domain>
</Operation>

关于配置安全群集
配置安全群集时，XML 文件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Operation Type="New">
<Domain Name="domain_name">
<SystemList>
<System Name="sys_name_1"/>
<System Name="sys_name_2"/>
....
....
</SystemList>
<Cluster Name="clus_name" ID="clus_ID"
SingleNode="SingleNodeValue">
<Node Name="node_name_1">
<LLTLink Name="adp_name_1"
MAC="MAC_address_1" LowPri="pri"/>
<LLTLink Name="adp_name_2"
MAC="MAC_address_2" LowPri="pri"/>
</Node>
<Node Name="node_name_2">
<LLTLink Name="adp_name_1"
MAC="MAC_address_1" LowPri="pri"/>
<LLTLink Name="adp_name_2"
MAC="MAC_address_2" LowPri="pri"/>
</Node>
....
....
<Security Type="Secured">
<VxSSRoot Name="root_name"/>
</Security>
<HadHelperUser Name="HAD_user_name" Password="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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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Domain>
</Operation>

关于删除非安全群集
删除非安全群集时，XML 文件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Operation Type="Delete">
<Domain Name="domain_name">
<SystemList>
<System Name="sys_name1"/>
<System Name="sys_name2"/>
....
....
</SystemList>
<Cluster Name="clus_name" ID="clus_ID"
ConnecttoCluster="ConnecttoClustervalue"
IgnoreOfflineGroups="IgnoreOfflineGroupsvalue">
<Security Type="Non-Secured">
<Admin User="admin_user_name" Password="password"/>
</Security>
<HadHelperUser Remove="Removevalue"
Name="HAD_user_name" Password="password"/>
</Cluster>
</Domain>
</Operation>

关于删除安全群集
删除安全群集时，XML 文件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Operation Type="Delete">
<Domain Name="domain_name">
<SystemList>
<System Name="sys_name_1"/>
<System Name="sys_name_2"/>
....
....
</SystemList>
<Cluster Name="clus_name" ID="clus_ID"
ConnecttoCluster="ConnecttoClustervalue"
IgnoreOfflineGroups="IgnoreOfflineGroupsvalue">
<Security Type="Sec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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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SRoot Name="root_name"/>
</Security>
<HadHelperUser Remove="Removevalue" Name="HAD_user_name"
Password="password"/>
</Cluster>
</Domain>
</Operation>

将相关格式复制到任意文本编辑器中，并以 .xml 扩展名保存。用适当的值替换斜体
显示的变量。查看有关变量及其可能值的信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关于元素属性值”。
本书提供了一个 XML 示例文件供您参考。
请参见第 84 页的“关于 XML 配置示例”。

关于元素属性值
表 5-1 介绍以 XML 格式使用的变量及其可能的值：
* n 是系统、节点、适配器和 MAC 地址的序列号。
表 5-1

VCWsilent - 变量和值

变量

说明

domain_name

用系统所属域的完全限定名称替换此变量。

sys_name_<n*>

用域中将为其发现相关信息的系统的名称替换此变量。

注意：对于每个系统，都必须在 SystemList 元素下有一个
相应的 System 子元素。
clus_name

用所要创建的群集的名称替换此变量。

clus_ID

用群集 ID 替换此变量。请确保指定 0 到 65535 之间的唯一
群集 ID。

SingleNodeValue

用 1 或 0 替换此变量。值 1 表示单节点群集。值 0 表示多节
点群集。

node_name_<n*>

用将加入此群集的系统的名称替换此变量。请确保提供在
SystemList 元素中指定的系统列表中的系统名称。
例如，如果您在 SystemList 元素中指定了 SysA 和 SysB，
则可以指定其中一个或两个系统作为节点名称。但不应指定
SystemList 元素中未指定的其他系统，例如 SysC。

注意：对于每个节点，都必须在 Cluster 元素下有一个相应
的 Node 子元素和 LLTLink 子级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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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adp_name_<n*>

用将配置 LLT 链路的适配器的名称替换此变量。

注意：对于每个节点，都必须至少指定两个适配器。每个适
配器都必须指定为 LLTLink 元素的一个属性。
MAC_address_<n*>

用适配器的 MAC 地址替换此变量。

Pri

用 1 或 0 替换此变量。值 1 表示为适配器分配低优先级。值
0 则表示相反含义。可以为适配器分配低优先级，使其同时
用于专用和公共网络通信。

admin_user_name

用群集管理员的用户名替换此变量。可以使用此用户名通过
Cluster Manager 登录群集。

注意：此用户名仅适用于非安全群集。
root_name

用群集配置所选的一个系统的主机名替换此变量。此主机名
应是为 SystemList 元素指定的系统之一。

注意：此系统名称仅适用于安全群集。
HAD_user_name

以用来运行 VCS Helper 服务的域用户名替换此变量。在本
地系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的 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
序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访问网络。

password

用加密密码替换此变量。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加密密码”。

ConnecttoClustervalue

如果希望在删除群集前连接该群集，请用 Yes 替换此变量。
如果连接失败，群集删除操作将不会继续。
默认值为 No。此默认值表示在删除群集前无需先连接该群
集。

IgnoreOfflineGroupsvalue

如果希望将群集中所配置的服务组连同群集一起删除，请用
Yes 替换此变量。
默认值为 No。这意味着如果群集中有服务组，群集删除操作
将不会继续。

Removevalue

如果希望将 VCS Helper Service 帐户连同群集一起删除，请
用 Yes 替换此变量。
默认值为 No。此默认值表示将不会删除 VCS Helper 帐户。

关于加密密码
在 XML 配置文件中指定密码前，必须先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将密码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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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启用了 UAC，即使已登录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也应在“以管理员身
份运行”模式下运行程序或命令。或者，以管理员身份（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来
执行任务。
对要在 XML 文件中指定的所有密码执行以下步骤。
将密码加密

1

通过在命令行上键入以下内容运行 vcsencrypt 实用程序。
C:\> vcsencrypt -agent

2

该实用程序会提示您输入密码两次。输入密码并按 Enter。
Enter New Password:
Enter Again:

3

该实用程序将对密码进行加密，并显示已加密的密码。

4

在 XML 文件中指定此加密密码。

5

复制加密密码供将来参考。

关于 XML 配置示例
XML 配置示例文件作为参考信息提供。
对于双节点安全群集的配置：
使用此配置文件创建带有系统 SYSTEM1 和 SYSTEM2 的安全群集。
<Operation Type="New">
<Domain Name="DOMAIN.com">
<SystemList>
<System Name="SYSTEM1"/>
<System Name="SYSTEM2"/>
</SystemList>
<Cluster Name="MYCLUSTER" ID="0">
<Node Name="SYSTEM1">
<LLTLink Name="Adapter0" MAC="00:03:47:08:91:56"
LowPri="0"/>
<LLTLink Name="Adapter1" MAC="00:03:47:08:91:C6"
LowPri="0"/>
</Node>
<Node Name="SYSTEM2">
<LLTLink Name="Adapter0" MAC="00:03:47:08:91:CC"
LowPr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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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Link Name="Adapter1" MAC="00:03:47:08:94:4E"
LowPri="0"/>
</Node>
<Security Type="Secured">
<VxSSRoot Name="SYSTEM1"/>
</Security>
<HadHelperUser Name="Administrator" Password="hvnTkvK"/>
</Cluster>
</Domain>
</Operation>

对于删除双节点安全群集：
使用此配置文件删除带有系统 SYSTEM1 和 SYSTEM2 的安全群集。
<Operation Type="Delete">
<Domain Name="DOMAIN.com">
<SystemList>
<System Name="SYSTEM1"/>
<System Name="SYSTEM2"/>
</SystemList>
<Cluster Name="MYCLUSTER" ID="0" ConnecttoCluster="No"
IgnoreOfflineGroups="Yes">
<Security Type="Secured">
<VxSSRoot Name="SYSTEM1"/>
</Security>
<HadHelperUser Remove="No" Name="
Administrator" Password="hvnTkvK"/>
</Cluster>
</Domain>
</Operation>

运行静默配置实用程序
运行静默配置实用程序 VCWsilent.exe 前，请先检查是否满足先决条件。
■

如果启用了 UAC，即使已登录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也应在“以管理员身份
运行”模式下运行程序或命令。或者，以管理员身份（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
来执行任务。

■

要配置或删除群集，请从此域中的任一系统运行实用程序，无论该系统是否属
于此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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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静默配置实用程序

1

在命令行，键入以下命令之一：
■

要配置新的群集或删除现有群集，请使用：
command_prompt> VCWsilent XML_file_name_including_path

■

要在配置或删除群集时查看进度，请使用 -v 选项：
command_prompt> VCWsilent XML_file_name_including_path -v

2

如果群集成功配置或删除，将显示如下消息：
Silent configuration was successful.

如果静默配置失败，将显示错误消息。查看与故障有关的消息，在问题更正后
重新运行该实用程序。
使用静默配置实用程序重新配置或升级群集

1

创建 main.cf 文件副本以备份群集配置。

2

可以使用 VCWsilent 实用程序按顺序执行以下操作：

3

■

删除该群集。

■

创建新群集。

使用以下命令行停止群集：
hastop -all -force

4

通过仅将相关条目从备份的 main.cf 复制到新创建的 main.cf，手动还原应用
程序配置。

5

使用以下命令行启动群集：
ha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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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

启动 VCS

■

停止 VCS 引擎及相关进程

■

关于管理 VCS 配置文件

■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用户

■

关于查询 VCS

■

关于管理服务组

■

管理代理

■

关于管理资源

■

关于管理资源类型

■

管理系统

■

关于管理群集

■

在使用 VCS 命令的脚本中使用 -wait 选项

■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模拟群集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查看用于管理 VCS 的常用命令的详细信息。有关特定命令或其选项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其用法信息或与这些命令有关的手册页。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可以在 VCS 运行时从群集中的任一系统输入大多数命令。用于启动 VCS 的命令通
常是在系统启动时启动。
注意：如果 UAC 已启用，请在“Run as administrator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
下运行程序或命令，即便已登录的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或者，以管理员身份登
录（默认管理员帐户）来执行各项任务。

VCS 命令语法中使用的符号
表 6-1 指定了 VCS 命令中使用的符号。运行命令时，不要使用这些符号。
表 6-1

VCS 命令中使用的符号

符号

用法

示例

[]

用于可选的命令选项或参数。

hasys -freeze [-persistent] [-evacuate]
system

|

用于指定一次只能使用一个由
| 分隔的命令选项或参数。

hagetcf [-s | -silent]

...

用于指定参数可以具有多个
值。

hagrp -modify group attribute value … [-sys
system]

{}

用于指定大括号中引起来的命
令选项或参数必须在一起。

haatr -display {cluster | group | system |
heartbeat | <restype>}
haclus -modify attribute {key value}

在命令帮助或用法输出中使
用，用于指定必须使用实际值
替换这些变量。

<>

haclus -help
VCS INFO V-16-1-10601 Usage:
haclus -add <cluster> <ip>
haclus -delete <cluster>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VCS 如何识别本地系统
VCS 使用系统的节点名称。要从命令行查看系统的节点名称，请键入：
C:\> ho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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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桌面查看系统的节点名称

1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以显示弹出菜单。

2

单击“属性”。“计算机名称”选项卡中列出了系统名称。

关于指定以短划线 (-) 开头的值
按照命令行语法指定值时，必须在以短划线 (-) 开头的值前面添加百分号 (%) 前缀。
如果某个值是以百分号开头，则必须为其添加另一个百分号前缀。（初始的百分号
会被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除去，不会出现在配置文件中。）

关于 -modify 选项
大多数配置更改是使用命令 haclus、hagrp、hares、hasys 和 hatype 的 -modify
选项来完成的。具体地说，上述这些命令的 -modify 选项会更改存储在 VCS 配置
文件中的属性值。默认情况下，所有属性都是全局属性，这意味着属性值对所有系
统而言都是相同的。
注意：只有 VCS 处于读写模式时，您才能更改配置。
请参见第 95 页的“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

对 VCS 密码进行加密
当编辑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以添加 VCS 用户时，可以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
序对密码进行加密。
注意： 通过配置向导或 Java 控制台输入密码时，不要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
对密码进行加密

1

从命令行运行该实用程序。
# vcsencrypt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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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实用程序会提示您输入密码两次。输入密码并按回车键。
Enter Password:
Enter Again:

3

该实用程序将对密码进行加密，并显示已加密的密码。 请使用此密码编辑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
当编辑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或配置需要用户密码的代理时，可以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对密码进行加密。
注意： 通过配置向导或 Java 控制台输入密码时，不要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
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

1

从命令行运行该实用程序。
vcsencrypt -agent

2

该实用程序会提示您输入密码两次。输入密码并按回车键。
Enter New Password:
Enter Again:

3

该实用程序将对密码进行加密，并显示已加密的密码。请使用此密码编辑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使用安全密钥加密代理密码
使用安全密钥加密代理密码涉及以下步骤：
■

生成安全密钥

■

加密代理密码

启动 VCS
VCS 启动后，它将检查其本地配置文件的状态，并向 GAB 注册以加入群集成员集。
如果本地配置有效，并且没有其他系统在运行 VCS，则 VCS 将根据本地配置文件
生成其状态并进入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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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节点上的配置无效，则 VCS 引擎将等待手动干预，或等待 VCS 在具有有
效配置的系统上启动。
请参见第 448 页的“远程群集状态”。
请参见第 449 页的“系统状态”。
启动 VCS
◆

运行以下命令：
hastart

当所有系统都处于 ADMIN_WAIT 状态时启动 VCS
◆

从群集中的任一系统运行以下命令，以强制 VCS 使用由变量 system 指定的系
统的配置文件：
hasys -force system

在单个节点上启动 VCS
◆

键入以下命令以启动不需要 GAB 和 LLT 软件包的 VCS 实例。请不要在多系
统群集上使用该命令。
hastart -onenode

将 VCS 作为分时进程启动
◆

运行以下命令：
hastart -ts

启动 CommandServer
◆

运行以下命令：
net start cmdserver

停止 VCS 引擎及相关进程
hastop 命令停止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和相关进程。 通过配置群集的

EngineShutdown 属性，可以自定义 hastop 命令的行为。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使用 EngineShutdown 属性控制 hastop 行为”。
hastop 命令包括下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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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top
hastop
hastop
hastop

-all [-force]
[-help]
-local [-force | -evacuate | -noautodisable]
-sys system ... [-force | -evacuate -noautodisable]

表 6-2 显示了 hastop 命令的选项。
表 6-2

hastop 命令的选项

选项

说明

-all

在群集中的所有系统上停止 HAD，并使所有服务组脱机。

-help

显示命令用法。

-local

在键入该命令的系统上停止 HAD。

-force

允许在不使服务组脱机的情况下在系统上停止 HAD。EngineShutdown
属性的值不影响 -force 选项的行为。

-evacuate

与 -local 或 -sys 配合使用时，可以在系统停止之前，将该系统上的
活动服务组迁移到群集中的另一个系统。

-noautodisable 确保不会自动禁用可以在执行 hastop 命令的节点上运行的服务组。该
选项可以与 -evacuate 一起使用，但是不能与 -force 一起使用。
-sys

在指定的系统上停止 HAD。

关于在不使用 -force 选项的情况下停止 VCS
如果在不使用 -force 选项的情况下停止某个系统上的 VCS，它将进入 LEAVING
状态，并等待所有组在该系统上脱机。使用命令 hasys -display system 的输出，
可以验证 SysState 和 OnGrpCnt 属性的值是否为非零值。 VCS 将继续等待，直到
服务组脱机后才会关闭。
请参见第 425 页的“资源故障排除 ”。

关于使用 -force 以外的选项停止 VCS
如果在拥有联机服务组的系统上使用 -force 以外的选项停止 VCS，则该系统上运
行的组会脱机并保持脱机状态。VCS 通过将属性 IntentOnline 设置为 0 来指示这种
情况。如果使用选项 -force，服务组在 VCS 引擎 (HAD) 关闭和重新启动期间可以
继续联机。在 VCS 引擎重新启动后，IntentOnline 属性值仍保持不变。

关于使用 EngineShutdown 属性控制 hastop 行为
当用户运行 hastop 命令时，可以使用 EngineShutdown 属性定义 VCS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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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执行 hastop 时指定了下列选项，则 VCS 不会考虑此属性： -force 或
-local -evacuate -noautodisable。
为该属性配置下列值之一，具体取决于所需的 hastop 命令功能：
表 6-3 显示该属性的引擎关闭值。
表 6-3

引擎关闭值

引擎关闭值

说明

Enable

处理所有 hastop 命令。这是默认行为。

Disable

拒绝所有 hastop 命令。

DisableClusStop

不处理 hastop -all 命令；处理其他所有 hastop 命令。

PromptClusStop

在运行 hastop -all 命令之前提示用户进行确认；处理其他所有
hastop 命令。

PromptLocal

在运行 hastop -local 命令之前提示用户进行确认；处理除 hastop
-sys 命令之外的所有其他 hastop 命令。

PromptAlways

在运行任何 hastop 命令之前都提示用户进行确认。

停止 VCS 的其他注意事项
以下是停止 VCS 的一些其他注意事项：
■

如果使用 reboot 命令，则行为由 ShutdownTimeOut 参数控制。HAD 退出后，
如果 GAB 在 ShutdownTimeout 属性指定的时间内退出，则其余系统会将此操
作识别为重新启动，并对已脱离的系统中的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对于运行多
个应用程序的系统，请考虑增大属性 ShutdownTimeout 的值。

■

如果使用 hastop 命令在某个系统上停止 VCS，则会自动禁用其 SystemList 属
性中包括该系统的每个服务组。如果服务组处于自动禁用状态，则 VCS 不会将
其联机（这不适用于关闭电源的系统）。

■

如果使用 -evacuate 选项，则会在 VCS 关闭之前进行迁移。但是，如果执行
-evacuate 命令时服务组之间存在依赖关系，VCS 将拒绝此命令。

关于管理 VCS 配置文件
本节介绍如何验证、备份和还原 VCS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 main.cf 文件”。
请参见第 49 页的“关于 types.c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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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acf 实用程序
hacf 实用程序可以将 VCS 配置语言转换为 VCS 引擎可读取的语法。具体地说，
hacf 将主配置文件 main.cf 的内容转换为 VCS 服务器的命令。

注意：如果 UAC 已启用，请在“Run as administrator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
下运行程序或命令，即便已登录的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或者，以管理员身份登
录（默认管理员帐户）来执行各项任务。
请参见第 95 页的“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

关于 .cf 文件的多个版本
当 hacf 创建 .cf 文件时，它不会重写现有的 .cf 文件。该文件的副本将保留在目录
中，创建日期和时间作为后缀添加到其名称后面，例如
main.cf.03Dec2001.17.59.04。此外，将使用后缀 .previous 保存任何 .cf 文件的早
期版本，例如 main.cf.previous。

验证配置
使用 hacf 可以验证（即检查其语法）main.cf 和类型定义文件 types.cf。如果 hacf
检测到配置中存在错误，则 VCS 不会运行。
验证配置
◆

运行以下命令：
# hacf -verify config_directory

变量 config_directory 指包含 main.cf 文件和 main.cf. 中包括的所有 .cf 文件的
目录。
如果没有错误消息且返回值为零，则表示语法是合法的。

安排对 VCS 配置文件进行自动备份
可以配置 BackupInterval 属性以指示 VCS 定期创建配置的备份。VCS 会将 main.cf
和 types.cf 文件分别备份为 main.cf.autobackup 和 types.cf.auto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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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对 VCS 配置文件的定期备份
◆

将群集级属性 BackupInterval 设置为非零值。
例如，要每 5 分钟备份配置一次，请将 BackupInterval 设置为 5。
例如：
# haclus -display | grep BackupInterval
BackupInterval

0

# haconf -makerw
# haclus -modify BackupInterval 5
# haconf -dump -makero

保存配置
保存配置时，VCS 会将 main.cf.autobackup 文件重命名为 main.cf。VCS 还会将当
前生效的配置保存到 main.cf.autobackup 文件中。
如果尚未配置 BackupInterval 属性，则 VCS 将保存当前生效的配置。
请参见第 94 页的“安排对 VCS 配置文件进行自动备份”。
保存配置
◆

运行以下命令
# haconf -dump -makero

选项 -makero 将配置设置为只读的。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
本主题介绍如何将配置设置为读取/写入。
将模式设置为读取或写入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onf -makerw

以正确的格式显示配置文件
手动编辑 VCS 配置文件（例如，main.cf 或 types.cf 文件）时，将造成格式设置问
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无法正确解析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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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确的格式显示配置文件
◆

运行以下命令以正确的格式显示配置文件：
# hacf -cftocmd config
# hacf -cmdtocf config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用户
可以在群集中的任一系统上添加、修改和删除用户，前提是您具有执行该操作的权
限。
如果 VCS 正以安全模式运行，请指定完全限定的用户名，格式为
username@domain。当 VCS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时，不能指派或更改用户密码。
注意：以 domain\username 或 username@domain.com 格式提供的用户名无法
使用。
要执行添加、修改和删除用户的命令，您必须拥有 root 或管理员身份，并且 VCS
配置必须处于读取/写入模式。
请参见第 95 页的“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
注意：必须将用户添加到 VCS 配置中，才能通过图形用户界面 Cluster Manager
监视和管理 VCS。

添加用户
Cluster Guest 类别的用户不能添加用户。
添加用户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写入模式：
# haconf -makerw

2

添加用户：
# hauser -add user [-priv <Administrator|Ope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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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现提示时输入密码。

4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添加具有群集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add user -priv Administrator

添加具有群集操作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add user -priv Operator

添加具有组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add user -priv Administ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添加具有组操作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add user -priv Ope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仅在一个节点上添加具有群集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写入模式：
# haconf -makerw

2

添加用户：
# hauser -add user@node.domain -priv Administrator

例如，
# hauser -add user1@sys1.domain1.com -priv Administrator

3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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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一个节点上添加具有组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add user@node.domain -priv Administ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指派和删除用户权限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指派和删除用户权限：
为管理员或操作员指派权限
◆

键入以下命令：
hauser -addpriv user Adminstrator|Ope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删除管理员或操作员的权限
◆

键入以下命令：
hauser -delpriv user Adminstrator|Ope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为 OS 用户组指派权限
◆

键入以下命令：
hauser -addpriv usergroup AdminstratorGroup|OperatorGroup
[-group service_groups]

删除 OS 用户组的权限
◆

键入以下命令：
hauser -delpriv usergroup AdminstratorGroup|OperatorGroup
[-group service_groups]

修改用户
Cluster Guest 类别的用户不能修改用户。

98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用户

修改用户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模式：
# haconf -makerw

2

输入以下命令修改用户：
# hauser -update user

3

出现提示时输入新密码。

4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删除用户
可以从 VCS 配置中删除用户。
删除用户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模式：
# haconf -makerw

2

对于具有管理员和操作员访问权限的用户，删除其权限：
# hauser -delpriv user Adminstrator|Ope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3

从已注册用户列表中删除该用户：
# hauser -delete user

4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显示用户
本主题介绍如何显示用户列表以及用户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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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用户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list

显示所有用户的权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display

显示特定用户的权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display user

关于查询 VCS
通过 VCS 可以查询各种群集对象，包括资源、服务组、系统、资源类型、代理、
群集和站点。您可以从群集中的任何系统执行命令。所有用户（即无需 root 权限）
都可以执行用来显示关于 VCS 配置或系统状态信息的命令 。

查询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服务组执行查询。
显示系统上服务组的状态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stat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显示服务组的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resources service_group

显示服务组依赖项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dep [service_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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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系统上的服务组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如果未指定 service_group，则会显示有关所有服务组的信息。
显示系统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attribute attribute] [-sys system]

请注意，系统名称区分大小写。
显示某服务组属性的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value service_group attribute

预测故障转移的目标系统
◆

使用下列命令可查看目标系统（服务组在发生故障期间将故障转移至该系统）：
# hagrp -forecast service_group [-policy failoverpolicy value] [-verbose]

策略值可以是下列任何一个值：Priority、RoundRobin、Load 或
BiggestAvailable。
注意：当服务组处于切换状态时，无法使用 -forecast 选项。例如，如果服务
组正切换到联机状态或脱机状态，VCS 会拒绝该命令。
只有故障转移服务组支持 -forecast 选项。如果是脱机故障转移服务组，VCS
会根据服务组的故障转移策略选择目标系统。
仅在定义了服务组属性 Load 且启用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时，BiggestAvailable
策略才适用。
实际服务组 FailOverPolicy 可以配置为任何策略，但会像 FailOverPolicy 被设
置为 BiggestAvailable 一样执行预测。

查询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资源执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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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资源的依赖关系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ep resource

注意：如果您使用此命令查询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则该依赖关系将显示为正
常的 1 对 1 依赖关系。
显示关于资源的信息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isplay resource

如果未指定 resource，则会显示有关所有资源的信息。
显示服务组的资源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isplay -group service_group

显示某资源类型的资源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isplay -type resource_type

显示系统上的资源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isplay -sys system

显示特定资源属性的值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value resource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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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ep -atleast resource

以下是此命令输出的示例：
#hares -dep -atleast
#Group Parent Child
g1
res1
res2,res3,res5,res6 min=2
g1
res7
res8

查询资源类型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资源类型执行查询。
显示所有资源类型
◆

键入以下命令：
# hatype -list

显示特定资源类型的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type -resources resource_type

显示资源类型相关信息
◆

键入以下命令：
# hatype -display resource_type

如果未指定 resource_type，则会显示有关所有类型的信息。
显示特定资源类型属性的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hatype -value resource_type attribute

查询代理
表 6-4 列出了 haagent -display 命令显示的代理的运行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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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代理的运行时状态

运行时状态

定义

Faults

指示开始出现故障后的一小时内代理出现故障的次数以及开始出现故障
的时间。

Messages

显示有关代理状态的各种消息。

Running

指明代理正在运行。

Started

指示文件由 VCS 引擎 (HAD) 执行。

显示代理的运行时状态
◆

键入以下命令：
# haagent -display [agent]

如果未指定 agent，则出现有关所有代理的信息。
显示特定代理属性的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haagent -value agent attribute

查询系统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系统执行查询。
显示群集中系统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sys -list

显示每个系统的相关信息
◆

键入以下命令：
# hasys -display [system]

如果未指定系统，该命令便会显示所有系统的属性名称和值。
显示特定系统属性的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hasys -value system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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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与资源利用率相关的系统属性
◆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以下系统属性的资源利用率：
■

Capacity

■

HostAvailableForecast

■

HostUtilization

# hasys -util system
-util 选项仅在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并在群集属性 HostMeters

中至少定义一个键时才适用。
该命令也表明 HostUtilization 和 HostAvailableForecast 的值是否失效。

查询群集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群集执行查询。
显示特定群集属性的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lus -value attribute

显示群集相关信息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lus -display

查询状态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群集中服务组的状态执行查询。
注意：运行带有 -summary 选项的 hastatus 命令，以防止不断生成联机状态转换
的输出。如果执行命令时不包含此选项，将重复显示联机状态转换，直到使用
CTRL+C 命令中断它。
显示群集中所有服务组（包括资源）的状态
◆

键入以下命令：
# ha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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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特定服务组（包括其资源）的状态
◆

键入以下命令：
hastatus [-sound] -group service_group
[-group service_group]...

如果未指定服务组，则会显示所有服务组的状态。使用 -sound 选项，可以在
每次资源出现故障时通过响铃进行提示。
显示特定系统上服务组和资源的状态
◆

键入以下命令：
hastatus [-sound] -sys system_name
[-sys system_name]...

显示特定资源的状态
◆

键入以下命令：
hastatus [-sound] -resource resource_name
[-resource resource_name]...

显示群集故障（包括出现故障的服务组、资源、系统、链接和代理）的状态
◆

键入以下命令：
# hastatus -summary

查询日志数据文件 (LDF)
日志数据文件 (LDF) 包含与向相应英文语言文件进行写入相关的消息数据。通常，
每个英文文件都有一个相应的 LDF。
显示 hamsg 用法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msg -help

显示当前系统上可用的 LDF 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msg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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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常规 LDF 数据
◆

键入以下命令：
# hamsg -info [-path path_name] LDF

选项 -path 指定 hamsg 查找指定 LDF 的位置。如果未指定该位置，则 hamsg
会在默认目录中查找文件：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ldf
显示特定 LDF 数据
◆

键入以下命令：
# hamsg [-any] [-sev C|E|W|N|I]
[-otype VCS|RES|GRP|SYS|AGT]
[-oname object_name] [-cat category] [-msgid message_ID]
[-path path_name] [-lang language] LDF_file
-any

指定 hamsg 返回与任一指定的查询选项匹配的消息。

-sev

指定 hamsg 返回与指定的消息严重性 Critical、Error、Warning、
Notice 或 Information 匹配的消息。

-otype

指定 hamsg 返回与指定的对象类型匹配的消息
■

VCS = 常规 VCS 消息

■

RES = 资源

■

GRP = 服务组

■

SYS = 系统

■

AGT = 代理

-oname

指定 hamsg 返回与指定的对象名称匹配的消息。

-cat

指定 hamsg 返回与指定的类别匹配的消息。例如，消息 ID
V-16-2-13067 中的值 2

-msgid

指定 hamsg 返回与指定的消息 ID 匹配的消息。例如，指定值
13067 将返回与消息 ID V-16-2-13067 匹配的消息

-path

指定 hamsg 查找指定 LDF 的位置。如果未指定该位置，则 hamsg
会在默认目录中查找文件：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ldf

-lang

指定显示消息所用的语言。 例如，值 en 指定英文，ja 指定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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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件语句查询 VCS 对象
某些查询命令包括条件语句选项。 条件语句有下列三种形式：
Attribute=Value（属性与值相等）
Attribute!=Value（属性与值不相等）
Attribute=~Value（value 为属性的前缀。例如，对于资源状态 = ~FAULTED 这

一查询，将返回其状态以 FAULTED 开头的所有资源。）
可以使用多个条件语句，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AND 逻辑关系。
您只能查询 hagrp -display 命令输出中出现的属性-值对。
请参见第 100 页的“查询服务组”。
显示其值与条件语句匹配的服务组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list [conditional_statement]

如果未指定任何条件语句，则会列出群集中的所有服务组。
显示其值与条件语句匹配的资源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res -list [conditional_statement]

如果未指定任何条件语句，则会列出群集中的所有资源。
显示其值与条件语句匹配的代理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agent -list [conditional_statement]

如果未指定任何条件语句，则会列出群集中的所有代理。

关于管理服务组
服务组管理包括多项任务，例如添加、删除或修改服务组。

添加和删除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添加或删除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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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群集中添加服务组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add service_group

对于群集中定义的所有服务组，变量 service_group 必须是唯一的。
该命令将初始化已准备好包含各种资源的服务组。为了正确应用该组，您必须
填充其 SystemList 属性，以定义可以使该组联机和脱机的系统。（系统列表由
名称和表示优先级值的整数组成。）
删除服务组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delete service_group

请注意，只有在删除了服务组的所有资源之后，才能删除该服务组。

修改服务组属性
本主题介绍如何修改服务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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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服务组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modify service_group attribute value [-sys system]

变量 value 表示：
system_name1 priority1 system_name2 priority2
如果所修改的属性具有本地作用域，则必须指定要修改此属性的系统，但在运
行该命令的系统上修改属性时除外。
例如，要用系统 A 和 B 填充服务组 groupx 的系统列表，请键入：
# hagrp -modify groupx SystemList -add SystemA 1 SystemB 2

同样，要填充服务组的 AutoStartList 属性，请键入：
# hagrp -modify groupx AutoStartList SystemA SystemB

也可以将服务组定义为并行服务组。 要将 Parallel 属性设置为 1，请键入以下
命令： （请注意，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0，这会将服务组指定为故障转移组。）:
# hagrp -modify groupx Parallel 1

如果已经将资源添加到服务组，则无法修改此属性。
只有使用命令 hagrp -modify 才能修改属性 SystemList、AutoStartList 和
Parallel。不能修改系统创建的属性，如服务组的状态。

修改 SystemList 属性
使用 hagrp -modify 命令更改服务组的现有系统列表时，可以使用选项 -modify、
-add、-update、-delete 或 -delete -keys。
例如，假设您最初将服务组 groupx 的 SystemList 定义为 SystemA 和 SystemB。
然后在启动群集之后向该列表中添加了一个新系统：
# hagrp -modify groupx SystemList -add SystemC 3

您必须使服务组在发生修改的系统上脱机。
向服务组的系统列表添加系统时，该系统必须已经添加到群集中。如果使用命令
行，可以使用 hasys -add 命令。
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系统时，该服务组在要删除的系统上不能处于联机状
态。
如果尝试使用不带其他选项（如 -add 或 -update）的 hagrp -modify 来更改服务
组的现有系统列表，则该命令将失败。

110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关于管理服务组

使服务组联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服务组联机。
使服务组联机
◆

键入下列命令之一：
#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ite [site_name]

在系统上启动服务组并仅使那些已经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的资源联机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checkpartial other_system

如果服务组的资源没有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则该服务组会在原始系统上联
机，并忽略 checkpartial 选项。
请注意，在故障转移期间 Preonline 触发器将使用 checkpartial 选项。当配
置为 Preonline =1 的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统（系统 2）时，只有在故障
转移之前在系统 1 上曾处于联机状态的那些资源才会在系统 2 上联机。
使服务组及其关联的子服务组联机
◆

键入下列命令之一：
■

# hagrp -on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

# hagrp -on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any

■

# hagrp -on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site site

注意：有关 -propagate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与 hagrp 命令关联的手册页。

使服务组脱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服务组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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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服务组脱机
◆

键入下列命令之一：
#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ite site_name

仅当在系统上探查到所有资源时才使服务组脱机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offline [-ifprobed]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使服务组及其关联的父服务组脱机
◆

键入下列命令之一：
■

#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

#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any

■

#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site site_name

注意：有关 -propagate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与 hagrp 命令关联的手册页。

切换服务组
切换服务组的过程包括使服务组在其当前系统或站点上脱机和使服务组在另一个系
统或站点上联机。
将服务组从一个系统切换到另一个系统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switch service_group -to system
# hagrp -switch service_group -site site_name

仅当服务组完全联机或部分联机时，才能对其进行切换。-switch 选项不能用
于跨系统区域切换混合服务组。
使用下列命令在整个群集中切换并行全局组：
# hagrp -switch service_group -any -clus remote_cluster

VCS 可使并行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的所有可能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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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和取消冻结服务组
冻结服务组可以防止它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统。该冻结过程将停止服务组上的所有
联机和脱机过程。
请注意，如果冻结正处于 ONLINE 状态的服务组，则该组将继续保持 ONLINE 状
态。
取消冻结服务组后，即可对该服务组执行联机或脱机操作。
冻结服务组（禁用联机、脱机和故障转移操作）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freeze service_group [-persistent]

通过选项 -persistent，可以在群集重新启动时记住冻结。
取消冻结服务组（重新启用联机、脱机和故障转移操作）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unfreeze service_group [-persistent]

为服务组启用或禁用基于优先级的故障转移
本主题介绍如何为服务组启用或禁用基于优先级的故障转移。即使对群集中的所有
服务组配置基于优先级的故障转移，也必须在群集级别启用此功能。
为服务组启用基于优先级的故障转移
■

在群集中运行以下命令：
# haclus -modify EnablePBF 1

此属性将为高可用性服务组启用基于优先级的故障转移。在故障转移期间，VCS
检查高可用性服务组的加载要求并评估符合该加载要求的最佳可用目标。如果
没有符合加载要求的可用系统，VCS 将检查可脱机以满足加载要求的任何较低
优先级的组。
在故障转移到高优先级服务组之前，VCS 将执行下列检查：
■

检查符合高可用性服务组加载要求的最佳目标系统。

■

如果没有符合加载要求的系统，则为每个目标系统创建迁移计划以确定具有最
小中断性的系统。

■

迁移计划包含需脱机以符合加载要求的低优先级服务组的列表。迁移计划将计
算系统的中断因素。中断因素基于将脱机或迁移的服务组的优先级。下表显示
服务组优先级与中断因素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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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组优先级

中断因素

4

1

3

10

2

100

1

将不会迁移。

选择具有最小中断性的系统作为目标系统并执行迁移计划。此操作会使低优先
级服务组脱机。属性 (Group::EvacList) 下可查看计划。在迁移计划中的所有组
脱机之后，使高优先级服务组联机。

为服务组禁用基于优先级的故障转移
■

在服务组中运行以下命令：
# haclus -modify EnablePBF 0

注意：正在进行组迁移时不能修改此属性。

启用和禁用服务组
在使服务组联机之前，应该先启用它。如果在系统维护过程中手动禁用了某个服务
组，则可能需要在完成维护过程之后使该服务组联机。
禁用服务组可防止其联机。该过程将暂时禁止 VCS 监视正在进行维护操作的系统
上的服务组
启用服务组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enabl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只有在启用组之后，才能使其联机。
禁用服务组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disabl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如果禁用了组，则不能使其联机，也不能对它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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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enableresources service_group

禁用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disableresources service_group

如果禁用了组资源，则代理不会监视这些资源。

清除服务组中出现故障的资源
清除资源可以消除故障并使该资源可进入联机状态。
清除服务组中出现故障的非持久性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clear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清除资源将启动先前被阻止的联机进程，同时等待该资源变得完好无误。
■

如果指定了 system，则仅从该系统清除所有出现故障的非持久性资源。

■

如果未指定 system，则会在服务组 SystemList 中列出的所有系统上，清除
其中至少一个非持久性资源出现故障的服务组。

清除服务组中处于 ADMIN_WAIT 状态的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clearadminwait [-fault]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请参见第 265 页的“ 更改代理文件路径和二进制文件”。

链接和取消链接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链接服务组以创建服务组间的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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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服务组
键入以下命令

◆

# hagrp -link parent_group child_group
gd_category gd_location [gd_type]
parent_group

父组的名称

child_group

子组的名称

gd_category

组依赖关系的类别 (online/offline)。

gd_location

依赖关系的作用域 (local/global/remote/site)。

gd_type

组依赖关系的类型 (soft/firm/hard)。 默认为 firm。

取消链接服务组
键入以下命令：

◆

# hagrp -unlink parent_group child_group

管理代理
正常情况下，会自动启动和停止 VCS 代理。
启动代理
运行以下命令：

◆

haagent -start agent -sys system

停止代理
运行以下命令：

◆

haagent -stop agent [-force] -sys system
-force 选项将停止代理，即使该代理的资源处于联机状态也是如此。如果要在

不使代理资源脱机的情况下升级该代理，请使用 -force 选项。

关于管理资源
资源管理包括多项任务，例如对资源进行添加、删除、修改、链接、取消链接、清
除、使资源联机和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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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添加资源
添加资源时，资源类型的所有非静态属性及其默认值将会复制到新资源中。
系统还会创建三个属性，并将这些属性添加到资源中：
■

Critical（默认值 = 1）。如果资源或其任何子资源在联机时出现故障，则会将整
个服务组标记为故障服务组，并进行故障转移。
在 atleast 资源集中，允许关键资源发生故障，直到满足与该资源集关联的最低
要求为止。

■

AutoStart（默认值 = 1）。如果资源设置为 AutoStart，则会使其联机以响应服
务组命令。指定为 AutoStart=1 的所有资源必须处于联机状态，才能将服务组视
为联机。（此属性与服务组的 AutoStart 属性无关。）

■

Enabled。如果资源设置为 Enabled，则资源类型的代理将管理该资源。对于在
配置文件 main.cf 中定义的资源，此属性默认值为 1；对于在命令行上添加的资
源，此属性默认值为 0。

注意：在命令行上添加资源需要几个步骤，而且必须禁止代理管理资源，直到完成
这些步骤为止。对于在配置文件中定义的资源，应该先执行这些步骤，再启动代
理。

添加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向服务组中添加资源或从服务组中删除资源。
添加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add resource resource_type service_group

资源名称在整个群集中必须是唯一的。必须使用配置语言定义资源类型。 资源
属于组 service_group。

删除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从服务组中删除资源。
删除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delet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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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删除和修改资源属性
资源名称在整个群集中必须是唯一的。您不能修改由系统定义的资源属性，如资源
状态。
修改新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modify resource attribute value
hares -modify resource attribute value
[-sys system] [-wait [-time waittime]]

变量 value 取决于所创建属性的类型。
将新资源的 Enabled 属性设置为 1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modify resourceA Enabled 1

如果在系统上将资源的 Enabled 属性设置为 1，则会在该系统上启动管理此资
源的代理。具体地说，VCS 引擎将开始监视资源有无故障。如果将 Enabled
属性重置为 0，则会禁用代理监视功能。
添加资源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attr -add resource_type attribute
[value] [dimension] [default ...]

变量 value 为 -string（默认值）、-integer 或 -boolean。
变量 dimension 为 -scalar（默认值）、-keylist、-assoc 或 -vector。
变量 default 为此属性的默认值，它必须与 value 和 dimension 兼容。 请注意，
它可能包括多个项，这时用省略号 (...) 来表示。
删除资源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attr -delete resource_type attribute

添加静态资源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attr -add -static resource_type static_attribute
[value] [dimension]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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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静态资源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attr -delete -static resource_type static_attribute

添加临时资源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attr -add -temp resource_type attribute
[value] [dimension] [default ...]

删除临时资源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attr -delete -temp resource_type attribute

修改资源属性的默认值
◆

键入以下命令：
haattr -default resource_type attribute new_value ...

变量 new_value 是指属性的新默认值。

将属性定义为本地属性
对属性进行本地化意味着，对于组 SystemList 中列出的每个系统，该属性都有一个
针对系统的值。 这些属性将基于每个资源进行本地化。 例如，要仅针对 resource
将属性 attribute_name 本地化，请键入：
hares -local resource attribute_name

请注意，无法使用 hares -local 命令来修改全局属性。
表 6-5 列出了可用于对属性进行本地化的命令，具体取决于属性的维数。
表 6-5

使 VCS 属性成为本地属性

维数

任务和命令

标量

替换值：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value [-sy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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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数

任务和命令

向量

■

替换值列表：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value [-sys system]

■

向现有列表添加值列表：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add value [-sys
system]

■

使用用户提供的值更新列表：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update entry_value
... [-sys system]

■

删除列表中的所有值（不能删除向量的单个元素）：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delete -keys [-sys
system]

■

替换键列表（不允许有重复键）：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value ... [-sys
system]

■

向列表中添加键（不允许有重复键）：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add value ...[-sys
system]

■

从列表中删除用户提供的键：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delete key ...
[-sys system]

■

从列表中删除所有键：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delete -keys [-sys
system]

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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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数

任务和命令

关联

■

替换键-值对列表（不允许有重复键）：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value ... [-sys
system]

■

向现有列表中添加用户提供的键-值对列表（不允许有重复键）：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add value ...[-sys
system]

■

使用用户提供的值替换每个键的值：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update keyvalue
... [-sys system]

■

删除由用户提供的键标识的键-值对：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delete key ...
[-sys system]

■

从关联中删除所有键-值对：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delete -keys [-sys
system]

注意：如果指定了多个值并且其中一个无效，则 VCS 将返回针对该无
效值的错误消息，但会继续处理其他值。 在以下示例中，如果 sysb 是
属性 SystemList 的一部分，但是 sysa 不是，则会删除 sysb 并向日志
中发送有关 sysa 的错误消息。
hagrp -modify group1 SystemList -delete sysa sysb
[-sys system]

链接和取消链接资源
链接资源可以指定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一个资源可以拥有的父资源和子资源数量
没有限制。链接资源时，父资源不能是 Operations 属性等于 None 或 OnOnly 的资
源。具体地说，指以下类别的资源：即不能通过代理联机也不能通过代理脱机的资
源 (None)，或者只能通过代理联机的资源 (OnOnly)。
VCS 引擎将自动禁止循环。不能在不同服务组的资源之间指定资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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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资源
◆

输入以下命令：
hares -link parent_resource child_resource

变量 parent_resource 依赖于必须在自己联机之前联机的 child_resource。 反
过来，parent_resource 先脱机，child_resource 才会脱机。
例如，NIC 资源必须可用，IP 资源才能联机，因此对于类型为 IP 的资源 IP1
和类型为 NIC 的资源 NIC1，请将依赖关系指定为：
hares -link IP1 NIC1

取消链接资源
◆

输入以下命令：
hares -unlink parent_resource child_resource

使资源联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资源联机。
使资源联机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nline resource -sys system

使资源脱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资源脱机。
使资源脱机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ffline [-ignoreparent|parentprop] resource -sys system

通过选项 -ignoreparent 可以使资源脱机，即使服务组中的其父资源联机也是
如此。如果使资源脱机违反了组依赖关系，则该选项不起作用。

122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关于管理资源

使资源及其父资源脱机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ffline -parentprop resource -sys system

该命令会在使特定资源脱机之前按顺序停止所有父资源。
使资源脱机并将命令传播到其子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ffprop [-ignoreparent] resource -sys system

如以上命令中所示，通过选项 -ignoreparent 可以使资源脱机，即使服务组中
的其父资源联机也是如此。如果使资源脱机违反了组依赖关系，则该选项不起
作用。

探查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探查资源。
提示代理监视系统上的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probe resource -sys system

虽然该命令可以立即返回结果，但是到该命令返回结果时监视进程可能还未完
成。

清除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清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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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将状态由 RESOURCE_FAULTED 更改为 RESOURCE_OFFLINE：
hares -clear resource [-sys system]

清除资源将启动先前被阻止的联机进程，同时等待该资源变得完好无误。 如果
未指定 system，则会在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中列出的每个系统上清除故
障。
请参见第 115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出现故障的资源”。
该命令还会清除资源的父资源。 使用该命令无法清除其静态属性 Operations
定义为 None 的持久性资源，必须用物理方式进行处理，如更换原始磁盘。随
后代理会自动更新状态。

关于管理资源类型
资源类型管理包括以下活动：

添加、删除和修改资源类型
创建资源类型之后，使用命令 haattr 可以添加它的属性。默认情况下，资源类型
信息存储在 types.cf 配置文件中。
添加资源类型
◆

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add resource_type

删除资源类型
◆

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delete resource_type

删除资源类型之前，必须删除该类型的所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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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关闭 VCS 的情况下添加或修改 main.cf 中的资源类型
◆

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SourceFile ".\resource_type.cf"

有关 resource_type 的信息存储在 config\resource_type.cf 文件中。
在 main.cf 文件中添加针对 resource_type.cf 的 include 行。
注意：请确保在运行该命令之前，所有节点上都存在指向 SourceFile 的路径。
设置静态资源类型属性的值
◆

为标量属性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attribute value

有关更多信息，请键入：
hatype -help -modify

覆盖资源类型静态属性
可以覆盖某些资源类型静态属性，并为其指派资源特定值。 覆盖静态属性并保存配
置后，文件 main.cf 中的资源定义中将针对该静态属性及其被覆盖值包含一行。
覆盖类型的静态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verride resource static_attribute

将默认设置还原为类型的静态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undo_override resource static_attribute

管理系统
系统管理包括多项任务，例如修改系统属性、冻结或取消冻结系统，以及运行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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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系统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sys -modify modify_options

某些属性是 VCS 的内部属性，无法修改。
请参见第 89 页的“关于 -modify 选项”。
显示 llttab 文件中定义的系统节点 ID 的值
◆

键入以下命令显示下列文件中定义的系统节点 ID 的值：
%VCS_HOME%\comms\llt\llttab.txt
hasys -nodeid [node_ID]

冻结系统（防止组在系统上联机或进行切换）
◆

键入以下命令：
hasys -freeze [-persistent] [-evacuate] system
-persistent

用于在群集重新启动时“记住”冻结。请注意，群集配置必须处
于读取/写入模式下，并且必须保存到磁盘（转储），才能记住冻
结。

-evacuate

启用冻结之前，将系统的活动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另一个
系统。

取消冻结已冻结的系统（重新启用服务组的联机和切换）
◆

键入以下命令：
hasys -unfreeze [-persist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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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集中任何系统上运行命令
键入以下命令：

◆

hacli -cmd command [-sys | -server system(s)]

发出在指定系统上执行的命令。VCS 必须在这些系统上运行。
使用 hacli 命令需要将 HacliUserLevel 至少设置为 COMMANDROOT。默认情
况下，HacliUserLevel 设置为 NONE。
如果这些用户不希望系统 A 上的 root 用户享有另一个系统 B 上的根权限，则
应该在系统 B 上仍将 HacliUserLevel 设置为 NONE（默认值）。
您可以将用空格隔开的多个系统指定为选项 -sys 的参数。如果未指定任何系
统，则命令会在群集中所有系统上运行，且 VCS 处于 RUNNING 状态。如果
命令包含任何分隔符或选项，则必须在双引号内输入命令参数。

关于管理群集
群集管理包括以下活动：

检索版本信息
本主题介绍如何检索系统上运行的 VCS 版本的相关信息。
检索系统上 VCS 版本的相关信息

1

运行下列命令之一检索有关引擎版本、加入版本、生成日期和 PSTAMP 的信
息。
had -version
hastart -version

2

运行下列命令检索有关引擎版本的信息。
hastart -v

在使用 VCS 命令的脚本中使用 -wait 选项
可在使用 VCS 命令的脚本中使用 -wait 选项，以等待属性值变为指定的值。该选
项将阻止 VCS 命令，直到指定属性的值发生更改或者指定的超时到期。超时时间
以秒为单位。
只有在更改标量属性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该选项。
下列命令支持 -wait 选项：

127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模拟群集

haclus

haclus -wait attribute value
[-clus cluster] [-time timeout]
在全局群集环境中，请使用 -clus 选项。

hagrp

hagrp -wait group attribute value
[-clus cluster] [-sys system] [-time timeout]
当属性的作用域是本地 (local) 时，请使用 -sys 选项。
在全局群集环境中，请使用 -clus 选项。

hares

hares -wait resource attribute value
[-clus cluster] [-sys system] [-time timeout]
当属性的作用域是本地 (local) 时，请使用 -sys 选项。
在全局群集环境中，请使用 -clus 选项。

hasys

hasys -wait system attribute value
[-clus cluster] [-time timeout]
在全局群集环境中，请使用 -clus 选项。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模拟群集
VCS Simulator 是一个可以帮助您构建和模拟群集配置的工具。 通过 VCS
Simulator，可以预测服务组在群集或系统发生故障时的行为，查看状态转换，还可
以指定和微调各种配置参数。当评估复杂的多节点配置时，该工具尤其有用。它的
方便之处在于，您可以设计特定配置，而无需测试群集或更改现有配置。
您还可以微调那些控制故障转移规则的属性值，如模拟环境中的 Load 和 Capacity。
通过 VCS Simulator 可以模拟各种配置，VCS Simulator 提供做出正确选择所需的
信息。它还可以模拟全局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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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

■

关于智能资源监视 (IMF)

■

关于快速故障转移

■

VCS 如何监视存储组件

■

关于存储配置

■

关于配置网络资源

■

关于配置文件共享

■

关于配置 IIS 站点

■

关于配置服务

■

关于配置进程

■

关于配置 Microsoft 消息队列 (MSMQ)

■

关于配置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

关于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应用程序

■

在非共享存储环境中配置服务组

■

关于 VCS Application Manager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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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虚拟防火练习测试资源故障转移

关于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VCS 使用代理监视资源。VCS 通过持续监视应用程序使用的资源来检测应用程序
的状态。如果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资源都可用，则 VCS 将该应用程序声明为可用。
有关 VCS 提供的代理的说明，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VCS 提供了用于配置常用资源的配置向导。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
制台）和命令行配置资源。
注意：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修改代理属性时，请使用单斜杠 (\)
表示路径名称。直接手动编辑配置文件 main.cf 时，请使用双斜杠 (\\)。
在 VCS 中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需要执行下列任务：
■

创建一个包含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资源的服务组，然后配置资源。
例如，如果要在 VCS 中配置一个数据库，则必须为该数据库以及底层共享存储
和网络配置资源。配置资源时要定义其属性值。必须将这些资源逻辑地分组到
同一个服务组。这样，当某个资源出现故障时，整个服务组会故障转移到另一
节点。

■

指派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
例如，MountV 资源依赖于 VMDg 资源。同样，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

使服务组联机。

Windows Server 系统的注意事项
在 Windows Server 系统上配置 VCS 资源和服务组之前，请考虑以下各项：
■

用户访问控制 (UAC)
如果启用了 UAC，即使已登录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也应在“以管理员身份
运行”模式下运行程序或命令。或者，以管理员身份（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
来执行任务。

有关 UAC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

Windows 防火墙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确保防火墙设置允许访问 SFW HA 使用的服
务和端口。
有关使用的 SFW HA 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安
装和升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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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Server Core
如果希望在 Windows Server Core 系统上配置 VCS 资源和服务组，则必须手动
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直接在 Windows Server Core 系统上使用
命令行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
这些步骤。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在配置资源和服务组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
所述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可以提供连续的高可用性，并能够降低在异构操作系统和虚拟化技术
上运行的多层业务应用程序的服务中断频率和持续时间。 虚拟业务服务将多层应用
程序表示为单个统一实体，并在 产品（如 Cluster Server 和 ApplicationHA）为各
个层提供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的基础上建立。 此外，虚拟业务服务也可以表示阵
列、主机和文件系统（尽管尚未在各个服务器层之间迁移它们）等服务使用的所有
资产。 虚拟业务服务总体上提供了表示多层业务服务的单个统一实体。 可以通过
虚拟业务服务有效管理由 Cluster Server 或 ApplicationHA 管理的应用程序组件。
通过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可以
配置和管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创建的虚拟业务服务。除了
提供以前在 Business Entity Operations Add-on 中提供的所有功能之外，VBS 还提
供了用来在多层应用程序的组件之间配置故障依赖关系的额外功能。
注意：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2 中部署 VBS 之后，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Operations Add-on 3.1 和 4.0 版创
建的所有应用程序实体均可以作为虚拟业务服务提供。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7.2 是运行虚拟业务服务的先决条件。

虚拟业务服务的功能
可以使用 VBS 执行以下任务：
■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启动虚拟业务服务。虚拟业务
服务启动时，其关联的服务组将进入联机状态。

■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停止虚拟业务服务。虚拟业务
服务停止时，其关联的服务组将进入脱机状态。
受 Symantec ApplicationHA 控制的应用程序可以是虚拟业务服务的组成部分。
Symantec ApplicationHA 允许在虚拟机中启动、停止和监视应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承载在 VMware 虚拟机上，则可以将虚拟机配置为在您启动或停
止虚拟业务服务生时自动启动或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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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服务组关系，并设置使服务组联机和脱机的顺序。 这样可以确保按正确的
顺序使不同群集中的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此顺序由该服务组与其他服务组（称
为子服务组）之间的关系控制。 设置服务组依赖关系的正确顺序对实现业务连
续性和高可用性至关重要。

■

建立服务组关系，并在基础层中指定应用程序组件对高可用性事件作出的必需
反应。

■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或从参与虚拟业务服务的群集管理虚
拟业务服务。

■

发生灾难时，将整个虚拟业务服务恢复到远程站点。

不过，使用 VBS 无法管理下列操作：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控制台执行的服务组操作。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命令行界面执行的服务组操作。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Java 控制台执行的服务组操作。

■

不支持对复合虚拟业务服务使用 VBS。只能对虚拟业务服务使用此产品。

注意：必须在群集节点上安装 VRTSvbs 软件包以启用故障管理以及从参与群集管
理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示例
本节提供一个包含多层应用程序的虚拟业务服务示例配置。图 7-1 显示了一个依赖
于在三个不同操作系统和三个不同群集中运行的组件的财务应用程序。
■

在 Solaris 操作系统中运行的数据库（如 Oracle）构成数据库层。

■

在 AIX 操作系统上运行的中间件应用程序（如 WebSphere）构成中间层。

■

在 Windows 和 Linux 虚拟机上运行的 Web 应用程序（如 Apache 和 IIS）构成
Web 层。
每层可以有自己的高可用性机制。例如，可以将 Cluster Server 用于数据库，将
中间件应用程序用于 Web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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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示例

每次启动财务应用程序时，通常需要按以下顺序使各个组件联机：Oracle 数据库、
WebSphere、Apache 和 IIS。此外，还必须在启动 Web 层之前使虚拟机联机。要
停止财务应用程序，必须按相反顺序使各个组件脱机。从业务角度看，如果任何一
个层变为不可用，财务服务都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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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财务应用程序配置为虚拟业务服务，则可以指定必须首先启动 Oracle 数据
库，然后启动 WebSphere 和 Web 服务器。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会自动采用相反
顺序。当您启动或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该服务的组件按定义的顺序启动或停止。
有关虚拟业务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考《虚拟业务服务 - 可用性安装使用指南》。

关于智能资源监视 (IMF)
VCS 总是使用基于轮询的机制检测已配置应用程序、基础存储以及网络组件的状
态。代理在运行 monitor 函数的过程中检索各个资源状态。monitor 函数是定期运行
的，且频率由资源类型级属性 MonitorInterval 和 OfflineMonitorInterval 定义。
智能监视框架 (IMF) 为 VCS 提供确定资源状态的替代方法。IMF 采用基于事件的
监视框架，可使用基于自定义操作系统和本机操作系统的通知机制实现此监视框
架。
在基于轮询的监视中，资源状态更改检测取决于监视间隔。在完成一个监视周期后
立即发生的任何状态更改均只能在下一个监视周期中检测。这样会导致故障检测延
迟。如果将监视间隔属性设置为较低的值，则在包含大量资源的配置中，基于轮询
的监视可能会获得占用 CPU 最多的资源。
IMF 使用异步的事件驱动设计，并提供即时的资源状态更改通知。VCS 代理可快速
检测资源状态更改事件，该事件然后会与 VCS 引擎通信以采取进一步操作。此操
作大大地提高了故障检测能力，使得 VCS 能够更快地采取纠正操作，从而降低了
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的时间。
注意：只有在两个连续的传统监视周期已运行并返回 VCS 资源的相同状态后，才
会启动该资源的实际智能监视。因此，启动 IMF 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对性能的
正面影响。
智能监视与基于轮询的监视相比，优点如下：
■

即时通知
更快地通知资源状态更改可以提高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的时间。

■

降低系统资源利用率
需要监视大量资源时，通过 VCS 代理降低了 CPU 利用率。就系统资源利用率
而言，此操作提供了显著的性能优势。

■

能够监视大量资源
随着 CPU 使用率的降低，IMF 使 VCS 能够有效地监视大量资源。

134

在 VCS 中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关于智能资源监视 (IMF)

为支持 IMF 进行的 VCS 更改
IMF 是 VCS 代理框架的扩展名。已将与 IMF 相关的新增函数添加到框架中。VCS
代理可以使用这些函数注册基于 IMF 的监视，并可以将资源状态更改传递到 VC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代理函数

说明

imf_init

为基于 IMF 的监视初始化代理接口。当代理启动时，运行此函数。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有关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在为基于 IMF 的监视初始化代理接
口后，运行此函数。
在运行此函数期间，代理会一直等待事件，并在得到通知后对资源采
取相应的措施。

imf_register

代理使用此函数为基于 IMF 的监视注册或取消注册资源实体。例如，
要注册进程资源，代理会使用已配置进程的进程 ID (PID) 联机监视
此进程。
在资源连续两个监视周期报告相同的稳定状态（联机或脱机）后，为
各个资源运行此函数。

除了新增的代理函数以外，还引入了新的资源类型级属性 IMF。此 IMF 属性具有三
个键：Mode、MonitorFreq、RegisterRetryLimit。结合使用这三个键可以确定代理
是否针对相应的资源类型使用基于 IMF 的监视。
每个键的默认值会因支持 IMF 的代理而异。有关捆绑代理的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有关特定于应用程序的代理的信息，请参考
相应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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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属性

说明

IMF

确定可识别 IMF 的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视。也可以在资
源级别覆盖该属性的值。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该属性包含以下键：
■

Mode
定义该属性以启用或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此键可以采用以下值：
■ 0 - 不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

■

■
■

1 - 对脱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联机资源执行基于轮
询的监视
2 - 对联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脱机资源执行基于轮
询的监视
3 - 对联机和脱机资源均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MonitorFreq
该键值指定代理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的频率。该键值为整数。
为基于 IMF 的监视注册该资源后，代理将按如下方式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
■ 对于联机资源：(MonitorFreq X MonitorInterval) 秒数。
对于脱机资源：(MonitorFreq X OfflineMonitorInterval) 秒
数。
有时，如果代理不仅要求执行智能资源监视，还要求执行基于
轮询的资源监视，则可以将此属性设置为非零值。
有关特定于代理的建议，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

■

IMFRegList

RegisterRetryLimit
如果启用基于 IMF 的监视，则代理将运行 imf_register 函数以
注册资源。RegisterRetryLimit 键值确定代理注册资源时必须重
试的次数。
如果代理在指定的限制内无法注册资源，则智能监视将被禁
用，直到资源状态或 Mode 键值发生变化。

属性的有序列表，根据该顺序为基于 IMF 的监视注册属性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默认值：不适用

支持 IMF 的 VCS 代理
下列代理支持基于 IMF 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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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icService、ServiceMonitor
这些代理捕获与 Windows 服务相关的事件，并在已配置的服务停止响应或响应
失败时采取适当的操作。

■

IP、NIC
这些代理依赖于操作系统所引发的网络事件和硬件事件。例如，当 IP 地址变得
不可用或网络适配器被禁用时，将引发某个事件。

■

MountV、Mount
这些代理使用由操作系统生成的 PnP 通知。此外，这些代理还使用由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生成的自定义通知。例如，会为卷就绪或卷分
离、卷故障和文件系统通知生成 PnP 通知。

■

VMDg
此代理依赖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所引发的与磁盘组相关
的 PnP 通知。例如，SFW 将针对磁盘组导入状态更改、磁盘组逐出状态更改以
及磁盘组访问状态更改（只读、读取/写入）引发 PnP 通知。

■

Oracle、NetLsnr
这些代理捕获与 Windows 服务相关的事件，并在已配置的服务停止响应或响应
失败时采取适当的操作。

■

Process、RegRep
只有当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Process 代理才会支持基于 IMF 的监视。

■

SQL Server、MSDTC
此代理捕获与 Windows 服务相关的事件，并在已配置的 SQL Server 服务停止
响应或响应失败时采取适当的操作。

■

IIS
基于 IMF 的监视支持仅可以监视运行 IIS 所必需的 IIS 服务（FTP 服务、全球
Web 发布服务）。此代理捕获与 Windows 服务相关的事件，并在已配置的服务
停止响应或响应失败时采取适当的操作。IMF 不用于监视已配置站点的可用性。

■

Exchange2010DB

IMF 工作原理
下列步骤概述了基于 IMF 的监视的工作原理：
1.

对某个资源启用 IMF 后，相应的 VCS 代理将等待该资源报告两个连续监视周
期的相同稳定状态（联机或脱机），然后再为基于 IMF 的监视注册资源。

2.

接着，VCS 代理会进行注册，以接收特定于自定义或操作系统的具体事件通
知。

3.

如果发生事件，此代理将确定受影响的资源，然后为该资源执行监视周期。此
监视周期确定资源状态，并将其传递到 VCS 引擎 (HAD)。如果资源处于脱机
状态，则 VCS 引擎 (HAD) 可能会根据配置启动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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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资源仍保持相同状态，则该代理将进入等待状态，并等待下一个事件的发
生。

如何启用 IMF
默认情况下，IMF 处于启用状态。但是，您也可以使用下列步骤手动启用 IMF。
启用 IMF

1

将 VCS 配置更改为读取/写入模式。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conf -makerw

2

运行下列命令以启用智能资源监视：
■

要针对脱机资源启用智能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1

■

要针对联机资源启用智能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2

■

要针对联机和脱机资源均启用智能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3

3

更改 IMF 属性的 MonitorFreq 和 RegisterRetryLimit 键值。

4

保存 VCS 配置。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conf -dump -makero

如何禁用 IMF
默认情况下，IMF 处于启用状态。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来手动禁用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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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IMF

1

将 VCS 配置更改为读取/写入模式。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conf -makerw

2

运行以下命令可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

要对某个类型的所有资源禁用智能资源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0

■

b. 要对特定资源禁用智能资源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hares -override resource_name IMF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IMF -update Mode 0

3

保存 VCS 配置。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conf -dump -makero

建议设置
Veritas 建议执行以下设置以加快故障转移并提高性能。

修改 MountV 资源的属性
要缩短故障转移的时间，请设置下列 MountV 资源属性：
■

ListApplications = 0
该属性定义在卸载卷时，代理是否列出访问该卷的应用程序。将该属性设置为
0 可避免此枚举，并可节约故障转移的时间。

■

ForceUnmount = ALL
定义当其他应用程序使用某个卷时，代理是否卸载该卷（以正常方式或强制性
方式）。这种正常/强制性卸载操作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关闭只读句柄。将其设置
为 ALL 可节约故障转移的时间。

修改 SQL Analysis 服务和 SQL Server Agent 资源的属性值
将 MS-Olap 和 SQL Server Agent 资源的 DelayAfterOnline 和 DelayAfterOffline 属
性值从默认值更改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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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使 MS-Olap 服务和 SQL Server Agent 服务联机时，这些服务的 GenericService
资源将进入未知状态。如果将 MS-Olap 和 SQL Server Agent 资源的
DelayAfterOnline 和 DelayAfterOffline 属性值设置为 25，则这些资源将进入联机状
态而不报告未知状态。

修改 MountV 和 VMDg 的 NumThreads 属性
VCS 代理框架利用多线程处理，允许对相同资源类型并行运行多个资源操作。
NumThreads 类型级属性值确定所有资源类型的线程数。
■

对于大型配置（通常是指包含 50 多种 MountV 资源的配置），Veritas 建议将
MountV 资源类型的 NumThreads 属性值设置为 20。

■

对于大型配置（通常是指包含 10 多种 VMDg 资源的配置），Veritas 建议将
VMDg 资源类型的 NumThreads 属性值设置为 20。

关于快速故障转移
快速故障转移是一项新功能，可缩短配置在群集环境中的存储堆栈的故障转移时
间。快速故障转移包括对核心 SFW 组件的几种设计更改和增强。这些更改显著缩
短了存储资源在服务组故障转移期间所花费的故障转移时间。
快速故障转移与 IMF 功能集成在一起，可在 SFW HA 群集环境中显著提高性能。
快速故障转移需要单独的许可证。在 SFW HA 安装程序中快速故障转移显示为一个
可选选项。如果许可证不支持快速故障转移，即使已安装并启用该功能，它也不会
工作。
有关快速故障转移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针对快速故障转移进行的 VCS 更改
为支持快速故障转移功能，VCS Volume Manager Diskgroup (VMDg) 代理新增了
一个属性 FastFailOver。此属性确定是否针对磁盘组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FastFailOver 属性可采用值 1 和 0。值 1 表示该代理为配置的磁盘组启用快速故障
转移。默认值 0 表示对磁盘组禁用快速故障转移。
有关 VMDg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启用磁盘组的快速故障转移
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来针对服务组中的 VMDg 资源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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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VMDg 资源启用 FastFailover 属性

1

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中，选择为其配置了 VMDg 资源的服务
组。从右窗格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

2

向下滚动以选择“FastFailOver”属性并单击以编辑该属性值。

3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选中“FastFailOver”复选框，然
后单击“OK (确定)”。

4

对服务组中的每个 VMDg 资源重复上述步骤。

VCS 如何监视存储组件
VCS 提供了监视存储组件的特定代理，并确保可在运行应用程序的系统上访问共享
磁盘、磁盘组、LUN、卷和装入。为共享存储和非共享存储以及第三方存储阵列
（例如 NetApp 文件管理器）提供了独立代理。存储配置将确定应在高可用性配置
中使用的代理。
有关各种 VCS 存储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
考指南》。

共享存储 - 如果使用 NetApp 文件管理器
在使用 NetApp 文件管理器进行存储并使用 NetApp SnapMirror 进行复制的环境中，
NetApp 的 VCS 硬件复制代理可提供故障转移支持和恢复功能。这些代理支持在
VCS 群集环境中配置通过 iSCSI 或光纤通道 (FC) 连接的 NetApp 文件管理器。
NetApp 的 VCS 代理如下所示：
■

NetAppFiler

■

NetAppSnapDrive

■

NetAppSnapMirror

这些代理监视和管理复制的文件管理器设备的状态，并确保一次只能有一个系统以
独占方式对配置的设备进行安全访问。可以在本地群集、单个 VCS 复制数据群集
以及使用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设置的多群集环境中使用这些代理。
在典型配置中，这些代理安装在群集中的各个系统上。这些系统通过专用（私有）
存储网络连接到 NetApp 文件管理器。VCS 群集系统通过支持作为传输协议的 iSCSI
或 FC 的以太网电缆物理连接到 NetApp 文件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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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也为其他第三方硬件阵列提供代理。有关受支持阵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产品
软件兼容性列表 (SCL)。

共享存储—如果使用 SFW 管理群集动态磁盘组
VCS MountV 和 VMDg 代理用于监视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SFW) 管理的共享
存储。SFW 通过从物理磁盘创建磁盘组来管理存储。这些磁盘组进一步划分为装入
在群集系统上的卷。
MountV 代理监视位于磁盘组的卷。VMDg 代理监视群集的动态磁盘组，并旨在使
用 SCSI 保留运行。MountV 和 VMDg 代理一起确保共享群集的动态磁盘组和卷处
于可用状态。

共享存储 - 如果使用 Windows LDM 管理共享磁盘
VCS Mount 和 DiskReservation (DiskRes) 代理用于监视使用 Windows Logical Disk
Management (LDM) 管理的共享磁盘。
Mount 代理监视基本磁盘和装入点，并确保每个系统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访问卷或装
入路径。DiskRes 代理监视共享磁盘并使用永久性保留以确保只有一个系统可对磁
盘进行独占访问。故障转移期间，这些代理可确保磁盘和卷已逐出并导入到运行应
用程序的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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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共享存储 - 如果使用 SFW 管理动态磁盘组
VCS 引入了 Volume Manager 非共享磁盘组 (VMNSDg) 代理以支持使用 SFW 管
理的本地非共享存储配置。VMNSDg 可在没有 SCSI 保留的情况下运行，并用于不
支持 SCSI 的本地连接存储设备。
VMNSDg 代理监视并管理在本地存储上创建的动态磁盘组的导入和逐出操作。VMDg
代理和 VMNSDg 代理的唯一差别在于 VMDg 代理为共享群集的动态磁盘组而设
计，并使用 SCSI 保留，而 VMNSDg 代理仅支持非共享本地动态磁盘组，并且可
以在没有 SCSI 保留的情况下运行。
VMNSDg 代理可使用在站点之间设置的复制设置单节点的复制数据群集 (RDC) 或
灾难恢复 (DR) 配置。
在故障转移期间，VCS MountV 和 VMNSDg 代理从受影响的节点逐出本地连接存
储，然后导入目标节点的本地连接存储。复制可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应用程序已启
动并成功运行。
注意：VMNSDg 代理不支持快速故障转移和智能监视框架 (IMF)。

非共享存储 - 如果使用 Windows LDM 管理本地磁盘
VCS 推出了 NativeDisks 代理以支持使用 Windows LDM 管理的本地非共享存储配
置。NativeDisks 可在没有 SCSI 保留的情况下运行，并为不支持 SCSI 的本地存储
而设计。
NativeDisks 代理和 Mount 代理一起监视和管理系统上基本本地磁盘的导入和逐出
操作。DiskRes 代理和 NativeDisks 代理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 DiskRes 代理为共享
磁盘而设计，并使用 SCSI 保留，而 NativeDisks 代理仅支持非共享本地磁盘，并
且可以在没有 SCSI 保留的情况下运行。
注意：NativeDisks 代理不支持快速故障转移和智能监视框架 (IMF)。

非共享存储 — 如果使用 VMware 存储
VCS 引入了在 VMware 虚拟环境中支持存储配置的 VMwareDisks 代理。此代理是
独立平台，支持 VMware 虚拟机磁盘 (VMDK)、原始设备映射 (RDM) 磁盘文件（虚
拟）以及使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配置的存储。VMwareDisks 代理可在没有 SCSI
保留的情况下运行，并支持本地连接的非共享存储。
VMware 的功能（例如：快照、vMotion 和 DRS）在虚拟机共享 SCSI 磁盘时无法
运行。VMwareDisks 代理旨在解决此限制问题。借助此代理，现在磁盘可在 VCS
群集中一次挂接到一个虚拟机。故障转移时，VMwareDisks 代理和服务组一起将磁
盘移到目标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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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Disks 代理与主机 ESXi 服务器进行通信以配置存储。此代理在 VCS 群集
中管理虚拟机上的磁盘挂接和分离操作。此代理可识别 VMware HA。故障转移期
间，代理将磁盘从一个系统分离，然后将其挂接到应用程序正活跃运行的另一个系
统。VMwareDisks 代理表示操作系统的虚拟磁盘。在 Windows 上，此代理依赖
VMNSDg 代理（如果采用 SFW 管理的本地存储）和 NativeDisks 代理（如果采用
LDM 管理的本地存储）以初始化和管理虚拟磁盘。在 Linux 上，此代理依赖 LVM
代理和 VxVM 代理。
注意：VMwareDisks 代理不支持快速故障转移和智能监视框架 (IMF)。

关于存储配置
配置共享存储之前，请预览以下要求：
■

如果您的配置使用通过 Windows Logical Disk Manager (LDM) 管理的共享磁盘
和卷，则使用 VCS DiskReservation 和 Mount 代理。如果使用 LDM 管理非共
享本地存储，则使用 VCS Mount 和 NativeDisks 代理。对于 VMware 存储环
境，请将 VMwareDisks 代理与 NativeDisks 代理结合使用。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使用 Windows Logical Disk Manager 管理存储”。

■

如果您的配置使用在 Network Appliance 存储环境中管理的共享卷或逻辑单元号
(LUN)，则使用 VCS NetAppSnapDrive 和 NetAppFiler 代理。对于 NetApp 复
制，请使用 NetAppSnapMirror 代理。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关于在 Network Appliance 存储环境中管理存储”。

■

如果您的配置使用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管理的共享磁
盘和卷，则使用 VCS MountV 和 VMDg 代理。如果使用 SFW 管理非共享本地
存储，则使用 VCS MountV 和 VMNSDg 代理。对于 VMware 存储环境，请将
VMwareDisks 代理与 VMNSDg 代理结合使用。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共享存储”。

在配置存储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这些代理
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关于使用 Windows Logical Disk Manager 管理存储
在配置存储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的
Mount、DiskRes、NativeDisks 和 VMwareDisks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此版本适用以下限制：
■

仅 VCS for Windows 支持 Mount、DiskRes 和 NativeDisks 代理。如果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管理存储，则不支持这些代理。

■

如果使用的是共享存储，则必须将存储设备配置为使用 SCSI-2 磁盘保留。不支
持 SCSI-3。

144

在 VCS 中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关于存储配置

如果使用的是非共享存储，则不需要 SCSI 支持。
■

如果系统上安装了 NetApp SnapDrive，服务组配置向导将无法检测 LDM 存储。

■

LDM 支持不适用于灾难恢复配置。当前仅支持 HA 配置。

在配置共享存储前，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验证磁盘签名在共享该磁盘的所有系统上是否相同。

■

以相同方式在群集中的每个系统上安装磁盘控制器设备的软件驱动程序。验证
这些驱动程序服务是否在所有系统上成功运行。

■

从 SCSI Select 实用程序禁用选项“Reset SCSI Bus at IC Initialization (在 IC
初始化时重置 SCSI 总线)”。

■

如果在光纤通道 (FC) 设置中使用代理，则对适配器启用目标重置。

■

验证共享磁盘的每个系统是否可识别该磁盘的设备路径。

■

在内部 SCSI RAID 控制器上禁用写入缓存。

■

对于每个系统，取消分配为装入配置的磁盘设备路径的驱动器盘符。

■

如果启用了 UAC，即使已登录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也应在“以管理员身份
运行”模式下运行程序或命令。或者，以管理员身份（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
来执行任务。

保留磁盘（如果使用 Windows LDM）
完成下列步骤以保留将要安装应用程序的节点上的磁盘。
如果正在配置共享存储，则需要执行这些步骤。对于非共享存储配置，则可跳过这
些步骤。
保留磁盘

1

要显示所有的磁盘，请在命令行上键入以下命令：
C:\>havol -scsitest /l

请记下磁盘编号（表中的 Disk# 列）。在下一步中将需要它。

2

要保留磁盘，请在命令行上键入以下命令：
C:\>havol -scsitest /RES:<disk #>

例如，要保留磁盘 #4，请键入：
C:\>havol -scsitest /RES:4

请记下磁盘编号和相应的签名。需要使用这些详细信息识别和保留在群集的其
他节点执行服务组安装和配置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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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卷（如果使用 Windows LDM）
请执行以下步骤以创建卷。
创建卷

1

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工具验证磁盘在群集节点上是否可见，然后在磁盘上
创建卷。

2

如果是共享存储，在节点上创建所需卷后，从该节点释放保留磁盘。
请参见第 147 页的“释放磁盘（如果使用 Windows LDM）”。

3

3. 如果是共享存储，请重新扫描群集中所有剩余节点上的磁盘。
有关磁盘管理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Windows 文档。

装入卷（如果使用 Windows LDM）
请执行以下步骤，在群集节点上装入卷。
装入卷

1

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工具可以装入先前创建的卷。

2

在群集节点上装入卷后，运行 CHKDSK 命令并确认装入的卷上没有任何错误。

3

记下为装入的卷分配的驱动器盘符。
在其余群集节点上装入这些卷时，请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
有关 CHKDSK 命令和磁盘管理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Windows
文档。

取消指派驱动器盘符
如果是共享存储配置，在多个节点上安装某个应用程序时，首先必须取消指派驱动
器盘符并从其中一个节点释放磁盘，然后保留这些磁盘，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装
入卷，然后在故障转移节点上安装该应用程序。
如果正在配置共享存储，则需要执行这些步骤。对于非共享存储配置，则可跳过这
些步骤。
注意：每次添加共享磁盘时，都必须对所有系统运行“Disk Management (磁盘管
理)”。这样可以确保向每个磁盘写入一个有效的签名，并更新设备路径和符号链
接。
完成以下步骤以从节点取消分配驱动器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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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指派驱动器盘符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2

打开“Disk Management (磁盘管理)”。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 diskmgmt.msc

3

右键单击分区或逻辑驱动器，然后单击“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
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4

在“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s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对话框中，单
击驱动器盘符，然后单击“Remove (删除)”。

释放磁盘（如果使用 Windows LDM）
请执行以下步骤从群集节点释放保留磁盘。
如果正在配置共享存储，则需要执行这些步骤。对于非共享存储配置，则可跳过这
些步骤。
释放磁盘

1

要显示所有的磁盘，请在命令行上键入以下命令：
C:\>havol -scsitest /l

请记下要释放的磁盘的磁盘编号（表中的 Disk# 列）。在下一步中将需要它。

2

要释放保留磁盘，请在命令行上键入以下命令：
C:\>havol -scsitest /REL:<disk #>

例如，要释放磁盘 4，请键入：
C:\>havol -scsitest /REL:4

请记下磁盘编号和相应的签名。您稍后可能需要这些详细信息以识别和保留磁
盘。

配置任务
本主题介绍如何在群集中手动配置 Mount 和 DiskRes 资源。
如果您希望手动配置任何 VCS 代理，则可采用相同的步骤。有关应用程序代理的
属性详细信息，请参考特定于应用程序的代理或解决方案指南，有关存储、网络、
服务和其他基础架构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CS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1

在服务组中，创建 DiskReservation 和 Mount 类型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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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下列资源的以下必需属性：
DiskReservation 资源
■

Signatures：指定各 SCSI 磁盘签名的数组。VCS 提供 havol 实用程序来检
索磁盘签名。

请参见第 434 页的“havol 实用程序”。
Mount 资源
■

MountPath：将分配给正在装入的卷的空 NTFS 文件夹的驱动器盘符或路
径。

■

PartitionNo：配置用于装入的磁盘上的分区。

■

Signatures：系统指定的磁盘标识符。VCS 提供 havol 实用程序来检索磁
盘签名。
请参见第 434 页的“havol 实用程序”。

3

链接 Mount 和 DiskReservation 资源，使得 Mount 资源依赖于 DiskReservation
资源。

4

如果需要，请在服务组中配置其他资源。

5

使 Mount 资源联机。

关于在 Network Appliance 存储环境中管理存储
Network Appliance (NetApp) 通过在物理磁盘上创建卷来管理数据。这些卷可以进
一步划分为逻辑单元号 (LUN)。如果群集节点已安装 Microsoft iSCSI 启动器和
Network Appliance SnapDrive，则 LUN 可从这些节点进行访问。如果计划使用光
纤通道 (FC) 来连接 LUN，请确保在所有群集节点上安装 NetApp FCP Attach Kit。
执行以下任务以在 Network Appliance 文件管理器上创建所需的 LUN 并使它们可从
群集节点进行访问：
■

在 Network Appliance 文件管理器上创建卷。

■

共享这些卷。

■

在共享卷上创建 LUN。

有关执行这些任务的说明，请参考 Network Appliance 文档。

配置 Microsoft iSCSI 发起程序
Microsoft iSCSI 发起程序允许在 Windows 系统和 Network Appliance 文件管理器
之间进行通信。启动器使用 iSCSI 协议将文件管理器卷作为本地块设备呈现给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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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Server 系统上配置 Microsoft iSCSI 启动器

1

启动 Microsoft iSCSI 启动器。

2

在“Discovery (发现)”选项卡上，单击“Discover Portal (发现门户)”。

3

在“Discover Target Portal (发现目标门户)”对话框上，指定 NetApp 文件管
理器的 DNS 名称，然后单击“OK (确定)”。

4

在“Target (目标)”选项卡上，单击“Connect (连接)”。

5

在“Connect to Target (连接到目标)”对话框上，清除“Add this connection
to list of Favorite Targets (将此连接添加到收藏目标列表)”复选框，然后单
击“OK (确定)”。

6

在“Targets (目标)”选项卡上，验证新添加的门户是否在“Select a target (选
择目标)”框下列出以及状态是否显示为“connected (已连接)”，然后单击
“OK (确定)”。

将虚拟磁盘连接到群集节点
在 NetApp 文件管理器上创建虚拟磁盘后，必须使用 NetApp SnapDrive 将它们连
接（如果尚未连接）到群集节点。
将虚拟磁盘连接到群集节点

1

在要连接 LUN 的群集节点上，从“Start (开始)”>“All Programs (所有程
序)”>“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Computer Management (计
算机管理)”启动计算机管理 MMC，或者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操作系统
上，从“Start (开始)”屏幕中单击“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2

在左窗格中展开“Storage (存储)”，然后双击“SnapDrive”。

3

右键单击“Disks (磁盘)”，然后单击“Connect Disk (连接磁盘)”以启动连
接磁盘向导。

4

单击“Welcome (欢迎)”页面上的“Next (下一步)”。

5

指定要连接到群集节点的虚拟磁盘的路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Dedicated (专用)”用作虚拟磁盘类型，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7

单击“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驱
动器盘符。

8

在“Select Initiator (选择启动器)”面板上，指定虚拟磁盘的启动器，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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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igroup Management Type (igroup 管理类型)”面板上，选择允许 SnapDrive
自动执行 igroup 管理的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10 单击“Finish (完成)”以将指定的虚拟磁盘连接到群集节点。

断开虚拟磁盘与群集节点的连接
请执行以下步骤断开虚拟磁盘与群集节点的连接。
断开虚拟磁盘的连接

1

在要断开 LUN 连接的群集节点上，从“Start (开始)”>“All Programs (所有
程序)”>“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Computer Management
(计算机管理)”启动计算机管理 MMC，或者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操作系
统上，从“Start (开始)”屏幕中单击“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2

在左窗格中展开“Storage (存储)”，然后双击“SnapDrive”。

3

双击“Disks (磁盘)”以查看连接到节点的 LUN。

4

右键单击要断开连接的 LUN，然后单击“Disconnect Disk (断开磁盘连接)”。

5

在“Disconnect Disk (断开磁盘连接)”警报框中，单击“OK (确定)”。

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共享存储
在配置共享存储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 VMDg
和 MountV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与 SCSI-3 兼容，且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
则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VEA -“Control Panel (控制面
板)”-“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将 SFW 与 VCS 一起使用
在 VCS 环境中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的下列高级功能时，
需要注意一些特殊事项：
■

逐出磁盘组
SFW 不允许逐出配置为 VCS 资源的磁盘组。必须使用 VCS 将它们联机或脱
机。

■

动态组拆分和结合 (DGSJ)
如果拆分操作可导致配置为 VCS 资源的卷成为目标组的一部分，则 SFW 不允
许拆分配置为 VCS 资源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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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W 不允许配置为 VCS 资源的磁盘组作为结合操作中的源磁盘组。
■

删除卷
SFW 不允许删除配置为 VCS 资源的卷。

■

卷快照合并
如果一个卷由于“Prepare (准备)”和“Snap Shot (快照)”操作而形成并配置
为 VCS 资源，则 SFW 不允许对该卷执行“Snap Back (快照合并)”操作。

有关这些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使用 SFW 配置共享存储之前
下面列出了使用 SFW 管理共享存储的先决条件：
■

验证是否在所有群集系统上安装了 SFW HA 或 VCS for Windows。

■

如果已配置 Windows 防火墙，请将端口 2148 添加到防火墙的例外列表。
有关 SFW HA 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产品安装指南。

■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群集的磁盘组。验证磁盘组是否仅包含共享磁盘。

■

从 SCSI Select 实用程序禁用选项“Reset SCSI Bus at IC Initialization (在 IC
初始化时重置 SCSI 总线)”。

■

为要群集的每个应用程序创建单独的群集磁盘组。不要为多个应用程序创建群
集的磁盘组。将所有卷或 LUN 配置为 VCS 配置或同一服务组的一部分。

■

为群集中的每个群集磁盘组分配唯一的磁盘组名称。

■

确保共享磁盘的所有系统都可以识别共享磁盘组或 LUN 的设备路径。

配置共享存储
本主题介绍如何配置共享存储。
配置共享存储

1

2

在服务组中，创建以下资源：
■

对于 SFW HA，创建 VMDg 和 MountV 类型的资源。

■

对于 VCS for Windows，创建 NetAppFiler 和 NetAppSnapDrive 类型的资
源。

配置各类资源的以下必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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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Dg 资源

DiskGroupName
群集磁盘组的名称。可以通过运行命令 vxdg list 或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检索该名称。
请参见第 438 页的“vmgetdrive 实用程序”。

MountV 资源

■

■

■

NetAppFiler 资源

■

■

NetAppSnapDrive ■
资源
■

■
■

■
■

3

MountPath：将分配给正在装入的卷的空 NTFS 文件夹的驱动
器盘符或路径。
VolumeName：要装入的卷的名称。例如，该名称可能是
Raid1、Stripe2、Volume01 等。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
可检索卷名称。
请参见第 438 页的“vmgetdrive 实用程序”。
VMDGResName：MountV 资源所依赖的 Volume Manager 磁
盘组 (VMDg) 资源的名称。
FilerName：本地连接的文件管理器的 DNS 可解析名称或 IP
地址。
StorageIP：文件管理器的专用存储 IP 地址。
FilerResName：服务组中 VCS NetAppFiler 类型的资源的名
称。
VolumeName：包含虚拟磁盘的卷的名称。以定义文件管理器
的相同方式定义卷名称。
ShareName：包含虚拟磁盘的 CIFS 共享的名称。
LUN：提供给主机用于装入的文件管理器上的 LUN 的名称。
以定义文件管理器的相同方式定义 LUN 名称。
MountPath：要指定给虚拟磁盘的驱动器盘符。
Initiator：主机用来连接到文件管理器上虚拟磁盘的 iSCSI 或
FC 启动器的名称。可以通过磁盘管理控制台来检索此名称。

按如下所述链接资源：
■

对于 SFW HA，链接 MountV 和 VMDg 资源，使得 MountV 资源依赖于
VMDg 资源。

■

对于 VCS for Windows，链接 NetAppSnapDrive 和 NetAppFiler 资源，使
得 NetAppSnapDrive 资源依赖于 NetAppFiler 资源。

4

如果需要，请在服务组中配置其他资源。

5

使 MountV 或 NetAppSnapDrive 资源联机。

管理存储
配置存储磁盘，以保存应用程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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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虚拟化可管理应用程序数据，通过将其存储在 SAN LUN（RDM 文件）
上，或在利用 iSCSI、网络或光纤通道与 ESX 主机挂接的本地存储或网络存储上创
建虚拟磁盘而实现。虚拟磁盘位于 DataStore 或所用存储磁盘上存在的原始磁盘
上。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Mware 文档。
VMware 环境中的应用程序监视配置要求您使用 RDM 或 VMDK 磁盘格式。在故障
转移期间，可从系统中逐出这些磁盘并将它们导入到其他系统。
请考虑以下事项以管理存储磁盘：
■

使用网络存储并在托管 VCS 群集系统的所有 ESX 服务器都可访问的 DataStore
上创建虚拟磁盘。

■

如果采用虚拟磁盘，请创建非共享虚拟磁盘 (Thick Provision Lazy Zeroed)。

■

向要启动配置应用程序的虚拟机添加虚拟磁盘。

■

在该虚拟磁盘上创建卷。

注意：如果存储配置包括使用 iSCSI 启动器直接与系统连接的 NetApp 文件管理器，
则不能在具备非共享磁盘的虚拟环境中配置应用程序监视。
以下 VCS 存储代理用于监视包含非共享存储的存储组件：
■

如果使用 SFW 管理存储，则使用 MountV、VMNSDg 和 VMwareDisks 代理。

■

如果使用 LDM 管理存储，则使用 Mount、NativeDisks 和 VMwareDisks 代理。

在配置存储之前，您可以查看这些 VCS 存储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关于配置网络资源
在 VCS 群集中配置网络资源时，请考虑以下先决条件：
■

如果要在系统上配置网络组件，请使用 NIC 和 IP 代理。

■

如果群集系统使用虚拟计算机名称，请使用 Lanman 代理。

关于在系统上配置 IP 地址
在配置网络资源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
的 NIC 和 IP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在系统上配置 IP 地址之前
下面列出了在系统中配置 IP 地址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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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 NIC 具有正确的管理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针对 IPv4 地址）或前缀长度（针
对 IPv6 地址）。

■

如果 NIC 具有内置的故障转移支持，请将其禁用。请参考 NIC 供应商提供的文
档。

■

不要配置从控制面板添加的 IP 地址。

■

确认要分配的虚拟 IP 地址是唯一的且未在网络中使用。

■

在 NIC 上禁用 DHCP。

禁用 DHCP
本主题介绍如何禁用 DHCP：
禁用 DHCP

1

打开“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控制面板。

2

右键单击网络连接，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3

在相应本地区域连接的“Properties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General (常规)”
选项卡（如果尚未选定）。

4

选择“Internet Protocol (TCP/IP) (Internet 协议 (TCP/IP))”，然后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5

验证是否未选中“Obtain an IP address automatically (自动获取 IP 地址)”
选项。

6

指定“IP address (IP 地址)”、“Subnet mask (子网掩码)”和“Default
Gateway (默认网关)”的值（如果尚未指定）。

7

单击“OK (确定)”，然后关闭控制面板。

在系统上配置 IP 地址
本主题介绍如何在系统上配置 IP 地址。
配置 IP 地址

1

在服务组中，创建 NIC 和 IP 类型的资源。

2

为这些资源配置以下必需属性：
NIC 资源
■

MACAddress：要监视的 NIC 的物理地址。可以使用命令 ipconfig -all
检索 NIC 的物理地址。请注意，此属性始终为本地属性。

■

UseConnectionStatus：定义 NIC 是否维护其连接状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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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资源
■

Address：要分配给 NIC 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

MACAddress：要为其分配虚拟 IP 地址的 NIC 的物理地址。请注意，此属
性始终为本地属性。

■

SubNetMask：如果是 IPv4，子网掩码与 IPv4 地址相关联。

■

Prefix：如果是 IPv6，前缀与 IPv6 地址相关联。
前缀通常表示为：
ipv6-address/prefix-length

例如，2001:db8:0:1::/64。
■

确保 UseConnectionStatus 属性的值是正确的。默认情况下此值设置为
True，表示所有 NIC 都维护其连接状态。如果 UseConnectionStatus 设置
为 False，请确保已为 NIC 分配 IP 地址，并且 PingHostList 属性中列出了
至少一个主机。

3

链接 IP 和 NIC 资源，使得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4

如果需要，请在服务组中配置其他资源。

5

使 IP 资源联机。

关于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
在配置代理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的
Lanman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之前
下面列出了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的先决条件：
■

从 WINS 服务器中删除将虚拟名称映射到 IP 地址的静态条目。

■

如果使用代理将多个 IP 地址绑定到一个虚拟计算机名称，请确保 IP 地址属于不
同的子网。

■

确保 VCS Helper 域用户帐户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启用了“将工作站添加到域”
权限。

■

DNS 清理会影响在 VCS 中配置的虚拟服务器，因为 Lanman 代理使用 DDNS
在虚拟名称与 IP 地址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如果使用清理功能，则必须为 Lanman
代理设置 DNSRefreshInterval 属性。通过此操作，Lanman 代理可以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资源记录。请参见《Clust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 Lanman
代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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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
本主题介绍如何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
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

1

在服务组中，创建 NIC 和 IP 类型的资源。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关于在系统上配置 IP 地址”。

2

创建 Lanman 类型的资源。

3

配置资源的以下必需属性：

4

■

VirtualName：要分配给服务器的虚拟计算机名称。

■

IPResName：Lanman 资源所依赖的 IP 资源（如果是 IPv4）或 IPv6 资源
（如果是 IPv6）的名称。如果将 MultiNet 属性设置为 1，则不需要
IPResName 属性。

链接 IP 和 NIC 资源，使得
■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且

■

Lanman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5

如果需要，请在服务组中配置其他资源。

6

使 Lanman 资源以及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联机。

关于配置文件共享
VCS 提供了几种配置文件共享的方法，其中包括配置向导、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和命令行。本节提供如何使用“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
享配置向导)”配置文件共享的说明。
在 Windows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直接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从命令行使用 VCS 命令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如果要手动配置文件共享，请考虑以下先决条件：
■

要配置共享目录，请使用 FileShare 代理。

■

要配置多个目录，请使用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

■

如果启用了 UAC，即使已登录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也应在“以管理员身份
运行”模式下运行程序或命令。或者，以管理员身份（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
来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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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
的代理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之前
在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之前，请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验证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是否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

■

如果已配置防火墙，请将所需端口和服务添加到防火墙例外列表。
有关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产品安装和升级指南。

■

验证 VC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是否正在运行该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验证要共享的目录是否位于共享磁盘上，其中可以从将加入文件共享服务组的
节点中访问这些共享磁盘。

■

如果存储符合 SCSI-3 标准，并且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保留，请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启用 SCSI-3 支持。VEA 需安装 SFW HA 方可
使用。

■

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装入包含共享目录的驱动器或 LUN。从群集中的其他系统
卸载驱动器或 LUN。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使用 Windows Logical Disk Manager 管理存储”。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关于在 Network Appliance 存储环境中管理存储”。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共享存储”。

■

验证 Veritas Command Server 服务是否正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运行。

■

如果禁用了基于 TCP/IP 的 NetBIOS，则必须将 Lanman 代理的
DNSUpdateRequired 属性值设置为 1 (True)。
可以在配置服务组后修改 Lanman 资源的属性值。

■

确认您已准备好下列信息。向导将提示您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

要分配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计算机名称
这是客户端用来访问文件共享的名称。该虚拟名称不得超过 15 个字符。如
果使用小写字母指定虚拟计算机名称，则该名称将转换为大写形式。例如，
会将名称 VCSServer 转换为 VCSSERVER。

■

要分配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仅在要配置 IPv4 地址时，才需要虚拟 IP 地址。如果是 IPv6，该向导将提示
您选择 IPv6 网络，并会自动生成在此网络中有效且唯一的 IPv6 地址。该向
导使用 IPv6 网络中的路由器所通告的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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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Windows Server 不支持使用虚拟 IP 地址访问文件共享。可以通过使
用无范围文件共享解决此限制。
请参见第 166 页的“创建使用 VCS 配置的无范围文件共享 ”。
请参见第 167 页的“使用虚拟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时可访问无范围文件共享
（若 NetBIOS 和 WINS 处于禁用状态）”。

■

要共享的目录的列表。
可以将现有的共享添加到 VCS 配置。但是，不能添加特殊的共享（由操作
系统创建以供管理员和系统使用的共享）。例如，不能向 VCS 配置添加共
享项 ADMIN$、print$、IPC$ 和 DriveLetter$。

使用向导配置文件共享
通过文件共享配置向导，可以创建和修改文件共享服务组，使文件共享在 VCS 群
集中高度可用。
使用文件共享配置向导配置文件共享

1

启动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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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上，单击“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
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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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面板中，指定以下服务组详
细信息：
Service Group
为文件共享服务组键入一个名称。
Name (服务组名称)
Group System List 指定要配置服务组的系统。
(组系统列表)
要将系统添加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请选择“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群集系统)”列表中的系统并单击向右箭头。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系统，请在“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系统)”列表中选择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
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从“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系统)”中选择该系统，然后单
击向上和向下箭头。
系统优先级定义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
系统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Include selected
要使服务组在其中一个系统上自动联机，请选中此复选框。
systems in the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service group's
AutoStartList
attribute (将选定的
系统纳入到该服务
组的 AutoStartList
属性中)

单击“Next (下一步)”。

5

在“FileShare Configuration (FileShare 配置)”面板上，为要创建的文件共享
资源指定以下配置信息。
Virtual Computer
键入要分配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计算机名称。这是客户
Name (虚拟计算机 端用来访问文件共享的名称。该虚拟名称不得超过 15 个字符。
名称)
Path (路径)

单击该字段，然后键入要共享的目录的路径或单击省略号按钮 (...)
以浏览目录。所选目录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所选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得存在于 VCS 配置中。

■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向导验证所选目录，并在该目录不满足任一条件时显示一条错误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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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Name (共享 如果所选目录已共享，则“Share Name (共享名称)”列将列出共
名称)
享时所用的名称。可以选择列出的共享名称以使现有共享高度可
用。也可以通过键入一个新的共享名称为同一目录创建新共享。
Remove (删除)

要从配置中删除文件共享，请通过单击来选择该文件共享，然后
单击“Remove (删除)”。

Configure NetApp
SnapMirror
Resource(s) (配置
NetApp SnapMirror
资源)

这仅适用于 VCS for Windows。
如果希望设置灾难恢复配置，请选中“Configure NetApp
SnapMirror Resource(s) (配置 NetApp SnapMirror 资源)”复
选框。
SnapMirror 资源用于监视灾难恢复配置中主站点上的文件管理器
和辅助站点上的文件管理器之间的复制。
请注意，仅当已在辅助站点上配置群集后才可配置 SnapMirror 资
源。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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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Share Permissions (共享权限)”面板中，按如下所示为文件共享指定用户
并为其分配权限：
Select the
FileShare (选择
FileShare)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将用户权限与其关联的文件共享，或者选择
默认的“All FileShares (所有 FileShare)”为所有的文件共享设
置相同的权限。

Select the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关联的权限。
Permission (选择权
限)
Select the User (选 单击省略号按钮 (...)，选择一个用户，然后单击“OK (确定)”。
择用户)
Add (添加)

单击以将指定的用户添加到“Selected Users (所选用户)”列表
中。默认情况下，为所有选定的用户授予 READ_ACCESS 权限。

Selected Users (所 显示所选用户和文件共享权限的列表。最多可以为每个文件共享
选用户)
配置 50 个用户。要配置更多用户，请创建用户组。
要更改与用户关联的文件共享权限，请单击“Selected Users (所
选用户)”列表中的用户名，然后从“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
择权限)”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权限。
Remove (删除)

要拒绝用户访问文件共享，请单击“Selected Users (所选用户)”
列表中的用户名，然后单击“Remove (删除)”。

单击“Next (下一步)”。

7

在“Share Properties (共享属性)”面板上，为文件共享设置共享属性，如下所
示：
Select the FileShare (选择
FileShar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设置属性的文件共享。

Enable access-based enumeration 选中“Enable access-based enumeration (启用
for this file share (为此文件共享启 基于访问权限的枚举)”复选框可在所选文件共享上
用基于访问权限的枚举)
启用 Windows 的“基于访问权限的枚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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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Limit (用户限制)

指定允许访问所选文件共享的用户数。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

Enable cache (启用缓存)

Maximum allowed users (允许的最大用户数
量)：选择此选项可对 Windows 上允许的最多用
户授予访问权限。
Allow this number of users (允许此数量的用
户)：选择此选项，然后键入希望对其授予所选
文件共享访问权限的用户的数量。
如果键入零或者键入的值大于 Windows 所支持
的值，则对 Windows 上允许的最多用户授予访
问权限。

选中“Enable cache (启用缓存)”复选框可启用所
选文件共享内容的本地缓存。然后，指定如何向用
户提供文件共享内容供脱机访问。
在下拉列表中，从以下缓存选项中进行选择：
■

“Manual caching of files and programs (手
动缓存文件和程序)”：只有用户指定的文件和
程序才能脱机访问。这会将 FileShare 资源属性
ClientCacheType 设置为 MANUAL。

■

“Automatic caching of programs (自动缓存
程序)”：用户从文件共享访问的所有文件和程
序都可以脱机访问。这会将 FileShare 资源属性
ClientCacheType 设置为 DOCS。

■

“Optimized automatic caching of files and
programs (优化自动缓存文件和程序)”：所有
文件和程序（包括可执行文件）都在本地缓存。
下次用户访问可执行文件时，将从本地缓存启动
它们。这会将 FileShare 资源属性
ClientCacheType 设置为 PROGRAMS。

Hide share (隐藏共享)

选中“Hide Share (隐藏共享)”复选框可使新共享
成为隐藏共享。

Share all subfolder (共享所有子文 选中“Share all subfolders (共享所有子文件夹)”
件夹)
复选框可共享子目录。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

选中“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复选框可
隐藏共享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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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these settings to (将这些设 要将指定的共享属性同时应用于多个文件共享，请
置应用于)
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省略号按钮 (...)。

2

在“Copy Share Properties (复制共享属性)”
对话框上，从“Available Shares (可用共享)”
列表中选择文件共享，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其
移动到“Selected Shares (所选共享)”列表。
请注意，只有尚未共享的那些文件共享可供选
择。

3

单击“OK (确定)”。

注意：如果仅在服务组中配置一个共享，则不会显
示此选项。

单击“Next (下一步)”。

8

这仅适用于 VCS for Windows。
在“Initiator Selection (启动器选择)”面板上，从为每个群集节点显示的可用
启动器列表中选择虚拟磁盘的启动器，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要配置通过光纤通道 (FC) 的多径 I/O (MPIO)，则必须为每个群集节点至
少选择两个 FC 启动器。请注意，运行此向导的节点有一个默认选定的启动器。
这是将 LUN 连接到此群集节点时指定的启动器。

9

在“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面板上，指定与网络相关的信息，如
下所示：
■

■

选择 IPv4 为虚拟服务器配置 IPv4 地址。
■

在“Virtual IP Address (虚拟 IP 地址)”字段中，为虚拟服务器键入唯
一的虚拟 IPv4 地址。

■

在“Subnet Mask (子网掩码)”字段中，键入虚拟 IPv4 地址所属的子
网。

选择 IPv6 为虚拟服务器配置 IPv6 地址。如果网络不支持 IPv6，IPv6 选项
将处于禁用状态。
■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前缀。该向导将使用此前缀，自动生成在网络中有效
且唯一的 IPv6 地址。

对于群集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此字段显示系统上已
启用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如果适用）。要查看与系统
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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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然后单击箭头。验证是否选择了分配给公共网络（而不是专用网络）
的适配器。
■

单击“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可指定 Lanman 资源的其他详细
信息。
在“Lanman Advanced Configuration (Lanman 高级配置)”对话框上，执
行以下操作：
■

选中“Active Directory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ctive Directory)”
复选框，允许 Lanman 资源用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这会将
Lanman 代理属性 ADUpdateRequired 和 ADCriticalForOnline 设置为
true。

■

在“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字段中，为虚拟服务器的组织单
元键入一个标识名，格式为
CN=containername,DC=domainname,DC=com。
要浏览某个组织单元，请单击省略号按钮 (...)，并使用 Windows 的“Find
Organization Units (查找组织单元)”对话框搜索组织单元。
默认情况下，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Computers
(计算机)”中。

■

单击“OK (确定)”。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限，才能
创建和更新计算机帐户。

单击“Next (下一步)”。

10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服务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Resources (资源)

显示已配置资源的列表。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根据
需要更改资源的名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更改。要取消对资源
名称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在“Resources (资源)”列表中选择的资源的属性及其配置
值。

单击“Next (下一步)”。

11 当显示对话框以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时，请在显示的对话
框中单击“Yes (是)”。

12 在完成面板中，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复选框，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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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向导修改文件共享服务组
通过“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可以修改文件共享
服务组。
在使用向导修改文件共享服务组之前请考虑以下事项：
■

如果文件共享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您必须从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中运
行向导。然后，可以使用向导向配置添加资源以及从其中删除资源。不能更改
处于联机状态的资源的属性。

■

要更改资源属性，必须使服务组脱机。但是，服务组的 MountV 和 VMDg（如
果采用 SFW HA）、Mount 和 DiskRes（如果采用 Windows LDM）以及
NetAppSnapDrive 和 NetAppFiler（如果采用 VCS for Windows）资源在运行向
导的节点上应处于联机状态，而在其他所有节点上应处于脱机状态。

■

如果要运行向导来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节点，请不要在要删除的节点上
运行向导。

■

如果服务组包含不属于默认服务组配置的资源，则修改服务组可能会更改这些
资源。以后可能必须手动还原这些资源的设置。

■

配置文件共享后，如果您将共享目录移至新的位置，则重新配置文件共享服务
组时，该向导将无法删除为现有文件共享配置的存储资源。
该向导成功创建了新文件共享资源和相应的存储资源，但无法从服务组中删除
较早的存储资源。
在这些情况下，您可以手动删除失效的存储资源，也可以删除文件共享服务组
并再次运行该向导来重新创建服务组。

使用向导修改文件共享服务组

1

在文件共享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启动“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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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上，单击“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
服务组)”，选择要修改的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按照向导说明对服务组配置进行所需的修改。
请参见第 156 页的“关于配置文件共享”。

使用向导删除文件共享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使用向导删除文件共享服务组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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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向导删除文件共享服务组

1

在配置为承载文件共享服务组的系统上启动“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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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上，单击“Delete service group (删除
服务组)”，选择要删除的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面板上，单击“Next (下一步)”。
此时会出现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删除服务组。单击“Yes (是)”
删除服务组。

5

单击“Finish (完成)”。

创建使用 VCS 配置的无范围文件共享
仅可使用虚拟服务器名称（Lanman 资源）访问在 Windows Server 上使用 VCS 配
置的文件共享。这些文件共享不可使用 IP 地址访问。
增强后的 FileShare 代理可解决此问题。可使用以下注册表项控制 FileShare 代理
行为：
HKLM\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
Lanman\virtualName\DisableServerNameScoping

设置 DisableServerNameScoping 项，使 FileShare 代理支持无范围文件共享。
必须手动创建此注册表项。
注意：错误地编辑注册表可能会严重损坏系统。在进行更改之前，请备份该注册
表。
配置 DisableServerNameScoping 注册表项

1

要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请在桌面上按 Window+R（打开“运行”对话框)，键
入 regedit，然后单击“确定”。

2

在左侧的注册表树中，导航到以下位置：
HKLM\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

3

单击“编辑”>“新建”>“项”，并通过命名 Lanman 创建项（如果项尚未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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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Lanman 项，然后单击“编辑”>“新建”>“项”，并通过命名
virtualName 创建项。
其中，virtualName 应是分配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虚拟机名称。此项是文件共
享服务组中 Lanman 资源的属性 VirtualName。
新建的注册表项如下所示：
HKLM\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
Lanman\virtualName

5

选择在第 4 步 (virtualName) 中创建的项，然后添加类型为 DWORD 的值。
值名称应为 DisableServerNameScoping，并且值数据应为 1。
值 1 表示 FileShare 代理和 Lanman 代理支持 Windows Server 系统上的无范
围文件共享。

6

如果要在无范围模式下使用多个文件共享服务组，请为在文件共享服务组中配
置的每个 Lanman 资源重复第 4 步和第 5 步。

7

保存并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必须只为 VCS 文件共享服务组中的 Lanman 资源创建此项。为其他 VCS 服务组中
的 Lanman 资源配置此项可能会引发意外行为。

使用虚拟服务器名称或 IP 地址时可访问无范围文件共享（若 NetBIOS
和 WINS 处于禁用状态）
VCS FileShare 代理依赖于解析虚拟名称的 NetBIOS 或 DNS。如果 NetBIOS 和
WINS 处于禁用状态或者尚未更新 DNS，则代理无法解析虚拟名称。
通常，当将文件共享服务组配置为使用本地化 IP 地址时会发生此问题。在切换或故
障转移服务组时，与 IP 地址映射的虚拟名称会更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WINS
数据库或 DNS 尚未更新，则代理无法解析虚拟名称。因此，FileShare 资源发生故
障，并且共享变为不可访问。
以下消息将显示在代理日志中：
VCS INFO V-16-10051-10530 FileShare:servicegroupname:online:
Failed to access the network path (\\virtualName)

增强后的 FileShare 代理可解决此问题。可使用以下注册表项控制 FileShare 代理
行为：
HKLM\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
\Lanman\virtualName\DisableStrictVirtualName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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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虚拟名称是否可解析，都要设置项 DisableStrictVirtualNameCheck，以使
FileShare 代理可访问文件共享。如果虚拟名称不可解析，则使用虚拟 IP 访问文件
共享。
必须手动创建此注册表项。
注意：错误地编辑注册表可能会严重损坏系统。在进行更改之前，请备份该注册
表。
配置 DisableStrictVirtualNameCheck 注册表项

1

要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请在桌面上按 Window+R（打开“运行”对话框)，键
入 regedit，然后单击“确定”。

2

在左侧的注册表树中，导航到以下位置：
HKLM\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

3

单击“编辑”>“新建”>“项”，并通过命名 Lanman 创建项（如果项尚未
存在）。

4

选择 Lanman 项，然后单击“编辑”>“新建”>“项”，并通过命名
virtualName 创建项。
其中，virtualName 应是分配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虚拟机名称。此项是文件共
享服务组中 Lanman 资源的属性 VirtualName。
新建的注册表项如下所示：
HKLM\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
Lanman\virtualName

5

选择在第 4 步 (virtualName) 中创建的项，然后添加类型为 DWORD 的值。
值名称应为 DisableStrictVirtualNameCheck，并且值数据应为 1。

6

如果要在无范围模式下使用多个文件共享服务组，请为在文件共享服务组中配
置的每个 Lanman 资源重复第 4 步和第 5 步。

7

保存并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必须只为 VCS 文件共享服务组中的 Lanman 资源创建此项。为其他 VCS 服务组中
的 Lanman 资源配置此项可能会引发意外行为。

关于配置 IIS 站点
配置 IIS 代理来监视网站时，可以通过下列方式监视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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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单个资源以监视网站和关联的应用程序池。在这种情况下，需定义用于监
视同一资源中关联应用程序池的选项。

■

配置单独资源以监视 IIS 站点和关联的应用程序池。在这种情况下，需将一个资
源配置为仅监视 IIS 站点，并将其他资源配置为监视特定应用程序池。

VCS 提供了几种配置代理的方法，其中包括配置向导、Cluster Manager（Java 控
制台）和命令行。本节提供有关如何使用配置监视 IIS 的向导的说明。
要在 Windows Server Core 上配置 VCS IIS 代理，请先按照指定顺序在 Windows
Server Core 系统上安装 IIS。然后，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直接
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从命令行使用 VCS 命令执行手动配置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如果启用了 UAC，即使已登录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也应在“以管理员身份运
行”模式下运行程序或命令。或者，以管理员身份（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来执行
任务。
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 IIS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和属性说明。此外，请查看配置示例和资源依赖关系图。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在 Windows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请参见第 169 页的“配置 IIS 服务组之前”。
请参见第 173 页的“使用向导配置 IIS 服务组”。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配置 IIS 服务组之前
在配置 IIS 服务组之前，请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验证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是否以相同方式安装并配置了 IIS。验证要监视
的站点是否在共享存储上。

■

对于 IIS 8.0（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或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上）和 IIS
10.0（在 Windows Server 2016 上），必须安装下列角色服务：
■

IIS 6 Metabase Compatibility (IIS 6 元数据库兼容性)

■

IIS 6 WMI 兼容性或 IIS 管理脚本和工具
仅需要其中的一个角色服务。

这些选项在“Add Roles Wizard (添加角色向导)”的“Role Services (角色服
务)”页上的“Management Tools (管理工具)”下提供。
如果安装了 IIS 6 元数据库兼容性角色，则将使用 WMI 6 提供程序。如果安装
了 IIS 管理脚本和工具角色，则将使用 WMI 7 提供程序。如果安装了这两个角
色，则将使用 WMI 7 提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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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 代理需要有这些组件才能在 Windows Server 上运行。
■

对于 Windows Server Core 版本，必须按指定顺序安装 IIS。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在 Windows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

如果 IIS 配置正在使用 IPv6 地址，则必须安装 IIS 管理脚本和工具角色服务。
IPv6 需要 IIS 管理脚本和工具角色中包含的 WMI 7 提供程序。

■

如果要配置使用 IPv6 地址的 FTP 站点，请确保将 IPv6 地址项（“Site Bindings
(站点绑定)”对话框中的“IP Address (IP 地址)”列）括在方括号中。VCS IIS
配置向导需要使用此格式才能在群集中正确配置 FTP 站点。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固定 FTP 站点的 IPv6 地址配置”。

■

如果安装了 Microsoft Exchange，则不要使用 IIS 代理配置 SMTP 和 NNTP 站
点。

■

将要监视的所有 IIS 站点的默认主目录路径更改为共享存储上的某个位置。有关
说明，请参见 IIS 文档。

■

验证其他程序是否未使用指定给 IIS 站点的端口号。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
请参见第 168 页的“关于配置 IIS 站点”。

■

验证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是否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

■

如果已配置防火墙，请将所需端口和服务添加到防火墙例外列表。
有关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产品安装和升级指南。

■

验证 VCS 引擎 HAD 是否正在运行该向导的节点上运行。

■

在运行向导的节点上装入包含共享目录的驱动器或 LUN。从群集中的其他节点
卸载驱动器或 LUN。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使用 Windows Logical Disk Manager 管理存储”。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关于在 Network Appliance 存储环境中管理存储”。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共享存储”。

■

如果存储符合 SCSI-3 标准，并且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保留，请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启用 SCSI-3 支持。

■

准备好以下信息。向导将提示您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

要监视的 IIS 站点

■

与每个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

与每个站点关联的端口号

■

与站点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和计算机名称
在 DNS 中，虚拟 IP 地址和虚拟计算机名称必须有正向条目和反向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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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 FTP 站点的 IPv6 地址配置
使用添加 FTP 站点向导添加 FTP 站点时，默认情况下不会将 IPv6 地址括在方括号
中。VCS IIS 配置向导需要使用此格式才能在群集中正确配置 FTP 站点。
1.

在 IIS Manager 中，右键单击 FTP 站点名称，然后单击“Bindings (绑定)”。

2.

在“Site Bindings (站点绑定)”对话框中，选择 FTP 站点，然后单击“Edit
(编辑)”。

3.

在“Edit Site Binding (编辑站点绑定)”对话框中，在 IP 地址字段中显示的
IPv6 地址两边键入方括号。
例如，IPv6 地址应显示为 [2001:Db8:0:10:828:1871:cd8:5c0f]。

4.

单击“OK (确定)”，然后单击“Close (关闭)”。

在 Windows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在 Windows Server Core 上，必须按指定顺序安装 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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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1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start /w pkgmgr
/iu:IIS-WebServerRole;IIS-WebServer;IIS-CommonHttpFeatures;
IIS-StaticContent;IIS-DefaultDocument;IIS-DirectoryBrowsing;
IIS-HttpErrors;IIS-HttpRedirect;IIS-ApplicationDevelopment;
IIS-ASP;IIS-CGI;IIS-ISAPIExtensions;IIS-ISAPIFilter;
IIS-ServerSideIncludes;IIS-HealthAndDiagnostics;
IIS-HttpLogging;IIS-LoggingLibraries;IIS-RequestMonitor;
IIS-HttpTracing;IIS-CustomLogging;IIS-ODBCLogging;IIS-Security;
IIS-BasicAuthentication;IIS-WindowsAuthentication;
IIS-DigestAuthentication;
IIS-ClientCertificateMappingAuthentication;
IIS-IISCertificateMappingAuthentication;
IIS-URLAuthorization;IIS-RequestFiltering;IIS-IPSecurity;
IIS-Performance;IIS-HttpCompressionStatic;
IIS-HttpCompressionDynamic;IIS-WebServerManagementTools;
IIS-ManagementScriptingTools;IIS-IIS6ManagementCompatibility;
IIS-Metabase;IIS-WMICompatibility;IIS-LegacyScripts;
IIS-FTPPublishingService;WAS-WindowsActivationService;
IIS-FTPPublishingService;IIS-FTPServer

2

验证上一步骤中指定的所有组件是否都已成功安装。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
命令：
C:\>notepad C:\windows\logs\cbs\cbd.log

这将在记事本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日志文件 cbd.log。

3

检查日志文件 cbd.log 中的条目。最新的日志条目应如下所示：
Info CBS Pkgmgr: return code: 0x0

这条消息指示所有组件都已成功安装。

4

运行 oclist 命令以确认安装了下列组件：
IIS-WebServerRole、IIS-WebServer、IIS-IIS6ManagementCompatibility、
IIS-Metabase、IIS-WMICompatibility、IIS-FTPPublishingService、
WAS-WindowsActivationService、IIS-FTPPublishingService、IIS-FTPServer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oclist

5

在要配置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重复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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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向导配置 IIS 服务组
通过 IIS 配置向导，可以创建和修改 IIS 服务组，从而使站点在 VCS 群集中具有高
可用性。
该向导为每个 IIS 站点及其关联的应用程序池创建一个资源；它不会创建仅监视应
用程序池的资源。
使用向导配置 IIS 服务组

1

启动“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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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上，单击“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
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
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指定下列详细信息：
Service Group
键入 IIS 服务组的名称。
Name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选择要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些系统移动到
Systems (可用群集 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系统)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系统)”框中单击该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
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系统)”中单击该系统，然后单击
向上和向下箭头。
系统优先级定义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
系统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Include selected
要使服务组在其中一个系统上自动联机，请选中此复选框。
systems in the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service group's
AutoStartList
attribute (将选定的
系统纳入到该服务
组的 AutoStartList
属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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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Configure IIS Sites (配置 IIS 站点)”面板中，向服务组中添加站点或从中
删除站点，配置 IP 地址、端口和虚拟计算机名称，并且可以选择配置 NetApp
SnapMirror 资源，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指定下列详细信息：
Add (添加)

选中对应于要在 VCS 中配置的站点的复选框。

IP

验证或键入要配置的每个站点的虚拟 IP 地址。
确保每个虚拟 IP 地址只与一个虚拟计算机名称关联，反之亦然。

Port (端口)

为每个要配置的站点键入端口号。

Virtual Name (虚拟 为所选站点键入虚拟名称。每个虚拟名称一次只能与一个虚拟 IP
名称)
地址关联。
Configure NetApp
SnapMirror
Resource(s) (配置
NetApp SnapMirror
资源)

这仅适用于 VCS for Windows。
如果希望设置灾难恢复配置，请选中“Configure NetApp
SnapMirror Resource(s) (配置 NetApp SnapMirror 资源)”复
选框。SnapMirror 资源用于监视灾难恢复配置中主站点上的文件
管理器和辅助站点上的文件管理器之间的复制。
请注意，仅当已在辅助站点上配置群集后才可配置 SnapMirror 资
源。

6

在“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面板上，指定与虚拟 IP 地址相关的信
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指定下列详细信息：
IP Address (IP 地
址)

显示虚拟 IP 地址。该向导按照与系统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对系统进
行分组。

Subnet Mask (子网 如果虚拟 IP 是 IPv4 地址，请验证或键入与各虚拟 IPv4 地址关联
掩码)
的子网掩码。
如果虚拟 IP 为 IPv6 地址，请验证或键入关联的 IPv6 前缀。此前
缀通常用以下格式表示：ipv6-address/prefix-length。
例如：
2001:db8:0:1::/64
Adapter Name (适 选择各系统上与虚拟 IP 地址关联的公共适配器。
配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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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仅适用于 VCS for Windows。
在“Initiator Selection (启动器选择)”面板上，从为每个群集节点显示的可用
启动器列表中选择虚拟磁盘的启动器，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要配置通过光纤通道 (FC) 的多径 I/O (MPIO)，则必须为每个群集节点至
少选择两个 FC 启动器。请注意，运行此向导的节点有一个默认选定的启动器。
这是将 LUN 连接到此群集节点时指定的启动器。

8

在“Application Pool Configuration (应用程序池配置)”面板上，为与每个站点
关联的应用程序池选择监视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指定下列详细信息：
Site Name (站点名 显示站点名称。
称)
AppPoolMon

从 AppPoolMon 列表为各站点选择监视选项。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9

■

NONE - 代理不监视与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

DEFAULT - 启动并监视与站点关联的根应用程序池。

■

ALL - 启动与站点关联的所有应用程序池，并监视根应用程序
池。

在“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将显示下列服务组详细信息：
Resources (资源)

显示已配置资源的列表。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根
据需要更改资源的名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更改。要取消
对资源名称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在“Resources (资源)”列表中选择的资源的属性及其配
置值。

10 当显示对话框提示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时，单击“Yes (是)”。
11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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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向导修改 IIS 服务组
通过 IIS 配置向导，可以修改 IIS 服务组。
在修改 IIS 服务组之前，请考虑以下先决条件：
■

如果 IIS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您必须从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中运行向
导。然后，可以使用向导向配置添加资源以及从其中删除资源。不能更改处于
联机状态的资源的属性。

■

要更改资源属性，必须使服务组脱机。但是，服务组的 MountV 和 VMDg（如
果采用 SFW HA）、Mount 和 DiskRes（如果采用 Windows LDM）以及
NetAppSnapDrive 和 NetAppFiler（如果采用 VCS for Windows）资源在运行向
导的节点上应处于联机状态，而在其他所有节点上应处于脱机状态。

■

如果要运行向导来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节点，请不要在要删除的节点上
运行向导。

■

如果服务组包含不属于默认服务组配置的资源，则修改服务组可能会更改这些
资源。以后可能必须手动还原这些资源的设置。

修改 IIS 服务组

1

启动“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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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上，单击“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
服务组)”，选择要修改的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按照向导说明对服务组配置进行所需的修改。
请参见第 173 页的“使用向导配置 IIS 服务组”。

使用向导删除 IIS 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使用配置向导删除 IIS 服务组的步骤。
删除 IIS 服务组

1

在配置为承载 IIS 服务组的系统上启动 IIS 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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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中，单击“Delete service group (删除
服务组)”，选择要删除的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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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面板中，单击“Next (下一步)”。
当显示消息以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删除服务组时，单击“Yes (是)”以删
除该服务组。

5

单击“Finish (完成)”。

关于配置服务
使用 GenericService 和 ServiceMonitor 代理在 VCS 群集中配置服务。
在继续操作之前，请考虑以下先决条件：
■

要启动、停止和监视服务，请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

■

要监视服务，请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

关于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
GenericService 代理可启动、停止和监视服务。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的 GenericServic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
性定义。
可以手动配置 GenericService 代理（如下所述），也可以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进
行配置。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应用程序”。
在 Windows Server Core 系统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直接
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从命令行使用 VCS 命令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之前
在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之前，请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对于要配置的服务，请在将成为服务组一部分的所有节点上将此服务的启动类
型更改为“Manual (手动)”。

■

确保服务在将成为服务组一部分的所有节点上已停止。

■

如果在用户上下文中监视服务，则将服务配置为在指定用户帐户的上下文中启
动。确保清除了“Allow service to interact with desktop (允许服务与桌面交
互)”复选框。

177

在 VCS 中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关于配置服务

更改服务启动类型
执行以下步骤，将服务的启动类型更改为手动。
将服务启动类型更改为手动

1

打开 Windows Services Control Manager。

2

右键单击服务，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3

在“Properties (属性)”对话框中，单击“General (常规)”选项卡。

4

从“Startup Type (启动类型)”列表中选择“Manual (手动)”。

5

单击“OK (确定)”。

6

关闭 Services Control Manager。

将服务配置为在用户上下文中运行
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来在用户上下文中启动服务。
将服务配置为在用户上下文中启动

1

打开 Services Control Manager。

2

右键单击服务，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3

在“Properties (属性)”对话框中，单击“LogOn (登录)”选项卡。

4

单击“This Account (此帐户)”。

5

单击“Browse (浏览)”浏览现有的用户帐户。

6

在“Select User (选择用户)”对话框中，单击要在其上下文中运行服务的用
户，然后单击“OK (确定)”。

7

输入所选用户的密码。

8

单击“OK (确定)”并关闭 Services Control Manager。

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手动配置服务。
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

1

在服务组中，创建 GenericService 类型的资源。

2

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以下必需属性：
ServiceName：要监视的服务的名称，与 Windows Service Control Manager
控制台中所显示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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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以下可选属性（如果需要）：
■

UserAccount：将在其上下文中监视服务的有效用户帐户。用户名的格式可
以为 username@domain.com 或 domain.com\username。如果没有为该属
性指定值，则忽略 SCM 中服务的用户帐户。要使用内置帐户监视服务，必
须提供显式值。
例如：
■

User Account = LocalSystem、Local Service 或 Network Service。
Domain = NT Authority。

■

Password：用户帐户的密码。

■

Domain：在 UserAccount 属性中指定的用户所属域的名称。

4

如果需要，请在服务组中配置其他资源。

5

使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及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联机。

关于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
ServiceMonitor 代理可监视服务或启动用于监视服务的脚本。在配置服务组之前，
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的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
性定义。
可以手动配置该代理（如下所述），也可以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进行配置。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应用程序”。

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之前
在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之前，请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如果使用代理启动脚本，请在本地将脚本复制到群集的各节点中。

■

如果使用代理监视服务，请在 LocalSystem 帐户的上下文中或者在配置中指定
的用户帐户的上下文中启动服务。

■

确认需要在其上下文中启动服务或脚本的用户作为域用户或 LocalSystem 用户
存在。

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手动配置服务。
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

1

在服务组中，创建 ServiceMonitor 类型的资源。

2

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的以下必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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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orScriptName：要使用 Service Control Manager (SCM) 监视的服
务的名称。通过用户定义的脚本监视服务时，请指定脚本的完整路径，包
括任何命令行参数。

通过用户定义的脚本监视服务时，请指定以下属性值：
■

MonitorService：定义代理是使用 SCM 监视服务还是启动脚本来监视服务
的标志。如果该标志设置为 1，则代理将监视由属性 ServiceOrScriptName
指定的服务。如果该标志设置为 0，则代理将启动由属性
ServiceOrScriptName 指定的脚本。默认值为 1。

■

MonitorProgTimeout：代理从监视脚本收到返回值的最长等待时间（以秒
为单位）。如果 MonitorService 标志设置为 1，则会忽略该属性。默认值
为 30 秒。

3

如果需要，请在服务组中配置其他资源。

4

使 ServiceMonitor 资源以及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联机。

关于配置进程
在配置 Process 资源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
介绍的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可以手动配置 Process 资源（如下所述），也可以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进行配
置。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应用程序”。
在 Windows Server Core 系统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直接
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使用 VCS 命令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配置进程之前
在配置进程之前，请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配置为启动、停止和监视程序的可执行文件必须位于本地驱动器上。

■

定义 StartProgram、StopProgram 或 MonitorProgram 属性时，请用双引号将
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引起来。不要用双引号将参数引起来。例如，请按以下格式
指定 StartProgram 属性：
StartProgram = "executable_pathname" arg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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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rocess 代理配置进程
完成下列步骤以使用 Process 代理手动配置进程。
配置进程

1

在服务组中，创建 Process 类型的资源。

2

配置 Process 资源的以下必需属性：
■

3

StartProgram：代理将监视的进程。必须指定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文件
扩展名以及命令行参数（如果有）。如果将启动程序定义为启动其他程序
的脚本，则必须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监视程序。
如果将启动程序定义为脚本（perl 脚本或 vbs 脚本），则启动程序应该是
解释脚本的程序（perl.exe 或 cscript.exe），且脚本自身应该作为参数进行
传递。

如果需要，请配置下列可选属性：
■

StartupDirectory：StartProgram 属性指定的进程的启动目录。

■

MonitorProgram：用于监视指定为启动程序的进程的程序。必须指定可执
行文件的完整路径、文件扩展名以及命令行参数（如果有）。如果您未指
定该属性的值，VCS 将监视启动程序。但是，如果启动程序是启动其他程
序的脚本，则必须指定监视程序。

■

MonitorProgramTimeout：代理从监视例程收到返回值的最长等待时间（以
秒为单位）。如果未指定监视程序，则会忽略该属性。

4

如果需要，请在服务组中配置其他资源。

5

使 Process 资源以及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联机。

关于配置 Microsoft 消息队列 (MSMQ)
VCS 提供了几种配置 Microsoft 消息队列 (MSMQ) 服务组的方法，其中包括 MSMQ
配置向导、Enterprise Vault 群集设置向导、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Web 控制台和命令行。
要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创建 MSMQ 服务组，可以使用 MSMQ 服务
组配置模板 MSMQVMGroup（适用于 SFW）或 MSMQNetAppGroup（适用于
NetApp）。这些模板安装在 %vcs_home%\templates 目录中。
其中，%vcs_home% 是默认的产品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启动服务组配置向导（“Tools (工
具)”>“Configuration Wizard (配置向导)”），并使用这些模板配置各自的应用程
序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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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 MSMQ 配置向导配置 MSMQ 服务组。可以使用 MSMQ
配置向导配置在 Active Directory 中或工作组模式下安装的 MSMQ 的服务组。Veritas
建议使用 MSMQ 配置向导创建 MSMQ 资源及其依赖的其他资源。
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的 MSMQ 代理的资源
类型和属性定义。
注意：此版本不提供对 MSMQ 触发器的群集支持。在域模式 MSMQ 安装中，如果
在安装 MSMQ 时选择了“Routing Support (路由支持)”，则其不受支持。

配置 MSMQ 服务组之前
在配置 MSMQ 服务组之前，请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如果使用 VCS for Windows（而不是 SFW HA）使 MSMQ 服务高度可用，请在
安装 VCS 后重新启动系统。请确保在运行 MSMQ 配置向导以创建服务组之前
执行此操作。否则，群集 MSMQ 服务无法初始化，因而 MSMQ 资源无法联机。

■

如果已安装消息队列触发器服务，请将其删除。此版本不提供对 MSMQ 触发器
服务的群集支持。

■

为 MSMQ 数据和注册表复制信息 (RegRep) 创建卷或 LUN，然后在运行向导的
节点上装入或连接卷或 LUN。
可以为 MSMQ 数据和注册表信息使用单个卷。Veritas 建议为这些组件使用单
独的卷。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使用 Windows Logical Disk Manager 管理存储”。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关于在 Network Appliance 存储环境中管理存储”。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共享存储”。

■

在装入卷上为 MSMQ 数据和注册表信息创建目录。例如，如果 X: 是卷，则
X:\MSMQ\Storage 可以是 MSMQ 的存储路径。

■

如果 MSMQ 与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AD) 集成在一起，则请确保在配置服
务组后将 Lanman 资源属性 ADUpdateRequired 和 ADCriticialForOnline 的值设
置为 1。
注意：尝试在 Microsoft 消息队列中读取来自远程公共队列的消息时，可能会收
到错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知识库中的文章 889860。要解决此
问题，请将 Lanman 资源属性 DNSUpdateRequired 和 DNSCriticialForOnline
的值设置为 1。

■

确认依赖于默认 MSMQ 服务的所有现有服务都处于 STOPPED 状态。

■

如果 MSMQ 是在域模式下安装的，请在首次使 MSMQ 资源联机之前执行下列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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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服务组中使 Lanman 资源联机。

■

接下来，在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中，对 MSMQ 虚拟服务器上的 VCS
Helper Service 用户帐户 (HAD Helper) 启用“Create All Child Objects (创
建所有子对象)”权限。
注意：如果 VCS Helper Service 用户帐户属于“Domain Administrator (域
管理员)”组，则无需添加此权限。

■

准备好以下信息；向导将提示您提供这些详细信息：
■

MSMQ 服务器的唯一虚拟服务器名称。

■

MSMQ 服务器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仅在要配置 IPv4 地址时，才需要虚拟 IP 地址。如果是 IPv6，该向导会提示
您选择 IPv6 前缀，并自动生成在网络中有效且唯一的 IPv6 地址。该向导使
用 IPv6 网络中的路由器所通告的前缀。
注意：确保每个 MSMQ 资源只有一个 IP 资源。如果有多个 MSMQ 资源使
用同一个 IP 资源，则只有一个 MSMQ 资源将保持联机状态，其余 MSMQ
资源将进入 unknown 状态。
请参见第 190 页的“将 MSMQ 实例绑定到正确的 IP 地址”。

使用命令行实用程序配置 MSMQ 资源
完成下列步骤以使用 MSMQ 配置实用程序配置 MSMQ 服务组。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的 MSMQ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使用命令行实用程序配置 MSMQ 资源

1

在所有系统上启动 VCS。

2

确保所有必需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

3

确保在您配置 MSMQ 资源的节点上已装入或连接 MSMQ 数据的卷或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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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 VCS 的 MSMQ 配置实用程序。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msmqconfig -c -n MSMQResourceName -s nodesInServiceGroupSystemList
-m storagePath

其中，storagePath 是存储 MSMQ 数据的卷。必须在运行此实用程序之前创建
MSMQ 存储路径。
例如，如果 MSMQ 资源名称是 vxmsmq，系统列表中的节点是 S1 和 S2，创
建的存储路径是 X:\MSMQ\Storage，则该命令如下所示：
msmqconfig -c -n vxmsmq -s S1 S2 -m X:\MSMQ\Storage

这将完成预配置，并为 RegRep 创建注册表项
HKLM\Software\Microsoft\MSMQ\Clustered QMs\MSMQ$vxmsmq。

MSMQ 配置实用程序将停止并重新启动默认 MSMQ 服务。

5

从 Java 控制台，为 X: 添加 MountV 资源（如果采用 SFW HA）或
NetAppSnapDrive 资源（如果采用 VCS）。
如果现有 VMDg 或 NetAppFiler 资源没有用于承载 X: 的备用卷或 LUN，则可
能需要 VMDg 资源（如果采用 SFW HA）或 NetAppFiler 资源（如果采用
VCS）。

6

从 Java 控制台添加先前在步骤 4 中创建了注册表项的 RegRep 资源。
如果尚不存在用于存储 RegRep 所需注册表复制信息的 MountV 和 VMDg 资
源（如果采用 SFW HA）或 NetAppSnapDrive 和 NetAppFiler 资源（如果采
用 VCS），请进行添加。

7

从 Java 控制台，添加 MSMQ 资源并设置以下各项：
■

现有 IP 资源名称的 IPResName

■

现有 Lanman 资源名称的 LanmanResName

■

MSMQ 存储路径的 StoragePath（参考步骤 3 中的示例，存储路径是
\\MSMQ\\Storage。)

■

您在步骤 4 中添加的 MountV 资源（如果采用 SFW HA）的 MountResName
或 NetAppSnapDrive 资源（如果采用 VCS）的 FilerResName。

每次对 IPResName 属性进行更改后，必须禁用并启用 MSMQ 资源。

8

使 MSMQ 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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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MSMQ 资源联机的节点上运行虚拟 MMC 查看器 (VCSVMMCView.exe)。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VCSVMMCView.exe -target MSMQ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 MSMQ 资源中提供的 LanmanResName 的 VirtualName。
通过虚拟 MMC 查看器，您可以从 MSMQ 资源联机的节点上创建和修改消息
队列。

10 单击“Yes (是)”启动虚拟服务器 MMC。
现在即可在虚拟 MSMQ 上创建、删除和修改消息队列。

使用向导配置 MSMQ 服务组
完成下列步骤以使用“MSMQ Configuration Wizard (MSMQ 配置向导)”配置 MSMQ
服务组。确保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的 MSMQ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使用“MSMQ Configuration Wizard (MSMQ 配置向导)”配置 MSMQ 服务组

1

启动“MSMQ Configuration Wizard (MSMQ 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MSMQ Configuration Wizard
(MSMQ 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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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上，单击“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
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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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面板上，指定服务组名称并
为该服务组选择系统，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指定下列详细信息：
Service Group Name 键入 MSMQ 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群集
系统)

选择要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些系统移动到
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系统)”框中单击该系统，然后单
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系统)”中单击该系统，然后单
击向上和向下箭头。
系统优先级定义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
系统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Include selected
要使服务组在其中一个系统上自动联机，请选中此复选框。
systems in the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service group's
AutoStartList
attribute (将选定的系
统纳入到该服务组的
AutoStartList 属性中)

5

在“Virtual Server Configuration (虚拟服务器配置)”面板上，指定与网络相关
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执行以下任务：
■

■

选择 IPv4 为 MSMQ 虚拟服务器配置 IPv4 地址。
■

在“Virtual IP Address (虚拟 IP 地址)”字段中，为 MSMQ 虚拟服务器
键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

在“Subnet Mask (子网掩码)”字段中，键入虚拟 IPv4 地址所属的子
网。

选择 IPv6 为虚拟服务器配置 IPv6 地址。如果网络不支持 IPv6，IPv6 选项
将处于禁用状态。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前缀。该向导将使用此前缀，自动生成在网络中有效
且唯一的 IPv6 地址。

186

在 VCS 中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关于配置 Microsoft 消息队列 (MSMQ)

■

在“Virtual Server Name (虚拟服务器名称)”字段中，键入 MSMQ 虚拟服
务器的唯一名称。这是客户端将用于连接到 MSMQ 服务器的名称。该虚拟
名称不得超过 15 个字符。

■

对于群集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此字段显示系统上已
启用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如果适用）。要查看与系统
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字段，
然后单击箭头。验证是否选择了分配给公共网络（而不是专用网络）的适
配器。

■

单击“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可指定 Lanman 资源的其他详细
信息。
在“Lanman Advanced Configuration (Lanman 高级配置)”对话框上，执
行以下操作：
■

选中“Active Directory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ctive Directory)”
复选框，允许 Lanman 资源用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这会将
Lanman 代理属性 ADUpdateRequired 和 ADCriticalForOnline 设置为
true。

■

在“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字段中，为虚拟服务器的组织单元
键入一个标识名，格式为 CN=containername,DC=domainname,DC=com。
要浏览组织单元，请单击 ...（省略号按钮）并使用 Windows 对话框
“Find Organization Units (查找组织单元)”搜索组织单元。
默认情况下，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Computers
(计算机)”中。

■

单击“OK (确定)”。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限，才能
创建和更新计算机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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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MSMQ and RegRep Directory Details (MSMQ 和 RegRep 目录详细信息)”
面板中，指定 MSMQ 和注册表复制目录，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指定下列详细信息：
MSMQ Directory (MSMQ 目录)

指定用于存储 MSMQ 数据的目录路径。可
以键入路径或单击 ...（省略号按钮）以浏
览的方式找到相应目录。
MSMQ 代理使用指定的 MSMQ 目录存储
所有消息队列。

Replication Directory (复制目录)

指定用于存储 MSMQ 注册表数据的目录路
径。可以键入路径或单击 ...（省略号按钮）
以浏览的方式找到相应目录。
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使用指定的
regrep 目录存储 MSMQ 注册表相关信息。

注意：确保这些是新目录或空目录。这些目录不能包含与已删除的 MSMQ 服
务组相关的数据。

7

这适用于 VCS for Windows 和 NetApp 存储环境。
在“Initiator Selection (启动器选择)”面板上，从为每个群集节点显示的可用
启动器列表中选择虚拟磁盘的启动器，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要配置通过光纤通道 (FC) 的多径 I/O (MPIO)，则必须为每个群集节点至
少选择两个 FC 启动器。请注意，运行此向导的节点有一个默认选定的启动器。
这是将 LUN 连接到此群集节点时指定的启动器。

8

在“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将显示下列服务组详细信息：
Resources (资源)

显示已配置资源的列表。该向导将为资源
指定唯一的名称。根据需要更改资源的名
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
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
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更改。要取消对
资源名称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在“Resources (资源)”列表中选择的
资源的属性及其配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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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显示对话框提示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时，单击“Yes (是)”。

10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复选框，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至此，便完成了 MSMQ 服务组配置。
现在即可在虚拟 MSMQ 上创建、删除和修改消息队列。使用 VCS Application
Manager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关于 VCS Application Manager 实用程序”。

使用向导修改 MSMQ 服务组
通过“MSMQ Configuration Wizard (MSMQ 配置向导)”，可以修改 MSMQ 服务
组。
在使用向导修改 MSMQ 服务组之前，请考虑以下先决条件：
■

如果 MSMQ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您必须从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系统中运行
向导。然后，使用向导向配置添加资源以及从中删除资源；不能修改已联机的
资源。

■

要更改联机资源的属性，必须使服务组脱机。但是，服务组的 MountV 和 VMDg
（如果采用 SFW HA）、Mount 和 DiskRes（如果采用 Windows LDM）以及
NetAppSnapDrive 和 NetAppFiler（如果采用 VCS for Windows）资源在运行向
导的节点上应处于联机状态，而在其他所有节点上应处于脱机状态。

■

如果要运行向导来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节点，请不要在要删除的节点上
运行向导。

■

如果服务组包含不属于默认服务组配置的资源，则修改服务组可能会更改这些
资源。以后可能必须手动还原这些资源的设置。

■

如果要修改服务组以删除 MSMQ 资源，请确保删除资源之前先使其脱机。

使用“MSMQ Configuration Wizard (MSMQ 配置向导)”修改 MSMQ 服务组

1

启动“MSMQ Configuration Wizard (MSMQ 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MSMQ Configuration Wizard
(MSMQ 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阅读“Welcome (欢迎)”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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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上，单击“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
服务组)”，选择要修改的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按照向导说明对服务组配置进行所需的修改。
请参见第 185 页的“使用向导配置 MSMQ 服务组”。

将 MSMQ 代理配置为多次检查端口绑定
MSMQ 代理验证群集 MSMQ 服务是否已经绑定到正确的虚拟 IP 和端口。默认情
况下，在联机操作过程中，代理仅执行一次此检查。如果群集 MSMQ 服务未绑定
到正确的虚拟 IP 和端口，代理将停止该服务并且资源会出现故障。您可以配置执行
此检查的次数。
将 MSMQ 代理配置为多次检查端口绑定

1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导航到以下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MSMQ

如果 BundledAgents 和 MSMQ 项不存在，请创建。

2

添加名为 VirtualIPPortCheckRetryCount 的可调参数。

3

将此参数的 DWORD 值设置为大于 1 的数字。

4

保存并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代理将再次启动群集 MSMQ 服务，并按照 VirtualIPPortCheckRetryCount
参数中定义的次数验证其虚拟 IP 和端口绑定。每次验证尝试之间相隔两秒。如
果群集 MSMQ 服务绑定到正确的虚拟 IP 和端口，代理将报告联机。

将 MSMQ 实例绑定到正确的 IP 地址
Windows Server 2012 或 2012 R2 系统上的群集 MSMQ 资源无法联机，因为默认
的 MSMQ 服务未绑定到正确的 IP 地址和端口。
通过运行 netstat 命令检查默认的 MSMQ 服务是否具有正确的网络绑定，如下所
示：
netstat -abno | findstr 1801

如果网络绑定不正确，此命令的输出类似于以下示例：
TCP
TCP

0.0.0.0:1801
0.0.0.0:0
LISTENING
[::]:1801
[::]:0
LISTENING
4148

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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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MSMQ 实例绑定到正确的 IP 地址

1

按顺序执行下列步骤，为默认的 MSMQ 服务创建 BindInterfaceIP 注册表
项：
■

打开注册表。

■

如果为 MSMQ 启用了目录服务集成，请转至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MSMQ\Parameters。

创建名为 BindInterfaceIP 的新字符串值。
对于值数据，请输入系统 IP 地址。
■

如果未启用目录服务集成，请转至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MSMQ\Clustered
QMs\MSMQ$resourceName\Parameters。

将 resourceName 变量替换为适当的 MSMQ 资源名称。
创建名为 BindInterfaceIP 的新字符串值。
对于值数据，请输入虚拟 IP 地址。
注意：如果不指定虚拟 IP 地址，MSMQ 服务将无法联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知识库文章 974813。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12 或 2012 R2 系统，您不需要安装文章中提
到的修补程序。

2

重新启动默认的 MSMQ 服务。

3

检查默认的 MSMQ 服务是否绑定到 systemIP:1801。
请参见第 191 页的“检查 MSMQ 是否正在侦听消息”。

4

使群集 MSMQ 资源或服务组联机。

5

检查群集 MSMQ 服务是否具有正确的网络绑定。
请参见第 191 页的“检查 MSMQ 是否正在侦听消息”。

检查 MSMQ 是否正在侦听消息
如果 MSMQ 驱动程序未在侦听端口 1801，将不会收到消息。特别是，群集 MSMQ
驱动程序（虚拟实例）必须正在侦听群集 MSMQ 资源之间可能需要的消息流。要
检查 MSMQ 服务的群集实例是否正在侦听，请在群集节点上执行此过程。

191

在 VCS 中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关于配置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检查 MSMQ 是否正在侦听

1

按如下方式运行 netstat 命令：
netstat -abno | findstr 1801

将列出所有绑定到本地 IP 地址的 MSMQ 服务的实例，包括各种应用程序的本
地 MSMQ 服务和群集 MSMQ 实例。
示例输出如下所示：
TCP
TCP
TCP

10.251.59.54:1801
10.251.59.118:1801
10.251.59.117:1801

0.0.0.0:0
0.0.0.0:0
0.0.0.0:0

LISTENING
LISTENING
LISTENING

4148
102556
75272

此示例中的三个不同进程 ID 表明三个不同的消息队列驱动程序正在运行。

2

要确认其中一个是用于群集应用程序的虚拟驱动程序，请按如下方式运行
tasklist 命令：
tasklist /svc | findstr processID

例如：
tasklist /svc | findstr 75272

示例输出如下所示：
mqsvc.exe

75272 MSMQ$AppSG-MSMQ

这表明虚拟消息队列驱动程序已绑定到 MSMQ 预计运行的端口。
MSMQ$AppSG-MSMQ 是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群集驱动程序的名称。如果不
存在，此应用程序将无法发送和接收消息。

关于配置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下面是配置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的步骤概述：
在 Windows Server Core 系统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直接
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使用 VCS 命令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注意：如果已配置防火墙，请将端口 14141 和 14150 添加到例外列表。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的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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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置通知
使用 NotifierMngr 代理可在群集中设置通知。查看有关 VCS 如何处理通知的信息。
请参见第 302 页的“关于 VCS 事件通知”。
VCS 提供了一个用于设置通知的向导。

配置注册表复制
Registry Replication (RegRep) 代理复制活动群集节点的注册表。
配置注册表复制

1

为 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配置专用的 MountV 资源（如果采用 SFW HA）、
Mount 资源（如果采用 Windows LDM）或 NetAppSnapDrive 资源（如果采用
VCS for Windows）。确认没有其他应用程序使用此资源。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存储配置”。

2

创建 RegRep 类型的资源。

3

配置 RegRep 资源的以下必需属性。
■

项：要监视的注册表项的列表。在注册表项的“名称-值”对中，必须提供
要同步的注册表项的名称，而不是该项的值。
在定义项时，必须使用缩写。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关于注册表配置单元缩写”。
提供有关如何在复制时排除某些项的说明。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关于排除注册表项”。
提供有关如何复制注册表项而不复制子项的说明。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关于忽略子项”。
为单个 RegRep 资源配置的项数不要超过 63 个，否则资源将进入“unknown
(未知)”状态。

■

MountResName 或 FilerResName：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所依赖的
MountV 资源（如果采用 SFW HA）、Mount 资源（如果采用 Windows
LDM）或 NetAppSnapDrive 资源（如果采用 VCS for Windows）的名称。
该资源指定创建日志文件的共享磁盘上的装入驱动器或 LUN。

■

ReplicationDirectory：指定共享磁盘上用于记录注册表更改的目录。

4

如果需要，请配置服务组的其他资源。

5

链接 RegRep 和 MountV（如果采用 SFW HA）、Mount（如果采用 Windows
LDM）资源或 NetAppSnapDrive（如果采用 VCS for Windows）资源，使得
RegRep 资源依赖于 MountV、Mount 或 NetAppSnapDrive 资源。

6

使 RegRep 资源以及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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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册表配置单元缩写
要配置需复制或排除的注册表项，请使用与注册表配置单元对应的缩写，如下表中
所述。
表 7-1 显示与注册表配置单元对应的缩写。
RegRep 代理 - 注册表配置单元和缩写

表 7-1
注册表配置单元

使用的缩写

HKEY_LOCAL_MACHINE

HKLM

HKEY_CURRENT_USER

HKCU

HKEY_USERS

HKU

HKEY_CURRENT_CONFIG

HKCC

HKEY_CLASSES_ROOT

HKCR

关于排除注册表项
本主题描述 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在排除项时所用的算法。例如，假定注册表项
KEY_X 具有子项 KEY_Y，而 KEY_Y 又具有另一个子项 KEY_Z。此项在注册表编
辑器中将显示为 KEY_X\KEY_Y\KEY_Z。下表介绍标记为要复制和要排除的项的各
种情形。“结果”列描述这些情形下的代理行为。
表 7-2 显示 Registry Replication 排除项和行为。
RegRep 代理 - 排除项和行为

表 7-2
要复制的项

排除项

结果

KEY_X

KEY_Y\KEY_Z

KEY_Y 被排除，KEY_Z 也被排除。

KEY_X

KEY_Y

KEY_Y 被排除，KEY_Z 也被排除。

KEY_X

KEY_X

KEY_X 未被排除，并记录一条错误消息。

KEY_X\KEY_Y KEY_X

KEY_X 未被排除，并记录一条错误消息。

关于忽略子项
使用 Keys 属性的 IgnoreSubKeys 选项可阻止 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复制子项。
下表介绍了 Keys 属性值的可能组合。“结果”列描述这些情形下的代理行为：
表 7-3 显示 IgnoreSubKeys 及其针对 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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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p 代理 - IgnoreSubKeys 和行为

表 7-3

为 Keys 属性指定的值

结果

"HKLM\SOFTWARE\VERITAS\VCS"

复制子项

"HKLM\SOFTWARE\VERITAS\VCS"=IgnoreSubKeys

不复制子项

"HKLM\SOFTWARE\VERITAS\VCS"=IgnoreSubKeys:Yes

不复制子项

"HKLM\SOFTWARE\VERITAS\VCS"=IgnoreSubKeys:No

复制子项

"HKLM\SOFTWARE\VERITAS\VCS"=<其他任何值>

复制子项

关于使用 IgnoreSubKeys 的其他注意事项
Veritas 建议在 RegRep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不要设置 IgnoreSubKeys 值。即使该
值是在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设置的，更改也将在下一个 online 函数之后生效。

配置 Proxy 资源
Proxy 代理监视和镜像 VCS 群集中本地或远程系统上资源的状态。使用此代理可减
少多个资源指向同一物理设备时的配置开销。例如，如果多个服务组使用同一 NIC，
则将一个服务组配置为监视 NIC，并使其他服务组中的 Proxy 资源镜像 NIC 资源的
状态。
配置 Proxy 资源

1

创建 Proxy 类型的资源。

2

配置 Proxy 资源的以下必需属性：
■

TargetResName：Proxy 资源要监视和镜像其状态的目标资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请为 Proxy 资源配置下列可选属性：
■

TargetSysName：与目标资源关联的系统的名称。如果未指定该属性，则
Proxy 资源假定系统是本地系统。

3

如果需要，请配置服务组的其他资源。

4

使 Proxy 资源以及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联机。

配置 phantom 资源
通过 Phantom 资源，VCS 可以确定不包括 OnOff 资源的服务组的状态。
配置 phantom 资源

1

创建 Phantom 类型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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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需要，请配置服务组的其他资源。

3

使 Phantom 资源以及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联机。

配置文件资源
FileNone、ElifNone、FileOnOff 和 FileOnOnly 代理可帮助您测试 VCS 功能，如下
所示：
■

FileNone 代理监视一个文件，并在该文件存在时返回 ONLINE。

■

ElifNone 代理监视一个文件，并在该文件不存在时返回 ONLINE。

■

FileOnOff 代理可创建、删除和监视文件。

■

FileOnOnly 代理可创建和监视文件。
配置这些资源的过程是类似的。

配置文件资源

1

在服务组中，创建所需类型的资源。

2

配置资源的必需属性 PathName。

3

如果需要，请在服务组中配置其他资源。

4

使文件资源以及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联机。

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
RemoteGroup 代理可在不同 VCS 群集上配置的应用程序之间建立依赖关系。通过
RemoteGroup 代理，您可以监视或管理位于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
以下是有关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的一些要点：
■

对于要监视或管理的各远程服务组，必须在本地群集中配置对应的 RemoteGroup
资源。

■

本地群集中的多个 RemoteGroup 资源可以管理不同远程群集中的多个对应远程
服务组。

■

可以将 RemoteGroup 资源包括在任何种类的资源或服务组依赖关系树中。

■

本地服务组状态和远程服务组状态的组合决定 RemoteGroup 资源的状态。

在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中介绍的资源类型、属性定义和情形示例。
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

1

在服务组中，创建 IP 和 NIC 类型的资源。

2

创建 RemoteGroup 类型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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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的必需属性。有关必需属性及其定义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4

按如下所述链接资源：
■

链接 IP 和 NIC 资源，使得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

链接 RemoteGroup 和 NIC 资源，使得 RemoteGrou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
源。

5

如果需要，请在服务组中配置其他资源。

6

使 IP、NIC 和 RemoteGroup 资源联机。

关于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应用程序
VCS 提供了应用程序配置向导，可用于创建服务组以监视配置为以下类型资源的应
用程序：GenericService、ServiceMonitor 或 Process。还可以使用该向导将注册
表复制和网络资源添加到应用程序服务组。
注意：该向导不能单独配置注册表复制和网络资源。它将这些资源作为具有应用程
序资源的服务组的一部分进行配置。
在 Windows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直接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使用 VCS 命令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介绍的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服务组之前
在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之前，请注意以下先决条件：
■

确认要配置的应用程序安装在将成为服务组一部分的所有节点上。

■

确认要配置的应用程序服务的启动类型在将成为服务组一部分的所有节点上设
置为手动。

■

确保在即将属于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停止应用程序服务。

■

确保应用程序所需的共享驱动器或 LUN 已安装在运行向导的节点上。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使用 Windows Logical Disk Manager 管理存储”。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关于在 Network Appliance 存储环境中管理存储”。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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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配置防火墙，请将所需端口和服务添加到防火墙例外列表。
有关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产品安装和升级指南。

■

在运行向导之前，请确保已准备好以下信息：
■

希望配置的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例如，应用程序类型、服务名、启动参
数、启动目录等）

■

应用程序使用的共享存储

■

用于配置注册表复制的应用程序注册表项

■

应用程序的网络和虚拟计算机 (Lanman) 详细信息

注意：这些先决条件适用于应用程序配置向导。有关特定于代理的先决条件，请参
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代理说明。

向服务组添加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将资源添加至服务组。
将资源添加至服务组

1

启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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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上，单击“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
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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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面板上，指定以下服务组详
细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rvice Group 键入服务组的名称。
Name (服务组名
称)
Available
选择要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些系统移动到服务
Cluster Systems 组的系统列表中。
(可用群集系统)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系统)”框中单击该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序的系统)”中单击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
和向下箭头。
系统优先级定义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
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Include selected 要使服务组在其中一个系统上自动联机，请选中此复选框。
systems in the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service group's
AutoStartList
attribute (将选定
的系统纳入到该
服务组的
AutoStartList 属
性中)

5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对话框允许您指定所要配置的应用程
序类型。
可以使用下列选项：
Generic
Service

使用 Generic 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该代理可使服务联机、脱机，并可
监视其状态。
请参见第 200 页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Process

使用 Process 代理配置进程。该代理可使进程联机、脱机，并可监视其
状态。
请参见第 201 页的“配置进程”。

Service
Monitor

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该代理可监视服务，或启动用户定
义的脚本并解释脚本的退出代码。
请参见第 198 页的“向服务组添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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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1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面板中，单击“Create (创建)”，
从相应的下拉列表中选择“GenericService”，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2

在“Generic Service Options (常规服务选项)”面板中，指定要配置的服务的
详细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指定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服务，然后指定以下属性：
■

单击“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文本框旁边的 ...（省略号按钮）。

■

在“Service (服务)”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服务并单击“OK (确定)”。所选
择的服务将显示在“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文本框中。

3

■

在“Start Parameters (启动参数)”文本框中，提供服务的启动参数（如果
有）。

■

在“Delay After Online (联机后延迟)”文本框中，指定服务联机后启动
monitor 函数之前代理等待的时间（秒）。

■

在“Delay After Offline (脱机后延迟)”文本框中，指定服务脱机后启动
monitor 函数之前代理等待的时间（秒）。

在“User Details (用户详细信息)”面板中，指定将在其上下文中运行服务的用
户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执行以下任务：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This Account
(此帐户)”，然后在相应字段中指定“Domain Name (域名)”、“User
Name (用户名)”和“Password (密码)”。

4

在“Shared Storage Option (共享存储选项)”面板中，在“Available Shared
Drives (可用共享驱动器)”框中，选中共享驱动器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这是 GenericService 资源所需的共享存储。您选择的共享存储将是对服务二进
制文件所在装入位置的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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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面板中，查看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摘要。单击“Back (上一步)”可以进行更改。否则，请
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对话框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重复执行步骤“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到步骤“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1 页的“配置进程”。

■

要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3 页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

要配置其他资源，包括 FileShare、“Registry 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
和“Network (网络)”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4 页的“配置 VCS 组件”。

如果不希望添加更多资源，请继续配置服务组。
请参见第 207 页的“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服务组”。

配置进程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进程。
配置进程

1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面板中，单击“Create (创建)”，
从相应的列表中选择“Process (进程)”，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2

在“Process Details (进程详细信息)”面板中，指定要配置的进程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按以下方式指定进程详细信息：
■

在“Start Program (启动程序)”文本框中，指定将启动受 VCS 监视的进程
的程序的完整路径。您可以选择键入程序的位置，也可以使用 ...（省略号
按钮）以浏览的方式找到它。

■

在“Start Program Parameters (启动程序参数)”文本框中，指定 Process
代理启动程序使用的参数。

■

在“Program Startup Directory (程序启动目录)”文本框中，键入 Process
代理程序的完整路径，或通过单击 ...（省略号按钮）以浏览的方式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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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top Program (停止程序)”文本框中，键入将停止进程（由启动程序
启动）的程序的完整路径，或通过单击 ...（省略号按钮）以浏览的方式找
到它。

■

在“Stop Program Parameters (停止程序参数)”文本框中，指定停止程序
使用的参数。

■

在“Monitor Program (监视程序)”文本框中，键入监视启动程序的程序的
完整路径，或通过单击 ...（省略号按钮）以浏览的方式找到它。
如果您未指定该属性的值，VCS 将监视启动程序。如果启动程序是用于启
动其他程序的脚本，您必须指定一个监视程序。

■

在“Monitor Program Parameters (监视程序参数)”文本框中，指定监视程
序使用的参数。

■

在“Clean Program (清除程序)”文本框中，键入清除进程的完整路径，或
通过单击 ...（省略号按钮）以浏览的方式找到它。
如果未指定值，代理会终止启动程序指示的进程。

■

在“Clean Program Parameters (清除程序参数)”文本框中，指定 Clean
程序使用的参数。

■

如果希望进程与 Windows 桌面交互，请选中“Process interacts with the
desktop (进程与桌面交互)”复选框。通过设置该选项，用户可干预进程。

3

在“User Details (用户详细信息)”面板中，指定将在其上下文中运行进程的用
户的相关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执行以下任务：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This Account
(此帐户)”，然后在相应字段中指定“Domain Name (域名)”、“User
Name (用户名)”和“Password (密码)”。

■

4

单击“Next (下一步)”。

在“Shared Storage Option (共享存储选项)”面板中，在“Available Shared
Drives (可用共享驱动器)”框中，选中共享驱动器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这是“Process (进程)”资源所需的共享存储。您选择的共享存储将是对进程
二进制文件所在装入位置的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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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面板中，查看
Process 资源的摘要。单击“Back (上一步)”可以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对话框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Process 资源，请重复执行步骤 1 到步骤 5。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0 页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

要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3 页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

要配置其他资源（包括“Registry 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和“Network
(网络)”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4 页的“配置 VCS 组件”。
如果不希望添加更多资源，请继续配置服务组。
请参见第 207 页的“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服务组”。

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1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面板中，单击“Create (创建)”，
从相应的下拉列表中选择“ServiceMonitor”，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2

指定要监视的服务或用户定义的脚本来监视服务。
如果要让 VCS 监视服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Service (服务)”选项，然后单击“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文本
框旁的 ...（省略号按钮）。

■

在“Service (服务)”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服务并单击“OK (确定)”。此时
选择的服务名称显示在“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文本框中。或者，您
还可以键入要监视的服务名称。

■

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要用脚本监视服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 ...（省略号按钮）并指定脚本的完整路径。

■

指定脚本的参数。

■

指定代理从监视脚本收到返回值的时间（秒）。

■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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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User Details (用户详细信息)”面板中，指定在其上下文中监视服务的用户
的信息。
执行以下任务：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This Account
(此帐户)”，然后为用户帐户指定“Domain Name (域名)”、“User Name
(用户名)”和“Password (密码)”。
如果在步骤 2 中选择的服务在本地系统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则将禁用
“This Account (此帐户)”选项。同样，如果服务在任何其他用户帐户的
上下文中运行，则将禁用“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选项。

■

单击“Next (下一步)”。
Service Monitor 资源属于持久性资源的类别。此类资源不依赖于其他 VCS
资源，包括共享存储。因此，如果选择的是 ServiceMonitor 选项，将不显
示“Shared Storage Option (共享存储选项)”对话框。

4

在“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面板中，查看
ServiceMonitor 资源的摘要。单击“Back (上一步)”可以进行更改。否则，请
单击“Next (下一步)”。

5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对话框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重复执行步骤 1 到步骤 4。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0 页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1 页的“配置进程”。

■

要配置其他资源（包括“Registry 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和“Network
(网络)”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4 页的“配置 VCS 组件”。
如果不希望添加更多资源，请继续配置服务组。
请参见第 207 页的“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服务组”。

配置 VCS 组件
使用 GenericService 或 Process 资源配置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网络组件或注册表
复制资源。您只能为使用向导创建的服务组配置这些 VCS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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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在配置完所有应用程序资源之后配置这些组件。向导会在配置完这些组件
之后创建一个服务组。要添加更多应用程序资源，您必须在修改模式下重新运行向
导。
配置 VCS 组件

1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面板中，单击“Configure Other
Components (配置其他组件)”。

2

选择要为应用程序配置的 VCS 组件。
包括下列可用选项：
■

Registry Replication Component (注册表复制组件)：选择此选项来为应用
程序配置注册表复制。要配置注册表复制资源，请转至步骤 3。

■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选择此选项来为应用程序配置网络组件。
如果希望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请同时选中“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要配置网络资源，请转至步骤 5。

只有在选中了“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复选框之后，向导才会启
用“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复选框。

3

指定要复制的注册表项。
只有在选择配置“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对话框中的
“Registry Replication Component (注册表复制组件)”之后，才会显示
“Registry 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对话框。
■

指定共享磁盘上记录注册表更改的目录。

■

单击“Add (添加)”。

■

在“Registry Keys (注册表项)”对话框中，选择要复制的注册表项。

■

单击“OK (确定)”。选择的注册表项添加到“Registry KeyList (注册表项
列表)”框中。

■

这仅适用于 VCS for Windows。
如果希望设置灾难恢复配置，请选中“Configure NetApp SnapMirror
Resource(s) (配置 NetApp SnapMirror 资源)”复选框。SnapMirror 资源
用于监视灾难恢复配置中主站点上的文件管理器和辅助站点上的文件管理
器之间的复制。请注意，仅当已在辅助站点上配置群集后才可配置
SnapMirror 资源。

■

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在“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对话框中选择了“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请继续执行下一步。否则，请继续执行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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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步骤仅适用于 VCS for Windows。
在“Initiator Selection (启动器选择)”面板上，从为每个群集节点显示的可用
启动器列表中选择虚拟磁盘的启动器，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要配置通过光纤通道 (FC) 的多径 I/O (MPIO)，则必须为每个群集节点至
少选择两个 FC 启动器。请注意，运行此向导的节点有一个默认选定的启动器。
这是将 LUN 连接到此群集节点时指定的启动器。

5

只有在选择配置“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对话框中的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之后，才会显示“Virtual Computer
Configuration (虚拟计算机配置)”对话框。
请按如下所示指定网络相关的信息：
■

■

选择 IPv4 为虚拟服务器配置 IPv4 地址。
■

在“Virtual IP Address (虚拟 IP 地址)”字段中，为虚拟服务器键入唯一
的虚拟 IPv4 地址。

■

在“Subnet Mask (子网掩码)”字段中，键入虚拟 IPv4 地址所属的子
网。

选择 IPv6 为虚拟服务器配置 IPv6 地址。如果网络不支持 IPv6，IPv6 选项
将处于禁用状态。
■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前缀。该向导将使用此前缀，自动生成在网络中有效
且唯一的 IPv6 地址。

在“Virtual Server Name (虚拟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该节点将对其他
节点显示的唯一虚拟计算机名称。
该虚拟名称不得超过 15 个字符。请注意，只有在选择配置“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对话框中的“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之后，才会显示“Virtual Computer Name (虚拟计算机名称)”文本
框。

■

对于群集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
适配器，请单击“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字段，然后
单击箭头。
请注意，安装程序向导将显示系统中所有已启用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
用网络适配器（如果适用）。确保选择了分配给公共网络（而不是专用网
络）的适配器。

■

单击“Advanced (高级)”，然后指定 Lanman 资源的其他详细信息，如下
所示：
■

选中“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将使得 Lanman 资源使用
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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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将 Lanman 代理属性 ADUpdateRequired 和 ADCriticalForOnline
设置为 true。
■

在“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字段中，为虚拟服务器的组织单元
键入一个标识名，格式为 CN=containername,DC=domainname,DC=com。
要浏览组织单元，请单击 ...（省略号按钮）并使用 Windows 对话框
“Find Organization Units (查找组织单元)”搜索组织单元。默认情况
下，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Computers (计算
机)”中。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限，才能
创建和更新计算机帐户。

■
■

6

单击“OK (确定)”。

单击“Next (下一步)”。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对话框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VCS 组件，请重复执行步骤 1 到步骤 5。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0 页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1 页的“配置进程”。

■

要配置 Service Monitor 资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请参见第 203 页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如果不希望添加更多资源，请继续配置服务组：
请参见第 207 页的“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服务组”。

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服务组
通过“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您可以为使用向导
配置的应用程序资源和其他 VCS 组件创建服务组。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向导创建
服务组。
使用向导配置服务组

1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面板中，单击“Configure
application dependency and create service group (配置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并创建服务组)”。
该选项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启用：
■

已使用向导配置资源和 VCS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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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单击“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中的“Modify Service Groups
(修改服务组)”。

2

指定应用程序之间的依赖关系。
您必须配置至少两个资源才能显示该对话框。在这两个资源中，其中一个是
GenericService 或 Process 资源。
■

在“Select Application (选择应用程序)”列表中，选择依赖于其他应用程序
的应用程序。选择的程序成为父应用程序。

■

在“Available Applications (可用应用程序)”列表中，选择父应用程序将依
赖的应用程序并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应用程序移到“Child Applications (子
应用程序)”列表中。
要从“Child Applications (子应用程序)”列表中删除某个应用程序，请在列
表中选择该应用程序并单击向左箭头。

■

为要创建依赖关系的所有此类应用程序重复执行这些步骤。
单击“Next (下一步)”。
通过“Application Dependency (应用程序依赖关系)”对话框，您可以链接
使用向导配置的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依赖于 VCS 环境外的其他服务，您应
该首先为这些服务配置资源，然后再创建相应的依赖关系。

3

在“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将显示下列服务组详细信息：
Resources (资源) 显示已配置资源的列表。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根据需
要更改资源的名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更改。要取消对资源名称
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在“Resources (资源)”列表中选择的资源的属性及其配置值。

4

当显示对话框提示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时，单击“Yes (是)”。

5

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在完成面板中，选中“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6

单击“Finish (完成)”创建服务组并退出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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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应用程序服务组
可以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修改应用程序服务组。
在使用向导修改服务组之前请考虑以下事项：
■

如果要修改的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您必须从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系统中运
行向导。然后，可以使用向导向配置添加资源以及从中删除资源。不能修改处
于联机状态的资源。

■

要更改资源属性，必须使服务组脱机。但是，服务组的 MountV 和 VMDg（如
果采用 SFW HA）、Mount 和 DiskRes（如果采用 Windows LDM）以及
NetAppSnapDrive 和 NetAppFiler（如果采用 VCS for Windows）资源在运行向
导的节点上应处于联机状态，而在其他所有节点上应处于脱机状态。

■

如果要运行向导来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节点，请不要在要删除的节点上
运行向导。

■

如果服务组包含不属于默认服务组配置的资源，则修改服务组可能会更改这些
资源。以后可能必须手动还原这些资源的设置。

注意：Veritas 建议您不要使用向导来修改并非通过向导创建的服务组。
修改应用程序服务组

1

启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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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中，单击“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
服务组)”。在“Service Groups (服务组)”列表中，选择包含要修改的资源的
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面板中，执行相应的更改以
更新 SystemList 和 AutoStartList 属性（如果需要），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如果要使服务组自动在其中一个系统上联机，请确保选中“Include selected
systems in the service group's AutoStartList attribute (将选定的系统纳入
到该服务组的 AutoStartList 属性中)”复选框。

5

单击“Modify (修改)”，选择要修改的资源，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Modify (修改)”选项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启用：
■

已使用向导配置 Service 和 Process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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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中选择“Modify Service Groups
(修改服务组)”选项。

6

根据您选择从“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页面进行修改的资源，
您将会获得“Generic Service Options (常规服务选项)”、“Process Details
(进程详细信息)”或“Service Monitor Options (服务监视选项)”对话框。
在相应的对话框中进行所需更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00 页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请参见第 201 页的“配置进程”。
请参见第 203 页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7

在“User Details (用户详细信息)”对话框中，指定用户信息并单击“Next (下
一步)”。

8

在“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对话框中，查看相
应资源的摘要。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关于快速故障转移”。
单击“Back (上一步)”可以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Next (下一步)”。

9

针对要修改的每个资源重复执行步骤 5 至步骤 8。

10 修改所需的资源之后，您可以：
■

向服务组中添加其他资源。
请参见第 198 页的“向服务组添加资源”。

■

从服务组中删除资源。
请参见第 210 页的“从服务组中删除资源”。

■

向服务组中添加 VCS 组件。
请参见第 204 页的“配置 VCS 组件”。

■

创建服务组。
请参见第 207 页的“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服务组”。

从服务组中删除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删除服务组内的资源。
删除资源

1

启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阅读“Welcome (欢迎)”面板中的文本，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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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中，单击“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
服务组)”。在“Service Groups (服务组)”列表中，选择包含要删除的资源的
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面板中，单击“Next (下一
步)”。

5

在“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面板中，单击“Delete (删除)”，选
择要删除的资源，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Warning (警告)”对话框中，单击“No (否)”以保留选择的资源。否则，
单击“Yes (是)”。
选择“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面板中的“Configure application
dependency and create service group (配置应用程序依赖关系并创建服务
组)”选项之后，退出向导时将删除指定的资源。

7

将资源标记为待删除之后，您可以：
■

向服务组中添加其他资源。
请参见第 198 页的“向服务组添加资源”。

■

修改服务组中的资源。
请参见第 209 页的“修改应用程序服务组”。

■

向服务组中添加 VCS 组件。
请参见第 204 页的“配置 VCS 组件”。

■

创建服务组。
请参见第 207 页的“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配置服务组”。

删除应用程序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删除应用程序服务组的步骤。
删除服务组

1

在配置为托管应用程序服务组的系统上启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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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中，单击“Delete service group (删除
服务组)”，选择要删除的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面板中，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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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显示消息以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删除服务组时，单击“Yes (是)”。

6

单击“Finish (完成)”。

在非共享存储环境中配置服务组
如果正在采用非共享存储配置，则必须使用 VCS MountV – VMNSDg 代理监视本
地存储。目前，服务组配置向导不支持在服务组中配置这些代理。您必须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或 VCS 命令手动配置这些代理。
VCS 提供用于配置使用非共享存储代理资源的服务组的模板。
这些 Java 控制台模板位于下面的目录中：
%VCS_HOME%\Templates

其中，%VCS_HOME% 是默认的产品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有关使用 Java 控制台中的模板添加服务组的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创建服务组。
在非共享存储环境中配置服务组

1

通过以下方法打开 Cluster Manager（Java控制台）：依次单击“开始”>“所
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然后单击“Veritas Cluster
Manager - Java Console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 Java 控制台)”，或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操作系统上从“应用程序”菜单打开。

2

登录到群集。在 Cluster Monitor 窗口中单击“File (文件)”>“New Cluster
(新群集)”，并在“New Cluster (新群集)”窗口的“Host Name (主机名)”字
段中键入 localhost，然后单击“OK (确定)”。

3

启动服务组配置向导。在 Cluster Explorer 窗口菜单中，单击“Tools (工
具)”>“Configuration Wizard (配置向导)”。

4

在“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Welcome (服务组配置向导欢迎)”面
板上，单击“Next (下一步)”。

5

填写以下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

为此服务组指定一个名称。

■

为此服务组选择系统。在“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框中单击一个
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系统移到“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
组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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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服务组类型，请保留默认的“Failover (故障转移)”不变。

6

再次单击“Next (下一步)”。

7

在“Templates (模板)”列表中，根据配置选择所需的服务组模板，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模板名称

说明

FileShareVMNSGroup

使用这些模板可创建采用非共享存储的单节
点高可用性服务组。

IIS60VMNSGroup
MSMQVMNSGroup
FileShareVirtVMNSGroup
IIS60VirtVMNSGroup
MSMQVirtVMNSGroup
VvrRvgVMNSRVGGroup

这些模板包含用来配置 MountV 和 VMNSDg
代理的资源。
使用这些模板可在 VMware 虚拟环境中创建
单节点高可用性服务组。
这些模板包含用来配置 MountV、
VMwareDisks 和 VMNSDg 代理的资源。
使用此模板可在采用非共享存储的单个节点
上创建 volume_replicator 复制服务组。

“Templates (模板)”框列出了 Cluster Manager 所连接的系统上可用的模板。
还显示了模板的资源依赖关系图、资源数目和资源类型。

8

单击“Next (下一步)”。此向导随即便开始创建该服务组。

9

成功创建服务组后，单击“Next (下一步)”使用向导编辑属性。

10 此向导便会列出资源及其属性。您必须为以粗体显示的强制性属性指定值。此
窗口中列出的其余资源已由模板预先配置，因而不需进行编辑。
要修改属性，请按以下步骤执行：
■

单击资源。

■

单击要修改的属性。

■

单击位于表中行尾的“Edit (编辑)”图标。

■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输入属性值。

■

单击“OK (确定)”。

有关特定于应用程序的代理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特定于应用程序的代理或
解决方案指南。
有关代理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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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Finish (完成)”。
12 右键单击新建的服务组，然后选择“Enable Resources (启用资源)”。
13 右键单击新建的服务组，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Online (联机)”，然后选择服
务组变为联机状态的系统。
如果您是在 DR 环境中辅助站点上的节点上配置该服务组，请仅在完成所有 DR
配置步骤后再使该服务组联机。

设置导入磁盘组前 VMNSDg 代理等待所有磁盘到达的超时持续时间
在执行磁盘组导入操作的过程中，在导入磁盘组之前，VMNSDg 代理会等待所有磁
盘到达。如果某些磁盘没有到达，在此时间之后 VMNSDg 资源将会发生故障。默
认的超时持续期间是 60 秒。此外，还可以使用以下注册表项控制此持续时间：
■

HKLM\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VMNSDg\<resource_name>\DgImportWaitTimeOut:
将项 DgImportWaitTimeOut 的值设置为导入磁盘组之前 VMNSDg 代理等待所
有磁盘到达的持续时间（以秒为单位）。

必须手动创建此注册表项。执行以下步骤，创建并设置 DgImportWaitTimeOut 注册
表项。
注意：错误地编辑注册表可能会严重损坏系统。在更改注册表之前，请创建备份副
本。
要配置 DgImportWaitTimeOut 注册表参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要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请在桌面上按 Window+R（打开“运行”对话框)，键
入 regedit，然后单击“确定”。

2

在左侧的注册表树中，导航到
HKLM\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

3

单击“编辑”>“新建”>“项”，并通过命名 VMNSDg 创建项（如果项尚未
存在）。

4

选择项 VMNSDg，然后单击“编辑”>“新建”>“项”，并通过命名
<resource_name> 创建项。
其中，<resource_name> 应为 VMNSDg 资源的资源名称。
新建的注册表项如下所示：
HKLM\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VMNSDg\<resourc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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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在第 4 步 (<resource_name>) 中创建的项，然后添加类型 DWORD 的值。
值名称应为 DgImportWaitTimeOut，并且值数据应为所需的超时持续时间（以
秒为单位）。该值表示 VMNSDg 代理等待所有磁盘到达的超时时间间隔。

6

如果要在非共享存储环境中使用多个服务组，请为在服务组中配置的每个
VMNSDg 资源重复第 4 步和第 5 步。

7

保存并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关于 VCS Application Manager 实用程序
VCS 可在群集中配置的各个虚拟服务器的上下文中启动应用程序服务。由于 Windows
MMC 管理单元不熟悉虚拟服务器的配置，因此无法从 MMC 管理单元管理应用程
序。
VCS 提供了一种实用程序，即 VCS Application Manager (VAM)，它允许您在虚拟
服务器上下文中管理应用程序。您可以使用 VAM 在虚拟服务器上下文中启动应用
程序管理工具和系统管理工具。
VAM 支持下列应用程序：
■

Microsoft 分布式事务处理协调器 (MSDTC)

■

Microsoft 消息队列 (MSMQ)

管理虚拟服务器上下文中的应用程序
通过以下步骤可以使用 VCS Application Manager 实用程序在虚拟服务器上下文中
启动应用程序管理工具。
在继续之前，请确保在应用程序服务组中配置的虚拟服务器资源（Lanman 资源）
在运行 VAM 实用程序的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管理虚拟服务器上下文中的应用程序

1

启动 VCS Application Manager 实用程序
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Application Manager。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VCS Application Manager 显示了在群集中配置的支持的应用程序服务组列表。
对于每个服务组，它还显示了服务组的状态、虚拟服务器资源（Lanman 资源）
的名称以及用于该应用程序的相应管理工具。

2

如果希望根据其资源类型对应用程序进行排序，请从“Select the resource type
(选择资源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资源类型。

215

在 VCS 中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关于使用虚拟防火练习测试资源故障转移

以下资源类型可供选择：

3

■

MSDTC

■

MSMQ

选择处于联机状态的应用程序资源，然后单击“Manage (管理)”，或双击资
源名称。
VAM 在虚拟服务器上下文中启动管理工具。然后，您可以通过管理工具执行所
需的任务。
例如，如果已选择 MSDTC 资源，将启动“Computer Services (计算机服务)”
管理单元。您可以在虚拟 DTC 服务器上查看分布式事务。
要启动与显示的管理工具不同的管理工具，请单击“Managed Application (受
管理应用程序)”列中的工具名称，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可用工具。
表 7-4 显示了受支持的应用程序和各自可用的管理工具。

表 7-4

VAM：应用程序和可用工具

应用程序（资源类型）

可用管理工具

Microsoft 分布式事务处理协调器 组件服务
(MSDTC)
您可以从 MSDTC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查看 DTC
虚拟服务器上的分布式事务统计数据。
Microsoft 消息队列 (MSMQ)

计算机管理，性能计数器
您可以在 MSMQ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管理 MSMQ
消息队列。

关于使用虚拟防火练习测试资源故障转移
配置数据库或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要求在多个系统上具有若干个基础架构和配置设
置。不过，在初始设置后，群集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管理员会通过添加磁盘、创
建新磁盘组和卷、添加新群集节点或新 NIC 来升级和维护基础架构。使群集配置随
基础架构的变化而更新非常重要。
虚拟防火练习可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与底层基础架构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
会阻止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联机。

关于虚拟防火练习
虚拟防火练习功能使用与代理关联的 Action 函数。支持代理的 Action 函数已更新，
可支持虚拟防火练习功能 - 运行基础架构检查并修复特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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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架构检查将验证在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中定义的资源是否具有在其他节点
上进行故障转移所必需的基础架构。例如，MountV 资源的基础架构检查将验证在
该资源的 MountPath 属性中定义的装入点（驱动器盘符）是否存在。
仅当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时才能运行基础架构检查。该检查验证指定节点是否能够
充当用于承载服务组的故障转移目标。
虚拟防火练习提供一个选项，用于修复在执行基础架构检查期间检测到的特定错
误。

关于受支持的代理的基础架构检查和修复
表 7-5 显示了对不同资源类型的基础架构检查。
表 7-5

基础架构检查

资源类型

基础架构检查

Application

指定的程序是否可用？

修复选项

指定的程序是否具有执行权限？
指定的用户是否在主机上？
是否所有节点上都存在相同的二进
制文件？
DiskGroup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是否已被
授权？
是否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在主机上
都可见？

IP

是否存在到指定 NIC 的 IP 的路
由？

Mount

装入目录是否存在？
在指定的装入目录下是否还装入了
其他文件系统？

NIC

主机上是否存在该设备？

Process

指定的程序是否存在以及该程序是
否具有执行权限？
指定的程序是否为可执行二进制文
件？
是否所有节点上都存在相同的二进
制文件？

创建装入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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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行虚拟防火练习
可从命令行或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运行虚拟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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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修改群集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修改群集配置

■

向群集添加节点

■

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

重新配置群集

■

为群集手动配置单点登录

■

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

删除群集配置

关于修改群集配置
您可以使用 VCS 群集配置向导 (VCW) 修改群集配置。
此向导在用于修改群集配置时，可执行下列任务：
■

向群集中添加节点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向群集添加节点”。

■

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请参见第 223 页的“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

重新配置专用网络和 LLT
请参见第 226 页的“重新配置群集”。

■

在群集中配置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
请参见第 231 页的“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

删除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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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向导在用于删除群集配置时，会从节点中删除群集组件，但不会卸载
VCS 组件。
请参见第 235 页的“删除群集配置”。
可以对群集手动执行以下修改：
■

为群集配置单点登录
请参见第 230 页的“为群集手动配置单点登录”。

■

将安全群集转换为非安全群集

向群集添加节点
向 VCS 群集中添加节点

1

启动 VCS 群集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群
集配置向导)”。
从要添加的节点或者群集中的某个节点运行向导。所添加的节点应当成为该群
集所属的域的一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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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面板上，单击“Cluster Operations
(群集操作)”，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面板中，选择或键入群集所在域的名称，然
后选择发现选项。
要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

清除“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复
选框。

■

单击“Next (下一步)”。
继续前进到步骤 8。

要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
■

选中“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复
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列
表。

■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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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检索系统列表，请转至步骤 6。否则请转至下一步。

5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完成下列操作并单击“Next (下一
步)”：
■

键入群集中现有节点的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

■

键入要添加到群集中的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

如果仅指定现有群集的一个节点，则向导将发现该群集中的所有节点。要向现
有的群集中添加节点，必须至少指定两个节点：一个是群集中已有的节点，另
一个是要添加到群集中的节点。
继续前进到步骤 8。

6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指定要添加的系统以及要将这些
系统添加到的群集节点。
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将系统添加到“Selected Systems
(选定的系统)”列表中。或者，也可以从“Domain Systems (域系统)”列表
中选择系统并单击右箭头图标。
如果仅指定现有群集的一个节点，则向导将发现该群集中的所有节点。要向现
有的群集中添加节点，必须至少指定两个节点：一个是群集中已有的节点，另
一个是要添加到群集中的节点。

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面板显示验证状态，表明是“Accepted (接受)”
还是“Rejected (拒绝)”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
可能会出于以下任一原因拒绝系统：
■

系统不对 ping 请求做出响应。

■

系统已禁用 WMI 访问。

■

向导无法检索有关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的信息。

■

系统上未安装 VCS 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要包括遭到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8

在“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群集配置选项)”面板上，单击“Edit
Existing Cluster (编辑现有的群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9

在“Cluster Selection (群集选择)”面板上，选择要编辑的群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的是手动指定系统，则将仅显示那些配置了指定系统的
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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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Edit Cluster Options (编辑群集选项)”面板上，单击“Add Nodes (添加
节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在“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用户信息)”对话框中，键入对该群集具有
管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OK (确定)”。
只有当您向具有 VCS 用户权限的群集（该群集不是安全群集）中添加节点时，
才会出现“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用户信息)”对话框。

11 在“Cluster Details (群集详细信息)”面板上，选中要添加到群集中的系统旁边
的复选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右窗格中列出了属于群集的节点。左窗格中列出了可以添加到群集中的系统。

12 向导将验证选定的系统是否为群集的成员。在节点验证结束后，请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节点未通过验证，请查看与该失败相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之后重新
启动向导。

13 在“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专用网络配置)”面板上，对每个要添加的
系统配置 VCS 专用网络通信，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如何配置 VCS 专
用网络通信取决于它在群集中的配置方式。如果 LLT 是基于以太网配置的，则
必须在要添加的节点上使用相同的配置方式。同样，如果 LLT 在群集中是基于
UDP 协议配置的，则必须在要添加的节点上使用该配置方式。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请执行以下操作：
■

选中要分配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
Veritas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则建议至少降低一个将用于专用网络
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

如果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其组合成“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分配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辑 NIC，
它是通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同一组中的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Veritas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于专用网
络。
向导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基于以太网）。
■

要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请完成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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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要分配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最多可以分配八个网
络链接。Veritas 建议至少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您可以
降低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同时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
通信。

■

如果在选定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则建议至少降低一个将用于专用网络
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
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

为每个链路指定一个唯一的 UDP 端口。如果要编辑链路的 UDP 端口，
请单击“Edit Ports (编辑端口)”。可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
端口。默认端口号分别为 50000 和 50001。单击“OK (确定)”。

■

对于选定的每个 NIC，确定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定
了多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址。如
果是 IPv4，每个 IP 地址可以位于不同的子网中。
该 IP 地址用于通过指定的 UDP 端口进行 VCS 专用通信。

对于选定的每个 NIC，双击“Link (链路)”列中的各个字段并从下拉列
表中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Link1 或 Link2）。
每个链路均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
口用于专用网络通信。
■

14 在“Public Network Communication (公共网络通信)”面板上，针对所添加的
每个系统，为公共网络通信选择一个 NIC，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只有在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而且所添加的系统具有多个适配器时，
此步骤才适用。如果该系统只有一个适配器用于公共网络通信，向导会自动配
置该适配器。

15 指定 VCS Helper 服务将在其上下文中运行的用户的凭据。
16 查看摘要信息并单击“Add (添加)”。
17 向导会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以添加节点。在成功运行所有的命令之后，请单击
“Finish (完成)”。

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本主题介绍如何从多节点 VCS 群集中删除节点。要从单节点群集中删除节点，必
须删除该群集。
请参见第 235 页的“删除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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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1

确认要删除的节点上没有任何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

2

从所有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删除该节点。

3

启动 VCS 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群
集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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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面板中，单击“Cluster Operations
(群集操作)”，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面板中，选择或键入群集所在域的名称，然
后选择域发现选项。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取消选中“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

单击“Next (下一步)”。

■

继续前进到步骤 10。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7

■

选中“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复
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列
表。

■

单击“Next (下一步)”。

■

如果选中了“Retrieve system list from domain (从域中检索系统列表)”，
请转至步骤 8。否则请转至下一步。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中，键入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
继续前进到步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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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中，指定将从中删除节点的群集的系
统。
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将系统添加到“Selected Systems
(选定的系统)”列表中。或者，也可以从“Domain Systems (域系统)”列表
中选择系统并单击右箭头图标。
如果仅指定现有群集的一个节点，则向导将发现该群集中的所有节点。

9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面板显示验证状态，表明是“Accepted (接受)”
还是“Rejected (拒绝)”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
可能会出于以下任一原因拒绝系统：
■

系统不对 ping 请求做出响应。

■

系统已禁用 WMI 访问。

■

向导无法检索有关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的信息。

■

系统上未安装 VCS 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要包括遭到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10 在“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群集配置选项)”面板中，单击“Edit
Existing Cluster (编辑现有的群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11 在“Cluster Selection (群集选择)”面板中，选择要编辑的群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您在步骤 6 中选择的是手动指定系统，则将仅显示那些配置了指定系统的
群集。

12 在“Edit Cluster Options (编辑群集选项)”面板中，单击“Remove Nodes (删
除节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在“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用户信息)”面板中，输入对该群集具有管
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OK (确定)”。
仅当您从非安全群集中删除节点时，才会出现“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
用户信息)”对话框。

13 在“Cluster Details (群集详细信息)”面板中，选中要删除的节点旁边的复选
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226 页的“重新配置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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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果要从即将从群集中删除的节点的管理组删除 VCS Helper 服务用户帐户，
请单击提示对话框中的“Yes (是)”。否则，请单击“No (否)”。

15 向导会验证所选的节点。在节点验证结束后，请单击“Next (下一步)”。如果
节点未通过验证，请查看与该失败相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之后重新启动
向导。
如果要删除多节点群集中除一个节点以外的所有节点，将出现一个提示对话
框。在该对话框中，指定要保留还是删除专用链路心跳。

16 查看摘要信息并单击“Remove (删除)”。
向导会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以将该节点从群集中删除。

17 在命令成功运行之后，单击“Finish (完成)”。

重新配置群集
更改群集节点上的适配器后，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群集，以更新 LLT 信息或配置
Veritas Security Services。
重新配置群集

1

启动 VCS 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群
集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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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面板中，单击“Cluster Operations
(群集操作)”，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面板中，选择或键入群集所在域的名称，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取消选中“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

单击“Next (下一步)”。

■

继续前进到步骤 8。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226

修改群集配置
重新配置群集

5

■

选中“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复
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列
表。

■

单击“Next (下一步)”。

■

如果选中了“Retrieve system list from domain (从域中检索系统列表)”，
请转至步骤 6。否则请转至下一步。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中，键入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
继续前进到步骤 8。

6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中，指定要重新配置的群集的系统。
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将系统添加到“Selected Systems (选
定的系统)”列表中。或者，也可以从“Domain Systems (域系统)”列表中选
择系统并单击右箭头图标。
如果仅指定现有群集的一个节点，则向导将发现该群集中的所有节点。

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面板显示验证状态，表明是“Accepted (接受)”
还是“Rejected (拒绝)”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
可能会出于以下任一原因拒绝系统：
■

系统不对 ping 请求做出响应。

■

系统已禁用 WMI 访问。

■

向导无法检索有关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的信息。

■

系统上未安装 VCS 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要包括遭到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8

在“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群集配置选项)”面板中，单击“Edit
Existing Cluster (编辑现有的群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9

在“Cluster Selection (群集选择)”面板中，选择要重新配置的群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的是手动指定系统，则将仅显示那
些配置了指定系统的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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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Edit Cluster Options (编辑群集选项)”面板中，单击“Reconfigure (重新
配置)”，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在“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用户信息)”对话框中，输入对该群集具有
管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OK (确定)”。
仅当您重新配置非安全群集时，才会出现“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用户
信息)”对话框。

11 在第二个“Edit Cluster Options (编辑群集选项)”对话框中，选择下列任意选
项并单击“Next (下一步)”：
■

Change private network heartbeat links (更改专用网络心跳链路)
选择此选项可更改专用网络心跳链路。如果所选群集是单节点群集，则此
选项可用于删除专用心跳链路。
如果群集具有多个节点，则相应选项可用于添加或删除专用心跳链路。
请参见步骤 12。

■

Change HAD Helper User account (更改 HAD Helper 用户帐户)
选择此选项可更改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
请参见步骤 13。

■

Configure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配置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选择此选项以配置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进行单点登录。单点登录配
置了安全群集。

12 如果选择了更改专用网络心跳链路的选项，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要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请执行以下操作：
■

选中要分配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
Veritas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则建议至少降低一个将用于专用网络
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

如果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其组合成“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分配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辑 NIC，
它是通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同一组中的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Veritas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于专用网
络。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基于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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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请执行以下操作：
■

根据 LLT 在群集的现有节点上的配置方式，选择“Configure LLT over
UDP on IPv4 network (在 IPv4 网络上配置基于 UDP 的 LLT)”或
“Configure LLT over UDP on IPv6 network (在 IPv6 网络上配置基
于 UDP 的 LLT)”。

■

选中要分配给专用网络的 NIC 旁边的复选框。最多可以分配八个网络链
接。
Veritas 建议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

■

如果在选定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则建议至少降低一个将用于专用网络
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

为每个链路指定一个唯一的 UDP 端口。如果要编辑链路的 UDP 端口，
请单击“Edit Ports (编辑端口)”。默认端口号是 50000 到 50007。可
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端口。单击“OK (确定)”。

■

对于选定的每个 NIC，确定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定
了多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址。如
果是 IPv4，每个 IP 地址可以位于不同的子网中。
该 IP 地址用于通过指定的 UDP 端口进行 VCS 专用通信。

■

对于选定的每个 NIC，双击“Link (链路)”列中的各个字段并从下拉列
表中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Link1 或 Link2）。
每个链路均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口用
于专用网络通信。

13 如果选择了更改 VCS HAD Helper 用户帐户的选项，请在“VCS Helper Service
User Account (VCS Helper 服务用户帐户)”对话框中，指定 VCS Helper 服务
将在其上下文中运行的域用户的名称。
在本地系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的 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访问网络。
■

■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Existing user (现有用户)
为 VCS Helper 服务选择现有用户帐户上下文。

■

New user (新用户)
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的用户帐户上下文。

为所选帐户输入一个有效的用户名，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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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将域名追加到用户名；不要以 DOMAIN\user 或 user@DOMAIN 格式输入用
户名。
■

为所选帐户输入密码，然后单击“OK (确定)”。

14 查看摘要信息并单击“Reconfigure (重新配置)”。
15 向导会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以应用更改。在所有服务都已成功配置后，单击
“Finish (完成)”。

为群集手动配置单点登录
本主题介绍如何为群集手动配置单点登录。在安全群集中，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用于确保群集节点和客户端（包括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之
间的通信安全，方法是使用数字证书进行身份验证，使用 SSL 对公共网络中的通信
进行加密。VCS 使用 SSL 加密和基于平台的身份验证。VC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Veritas 建议您使用群集配置向导 (VCW) 来执行此任务。
请参见第 226 页的“重新配置群集”。
手动创建安全群集

1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VCS：
在其中一个群集节点的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hastop -all

2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Veritas Command Server 服务。
在所有群集节点的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net stop cmdserver

3

在群集中每个节点上的 %VCS_HOME%\conf\config 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
.secure 的空文件。
其中 %VCS_HOME% 表示 VCS 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4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Veritas Command Server 服务。
在所有群集节点的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net start cmd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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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一个群集节点的群集配置文件中，将 SecureClus 属性设置为 1。
在群集配置文件 main.cf 中将 SecureClus 属性设置为 1。
使用记事本打开配置文件 main.cf，并在群集定义中添加下面一行：
SecureClus = 1

例如：
cluster VCSCluster9495 (
UserNames = { admin = gmnFmhMjnInnLvnHmk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SecureClus = 1
CredRenewFrequency = 0
CounterInterval = 5
)

6

保存并关闭配置文件。

7

在修改群集配置文件的节点上启动 VCS 引擎。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hastart

8

在群集中的其他节点上启动 VCS。
在其中一个群集节点的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hastart -all

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如果您在初始群集配置过程中未配置下列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组件，可使用 VCS
配置向导来配置这些组件：
■

通知

■

用于针对全局群集实现群集间通信的 GCO 选件

请注意，此向导仅允许配置每个组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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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1

启动 VCS 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群
集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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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面板中，单击“Cluster Operations
(群集操作)”，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面板中，选择或键入群集所在域的名称，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清除“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复
选框。

■

单击“Next (下一步)”。

■

继续前进到步骤 7。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5

■

选中“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复
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列
表。

■

单击“Next (下一步)”。

■

如果选中了“Retrieve system list from domain (从域中检索系统列表)”
复选框，请转至步骤 6。否则请转至下一步。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中，键入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
继续前进到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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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中，指定将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的
群集的系统。
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将系统添加到“Selected Systems
(选定的系统)”列表中。或者，也可以从“Domain Systems (域系统)”列表
中选择系统并单击右箭头图标。
如果仅指定现有群集的一个节点，则向导将发现该群集中的所有节点。

7

在“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群集配置选项)”面板中，单击“Edit
Existing Cluster (编辑现有的群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8

在“Cluster Selection (群集选择)”面板中，选择要编辑的群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您在 4 中选择的是手动指定系统，则将仅显示那些配置了指定系统的群
集。

9

在“Edit Cluster Options (编辑群集选项)”面板中，单击“Configure
ClusterService Options (配置 ClusterService 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
一步)”。
在“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用户信息)”对话框中，输入对该群集具有
管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OK (确定)”。
仅当您在非安全群集中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时，才会出现“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用户信息)”对话框。

10 在“Cluster Service Components (群集服务组件)”面板中，从以下组件中选
择要在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中配置的组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

选中“Notifier Option (Notifier 选项)”复选框以配置发送给指定收件人的
重要事件通知。
请参见第 233 页的“配置通知”。

■

选中“GCO Option (GCO 选件)”复选框可配置全局群集的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WAC 进程对于群集间的通信是必需的。
请参见第 235 页的“为全局群集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配置通知
本主题介绍如何配置通知程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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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通知

1

在“Notifier Options (Notifier 选项)”面板上，指定要配置的通知模式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您可以将 VCS 配置为在指定的服务器上生成 SNMP (V2) 陷阱并向指定的收件
人发送电子邮件，以通知其对某些事件作出响应。

2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NMP，请指定有关 SNMP 控制台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请按照如下所示配置 SNMP 控制台：

3

■

单击“SNMP Console (SNMP 控制台)”列中的字段，然后键入控制台的
名称或 IP 地址。指定的 SNMP 控制台必须与 MIB 2.0 兼容。

■

单击“Severity (严重性)”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控制台选择严重性级别。

■

单击“+”可添加字段；单击“-”可删除字段。

■

输入一个 SNMP 陷阱端口。默认值为 162。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MTP 服务器，请指定有关 SMTP 收件人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请按如下所示配置 SMTP 服务器：

4

■

键入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

单击“Recipients (收件人)”列中的某个字段，然后输入通知的收件人。输
入 admin@example.com 作为收件人。

■

单击“Severity (严重性)”列中的对应字段，然后为收件人选择严重性级
别。VCS 会将具有同等或更高严重性的消息发送给收件人。

■

单击“+”添加字段；单击“-”删除字段。

在“Notifier Network Card Selection (Notifier 网卡选择)”面板上，指定网络信
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请按如下所示在“Notifier Network Card Selection (Notifier 网卡选择)“面板上
指定网络信息：
■

如果为群集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NIC 资源，或者为通知机制配置新的 NIC 资源。

■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新的 NIC 资源，请为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
络适配器。请注意，向导会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低优先级的适
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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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希望在 VCS 启动时将通知资源联机，然后单击
“Configure (配置)”。

6

配置完成后，单击“Finish (完成)”退出向导。

为全局群集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本主题介绍如何为全局群集配置广域连接器资源。
为全局群集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1

在“GCO Network Selection (GCO 网络选择)”面板上，指定网络信息，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为群集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组，您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的 IP 地
址，也可以配置一个新的 IP 地址。
执行以下任务：
■

要指定现有 IP 地址，请选择“Use existing IP resource (使用现有 IP 资
源)”，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IP 地址。

■

■

2

要使用新的 IP 地址，请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是 IPv4，请选择 IPV4，然后输入 IP 地址和相关子网掩码。确定指
定的 IP 地址有 DNS 项。

■

如果是 IPv6，请选择 IPV6，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IPv6 前缀。
向导会使用前缀并会自动生成在网络中有效且唯一的 IPv6 地址。如果
网络不支持 IPv6，IPv6 选项将处于禁用状态。

为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向导将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
以及指定了较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希望在 VCS 启动时将资源联机，然后单击“Configure
(配置)”。

3

单击“Finish (完成)”退出该向导。
该向导不会设置全局群集环境；它为群集间通信所需的广域连接器配置资源。
有关设置全局群集环境的说明：
请参见第 335 页的“设置全局群集”。

删除群集配置
本主题介绍如何删除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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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群集配置

1

启动 VCS 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群
集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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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面板中，单击“Cluster Operations
(群集操作)”，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面板中，选择或键入群集所在域的名称，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取消选中“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

单击“Next (下一步)”。
继续前进到步骤 7。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

选中“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复
选框。

■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列
表。

■

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选中了“Retrieve system list from domain (从域中检索系统列表)”
复选框，请转至步骤 6。否则请转至下一步。

5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中，键入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
继续前进到步骤 7。

6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中，指定要删除的群集节点。
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Add (添加)”将系统添加到“Selected Systems (选
定的系统)”列表中。或者，也可以从“Domain Systems (域系统)”列表中选
择系统并单击右箭头图标。
如果仅指定现有群集的一个节点，则 VCW 将发现该群集中的所有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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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群集配置选项)”面板中，单击“Delete
Cluster (删除群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8

在“Cluster Selection (群集选择)”面板中，选择要删除其配置的群集，然后单
击“Next (下一步)”。
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的是手动指定系统，则将仅显示那些配置了指定系统的
群集。

9

如果要从群集中所有节点的管理组删除 VCS Helper 服务用户帐户，请单击提
示对话框中的“Yes (是)”。否则，请单击“No (否)”。

10 在“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用户信息)”面板中，输入对该群集具有管
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OK (确定)”。
仅当您删除非安全群集时，才会出现“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群集用户信
息)”对话框。

11 查看摘要信息并单击“Unconfigure (取消配置)”。
12 向导会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以将配置从群集中删除。在成功运行所有的命令
之后，请单击“Finish (完成)”。
VCW 会删除群集配置；VCW 不会取消配置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也
不会从系统中卸载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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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CS Simulator 预测
VCS 行为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Simulator

■

VCS Simulator 端口

■

从命令行界面管理 VCS Simulator

关于 VCS Simulator
使用 VCS Simulator 可以模拟和测试群集配置。 可以使用 VCS Simulator 查看和修
改服务组和资源配置，以及测试故障转移行为。VCS Simulator 可以在独立系统上
运行，且不需要任何其他硬件。
VCS Simulator 运行的 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的版本与在群集中运行
的版本相同，这样可以确保故障转移决策与实际群集中的相同。
可以使用 VCS Simulator 测试不同操作系统中的配置。VCS 模拟程序只能在 Windows
系统上运行。但是，它可以在 Windows 系统上模拟非 Windows 操作系统。例如，
可以在 Windows 系统上运行 VCS Simulator，并测试 Windows、Linux、Solaris、
HP-UX 和 AIX 群集的 VCS 配置。另外，通过 VCS Simulator 还可以创建和测试全
局群集。
可以从 Java 控制台或命令行管理 VCS Simulator。
要下载 VCS Simulator，请访问
https://www.veritas.com/product/storag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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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Simulator 端口
表 9-1 列出了 VCS Simulator 用来连接到各种群集配置的端口。您可以修改群集配
置从而遵循网络策略。而且，Veritas 可以根据 VCS Simulator 配置数更改端口分配
或添加新端口。
表 9-1

VCS Simulator 端口

端口

用法

15552

SOL_ORA_SRDF_C1:simulatorport

15553

SOL_ORA_SRDF_C2:simulatorport

15554

SOL_ORACLE:simulatorport

15555

LIN_NFS:simulatorport

15556

HP_NFS:simulatorport

15557

AIX_NFS:simulatorport

15558

Consolidation:simulatorport

15559

SOL_NPLUS1:simulatorport

15572

AcmePrimarySite:simulatorport

15573

AcmeSecondarySite:simulatorport

15580

Win_Exch_2K7_primary:simulatorport

15581

Win_Exch_2K7_secondary:simulatorport

15582

WIN_NTAP_EXCH_CL1:simulatorport

15583

WIN_NTAP_EXCH_CL2:simulatorport

15611

WIN_SQL2K5_VVR_C1:simulatorport

15612

WIN_SQL2K5_VVR_C2:simulatorport

15613

WIN_SQL2K8_VVR_C1:simulatorport

15614

WIN_SQL2K8_VVR_C2:simulatorport

15615

WIN_E2K10_VVR_C1:simulatorport

15616

WIN_E2K10_VVR_C2:simulatorport

表 9-2 列出了 VCS Simulator 用于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的端口。将 WAC 端口
设置为 -1 可禁用 WAC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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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WAC 端口

端口

用法

15562

SOL_ORA_SRDF_C1:wacport

15563

SOL_ORA_SRDF_C2:wacport

15566

Win_Exch_2K7_primary:wacport

15567

Win_Exch_2K7_secondary:wacport

15570

WIN_NTAP_EXCH_CL1:wacport

15571

WIN_NTAP_EXCH_CL2:wacport

15582

AcmePrimarySite:wacport

15583

AcmeSecondarySite:wacport

15661

WIN_SQL2K5_VVR_C1:wacport

15662

WIN_SQL2K5_VVR_C2:wacport

15663

WIN_SQL2K8_VVR_C1:wacport

15664

WIN_SQL2K8_VVR_C2:wacport

15665

WIN_E2K10_VVR_C1:wacport

15666

WIN_E2K10_VVR_C2:wacport

从命令行界面管理 VCS Simulator
在创建或管理模拟群集之前，在 Windows 系统上启动 VCS Simulator。
注意：VCS Simulator 分别对待从命令行和 Java 控制台创建的群集。因此，从命令
行创建的群集在图形界面中不可见。如果从命令行删除群集，可能会在 Java 控制
台中看到该群集。

从命令行界面启动 VCS Simulator
本主题介绍如何从命令行启动 VCS Si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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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行启动 VCS Simulator (Windows)
VCS Simulator 在路径 %VCS_SIMULATOR_HOME%\types\ 中安装特定于平台的
types.cf 文件。变量 %VCS_SIMULATOR_HOME% 表示 VCS Simulator 安装目
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VCS Simulator\。
示例：C:\DOS>set %VCS_SIMULATOR_HOME%=C:\Program Files\Veritas\VCS
Simulator\

1

要模拟运行特定操作系统的群集，请将该操作系统的 types.cf. 文件从 types 目
录复制到 %VCS_SIMULATOR_HOME%\default_clus\conf\config\。

2

将自定义类型定义添加到该文件（如果需要），并将该文件重命名为 types.cf。

3

将 VCS 类型定义添加到模拟群集中。

4

如果要使 main.cf 文件在模拟群集中运行，则将其复制到
%VCS_SIMULATOR_HOME%\default_clus\conf\config\。

5

启动 VCS Simulator：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tartsystem_name

变量 system_name 表示系统名称，该变量在配置文件 main.cf 中定义。
此命令在端口 14153 上启动 VCS Simulator。

6

将系统添加到配置（如果需要）：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ys -addsystem_name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upsystem_name

7

验证群集中每个节点的状态：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ys -state

请参见第 242 页的“从命令行模拟全局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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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行模拟全局群集

1

在系统上的一个目录 (%VCS_SIMULATOR_HOME%) 中安装 VCS Simulator。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中的“安装 VCS Simulator”部分。

2

在系统上设置群集。运行以下命令添加群集：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etupclus new_clustername -simport
port_no -wacport port_no

模拟全局群集时，请勿将 default_clus 用作群集名称。
VCS Simulator 将配置示例复制到路径
%VCS_SIMULATOR_HOME%\clustername 下，并创建名为 clustername_sys1
的系统。
例如，要添加使用端口 15555 和 15575 的群集 clus_a，请运行以下命令：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etupclus clus_a -simport 15555
-wacport 15575

同样，添加第二个群集：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etupclus clus_b -simport 15556
-wacport 15576

要创建多个群集而不模拟全局群集环境，请将 wacport 指定为 -1。

3

启动模拟群集：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tart clustername_sys1
-clus clustername

4

设置以下环境变量以便从命令行访问 VCS Simulator：
■

设置 %VCS_SIM_PORT%=port_number

■

设置 %VCS_SIM_WAC_PORT%=wacport

请注意，必须为每个模拟群集设置以上变量，否则 VCS Simulator 总是连接默
认群集 default_clus。
可以使用 Java 控制台链接群集和配置全局服务组。
还可以手动编辑配置文件 main.cf 以创建全局群集配置。

通过命令行管理模拟群集
VCS Simulator 命令的功能类似标准 ha 命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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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介绍了 VCS Simulator 命令：
表 9-3

VCS Simulator 命令

命令

说明

hasim -start
system_name

启动 VCS Simulator。 变量 system_name 表示从
LOCAL_BUILD 转换为 RUNNING 状态的系统。

hasim -setupclus
clustername -simport
port_no [-wacport
port_no] [-sys
systemname]

创建模拟群集并将指定的端口与该群集关联。

hasim -deleteclus
<clus>

删除指定的群集。删除群集会删除与该群集关联的所有文
件和目录。
删除群集之前，请确保该群集未配置为全局群集。

hasim -start
在由 clustername 指定的群集上启动 VCS Simulator。
clustername_sys1 [-clus
如果启动 VCS Simulator 时使用 -disablel10n 选项，则
clustername]
模拟群集不接受属性的本地化值。 在 Windows 系统上模拟
[-disablel10n]
UNIX 配置时，使用此选项可防止将模拟配置导入 UNIX 群
集时可能出现的损坏。
hasim -stop

停止模拟过程。

hasim -poweroff
system_name

正常关闭系统。

hasim -up system_name

启动系统。

hasim -fault
找出指定系统上指定资源的故障。
system_nameresource_name
hasim -faultcluster
clustername

模拟群集故障。

hasim -clearcluster
clustername

清除模拟群集故障。

hasim -getsimconfig
cluster_name

检索有关 VCS Simulator 端口的信息。

hasim -hb [..]

相当于标准的 hahb 命令。

hasim -disablel10n

禁用属性值的本地化输入。在 Windows 系统上模拟 UNIX
配置时使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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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hasim -clus [...]

相当于标准的 haclus 命令。

hasim -sys [...]

相当于标准的 hasys 命令。

hasim -grp [...]

相当于标准的 hagrp 命令。

hasim -res [...]

相当于标准的 hares 命令。

hasim -type [...]

相当于标准的 hatype 命令。

hasim -conf [...]

相当于标准的 haconf 命令。

hasim -attr [...]

相当于标准的 haattr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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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服务组依赖关系的角色

■

12. VCS 事件通知

■

13. VCS 事件触发器

3

10
控制 VCS 行为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资源发生故障时的 VCS 行为

■

关于在服务组级别控制 VCS 行为

■

关于在资源级别控制 VCS 行为

■

更改代理文件路径和二进制文件

■

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

■

用于说明工作负载管理的示例配置

资源发生故障时的 VCS 行为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VCS 认为资源出现故障：
■

资源状态意外更改。例如，联机资源正在脱机。

■

未发生所需的状态更改。 例如，命令资源联机或脱机时，资源不能联机或脱机。

在多数情况下，在向引擎报告资源故障前，VCS 代理会采取预定义的操作对问题进
行更正。例如，代理在声明发生故障前可能多次尝试使资源联机。
当资源发生故障时，VCS 将执行自动化操作以清理出现故障的资源。Clean 函数可
确保在资源完全关闭后才使其在另一节点上联机。这样可防止并发冲突。
资源发生故障时，VCS 会使依赖于出现故障的资源的所有资源脱机。因此，故障仅
在服务组内传播。

关键资源和非关键资源
资源的 Critical 属性定义服务组在资源发生故障时是否进行故障转移。如果资源被
配置为非关键资源（即将 Critical 属性设置为 0），并且依赖于发生故障的资源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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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源都不是关键资源，则服务组不会进行故障转移。VCS 将使出现故障的资源脱
机，并将组状态更新为 PARTIAL。 该属性还决定如果在组的联机过程中某个资源
无法联机，服务组是否尝试在另一节点上联机。
在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中，关键性将被覆盖。如果已满足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的
最低要求：
■

即使关键资源发生故障，服务组也不进行故障转移。

■

即使非关键资源发生故障，故障也不会沿着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

■

即使资源发生故障，服务组仍然保持 ONLINE 状态。

VCS 行为图
图 10-1 显示了用于资源配置的符号和颜色代码。
图 10-1

用于资源配置/操作的符号和颜色代码

示例情形 1：父资源为关键资源的资源出现故障
图 10-2 显示了含有五个资源的一个服务组示例，其中将资源 R1 配置为关键资源。
图 10-2

情形 1：父资源为关键资源的资源出现故障

当资源 R2 出现故障时，故障将沿着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到资源 R1。当关键资源
R1 脱机时，VCS 必须将整个服务组视为出现故障，并将其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其
他位置。VCS 使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按其依赖关系顺序脱机。在使资源 R3、R4 和
R5 脱机后，VCS 会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一节点。

示例情形 2：父资源为非关键资源的资源出现故障
图 10-3 显示了不含任何关键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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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情形 2：父资源为非关键资源的资源出现故障

当资源 R2 出现故障时，引擎将沿着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故障。资源 R1 和资源 R2
都不是关键资源，因此故障不会导致该树脱机，也不会导致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示例情形 3：父资源为关键资源的资源无法联机
图 10-4 显示了以下示例：当执行使服务组联机的命令时，资源 R2 无法联机。
图 10-4

情形 3：父资源为关键资源的资源无法联机

VCS 将对资源 R2 调用 Clean 函数，并沿着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故障。资源 R1 设
置为关键资源，因此服务组会脱机并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另一个节点。

关于在服务组级别控制 VCS 行为
可以通过配置服务组属性来修改 VCS 在发生资源故障时的响应行为。

关于 AutoRestart 属性
如果服务组 (GROUP_1) 上的持久性资源出现故障，则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
VCS 会将该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一系统：
■

已设置 AutoFailOver 属性。

■

群集中存在另一个系统，GROUP_1 可故障转移到该系统。

如果以上条件都不满足，那么即使是在出现故障的资源重新联机后，GROUP_1 也
仍将处于脱机和故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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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置 AutoRestart 属性，不用手动干预就能使服务组重新联机。如果没有可用
的故障转移目标，则通过设置 AutoRestart 属性，VCS 可以在组中的故障资源在第
一个可用系统上联机后，使该组在该系统上重新联机。
例如，NIC 是一个持久性资源。在某些情况下，在系统引导和 VCS 启动时，VCS
会探查系统上的所有资源。当 VCS 探查 NIC 资源时，由于网络还没有启动并完全
正常运行，资源可能未处于联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VCS 会将 NIC 资源标记为
出现故障，且不会将服务组联机。然而，如果启用了 AutoRestart，则当 NIC 资源
变为联机状态时，会将服务组联机。

关于控制服务组或系统出现故障时的故障转移
AutoFailOver 属性配置服务组在响应服务组和系统故障时的行为。
表 10-1 显示 AutoFailover 属性的可能值。
表 10-1

AutoFailover 属性的可能值及其说明

AutoFailover 属 说明
性的值
0

在系统或服务组出现故障时，VCS 不会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如果故障发生在服务组中，则会根据该组中是否有配置为关键资源的资
源，确定是否将该组置于脱机状态。如果系统出现故障，则服务组不会
被故障转移到另一系统。

1

如果存在可用于故障转移的合适节点，则在系统或服务组出现故障时，
VCS 会自动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服务组属性 SystemZones 和 FailOverPolicy 会影响服务组的故障转移
行为。对于全局群集，是否进行故障转移还取决于
ClusterFailOverPolicy。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关于定义故障转移策略
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控制 VCS 选择故障转移目标系统的方式。
表 10-2 显示 FailoverPolicy 属性的可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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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FailOverPolicy 属性的可能值及其说明

FailOverPolicy 属性
的值

说明

Priority

VCS 选择优先级最低的系统作为故障转移的目标。Priority 故障
转移策略适用于简单的双节点群集或者服务组很少的小型群集。
优先级在 SystemList 属性中通过排序隐式设置（如 SystemList
= {SystemA, SystemB}），也可以显式设置（如 SystemList =
{SystemA=0, SystemB=1}）。Priority 是默认行为。

RoundRobin

VCS 选择运行的服务组最少的系统作为故障转移目标。此策略适
用于大型群集，这类群集运行有多个具有相似服务器负载特性（例
如，相似的数据库或应用程序）的服务组。

Load

Load 故障转移策略由下列组件组成：
系统容量和服务组负载，分别由 Capacity 属性和 Load 属性表
示。
请参见第 266 页的 System capacity and service group load。
系统限制和服务组先决条件，分别由 Limits 属性和 Prerequisites
属性表示。
如果已启用群集属性 Statistics，则无法将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Load。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System limits and service group prerequisites。

BiggestAvailable

VCS 会根据 SystemList 中所有系统的预测可用容量，选择一个
系统。具有最高预测的可用容量的系统会被选中。
仅在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时，才能设置此策略。
服务组属性 Load 根据 CPU、内存和交换设备以绝对单位定义。
该单位可以是下列值：
■

CPU，CPU 为 MHz 或者 GHz

■

Memory 为 GB 或 MB

■

Swap 为 GB 或 MB

请参见第 500 页的“群集属性”。

关于系统区域
使用 SystemZones 属性可创建系统的子集，以用于初始故障转移决策。 此功能允
许精确调整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决策，同时保留了故障转移到群集中任意位置的灵活
性。
如果配置了该属性，则服务组在选择另一区域中的主机之前，会尝试停留在自己的
区域内。 例如，在具有 Web、应用程序和数据库服务器的三层应用基础架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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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创建两个系统区域： 一个用于应用程序，一个用于数据库。 如果发生故障转
移，应用程序区域内的服务组将尝试故障转移到该区域内的另一个节点。 如果应用
程序区域内没有可用的节点，则该组将根据所配置的负载和限制故障转移到数据库
区域。
在此配置中，在数据库后端保留了额外的容量和限制，以备处理数据库故障转移的
较大负载之用。应用程序服务器处理应用程序区域内的服务组负载。在层叠故障期
间，群集中额外的容量可用于所有服务组。

基于负载的 自动启动
VCS 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确定群集启动时服务组在何处联机。 通过将 AutoStartPolicy
设置为 Load，可命令 VCS 引擎（即 HAD）来决定启动组的最佳系统。VCS 将服
务组放置在 AutoStart 队列，以便在服务组探查完所有正在运行的系统后，立即进
行基于负载的启动。VCS 会创建一个满足所有先决条件的系统子集，然后选择
AvailableCapacity 最高的系统。
设置 AutoStartPolicy = Load 并配置 SystemZones 属性以建立最初运行组的首选系
统的列表。

关于冻结服务组
通过冻结服务组，可防止 VCS 在服务组或系统出现故障时执行任何操作。通过冻
结服务组，可防止在某个资源发生故障时依赖资源脱机。还可以防止在资源发生故
障时调用 Clean 函数。
在 VCS 控制之外对服务组的资源执行操作时，可以冻结服务组。这样可以防止 VCS
对您正在对其进行操作的资源执行操作。例如，在使用数据库控件停止和启动数据
库时冻结数据库组。

关于控制在资源发生故障时的 Clean 行为
ManageFaults 属性指定在资源发生故障时 VCS 是否调用 Clean 函数。 可在资源
级别和服务组级别配置 ManageFaults。此属性的资源级别值会取代其服务组级别
值。
您可以使用下列可能的值来配置 ManageFaults 属性：
■

如果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ALL，则 VCS 会在资源出现故障时调用 Clean
函数。

■

如果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则 VCS 在资源发生故障时不执行任何
操作；它会将服务组“挂起”，直到可以执行管理操作。VCS 将资源状态标记
为 ADMIN_WAIT，在排除资源故障并清除 ADMIN_WAIT 状态之前，不会对服
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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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则在资源由于资源故障而进入
ADMIN_WAIT 状态时，VCS 将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可以自定义此触发
器，以提供关于故障的通知。
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NONE 且发生了下列事件之一，则资源将进入
ADMIN_WAIT 状态：
表 10-3 将在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 时列出可能的事件和资源的后续状
态。
当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 时可能发生的事件

表 10-3
事件

资源状态

Off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ONLINE|ADMIN_WAIT

Offline 函数无效。

ONLINE|ADMIN_WAIT

On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OFFLINE|ADMIN_WAIT

Online 函数无效。

OFFLINE|ADMIN_WAIT

资源意外脱机。

ONLINE|ADMIN_WAIT

对于联机资源，monitor 函数始终无法在预期 ONLINE|MONITOR_TIMEDOUT|ADMIN_WAIT
的时间内完成。

清除处于 ADMIN_WAIT 状态的资源
在 VCS 将资源设置为 ADMIN_WAIT 状态时，它会根据资源进入该状态的原因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
请参见第 320 页的“关于 resadminwait 事件触发器”。
清除资源

1

在 VCS 之外执行必要的操作以使所有资源都处于所需的状态。

2

通过执行以下命令验证资源是否处于所需的状态：
hagrp -clearadminwait group -sys system

此命令会清除所有资源的 ADMIN_WAIT 状态。如果 VCS 仍检测到有的资源未
处于所需状态，它会将这些资源重新设置为 ADMIN_WAIT 状态。

3

如果资源仍处于 ADMIN_WAIT 状态，请重复步骤 1 和步骤 2，或者发出以下
命令阻止 VCS 将资源设置为 ADMIN_WAIT 状态：
hagrp -clearadminwait -fault group -sy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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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可产生下列结果：
■

■

如果由于原因 0 或 1 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则会将资源状态设置为
ONLINE|UNABLE_TO_OFFLINE。
■

0 = off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

1 = offline 函数无效。

如果由于原因 2、3 或 4 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则会将资源状态设置
为 FAULTED。请注意，如果由于以上原因将资源设置为 FAULTED，则不
会调用 CLEAN 函数。在调用此命令前，验证处于 ADMIN-WAIT 状态的资
源已处于完全的 OFFLINE 状态。
■

2 = on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

3 = online 函数无效。

■

4 = 资源意外脱机。

如果服务组有一个处于 ADMIN_WAIT 状态的资源，则不能对该资源执行下列
服务组操作： 联机、脱机、切换和刷新。另外，在资源处于 ADMIN_WAIT 状
态时，不能使用 hastop 命令。 发生这种情况时，您只能将 hastop 命令与 -force
选项一起使用。

关于控制故障传播
FaultPropagation 属性定义资源故障是否沿着资源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该属性还
定义资源故障是否导致服务组故障转移。
您可以将 FaultPropagation 属性配置为以下可能的值：
■

如果 FaultPropagation 属性设置为 1（默认），则资源故障会沿着依赖关系树向
上传播。如果该路径中有关键资源，在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 时，服务组
将脱机并进行故障转移。

■

如果 FaultPropagation 设置为 0，则资源故障保留在该资源级别。VCS 不会使
依赖关系树脱机，从而阻止了故障转移。如果服务组中的资源保持联机状态，
则服务组将一直处于 PARTIAL|FAULTED 状态。如果所有的资源都处于脱机或
故障状态，则服务组将一直处于 OFFLINE| FAULTED 状态。

资源发生故障时，VCS 会触发 resfault 触发器，并发送一个 SNMP 陷阱。该触发
器是在资源发生故障的系统上调用的，它包含发生故障的资源的名称。

自定义的行为图解
本主题说明了 ManageFaults 和 FaultPropagation 属性在处理资源故障时如何更改
VCS 行为。
图 10-5 解释了图例或资源颜色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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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图例和资源颜色代码

示例情形： 资源的父资源为关键资源且 ManageFaults=NONE
图 10-6 显示了含有五个资源的一个服务组示例。将资源 R2 的组的 ManageFaults
属性设为 NONE。
图 10-6

情形： 资源的父资源为关键资源且 ManageFaults=NONE

如果资源 R2 出现故障，该资源将被标记为 ONLINE|ADMIN_WAIT。 不会为该资
源调用 Clean 函数。VCS 不会使其他任何资源脱机。

示例情形： 资源的父资源为关键资源且 FaultPropagation=0
图 10-7 显示了 FaultPropagation 属性设置为 0 的示例。
图 10-7

情形： 资源的父资源为关键资源且 FaultPropagation=0

资源 R2 发生故障时，调用 Clean 函数，并将资源标记为出现故障。 故障不会沿着
树向上传播，而且该组也不会进入脱机状态。

支持有意脱机功能的资源的 VCS 行为
当某个应用程序失去 VCS 的控制而被有意关闭时，某些代理可以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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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支持此功能的代理，如果管理员有意关闭某个不受 VCS 控制的应用程序，则
VCS 不会将其视为故障。根据服务组中其他资源的状态，VCS 可将服务组状态设
置为脱机或部分。
此功能允许管理员停止应用程序，而不会导致故障转移。此功能适用于 V51 代理。

关于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
要配置某个资源以识别某个已配置的应用程序的有意脱机，请将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将该属性设置为其默认值 0 会禁用此功能。IntentionalOffline 是类
型级别属性而不是资源级别属性。
您可以将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配置为以下可能的值：
■

如果将该属性设置为 1：如果该应用程序不受 VCS 控制而被有意停止，则该资
源会进入 OFFLINE 状态。此属性在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不会影响 VCS 行为。
如果受管理的相应应用程序出现故障，VCS 会使资源不断出错。

■

如果将该属性设置为 0：如果该应用程序不受 VCS 控制而被有意停止，则该资
源会进入 FAULTED 状态。

关于 ExternalStateChange 属性
当某个已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有意启动或停止时，使用
ExternalStateChange 属性可控制服务组行为。
该属性定义使资源不受 VCS 控制而有意联机或脱机时 VCS 如何处理服务组状态。
您可以使用 表 10-4 中列出的值配置 ExternalStateChange 属性。
表 10-4

ExternalStateChange 属性值

属性值

服务组行为

OnlineGroup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启动，则 VCS 会使相应的服务
组联机。如果尝试在某个冻结的节点或服务组上启动该应用程序，则解冻
节点或服务组后，VCS 会立即使相应的服务组联机。

OfflineGroup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在 VCS 控制之外被停止，则 VCS 会使相应的服务组
脱机。

OfflineHold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在 VCS 控制之外被停止，则 VCS 会将相应的 VCS
资源的状态设置为脱机。VCS 不会使任何父资源或该服务组脱机。

OfflineHold 和 OfflineGroup 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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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资源级别控制 VCS 行为
可以在资源级别控制 VCS 行为。请注意，在代理框架向 VCS 引擎声明故障之前，
不会将资源视为出现故障。
某些属性影响在通知 VCS 引擎发生故障之前，VCS 代理框架对单独资源出现的问
题做出反应的方式。

控制资源行为的资源类型属性
下列属性影响在通知 VCS 引擎发生故障之前，VCS 代理框架对单独资源出现的问
题做出反应的方式。

关于 RestartLimit 属性
RestartLimit 属性定义在通知引擎出现故障之前，VCS 是否尝试重新启动发生故障
的资源。
如果 RestartLimit 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则代理会在声明资源出现故障之前，尝试重
新启动该资源。代理框架重新启动出现故障的资源时，将先调用 Clean 函数，然后
调用 Online 函数。但是，如果将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则代理不会调
用 Clean 函数，也不会重试 Online 函数。如果在资源级别配置 ManageFaults 属
性，则其值会取代服务组级别配置的值。

关于 OnlineRetryLimit 属性
OnlineRetryLimit 属性指定初次尝试使资源联机未成功的情况下，重试调用 Online
函数的次数。
将 OnlineRetryLimit 设置为非零值时，代理将先调用 Clean 函数，然后重新运行
Online 函数。但是，如果将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则代理不会调用
Clean 函数，也不会重试 Online 函数。如果在资源级别配置 ManageFaults 属性，
则其值会取代服务组级别配置的值。

关于 ConfInterval 属性
ConfInterval 属性定义资源必须保持无故障联机状态多长时间后才清除上一次遇到
的问题。 该属性控制 VCS 清除 RestartCount、ToleranceCount 和
CurrentMonitorTimeoutCount 值的时间。

关于 ToleranceLimit 属性
ToleranceLimit 属性定义监视例程返回脱机状态多少次后才声明资源脱机。当某个
资源因繁忙而貌似脱机时，通常会使用该属性。通过将该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可指
示 VCS 允许多个失败的监视周期并期待资源最终做出响应。通过设置非零
ToleranceLimit，还可延长对实际故障做出响应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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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定义 VCS 是否将 Monitor 函数超时解释为资源故障。
如果该属性设置为 0，则 VCS 不会将 Monitor 超时视为资源故障。如果该属性设置
为 1，则 VCS 会将超时解释为资源故障，且代理会调用 Clean 函数以关闭资源。
默认情况下，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设置为 4。这意味着必须在 Monitor 函
数连续超时四次后才将资源标记为出现故障。第一个 Monitor 超时一小时后，系统
会重置第一个 Monitor 超时计时器和超时次数计数器。

VCS 如何处理资源故障
本节介绍在资源发生故障时，VCS 通过怎样的步骤来决定操作过程。

联机资源出现故障时的 VCS 行为
在以下示例中，VCS 收到的报告说处于联机状态的一个资源在代理没有命令它脱机
的情况下正在脱机。
当联机资源出现故障时，VCS 会执行下列步骤：
■

VCS 首先会验证 Monitor 例程是否在要求的时间内成功完成。如果确实成功完
成，VCS 将检查由 Monitor 例程返回的退出代码。如果 Monitor 例程没有在要
求的时间内完成，VCS 将查看 FaultOnMonitorTimeouts (FOMT) 属性。

■

如果 FOMT=0，则在 Monitor 例程超时的情况下不会将资源视为发生故障。VCS
会将资源视为联机，并根据监视间隔定期监视该资源。
如果 FOMT=1 或者更大值，则 VCS 会将 CurrentMonitorTimeoutCount (CMTC)
与 FOMT 的值进行比较。如果 monitor 超时计数尚未用完，CMTC 将增大，并
且 VCS 会在下一次循环中监视该资源。

■

如果 FOMT= CMTC，就意味着可用的 monitor 超时计数已经用完，VCS 必须
立即执行更正操作。VCS 检查服务组的 Frozen 属性。如果冻结了服务组，则
VCS 会声明资源出现故障，并调用 resfault 触发器。不会采取进一步操作。

■

如果未冻结服务组，VCS 将检查资源级别的 ManageFaults 属性。VCS 将资源
标记为 ONLINE|ADMIN_WAIT 并在其组级别值为 NONE 或资源级别值为
IGNORE 时触发 resadminwait。如果 ManageFaults 的资源级别值设置为 ACT
或组级别值设置为 ALL，则 VCS 将因 Monitor Hung 原因而调用 Clean 函数。
注意：ManageFaults 的资源级别值将取代相应的服务组级别值。仅在
ManageFaults 的资源级别值为空 ("") 时，VCS 才会使用其服务组级别值。

■

如果 Clean 函数成功（即 Clean 退出代码 = 0），则 VCS 会检查 RestartLimit
属性的值。如果 Clean 失败（退出代码 = 1），则资源将保持联机，且状态为
UNABLE TO OFFLINE。VCS 触发 resnotoff 触发器，并重新监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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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Monitor 例程没有超时，则它会将资源的状态返回为处于联机或脱机状态。

■

如果 ToleranceLimit (TL) 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则监视周期将连续返回 offline（退
出代码 = 100）（返回的次数由 ToleranceLimit 指定），并增大 ToleranceCount
(TC) 的值。如果 ToleranceCount 等于 ToleranceLimit (TC = TL)，则代理声明
资源已出现故障。

■

如果 Monitor 例程在监视周期过程中返回 online（退出代码 = 110），则代理不
会采取进一步操作。如果资源在 ConfInterval 属性指定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联
机状态，则 ToleranceCount 属性将重新设置为 0。
如果在重新设置 ToleranceCount 之前检测到资源处于脱机状态的次数与
ToleranceLimit 指定的次数相同 (TC = TL)，则将资源视为出现故障。

■

代理确定资源未联机后，VCS 将检查服务组的 Frozen 属性。如果冻结了服务
组，则 VCS 会声明资源出现故障，并调用 resfault 触发器。不会采取进一步操
作。

■

如果未冻结服务组，VCS 将检查 ManageFaults 属性。如果
ManageFaults=NONE，则 VCS 会将资源状态标记为 ONLINE|ADMIN_WAIT，
并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如果 ManageFaults=ALL，VCS 将调用 Clean 函
数，同时将 CleanReason 设置为 Unexpected Offline。

■

如果 Clean 函数失败（退出代码 = 1），则资源将保持联机，且状态为 UNABLE
TO OFFLINE。VCS 触发 resnotoff 触发器，并重新监视资源。将针对资源循环
交替调用 Monitor 和 Clean 函数，直到 Clean 函数成功或发生用户干预。

■

如果 Clean 函数成功，VCS 将检查 RestartLimit (RL) 属性的值。如果该属性设
置为非零值，则 VCS 会增加 RestartCount (RC) 属性的值，并调用 Online 函
数。此过程将一直进行，直到 RestartLimit 的值与 RestartCount 的值相等。此
时，VCS 将尝试监视资源。

■

如果 Monitor 返回一个联机状态，则 VCS 会将资源视为联机，并继续进行定期
监视。如果 monitor 返回一个脱机状态，则资源被视为出现故障，VCS 会根据
服务组配置采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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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无法联机时的 VCS 行为
在以下示例中，代理框架为脱机资源调用 Online 函数。资源状态更改为 WAITING
TO ONLINE。
当资源未能联机时，VCS 会执行下列步骤：
■

如果 Online 函数超时，VCS 将先检查 ManageFaults 属性的资源级别值，然后
再检查其服务组级别值。如果已在资源级别定义 ManageFaults，则 VCS 将覆
盖其在服务组级别指定的相应值。VCS 基于在资源级别指定的 ManageFaults
值采取操作。

■

如果 ManageFaults 的资源级别值设置为 IGNORE，则资源状态更改为
OFFLINE|ADMIN_WAIT。资源级别值将覆盖服务组级别值。

■

如果 ManageFaults 的资源级别值设置为 ACT，则 VCS 将调用 Clean 函数，同
时将 CleanReason 设置为 Online Hung。

■

如果 ManageFaults 的资源级别值设置为 "" 或为空，则 VCS 将检查相应的服务
组级别值并继续进行如下操作：
■

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NONE，则资源状态更改为
OFFLINE|ADMIN_WAIT。

■

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ALL，则 VCS 将调用 Clean 函数，同时将
CleanReason 设置为 Online Hung。

■

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NONE，则资源状态更改为 OFFLINE|ADMIN_WAIT。
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ALL，则 VCS 将调用 Clean 函数，同时将
CleanReason 设置为 Online Hung。

■

如果 Online 函数没有超时，则 VCS 将调用 Monitor 函数。如果资源处于联机状
态，则 Monitor 例程返回退出代码 110。否则，Monitor 例程返回退出代码 100。

■

VCS 将检查 OnlineWaitLimit (OWL) 属性的值。该属性定义监视周期返回脱机
状态多少次后代理框架才声明资源发生故障。每个后续监视周期都会增大
OnlineWaitCount (OWC) 属性的值。如果 OWL= OWC（或 OWL= 0），则 VCS
确定资源已出现故障。

■

然后，VCS 会检查 ManageFaults 属性的值。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NONE，则资源状态更改为 OFFLINE|ADMIN_WAIT。
如果将 ManageFaults 设置为 ALL，则 VCS 会调用 Clean 函数，同时会将
CleanReason 设置为 Online Ineffective。

■

如果 Clean 函数不成功（退出代码 = 1），则代理将监视资源。它确定资源已脱
机，并会调用 Clean 函数，同时会将 Clean Reason 设置为 Online Ineffective。
此循环将一直进行，直到 Clean 函数成功，之后，VCS 将重新设置
OnlineWaitCount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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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OnlineRetryLimit (ORL) 设置为非零值，则 VCS 增大 OnlineRetryCount
(ORC) 的值，并调用 Online 函数。这样可以使该循环从头开始。如果 ORL =
ORC 或者 ORL = 0，则 VCS 认为 Online 操作已失败，并声明资源出现故障。
A

资源
脱机
联机。资源
等待联机

是

联机
超时？
否

资源
联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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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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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故障

否

所有
清除。
Online Hung

清除。
Online Ineffective

否

Resource
Offline| Admin_Wait
resadminwait 触发器

所有

无

管理
故障

Resource
Offline| Admin_Wait
resadminwait 触发器

无

ORC=
ORC+1

是否
成功清除
？
是
重置 OWC

否

ORL >
ORC？

B
是

声明资源出现故障后的 VCS 行为
声明资源出现故障之后，VCS 将触发 resfault 触发器，并检查 FaultPropagation 属
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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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资源出现故障后，VCS 将执行下列步骤：
■

如果 FaultPropagation 设置为 0，则 VCS 不会使其他资源脱机，并将组的状态
更改为 OFFLINE|FAULTED 或 PARTIAL|FAULTED。服务组不进行故障转移。
如果 FaultPropagation 设置为 1，则 VCS 将使出现故障资源的依赖路径（直到
树的顶部）中的所有资源脱机。

■

然后，VCS 会检查依赖路径中是否存在任何关键资源。如果不存在关键资源，
则服务组仍会处于 OFFLINE|FAULTED 或 PARTIAL|FAULTED 状态。如果路
径中存在关键资源，则 VCS 将使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脱机，以准备进行故障转
移。

■

如果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0，则服务组不会进行故障转移，它将保持在故
障状态。如果 AutoFailOver 设置为 1，则 VCS 会检查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
是否存在可用于故障转移的备选系统。如果不存在合适的系统，则组将保持在
故障状态，且 VCS 将调用 nofailover 触发器。如果存在符合条件的系统，则
VCS 将检查 FailOverPolicy 以确定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的最合适目标系统。

■

如果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Load，则可能会由于 Service Group Workload
Management 对服务组和系统设置了很多限制而出现 NoFailover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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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用资源
禁用资源意味着资源不再受 VCS 代理监视，并且不能使资源联机或脱机。 代理在
资源启用后才开始监视资源。资源属性 Enabled 确定资源已启用还是已禁用。持久
性资源的所有父资源都处于脱机状态时，可以禁用该持久性资源。非持久性资源处
于 OFFLINE 状态时，可以禁用该非持久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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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禁用资源
通常，在服务组中的一个或多个资源遇到问题、需要禁用资源以使服务组保持联机
状态或使其联机时，会禁用资源。
注意：在需要禁用整个服务组时，不能选择禁用某一个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请将
该服务组的 Enabled 属性设置为 0。
在 VCS 运行时使用以下命令禁用资源：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Enabled 0

要在 VCS 启动时最初禁用资源，请在 main.cf 中将资源的 Enabled 属性设置为 0。

禁用资源的限制
当 VCS 正在运行时，要先满足特定的先决条件，然后才能成功禁用资源。
■

不能禁用处于联机状态的非持久性资源。它必须处于彻底的 OFFLINE 状态。
（状态必须为 OFFLINE，并且 IState 必须为 NOT WAITING。）

■

如果资源是持久性资源，而且在某些系统上的状态为 ONLINE，则所有依赖资源
（父资源）必须都处于彻底的 OFFLINE 状态。（状态必须为 OFFLINE，并且
IState 必须为 NOT WAITING）

因此，在禁用资源之前，可能要求使该资源（如果为非持久性资源）和该服务组中
的其他资源脱机。

禁用资源时的其他注意事项
禁用资源时的其他注意事项如下：
■

使包含已禁用的资源的组联机时，联机事务不会传播到已禁用的资源。只有其
他已启用资源需要已禁用资源的子资源时，VCS 才会使这些子资源联机。

■

如果需要，可以使已禁用资源的子资源联机。

■

使包含已禁用资源的组脱机时，脱机事务会传播到已禁用资源。

■

如果服务组是 hagrp -online -propagate 操作或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操作的一部分，并且服务组中的资源已禁用，则资源可能无法完成其联机操作
或脱机操作。在这种情况下，请将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设置为 0。
在 hagrp online -propagate 操作中，如果子服务组无法联机，则父服务组也
无法联机。因此，当子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值 1 清除时，其依赖关系树中
所有父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值也会清除。当父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值
2 清除时，其依赖关系树中所有子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值也会清除。

本节显示了如何使包含已禁用资源的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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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显示 Resource_3 已禁用。使服务组联机时，VCS 仅能使 Resource_1 和
Resource_2 联机（Resource_2 首先联机），因为 VCS 将 Resource_3 识别为已
禁用。根据联机逻辑，该事务不会传播到已禁用资源。
情形：事务没有传播到已禁用的资源 (Resource_3)

图 10-8

机

Resource_1

联

Resource_2

Resource_3
Resource_3 已禁用。

Resource_4

Resource_4
处于脱机状态。

Resource_5

Resource_5
处于脱机状态。

图 10-9 显示 Resource_2 已禁用。使服务组联机时，资源 1、3、4 也将联机
（Resource_4 首先联机）。请注意，作为已禁用资源的子资源，Resource_3 将联
机，这是因为 Resource_1 处于启用状态，且依赖于该资源。
情形：已禁用资源 (Resource_3) 的子资源已联机

图 10-9

Resource_1

Resource_2
Resource_2 已禁用。

联机

Resource_3

Resource_4

已禁用资源对组状态有何 状态
使某个服务组联机时，如果该组包含 AutoStart 属性设置为 1 的非持久性已禁用资
源，则该组的状态为 PARTIAL，即使 Autostart=1 的已启用资源处于联机状态也是
如此。 这是因为在设置组状态时考虑了已禁用资源。
在 AutoStart 设置为 1 的已启用资源处于 ONLINE 状态时，为了使组也处于 ONLINE
状态，请将已禁用的非持久性资源的 AutoStart 属性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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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代理文件路径和二进制文件
VCS 从路径 %VCS_HOME%\bin\agent_name\ 运行代理二进制文件。
通过指定下列属性的值，可以指示 VCS 运行其他的代理二进制文件集或脚本集。
■

AgentFile：
如果代理二进制文件的名称与资源类型的名称不同，请为此属性指定一个值。
例如，如果资源类型为 NetBackup，而代理二进制文件的名称为 NBU.dll，请将
AgentFile 属性设置为 NBU.dll。

■

AgentDirectory：
如果代理未安装在默认位置，请为此属性指定一个值。
指定代理目录后，VCS 将在该代理目录中查找代理文件 (AgentNameAgent)。
如果该代理文件名不符合 AgentNameAgent 约定，请配置 AgentFile 属性。
例如，如果 NetBackup 代理安装在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 中，
请将此路径指定为属性值。

更改代理的路径
◆

在配置代理的某个资源之前，请设置代理资源类型的 AgentFile 和 AgentDirectory
属性。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AgentFile "binary_name.dll"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AgentDirectory "C:\Program
Files\agent_path"

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
工作负载管理是一种负载平衡机制，它决定在启动期间或者在应用程序或服务器发
生故障后，由哪个系统来承载应用程序。
Service Group Workload Management 提供了相关工具，用于根据系统容量和资源
可用性对启动和故障转移位置做出智能决策。

关于启用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
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控制 VCS 选择故障转移目标系统的方式。将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Load 可启用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
请参见第 256 页的“ 关于在资源级别控制 VCS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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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容量和服务组 负载
Load 和 Capacity 概念允许管理员定义服务器提供的资源的固定数量 (Capacity)，
以及特定服务组预期使用的资源的固定数量 (Load)。
系统属性 Capacity 设置服务器的固定负载处理容量。根据系统要求定义此属性。
服务组属性 Load 设置服务组的固定要求。根据应用程序要求定义此属性。
使服务组联机时，用系统的容量减去其负载就是可用的容量。VCS 在
AvailableCapacity 属性中维护该信息。
发生故障转移时，VCS 确定哪个系统的可用容量最高，并在该系统上启动服务组。
在涉及多个服务组的故障转移期间，VCS 将使故障转移决策序列化以便于基于负载
进行合适的选择。
系统容量是一个软限制，在某些情况下，Capacity 属性的值可以小于零。在某些运
行状况下（包括层叠故障），AvailableCapacity 属性的值可能为负值。

静态负载与动态负载
动态负载是 Service Group Workload Management 框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件。
通常，HAD 使用下面的函数设置剩余的容量：
AvailableCapacity = Capacity -（所有联机服务组的 Load 值之和）
如果定义了 DynamicLoad 属性，其值将覆盖计算所得的 Load 值之和，该函数变
为：
AvailableCapacity = Capacity - DynamicLoad
与估算的服务组负载（静态负载）相比，这可以更好地控制系统负载值。不过，这
要求在 VCS 之外安装和维护负载估算软件包。它还要求手动修改配置文件 main.cf。
请注意，DynamicLoad（使用 hasys -load 指定）是作为整数而非百分比值从
Capacity 中减去的。 例如，如果系统的容量是 200，负载估算软件包确定服务器负
载是总容量的 80％，则必须通知 VCS DynamicLoad 值为 160（而非 80）。

关于过载 警告
过载警告提供 Load 策略的通知组件。 如果服务器保持预设的负载级别（由
LoadWarningLevel 属性设置）的时间达到了预设时间（由 LoadTimeThreshold 属
性设置），VCS 将调用 loadwarning 触发器。
请参见第 316 页的“使用事件触发器”。
请参见第 489 页的System attributes。
loadwarning 触发器是用户定义的脚本或应用程序，用于执行特定的操作。当系统
负载超出 LoadWarningLevel 的时间达到 LoadTimeThreshold 时，会调用一次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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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器。在 LoadTimeCounter 重置之前不会重新调用该触发器，LoadTimeCounter
确定系统负载已高于 LoadWarningLevel 的秒数。

系统限制和服务组先决条件
Limits 是一个系统属性，用于指定系统上可用的资源数，包括共享内存段数和信号
数。
Prerequisites 是一个服务组属性，帮助管理应用程序先决条件。例如，某个数据库
可能需要三个内存段和 10 个信号。VCS Load 策略确定哪些系统满足应用程序条
件，并从中选择负载最少的系统。
如果某个系统不满足为服务组定义的先决条件，则不能使服务组在该系统上联机。
配置这些属性时，请首先定义服务组的先决条件，然后定义相应的系统限制。每个
系统可以具有不同的限制，并且组先决条件和系统限制的数量没有上限。服务组先
决条件和系统限制可以按任意顺序显示。
还可以使用这些属性将群集配置为 N 对 1 或者 N 对 N。例如，要确保在系统上一
次只能有一个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请将下列条目添加到每个组和系统的定义中：
Prerequisites = { GroupWeight = 1 }
Limits = { GroupWeight = 1 }

系统限制和组先决条件不受 FailOverPolicy 的制约。先决条件确定可以在其上启动
服务组的符合条件的系统。如果创建了系统列表，则 HAD 遵循已配置的
FailOverPolicy。

关于容量和限制
在选择某个节点作为故障转移目标时，VCS 将选择满足服务组的先决条件并且可用
容量最大的系统。如果有多个系统满足先决条件，并且可用容量相同，VCS 将选择
SystemList 中按词汇顺序首先出现的系统。
可用容量低于由 LoadWarningLevel 属性设置的百分比的系统，以及承载该负载的
时间超过由 LoadTimeThreshold 属性指定的时间的系统，将调用 loadwarning 触发
器。

用于说明工作负载管理的示例配置
本主题列出了一些使用这些概念的示例配置。

系统和服务组定义
本示例中的 main.cf 显示了系统定义和服务组定义中的各种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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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53 页的“关于属性及其定义”。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SGWM-demo (
)
system LargeServer1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20, Semaphores=10, Processors=12 }
LoadWarningLevel = 90
LoadTimeThreshold = 600
)
system LargeServer2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20, Semaphores=10, Processors=12 }
LoadWarningLevel=70
LoadTimeThreshold=300
)
system MedServer1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2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group G1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MedServer1 = 2 , MedServer2 = 3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100 }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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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配置：基本的四节点群集
下面是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SGWM-demo
system Server1 (
Capacity = 100
)
system Server2 (
Capacity = 100
)
system Server3 (
Capacity = 100
)
system Server4 (
Capacity = 100
)
group G1 (
SystemList = { Server1 = 0, Server2 = 1,
Server3 = 2, Server4 = 3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 0, Server2 = 1,
Server3 = 2, Server4 = 3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CPU = 1, Mem = 2000 }
)
group G2 (
SystemList = { Server1 = 0, Server2 = 1,
Server3 = 2, Server4 = 3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40 }
)
group G3 (
SystemList = { Server1 = 0, Server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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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3 = 2, Server4 = 3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30 }
)
group G4 (
SystemList = { Server1 = 0, Server2 = 1,
Server3 = 2, Server4 = 3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10 }
)
group G5 (
SystemList = { Server1 = 0, Server2 = 1,
Server3 = 2, Server4 = 3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50 }
)
group G6 (
SystemList = { Server1 = 0, Server2 = 1,
Server3 = 2, Server4 = 3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30 }
)
group G7 (
SystemList = { Server1 = 0, Server2 = 1,
Server3 = 2, Server4 = 3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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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G8 (
SystemList = { Server1 = 0, Server2 = 1,
Server3 = 2, Server4 = 3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40 }
)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AutoStart 操作”。

关于 AutoStart 操作
在本配置中，假定组按照介绍各个组的顺序（即从 G1 到 G8）进行探查。组 G1 选
择 AvailableCapacity 值最大的系统。所有的系统都具有相同的可用容量，因此 G1
在 Server1 上启动，因为此服务器按词汇顺序排在第一个。然后是组 G2 到 G4 分
别在 Server2 到 Server4 上启动。
表 10-5 显示了在四个初始服务组联机的情况下，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 Autostart
群集配置。
表 10-5

基本四节点群集的 Autostart 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1

80

G1

Server2

60

G2

Server3

70

G3

Server4

90

G4

接下来的组进入联机状态时，组 G5 将在 Server4 上启动，因为此服务器的
AvailableCapacity 值最大。然后组 G6 将在 AvailableCapacity 为 80 的 Server1 上
启动。组 G7 在 AvailableCapacity 为 70 的 Server3 上联机，G8 在
AvailableCapacity 为 60 的 Server2 上联机。
表 10-6 显示了在其他服务组联机的情况下，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 Autostart 群集
配置。
表 10-6

在其他服务组联机的情况下，基本四节点群集的 Autostart 群集
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1

50

G1 和 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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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2

20

G2 和 G8

Server3

50

G3 和 G7

Server4

40

G4 和 G5

在此配置中，Server2 将在 600 秒后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因为它此时达到了
默认 LoadWarningLevel 的 80％。

关于故障情形
在第一种故障情形中，Server4 发生故障。组 G4 会选择 Server1，因为 Server1 和
Server3 的 AvailableCapacity 都为 50，而按词汇顺序 Server1 优先。然后，组 G5
在 Server3 上联机。通过将故障转移选择序列化，可完成基于负载的控制，而总故
障转移时间增加的时间不足 1 秒。
表 10-7 显示了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第一种故障情形下的群集配置。
表 10-7

第一种故障情形下的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1

40

G1、G6 和 G4

Server2

20

G2 和 G8

Server3

0

G3、G7 和 G5

在此配置中，Server3 将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以发出该服务器已过载的通知。
然后，管理员可以将组 G7 切换到 Server1 以平衡组 G1 和 G3 之间的负载。Server4
得到修复后，会以 AvailableCapacity 值为 100 的状态重新加入群集，这使其成为
最符合条件的故障转移组目标。

关于层叠故障情形
如果 Server3 在 Server4 完成修复之前就出现故障，则组 G3 将选择 Server1，组
G5 将选择 Server2，组 G7 将选择 Server1。这将导致以下配置：
表 10-8 显示了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层叠故障情形。
表 10-8

基本四节点群集的层叠故障情形

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1

-10

G1、G6、G4、G3 和 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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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2

-30

G2、G8 和 G5

Server1 将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以发出该服务器已过载的通知。

示例配置：复杂的四节点群集
本示例中的群集包含两个较大的企业服务器（LargeServer1 和 LargeServer2）和
两个中型服务器（MedServer1 和 MedServer2）。该群集的四个服务组分别为 G1
到 G4，这些服务组具有不同的负载和先决条件。组 G1 和 G2 是具有特定共享内存
和信号要求的数据库应用程序。组 G3 和 G4 是中间层应用程序，没有特定的内存
或信号要求。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SGWM-demo (
)
system LargeServer1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20, Semaphores=10, Processors=12 }
LoadWarningLevel = 90
LoadTimeThreshold = 600
)
system LargeServer2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20, Semaphores=10, Processors=12 }
LoadWarningLevel=70
LoadTimeThreshold=300
)
system MedServer1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2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group 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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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MedServer1 = 2, MedServer2 = 3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100 }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group G2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MedServer1 = 2, MedServer2 = 3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100 }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group G3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MedServer1 = 2, MedServer2 = 3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30 }
)
group G4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MedServer1 = 2, MedServer2 = 3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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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 { Units = 20 }
)

关于 AutoStart 操作
在此配置中，AutoStart 次序如下所示：
G1—LargeServer1
G2——LargeServer2
G3——MedServer1
G4 - MedServer2
群集启动时，所有组按次序开始探查。组 G1 和 G2 的 AutoStartList 分别为
LargeServer1 和 LargeServer2。当这些组进行探查时，它们会排队等候在其中的
一个服务器上联机，选择哪个服务器取决于 AvailableCapacity 值的大小。如果 G1
首先探查，它将选择 LargeServer1，因为 LargeServer1 和 LargeServer2 的
AvailableCapacity 都为 200，但是按词汇顺序 LargeServer1 优先。组 G3 和 G4
使用相同的算法确定其服务器。

关于正常操作
表 10-9 显示了一个复杂四节点群集的正常操作的群集配置。
表 10-9

复杂四节点群集的正常操作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LargeServer1

100

ShrMemSeg=10

G1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LargeServer2

100

ShrMemSeg=10

G2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MedServer1

70

ShrMemSeg=10

G3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MedServer2

80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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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故障情形
在这种情形中，如果 LargeServer2 出现故障，则 VCS 将扫描组 G2 的 SystemList
中位于同一 SystemZone 的所有可用系统，并创建满足该组的先决条件的系统子
集。在这种情况下，LargeServer1 满足所有必需的 Limits。组 G2 在 LargeServer1
上联机。这将导致以下配置：
表 10-10 显示了一个复杂四节点群集的故障情形群集配置。
表 10-10

复杂四节点群集的故障情形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LargeServer1

0

ShrMemSeg=0

G1、G2

Semaphores=0
Processors=0
MedServer1

70

ShrMemSeg=10

G3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MedServer2

80

ShrMemSeg=10

G4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10 分钟 (LoadTimeThreshold = 600) 后，VCS 将在 LargeServer1 上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因为 LoadWarningLevel 超过了 90％。

关于层叠故障情形
在这种情形中，可以允许其他系统出现故障，因为每个系统都有足够的 Limits 来容
纳在其对等端上运行的服务组。如果 MedServer1 发生故障，它的组可以故障转移
到 MedServer2。
如果 LargeServer1 发生故障，在其上运行的两个组的故障转移是序列化的。按词
汇顺序首先出现的组 G1 将选择 MedServer2，因为该服务器满足必需的 Limits 并
具有 AvailableCapacity 值。组 G2 将选择 MedServer1，因为它是剩余的系统中唯
一满足必需 Limits 的系统。

示例配置：服务器合并
以下配置具有复杂的八节点群集，该群集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数据库
服务器 LargeServer1、LargeServer2 和 LargeServer3 是企业系统。运行多个应用
程序的中间层服务器是 MedServer1、MedServer2、MedServer3、MedServer4 和
MedServe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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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配置中，数据库区域（系统区域 0）最多可以处理两个故障。每个服务器都有
最多可支持三个数据库服务组的 Limits。应用程序区域具有额外容量（分布在各个
服务器上）。
运行应用程序组的服务器将 Limits 指定为支持一个数据库，即使这些应用程序组未
使用先决条件。这可使数据库在系统区域之间进行故障转移，并在应用程序区域中
负载最少的服务器上运行。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SGWM-demo (
)
system LargeServer1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15, Semaphores=30, Processors=18 }
LoadWarningLevel = 80
LoadTimeThreshold = 900
)
system LargeServer2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15, Semaphores=30, Processors=18 }
LoadWarningLevel=80
LoadTimeThreshold=900
)
system LargeServer3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15, Semaphores=30, Processors=18 }
LoadWarningLevel=80
LoadTimeThreshold=900
)
system MedServer1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2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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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4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5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group Database1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LargeServer3 = 2, MedServer1 = 3,
MedServer2 = 4, MedServer3 = 5,
MedServer4 = 6, MedServer5 = 6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100 }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group Database2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LargeServer3 = 2, MedServer1 = 3,
MedServer2 = 4, MedServer3 = 5,
MedServer4 = 6, MedServer5 = 6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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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100 }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group Database3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LargeServer3 = 2, MedServer1 = 3,
MedServer2 = 4, MedServer3 = 5,
MedServer4 = 6, MedServer5 = 6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100 }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group Application1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LargeServer3 = 2, MedServer1 = 3,
MedServer2 = 4, MedServer3 = 5,
MedServer4 = 6, MedServer5 = 6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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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 { Units = 50 }
)
group Application2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LargeServer3 = 2, MedServer1 = 3,
MedServer2 = 4, MedServer3 = 5,
MedServer4 = 6, MedServer5 = 6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50 }
)
group Application3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LargeServer3 = 2, MedServer1 = 3,
MedServer2 = 4, MedServer3 = 5,
MedServer4 = 6, MedServer5 = 6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50 }
)
group Application4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LargeServer3 = 2, MedServer1 = 3,
MedServer2 = 4, MedServer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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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Server4 = 6, MedServer5 = 6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50 }
)
group Application5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LargeServer3 = 2, MedServer1 = 3,
MedServer2 = 4, MedServer3 = 5,
MedServer4 = 6, MedServer5 = 6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 Units = 50 }
)

关于 AutoStart 操作
基于上述的 main.cf 示例，AutoStart 次序如下所示：
Database1

LargeServer1

Database2

LargeServer2

Database3

LargeServer3

应用程序1

MedServer1

Application2

MedServ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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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3

MedServer3

Application4

MedServer4

Application5

MedServer5

关于正常操作
表 10-11 显示了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的一个复杂八节点群集的正常操作
群集配置。
表 10-11

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的一个复杂八节点群集的正常操
作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LargeServer1

100

ShrMemSeg=10

Database1

Semaphores=20
Processors=12
LargeServer2

100

ShrMemSeg=10

Database2

Semaphores=20
Processors=12
LargeServer3

100

ShrMemSeg=10

Database3

Semaphores=20
Processors=12
MedServer1

50

ShrMemSeg=5

应用程序1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MedServer2

50

ShrMemSeg=5

Application2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MedServer3

50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Applicati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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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MedServer4

50

ShrMemSeg=5

Application4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MedServer5

50

ShrMemSeg=5

Application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关于故障情形
在以下示例中，LargeServer3 出现故障。VCS 将扫描 Database3 组的 SystemList
中的所有可用系统，以查找位于同一 SystemZone 的系统，并标识出满足组的先决
条件的系统。在本例中，LargeServer1 和 LargeServer2 满足所需的 Limits。
Database3 在 LargeServer1 上联机。这将导致以下配置：
表 10-12 显示了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的一个复杂八节点群集的故障情
形。
表 10-12

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的一个复杂八节点群集的故障情
形

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LargeServer1

0

ShrMemSeg=5

Database1 Database3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LargeServer2

100

ShrMemSeg=10

Database2

Semaphores=20
Processors=12

在这种情形中，允许任一系统出现更多故障，因为每个系统都有足够的 Limits 来容
纳其他服务组。

关于层叠故障情形
如果在单个服务器上运行两个数据库组时数据库的性能不可接受，则可使用
SystemZones 策略来帮助优化性能。通过将数据库组故障转移到应用程序区域，可
以重新设置组的首选区域。例如，在以上情形中，Database3 被移动到
LargeServer1。管理员可以重新配置应用程序区域，以将两个应用程序组移动到单
个系统中。然后数据库应用程序可以切换到空闲的应用程序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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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Server1–MedServer5)，在该服务器中，Database3 将放置在 Zone1（应用程
序区域）中。如果 Database3 中发生故障，则该组在进行故障转移时会选择应用程
序区域中负载最少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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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

有关组依赖关系的常见问题

■

关于链接服务组

■

具有服务组依赖关系时的 VCS 行为

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服务组可以相互依赖。依赖组是父组，其他组是子组。例如，如果要使财务应用程
序（父）联机，数据库应用程序（子）必须先联机。虽然服务组依赖关系提供了更
多的功能来管理应用程序服务组，但它们需要更复杂的故障转移配置。
一个服务组既可以充当父服务组，也可以充当子服务组。 在 VCS 中，依赖关系树
最多可达到五级深度。

关于依赖关系链接
父服务组和子服务组之间的依赖关系称为链接 。链接可以按依赖关系类别、服务组
的位置以及依赖关系的稳定性分类。
■

依赖关系可以是 online 或 offline 。

■

依赖关系可以是 local、global、remote 或 site。

■

根据父服务组和子服务组之间的约束的稳定性，依赖关系可以是 soft 、 firm 或
hard 。

您可以通过选择依赖关系类别、位置和稳定性的适当组合来自定义服务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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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关系类别
依赖关系类别确定父组与子组状态的关系。
表 11-1 显示了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的依赖关系类别和关系。
依赖关系类别

表 11-1
依赖关系

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的关系

Online 组依赖关系 父组必须等待子组联机后才可以启动。
例如，要将数据库应用程序和数据库服务配置为两个单独的组，请将数
据库应用程序指定为父组，将数据库服务指定为子组。
联机组依赖关系支持各种基于位置和基于稳定性的组合。
Offline 组依赖关系 只有当子组脱机时才可以启动父组，反之亦然。这样可防止相冲突的应
用程序在同一系统上运行。
例如，将测试应用程序配置为父应用程序，将生产应用程序配置为子应
用程序。可以在同一系统或不同的系统上配置父应用程序和子应用程
序。
Offline 组依赖关系仅支持 offline-local 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位置
父服务组和子服务组的相对位置确定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是 local、global、remote
还是 site。
表 11-2 显示了 local、global、remote 和 site 依赖关系的依赖关系位置。
表 11-2

依赖关系位置

依赖关系

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的相对位置

Local 依赖关系

父组依赖于同一系统上处于联机或脱机状态的子组。

Global 依赖关系

父组实例依赖于群集中任意系统上联机子组的一个或多个实例。

Remote 依赖关系

父组实例依赖于群集中任意系统（该父组联机的系统除外）上联机子组
的一个或多个实例。

Site 依赖关系

父组实例依赖于同一站点中任意系统上联机子组的一个或多个实例。

依赖关系稳定性
依赖关系的类型定义父组和子组之间链接的稳定性。Soft 依赖关系表示具有最小约
束，而 hard 依赖关系表示具有最大约束。
表 11-3 显示了依赖关系稳定性和相关联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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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依赖关系稳定性

依赖关系稳定性

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的约束

Soft 依赖关系

指定使父组和子组联机时具有最小约束。唯一的约束就是子组必须先联
机，父组才能联机。
例如，在 online local soft 依赖关系中，子组实例必须在同一系统上联
机，父组才能联机。
Soft 依赖关系提供了以下灵活性：
■

■

■
■

Firm 依赖关系

如果子组出现故障，VCS 不会立即使父组脱机。如果子组无法进行
故障转移，父组仍保持联机。
当两个组都联机时，其中任何一个组（子组或父组）都可以脱机而
另一个组仍保持联机。
如果父组出现故障，则子组保持联机状态。
创建链接时，如果父组已联机，子组无需联机。但是，当两个组都
联机时，它们的联机状态不得与链接类型冲突。

当 VCS 使父组或子组联机或脱机时，强制具有更多约束。除了子组必
须先联机父组才能联机这一约束外，还有以下约束：
■

■
■

■

如果子组出现故障，父组将脱机。如果出现故障时父组处于冻结状
态，父组保持其原始状态。如果子组无法故障转移到其他系统，父
组保持脱机状态。
如果父组出现故障，子组可保持联机状态。
如果父组联机，则无法使子组脱机。当子组联机时，可以使父组脱
机。
创建链接时，父组必须处于脱机状态。但是，如果两个组都联机，
它们的联机状态不得与链接类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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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关系稳定性

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的约束

Hard 依赖关系

当 VCS 使子服务组的父组联机或脱机时，强制具有最大约束。例如：
■

■

如果子组出现故障，先使父组脱机，然后再使子组脱机。如果子组
进行故障转移，则父组将故障转移到其他系统（对于 local 依赖关
系，是同一系统）。如果子组无法故障转移，父组持脱机状态。
如果父组出现故障，子组将脱机。如果子组进行故障转移，父组也
进行故障转移。如果子组无法故障转移，父组持脱机状态。

注意：当子组出现故障时，如果父组已冻结，则父组保持联机状态。
出现故障的子组不会故障转移。
配置 hard 依赖关系时，适用下列约束：
■

只支持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

只能将单一级别的父子关系配置为 hard 依赖关系。

■

■

子组只能有一个联机 hard 父组。同样，父组只能有一个联机 hard
子组。
使子组联机不会自动使父组联机。

■

使父组脱机不会自动使子组脱机。

■

如果子组脱机，则禁止使父组联机。

■

仅允许 Hard 依赖关系位于依赖关系树的最底层（叶级别）。

关于依赖关系限制
以下是一些服务组依赖关系限制：
■

一个组依赖关系树的深度最多为五级。

■

无法链接其当前状态违反关系的两个服务组。
例如，父组的所有实例都脱机时，接受所有链接请求。
父组联机而子组脱机时，拒绝所有链接请求（在 offline 和 soft 依赖关系中除
外）。
拒绝链接两个并行组的所有 online global 链接请求、online remote 链接请求和
online site 链接请求。
拒绝将并行父组链接到故障转移子组的所有 online local 链接请求。

■

使用 site 依赖关系链接服务组：
■

如果要链接的服务组在不同站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则无法使用 site 依赖关系
链接这些服务组。

■

拒绝将并行或混合型父组链接到故障转移或混合型子服务组的所有链接请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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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使用 local、site、remote 或 global 依赖关系链接两个服务组，则必须
取消链接现有依赖关系，然后使用 site 依赖关系。但是，您可在多个子配置
或多个父配置中使用其他 online 依赖关系配置 site 依赖关系。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在下面的表中，术语“实例”只适用于并行组。例如，如果某并行组在三个系统上
联机，则该组的实例在每个系统上都联机。对于故障转移组，在任何时候只有组的
一个实例联机。默认依赖关系类型为 Firm。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关于故障转移父组/故障转移子组
表 11-4 显示了故障转移父组/故障转移子组的服务组依赖关系。
表 11-4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故障转移父组/故障转移子组

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local soft

同一系统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系统 父组保持联机状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上联机。
态。
态。
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将迁移到同
一系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联机状态。

online local firm

同一系统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系统 父组脱机。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上联机。
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组。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将迁移到同
一系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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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local hard

同一系统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系统 父组先脱机，然
的故障转移子
上联机。
后子组脱机。
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将迁移到同
一系统。

子组脱机。

群集中某处联机 子组在群集中某 父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处联机。
态。
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保持联机状
态。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群集中某处联机 子组在群集中某 子组脱机后，父
的故障转移子
处联机。
组脱机。
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在任意系统
上联机。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父组将迁移
到同一系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如果子组无法故 持脱机状态。
障转移，父组保
持脱机状态。

online global soft

父组故障转移到
任意可用系统。

如果没有可用故
障转移目标系
如果子组无法故 统，则父组保持
障转移，父组保 脱机状态。
持联机状态。

online global firm

父组故障转移到
任意可用系统。

如果没有可用故
障转移目标系
如果子组无法故 统，则父组保持
障转移，父组保 脱机状态。
持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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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remote soft

群集中另一个系 子组在群集中另 如果子组故障转 子组保持联机状
统上联机的故障 一个系统上联
移到父组联机的 态。
转移子组。
机。
系统，父组将迁
父组故障转移到
移到其他系统。
子组未联机的系
如果子组故障转 统。
移到其他系统，
如果唯一可用的
父组继续在原系
系统是子组联机
统上运行。
的系统，则不使
如果子组无法故 父组联机。
障转移，父组保
如果没有可用故
持联机状态。
障转移目标系
统，则子组保持
联机状态。

online remote firm

群集中另一个系 子组在群集中另 如果子组故障转 父组故障转移到
统上联机的故障 一个系统上联
移到父组联机的 子组未联机的系
转移子组。
机。
系统，父组将切 统。
换到其他系统。
如果唯一可用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系统是子组联机
移到其他系统， 的系统，则不使
父组在原系统上 父组联机。
重新启动。
如果没有可用故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目标系
障转移，则 VCS 统，则子组保持
使父组脱机。
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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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site soft

同一站点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站点 父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上联机。
态。
组。
如果另一个子组
实例联机或子组
故障转移到同一
站点中的某个系
统，则父组保持
联机状态。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站点中
的系统，则父组
将迁移到其他站
点，其中子组处
于联机状态并依
赖于该站点中的
子组实例。

如果父组无法故
障转移到同一站
点中的系统，则
父组将故障转移
到其他站点中的
系统，其中子组
的至少一个实例
在同一站点中处
于联机状态。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联机状态。
online site firm

同一站点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站点 父组脱机。
的故障转移子组 上联机。
如果子组的其他
实例在同一站点
中处于联机状
态，或者子组故
障转移到同一站
点中的其他系
统，则父组将迁
移到同一站点中
的某个系统。
如果没有任何子
组实例联机，或
者子组无法故障
转移，则父组会
保持脱机。

父组故障转移到
同一站点中的其
他系统，同时保
持对同一站点中
的子组实例的依
赖关系。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父组故障转移到
同一站点中的其
他系统，同时保
持对同一站点中
的子组实例的依
赖关系。
如果父组无法故
障转移到同一站
点中的系统，则
父组将故障转移
到其他站点中的
系统，其中子组
的至少一个实例
处于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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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ffline local

同一系统上脱机 子组在同一系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父组故障转移到
的故障转移子组 上脱机。
移到未运行父组 子组未联机的系
的系统，则父组 统。
继续运行。
如果没有可用故
如果子组故障转 障转移目标系
移到运行父组的 统，则子组保持
系统，则父组切 联机状态。
换到其他系统
（如果可用）。
如果没有可供子
组进行故障转移
的故障转移目标
系统，则父组继
续运行。

关于故障转移父组/并行子组
如果父组为故障转移父组、子组为并行子组，则不支持 hard 依赖关系。
表 11-5 显示了故障转移父组/并行子组的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表 11-5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故障转移父组/并行子组

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local soft

同一系统上并行 子组的实例在同 如果子组实例故
子组的实例。
一系统上联机。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则父组实例
也会故障转移到
同一系统。

父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并依赖
于该系统上的子
组实例。

子组实例在父组
如果子组实例无 出现故障的系统
法故障转移到其 上保持联机状
他系统，则父组 态。
将保持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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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local firm

同一系统上并行 子组的实例在同 父组脱机。父组
子组的实例。
一系统上联机。 故障转移到其他
系统并依赖于该
系统上的子组实
例。

父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并依赖
于该系统上的子
组实例。

群集中联机的并 子组的至少一个 如果在任意系统
行子组的所有实 实例在群集中某 上子组出现故
例。
处联机。
障，父组保持联
机状态。

父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同时
保持对所有子组
实例的依赖关
系。

online global soft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父组保持联
机状态。
online global firm

子组实例在父组
出现故障的系统
上保持联机状
态。

保持联机的并行 子组的一个实例 父组脱机。
父组故障转移到
子组的一个或多 在群集中的某处
其他系统，同时
如果另一个子组
个实例。
联机。
保持对所有子组
实例联机或子组
实例的依赖关
发生故障转移，
系。
则父组会故障转
移到另一个系统
或同一系统。
如果没有任何子
组实例联机，或
者子组无法故障
转移，则父组会
保持脱机。

online remote soft

在其他系统上保 子组的一个或多 父组保持联机状
持联机的并行子 个实例在其他系 态。
组的一个或多个 统上联机。
如果子组故障转
实例。
移到父组联机的
系统，则父组故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

父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同时
保持对子组实例
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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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remote firm

在其他系统上保 子组的所有实例 父组脱机。
父组故障转移到
持联机的并行子 在其他系统上联
其他系统，同时
如果子组故障转
组的所有实例。 机。
保持对所有子组
移到父组联机的
实例的依赖关
系统，则父组故
系。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在其原系统
上联机。

online site soft

同一站点中的并 子组的至少一个 如果子组在同一
行子组的一个或 实例在同一站点 站点中的任何系
多个实例。
中联机。
统上都处于联机
状态，则父组保
持联机状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站点中
的某个系统，则
父组保持在同一
站点中。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父组故障转移到
子组在同一站点
中联机的系统。
如果父组无法进
行故障转移，则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联机状态。
online site firm

同一站点中的并 子组的至少一个 如果子组的任何
行子组的一个或 实例在同一站点 实例在同一站点
多个实例。
中联机。
中都处于联机状
态，则父组保持
联机状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将迁移到同
一站点中的系
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脱机状态。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父组故障转移到
子组在同一站点
中联机的系统。
如果父组无法进
行故障转移，则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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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ffline local

同一系统上脱机 同一系统上不存 如果子组故障转
的并行子组。
在联机的子组实 移到其他系统，
例。
父组保持联机状
态。

子组保持联机，
父组故障转移到
子组未联机的其
他系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父组联机的
系统，则父组将
进行故障转移。

如果父组无法进
行故障转移，则
子组保持脱机状
态。

关于并行父组/故障转移子组
表 11-6 显示了并行父组/故障转移子组的服务组依赖关系。
不支持并行父组与故障转移子组之间存在联机本地依赖关系。
表 11-6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并行父组/故障转移子组

链接

并行父组实例
依赖于...

并行父组实例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并行父组
出现故障，那
么...

online global soft

群集中某处联机 故障转移子组在 父组保持联机状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群集中某处联
态。
态
组。
机。

online global firm

群集中某处的故 故障转移子组在 父组的所有实例 子组保持联机状
障转移子组。
群集中某处联
脱机。
态。
机。
子组故障转移
后，父组实例故
障转移到同一系
统或在同一系统
上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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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并行父组实例
依赖于...

并行父组实例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并行父组
出现故障，那
么...

online remote soft

其他系统上的故 故障转移子组在 如果子组故障转
障转移子组。
其他系统上联
移到父组联机的
机。
系统，则父组故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父组尝试故
障转移到子组未
联机的其他系
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保持联机状
态。
online remote firm

其他系统上的故 故障转移子组在 父组的所有实例
障转移子组。
其他系统上联
脱机。
机。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父组联机的
系统，则父组故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父组尝试故
障转移到子组未
联机的其他系
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在同一系统
上联机。
offline local

同一系统上脱机 故障转移子组未 如果子组故障转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在同一系统上联 移到其他系统， 态。
组。
机。
父组保持联机状
态。
子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 如果
父组在此系统上
联机，则父组将
脱机。 父组故障
转移到任意可用
系统。

关于并行父组/子组
不支持并行父组与并行子组之间存在 global 依赖关系和远程依赖关系。
表 11-7 显示了并行父组/并行子组的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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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并行父组/并行子组

链接

并行父组依赖
于...

并行父组联机
的条件...

如果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并行父组
出现故障，那
么...

online local soft

同一系统上联机 并行子组实例在 如果子组故障转 子组实例保持联
的并行子组实
同一系统上联
移到其他系统， 机状态。
例。
机。
父组将迁移到子
父组实例只能故
组所在的系统。
障转移到子组实
如果子组无法故 例正在运行而父
障转移，父组保 组的其他实例未
持联机状态。
在运行的系统。

online local firm

同一系统上联机 并行子组实例在 父组脱机。
的并行子组实
同一系统上联
如果子组故障转
例。
机。
移到其他系统，
则 VCS 使父组
的实例在子组所
在的系统上联
机。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父组实例只能故
障转移到子组实
例正在运行而父
组的其他实例未
在运行的系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脱机状态。
offline local

同一系统上脱机 同一系统上不存 如果子组故障转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并行子组。
在联机的子组实 移到其他系统， 态。
例。
父组保持联机状
父组故障转移到
态。
子组未联机的系
如果子组故障转 统。
移到父组联机的
系统，父组将脱
机。 父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子组未
联机的系统。

有关组依赖关系的常见问题
表 11-8 列出了一些有关组依赖关系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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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

有关组依赖关系的常见问题

依赖关系

常见问题

Online local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Soft=是 Firm=否 Hard=否。
子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切换父组：
Soft=否 Firm=否 Hard=否。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切换子组：
Soft=否 Firm=否 Hard=否。

Online global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Soft=是 Firm=否。
子组运行时，能否切换父组：
Soft=是 Firm=是。
父组运行时，能否切换子组：
Soft=是 Firm=否

Online remote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Soft=是 Firm=否。
子组运行时，能否切换父组：
Soft=是，但不能切换到运行子组的系统。
Firm=是，但不能切换到运行子组的系统。
父组运行时，能否切换子组：
Soft=是 Firm=否，但不能切换到运行父组的系统。

Offline local

子组处于脱机状态时，能否使父组联机：
是。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是。
子组运行时，能否切换父组：
是，但不能切换到运行子组的系统。
父组运行时，能否切换子组：
是，但不能切换到运行父组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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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关系

常见问题

Online site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Soft=是 Firm=否。
子组运行时，能否将父组切换到同一站点中的系统：
Soft=是 Firm=是。
父组运行时，能否切换子组：
Soft=是 Firm=否

关于链接服务组
请注意，配置可能要求某特定服务组处于运行状态，才能使其他服务组联机。 例
如，包含数据库服务的资源的组必须处于运行状态，才能使数据库应用程序联机。
使用下列命令可从命令行链接服务组
hagrp -link parent_group child_group gd_category gd_location [gd_type]

parent_group

父组的名称

child_group

子组的名称

gd_category

组依赖关系的类别 (online/offline)。

gd_location

依赖关系的作用域 (local/global/remote/site)。

gd_type

组依赖关系的类型 (soft/firm/hard)。默认为 firm

具有服务组依赖关系时的 VCS 行为
VCS 可以允许或限制服务组操作以支持服务组依赖关系。如果操作违反组依赖关
系，则 VCS 拒绝操作。

组依赖关系中的联机操作
通常，从不拒绝手动使子组联机，但以下情况下例外：
■

对于 online local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在任何系统（父组联机
的系统除外）上拒绝子组联机。

■

对于 online remote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在父组联机的系统上
拒绝子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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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在父组联机的系统上拒
绝子组联机。

以下示例描述了接受使并行子组联机的情况：
■

对于以 online local 方式与故障转移/并行父组链接的并行子组，可接受子组的多
个实例联机。

■

对于以 online remote 方式与故障转移父组链接的并行子组，只要子组不在父组
联机的系统上联机，就可接受子组的多个实例联机。

■

对于以 offline local 方式与故障转移/并行父组链接的并行子组，只要子组不在父
组联机的系统上联机，就可接受子组的多个实例联机。

组依赖关系中的脱机操作
如果过程违反现有的组依赖关系，则 VCS 拒绝脱机操作。通常，当父组处于联机
状态时，对于使子组脱机的情况，firm 依赖关系更具限制性。手动脱机的规则包括：
■

从不拒绝父组脱机。

■

对于所有 soft 依赖关系，无论父组的状态如何，子组都可以脱机。

■

对于所有 firm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拒绝子组脱机。

■

对于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拒绝子组脱机。

组依赖关系中的切换操作
切换服务组意味着手动使服务组在一个系统上脱机，并手动使其在另一个系统上重
新联机。 如果服务组不符合脱机操作或联机操作规则，则 VCS 拒绝手动切换。

301

12
VCS 事件通知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事件通知

■

VCS 事件通知的组件

■

关于 VCS 事件和陷阱

■

关于监视聚合事件

■

关于配置通知

关于 VCS 事件通知
VCS 提供了一种向管理员或指定收件人通知重要事件（如资源或系统故障）的方
法。 VCS 包含一个通知程序组件，该组件由通知程序进程和 hanotify 实用程序组
成。
VCS 支持可以使用 SNMP V2 MIB 的 SNMP 控制台。
该通知程序进程可执行下列任务：
■

收到来自 HAD 的通知

■

设置通知的格式

■

生成 SNMP (V2) 陷阱或向指定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或者同时执行这两个操
作。

如果已为资源、组或群集配置了所有者，VCS 还会就影响他们资源的事件通知所有
者。通知资源所有者与资源相关的事件，通知组所有者与组相关的事件等。
您也可以针对资源、资源类型、服务组、系统或群集的事件将所有者以外的人员配
置为通知收件人。 关于严重性级别等于或高于指定级别的事件，注册的收件人会收
到通知。例如，如果您配置了通知收件人并指定严重性级别为“警告”，VCS 会针

VCS 事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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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严重性级别为“警告”、“错误”和“严重错误”的事件通知收件人，但不会针
对严重性级别为“信息”的事件通知收件人。
请参见第 453 页的“关于属性及其定义”。
图 12-1 显示了 VCS 事件的严重性级别。
VCS 事件严重性级别

表 12-1
严重性级别

表示

严重错误

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的严重错误；“严重错误”是最高严重性级
别。

错误

Faults

警告

背离正常行为

信息

表现正常行为的重要事件；“信息”是最低严重性级别。

注意：严重性级别区分大小写。
VCS 事件通知：严重性级别

图 12-1

SNMP
SMTP
SNMP
SMTP

Error
SevereError

Information

通知程序
HAD

系统 A

HAD

系统 B

SNMP 陷阱会转发到 SNMP 控制台。通常，会为事件（如服务组或资源故障）预
定义陷阱。可以使用 hanotify 实用程序发送其他陷阱。

事件消息和严重性级别
VCS 引擎启动时，会查询所有严重性级别等于或高于“警告”的消息，以便稍后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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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程序连接时，会就当前为 SNMP 选项或 SMTP 选项定义的最低严重性级别阈
值与 HAD 通信。
如果通知程序是从命令行启动的，没有为 SNMP 控制台或 SMTP 收件人指定严重
性级别，则通知程序会向 HAD 通知默认的严重性级别“警告”。如果通知程序被
配置为受 VCS 控制，则必须指定严重性。
例如，如果为通知程序指定了以下严重性：
■

为电子邮件收件人 1 指定“警告”

■

为电子邮件收件人 2 指定“错误”

■

为 SNMP 控制台指定“严重错误”

通知程序会将最低严重性“警告”通知 HAD，然后将严重性级别标记为“警告”或
更高级别的所有消息进行排队。
通知程序可确保收件人仅收到指定其接收的消息（根据指定的严重性级别）。然
而，通知程序向 HAD 通知指定的严重性之前，HAD 会存储所有消息，因为它不知
道用户指定的严重性。此行为可防止消息在 HAD 存储消息到通知程序向 HAD 通知
指定的严重性的这段时间内丢失。

关于持久且重复的消息队列
VCS 包含一个用于维护事件消息的复杂机制，该机制可确保消息不会丢失。 在每
个节点上，将 VCS 队列消息发送到通知程序进程。只要 VCS 处于运行状态，该队
列就会持久不变，并且该队列的内容在每个节点上都是相同的。如果通知程序服务
组出现故障，则通知程序会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另一个节点上。由于消息队列在各
节点间保持一致，因此即使在故障转移之后，通知程序仍可以从停留的地方继续消
息传送。

HAD 如何删除消息
VCS 引擎 HAD 可存储要发送到通知程序的消息。HAD 每 180 秒尝试向通知程序
一次发送所有暂停通知。当 HAD 收到通知程序发来的已将某消息传送给至少一个
收件人的确认时，它从其队列中删除该消息。例如，如果指定了两个 SNMP 控制台
和两个电子邮件收件人，则即使消息只送达到四个收件人之一，通知程序也会向
HAD 发送确认。如果 HAD 未收到某些消息的确认，它会不停地每 180 秒向通知程
序发送一次这些通知，直到收到通知程序发来的传送确认。发生传送错误时，会在
日志文件中输出一个错误消息。
在下列条件下，HAD 也会删除消息：
■

消息已在队列中等待了 MessageExpiryInterval 属性（默认值为 1 小时）所指定
的时间（秒），而通知程序仍无法将其传送给收件人。

■

消息队列已满，为了给最近的消息腾出空间，会删除最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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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事件通知的组件
本主题介绍通知程序进程和 hanotify 实用程序。

关于通知程序进程
通知程序进程可配置如何从 VCS 接收消息以及如何将消息传送到 SNMP 控制台和
SMTP 服务器。 使用通知程序，您可以根据生成消息的事件的严重性级别指定通
知。还可以指定 VCS 消息队列的大小。默认情况下为 30。可以通过修改
MessageQueue 属性来更改此值。
如果通知程序是从命令行启动的，则 VCS 不会控制通知程序进程。为了获得最佳
效果，请使用 VCS 绑定的 NotifierMngr 代理。将通知程序配置为高可用性服务组
的一部分，然后就可以对其进行监视、使其联机或脱机。
请注意，必须在故障转移组（非并行）中配置通知程序，因为在整个群集中只能运
行一个通知程序实例。另外还需注意，通知程序不会对 SNMP get 或 set 请求做出
响应；通知程序只是一个陷阱生成器。
使用通知程序，您可以为 SNMP 管理器和 SMTP 服务器指定配置，包括计算机名
称、端口、团体 ID 和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指定多个管理器或服务器，以
及要发送到每个管理器或服务器的消息严重性级别。
注意：如果您不受 VCS 控制而启动该通知程序，请在该命令中使用该通知程序的
绝对路径。如果通知程序进程是使用某个相对路径且不受 VCS 控制而启动的，则
VCS 无法监视该通知程序进程。

通知程序命令的示例
以下是一个 notifier 命令的示例：
/opt/VRTSvcs/bin/notifier -s m=north -s
m=south,p=2000,l=Error,c=your_company
-t m=north,e="abc@your_company.com",l=SevereError

在该示例中，通知程序执行了以下操作：
■

通过默认 SNMP 端口和团体值 public 将所有级别的 SNMP 陷阱发送到 north 。

■

将 Warning 陷阱发送到 north 。

■

通过端口 2000 和团体值 your_company 将 Error 和 SevereError 陷阱发送到
south 。

■

通过默认端口将 SevereError 电子邮件发送到 SMTP 服务器 north 和电子邮件
收件人 abc@your_company.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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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anotify 实用程序
使用 hanotify 实用程序，可以构建用户定义的消息。 该实用程序会将消息转发到
HAD，该驻留程序将消息存储在其内部的消息队列中。用户定义的消息会连同其他
消息一起转发到通知程序进程，以便传送到电子邮件收件人、SNMP 控制台或者传
送给两者。
图 12-2 显示了 hanotify 实用程序。
hanotify 实用程序

图 12-2

notifier
hanotify
had

系统 A

had

系统 B

hanotify 命令的示例
以下是一个 hanotify 命令的示例：
hanotify -i 1.3.6.1.4.1.1302.3.8.10.2.8.0.10 -l Warning -n
agentres -T 7 -t "custom agent" -o 4 -S sys1 -L mv -p
sys2 -P mv -c MyAgent -C 7 -O johndoe -m "Custom message"

在此示例中，数字 1.3.6.1.4.1.1302.3.8.10.2.8.0.10 是要发送的消息的 OID（对象
标识符）。 由于是用户定义的消息，因此 HAD 无法获知与该消息对应的 SNMP 陷
阱关联的 OID。用户必须提供 OID。
消息严重性级别设置为“警告”。受影响的系统为 sys1 和 sys2。运行此命令可以
为资源 agentres 生成一个自定义通知，并显示一条消息“Custom message (自定
义消息)”。

关于 VCS 事件和陷阱
本主题列出了生成陷阱、电子邮件通知或同时生成这两者的事件。请注意，
SevereError 表示最高严重性级别，Information 表示最低严重性级别。特定于全局
群集的陷阱的等级顺序是从 Critical（最高严重程度）到 Normal（最低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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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的事件和陷阱
表 12-2 显示了群集的事件和陷阱。
表 12-2

群集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
别

说明

Cluster has faulted.

错误

群集因故障而关闭。

Heartbeat is down.

错误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断开了与远程群
集的心跳连接。

信息

本地群集具有的远程群集完整快照指
出远程群集处于 RUNNING 状态。

信息

群集之间的心跳正常。

信息

用户登录已识别，因为用户通过
Cluster Manager 登录，或者因为调
用了 haxxx 命令。

(Global Cluster Option)
Remote cluster is in RUNNING state.
(Global Cluster Option)
Heartbeat is "alive."
(Global Cluster Option)
User has logged on to VCS.

代理的事件和陷阱
表 12-3 说明了代理的事件和陷阱。
表 12-3

代理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Agent is faulted.

警告

代理在群集中的某个节点上出现故障。

Agent is restarting

信息

VCS 正在重新启动代理。

资源的事件和陷阱
表 12-4 说明了资源的事件和陷阱。
表 12-4

资源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Resource state is unknown.

警告

VCS 无法识别资源的状态。

Resource monitoring has timed out.

警告

资源的监视机制已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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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Resource is not going offline.

警告

VCS 无法使资源脱机。

Health of cluster resource declined.

警告

由代理使用以提供有关资源状态
的其他信息。在监视过程中发现
资源的运行状况有所下降。

Resource went online by itself.

警告（非首次 资源自动联机。
探查）

Resource has faulted.

错误

资源在群集中的某个节点上出现
故障。

Resource is being restarted by agent.

信息

代理正在重新启动资源。

The health of cluster resource improved.

信息

由代理使用以提供有关资源状态
的其他信息。在监视过程中发现
资源的运行状况有所提高。

Resource monitor time has changed.

警告

在为代理统计分析代理的
monitor 函数所花费时间时，生
成该陷阱。
请参见第 398 页的“ VCS 代理统
计数据”。
在代理框架检测到运行资源的
monitor 函数所花费的时间突然
发生更改时，生成该陷阱。该陷
阱信息包含的详细信息为：
■

■

Resource is in ADMIN_WAIT state.

错误

运行 monitor 函数所需的时
间更改
用于比较以推断出此更改的
实际时间。

资源处于 admin_wait 状态。
请参见第 251 页的“ 关于控制在
资源发生故障时的 Clean 行
为”。

系统的事件和陷阱
表 12-5 说明了系统的事件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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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5

系统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VCS is being restarted by hashadow.

警告

hashadow 进程正在重新
启动 VCS 引擎。

VCS is in jeopardy.

警告

运行 VCS 的节点处于危险
状态。

VCS is up on the first node in the cluster.

信息

VCS 在第一个节点上启
动。

VCS has faulted.

严重错误

VCS 因故障而关闭。

A node running VCS has joined cluster.

信息

群集有一个运行 VCS 的新
节点。

VCS has exited manually.

信息

VCS 已从先前正在运行的
节点中正常退出。

CPU usage exceeded threshold on the system.

警告

系统的 CPU 使用率超过了
CPUThreshold 属性中设
置的 Warning 阈值级别。

Swap usage exceeded threshold on the system. 警告

系统的 swap 使用率超过
了 SwapThreshold 属性中
设置的 Warning 阈值级
别。

警告

系统的内存使用率超过了
MemThresholdLevel 属性
中设置的 Warning 阈值级
别。

Memory usage exceeded threshold on the
system.

服务组的事件和陷阱
表 12-6 介绍了服务组的事件和陷阱。
表 12-6

服务组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Service group has faulted.

错误

服务组因故障而脱机。

Service group concurrency violation.

严重错误

故障转移服务组已在群集中的
多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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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Service group has faulted and cannot be
failed over anywhere.

严重错误

指定的服务组在可以使组联机
的所有节点上出现故障。无法
将该组故障转移到任何节点。

Service group is online

信息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

Service group is offline.

信息

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

Service group is autodisabled.

信息

VCS 已自动禁用指定的组，因
为某个节点已退出该群集。

Service group is restarting.

信息

服务组正在重新启动。

Service group is being switched.

信息

VCS 使服务组在一个节点上脱
机，而在另一个节点上联机。

Service group restarting in response to
persistent resource going online.

信息

服务组正在重新启动，因为已
从故障恢复了持久性资源。

The global service group is online/partial
on multiple clusters.

严重错误

全局服务组发生并发冲突。

错误

ClusterList、AutoFailOver 和
Parallel 属性与其他群集上的
相同全局服务组不匹配。

(Global Cluster Option)
Attributes for global service groups are
mismatched.
(Global Cluster Option)

特定于 SNMP 的文件
VCS 包括两个特定于 SNMP 的文件：vcs.mib 和 vcs_trapd，它们是在以下路径中
创建的：
%VCS_HOME%\snmp。
vcs.mib 文件是受 VCS 支持的内置陷阱的文本 MIB。 将该 MIB 加载到 SNMP 控制
台以将其添加到已识别陷阱列表中。
vcs_trapd 文件特定于 HP OpenView 网络节点管理器 (Network Node Manager,
NNM) SNMP 控制台。该文件包括为受 VCS 支持的内置 SNMP 陷阱配置的示例事
件。将这些事件与为 SNMP 陷阱配置的事件合并：
xnmevents -merge vcs_trapd

合并事件时，由 VCS 通过通知程序发送的 SNMP 陷阱会显示在 HP OpenView
NNM SNMP 控制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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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关 xnmevent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P OpenView 文档。

VCS MIB 中的陷阱变量
在 SNMPv2 到 SNMPv1 的转换完成之后由 VCS 发送的陷阱可逆转换为 SNMPv2。
为了使 SNMPv1 和 SNMPv2 陷阱 PDU 之间的转换可逆，SNMP 陷阱 OID 的倒数
第二个 ID 必须为零。这样可以确保一旦进行了正转换（SNMPv2 陷阱到 SNMPv1；
RFC 2576 第 3.2 节），逆转换（SNMPv1 陷阱到 SNMPv2 陷阱；RFC 2576 第
3.1 节）将准确进行。
VCS 通知程序通过使用倒数第二个 ID 为零的 OID 启用逆转换来遵循该准则。

关于 severityId
该变量表示正在发送的陷阱的严重性。
表 12-7 显示了变量 severityId 可以采用的值。
表 12-7

变量 severityId 的可能值

严重性级别和说明

陷阱 PDU 中的值

信息

0

表现正常行为的重要事件
警告

1

背离正常行为
错误

2

故障
严重错误

3

可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的严重错误

EntityType 和 entitySubType
这些变量指定有关实体的其他信息。
表 12-8 显示了变量 entityType 和 entitySubType。
表 12-8

变量 entityType 和 entitySubType

实体类型

实体子类型

资源

字符串。例如，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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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类型

实体子类型

Group

字符串
组的类型（故障转移或并行）

系统
心跳

字符串
心跳的类型

VCS

字符串

GCO

字符串

代理名称

字符串
代理名称

关于 entityState
该变量描述实体的状态。
表 12-9 显示了各种状态。
表 12-9

可能的状态

实体

状态

VCS 状态

■

用户已登录到 VCS

■

群集已出现故障

■

群集处于 RUNNING 状态

■

Agent is restarting

■

代理已出现故障

■

资源状态未知

■

资源监视已超时

■

资源不会脱机

■

资源正由代理重新启动

■

资源自动联机

■

资源已出现故障

■

资源处于管理等待状态

■

资源监视时间已更改

代理状态

资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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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

状态

服务组状态

■

Service group is online

■

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

■

服务组自动禁用

■

服务组已出现故障

■

服务组已出现故障，且无法故障转移到任何位置

■

服务组正在重新启动

■

正在切换服务组

■

服务组并发冲突

■

■

服务组正在重新启动，以对持久性资源进入联机状态做出响
应
服务组属性值与相应的远程组属性值不匹配

■

全局组并发冲突

■

VCS 在群集中的第一个节点上运行

■

VCS 正由 hashadow 重新启动

■

VCS 处于危险状态

■

VCS 已出现故障

■

运行 VCS 的节点已加入群集

■

VCS 已手动退出

■

CPU 使用率超过了系统的阈值

■

内存使用率超过了系统的阈值

■

Swap 使用率超过了系统的阈值

■

群集丢失了与远程群集的心跳

■

与远程群集的心跳运行正常

系统状态

GCO 心跳状态

关于监视聚合事件
本主题介绍如何通过监视个别通知检测聚合事件。

如何检测服务组故障转移
对服务组故障做出响应而出现故障转移时，VCS 不发送任何隐式陷阱。服务组出现
故障时，如果服务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则 VCS 会生成下列通知：
■

在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并出现故障的节点上，服务组出现故障

■

在服务组出现故障的节点上，服务组脱机

■

在服务组故障转移的目标节点上，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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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测服务组切换
服务组切换时，VCS 会发送严重性级别为“信息”的通知以指示发生了以下事件：
■

Service group is being switched.

■

在切换服务组的源节点上，服务组脱机。

■

在切换服务组的目标节点上，服务组联机。在 VCS 完成服务组切换操作之后发
送该通知。

注意：必须为通知程序配置适当的严重性才能收到这些通知。要收到 VCS 通知，
可接受的最小严重性级别应为“信息”。

关于配置通知
配置通知涉及在 ClusterService 组中为通知程序管理器 (NotifierMgr) 代理创建一个
资源。
VCS 提供了用于配置通知的若干种方法：
■

手动编辑 main.cf 文件。

■

使用通知程序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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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事件触发器

■

使用事件触发器

■

事件触发器列表

关于 VCS 事件触发器
使用触发器可以针对群集中的特定事件调用用户定义的脚本。
VCS 确定是否启用了事件并调用 hatrigger 脚本。该脚本位于：
%VCS_HOME%\bin\hatrigger.pl
VCS 还传递事件触发器的名称和关联参数。 例如，当服务组在系统上联机时，VCS
会调用以下命令：
hatrigger -postonline system service_group

VCS 并不等待触发器执行完毕。 VCS 调用了触发器后继续正常运行。
VCS 在发生事件的系统上调用事件触发器，但以下情况除外：
■

VCS 在处于 RUNNING 状态且编号最低的系统上调用 sysoffline 和 nofailover
事件触发器。

■

VCS 在服务组已部分联机或完全联机的所有系统上调用 violation 事件触发器。

默认情况下，hatrigger 脚本调用默认路径 $VCS_HOME/bin/triggers 的触发器脚
本。通过使用 TriggerPath 属性，可以自定义触发器路径。
请参见第 454 页的“资源属性”。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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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中的所有节点都使用同一路径。触发器路径必须在所有群集节点上存在。在每
个群集节点上，必须在触发器路径中安装触发器脚本。

使用事件触发器
VCS 在下面的位置为每个事件触发器提供了示例 Perl 脚本：
%VCS_HOME%\bin\sample_triggers
根据需要自定义这些脚本： 可以选择编写自己的 Perl 脚本。
使用事件触发器

1

使用示例脚本为触发器编写自己的自定义操作。

2

将修改过的触发器脚本移到每个节点上的下面的路径下：
%VCS_HOME%\bin\triggers

3

配置启用触发器可能需要的其他属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触发器的用法信
息。

事件触发器列表
以下几节中的信息介绍各种事件触发器，包括它们的用法、参数和位置。

关于 dumptunables 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dumptunables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 HAD 进入 RUNNING 状态时，会调用 dumptunables 触发器。调用此触发器
时，它会使用继承的 HAD 环境变量和其他环境变量处理事件。根据 to_log 参数
的值，触发器将环境变量重定向到标准输出或引擎日志。
hashadow 重新启动 HAD 时不会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在内部使用，不可配置。

用法

- dumptunables triggertype system to_log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在其上调用触发器的系统的名称。
to_log - 表示将输出重定向到引擎日志 (to_log=1) 或标准输出 (to_lo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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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njeopardy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injeopardy 事件触发器：
说明

系统处于危险状态时调用。 具体来说，当系统只剩下一个到群集的链
接且该链接是网络链接 (LLT) 时，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将被视为严重
事件，这是因为：如果系统失去这剩下的唯一一个网络链接，VCS 就
不会对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的服务组执行故障转移操作。可以使用此触
发器向管理员通知该严重事件。然后，管理员可以采取适当的操作以确
保系统至少有两个到群集的链接。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injeopardy triggertype system system_stat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ystem_state - 表示 State 属性的值。

关于 loadwarning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loadwarning 事件触发器：
说明

由于系统联机组的负载在长于 LoadTimeThreshold 属性的间隔内超出
系统的 LoadWarningLevel 属性而造成系统过载时，调用此触发器。
例如，假定 Capacity 为 150，LoadWarningLevel 为 80，
LoadTimeThreshold 为 300。另外，系统上所有联机组的 Load 属性之
和为 135。由于 LoadWarningLevel 为 80，因此安全负载为
0.80*150=120。如果系统负载高于 135 的时间超过 300 秒，则会调用
触发器，因为实际负载超过 LoadWarningLevel 指定的限制 120。
可以使用此触发器向管理员通知该严重事件。然后，管理员可以将一些
服务组切换到其他系统，从而确保没有系统过载。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loadwarning triggertype system available_capacity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available_capacity - 表示系统的 AvailableCapacity 属性。
（AvailableCapacity=Capacity - 系统联机组的 Load 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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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ofailover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 nofailover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服务组无法进行故障转移时，从处于 RUNNING 状态且编号最低的系
统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nofailover triggertype system service_group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尝试使服务组在其上联机的最后一个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服务组的名称。

关于 postofflin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postofflin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组从部分或完全联机状态转为脱机状态的系统上调用此事件触发器。
当组出现故障或手动使组脱机时，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postoffline triggertype system service_group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脱机的服务组的名称。

关于 postonlin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postonlin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组从脱机状态转为联机状态的系统上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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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 postonline triggertype system service_group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联机的服务组的名称。

关于 preonlin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preonlin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指示使服务组联机以响应 hagrp -online 命令或故障之前 HAD 应该
调用用户定义的脚本的时间。
如果此触发器不存在，则 VCS 继续使组联机。如果脚本返回 0 而没有
退出代码，则 VCS 运行 hagrp -online -nopre 命令，并带有
-checkpartial 选项（如果适用）。
如果希望使组联机，可以将触发器定义为不执行任何操作。 此事件触
发器是可配置的。

用法

- preonline triggertype system service_group
whyonlining [system_where_group_faulted]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在其上执行 hagrp 命令或出现故障的服务组的名
称。
whyonlining - 有两个值：
FAULT：表示组已联机以响应组故障转移。
MANUAL：表示组已在由变量 system 表示的系统上手动联机或切换。
system_where_group_faulted - 表示上面的组出现故障或已经切换的系
统的名称。 此变量是可选的，而且是在故障转移或切换期间引擎调用
触发器时设置的。

启用触发器

将服务组定义中的 PreOnline 属性设置为 1。
您可以为该属性设置一个局部（每个系统）值以控制群集中每个节点上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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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触发器

将服务组定义中的 PreOnline 属性设置为 0。
您可以为该属性设置一个局部（每个系统）值以控制群集中每个节点上
的行为。

关于 resadminwait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resadminwait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资源进入 ADMIN_WAIT 状态时调用此触发器。
在 VCS 将资源设置为 ADMIN_WAIT 状态时，它会根据资源进入该状
态的原因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
请参见第 252 页的“清除处于 ADMIN_WAIT 状态的资源”。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resadminwait system resource adminwait_reason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 - 表示出现故障的资源的名称。
adminwait_reason - 表示资源进入 ADMIN_WAIT 状态的原因。 值的范
围是 0-5：
0 = off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1 = offline 函数无效。
2 = on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3 = online 函数无效。
4 = 资源意外脱机。
5 = monitor 函数始终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关于 resfault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resfault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资源出现故障的系统上调用此触发器。 请注意，当资源出现故障时，
出现故障的资源的上级路径中的资源也会关闭。
此事件触发器是可配置的。
要配置此触发器，必须定义以下内容：
TriggerResFault： 将此属性设置为 1 可在资源出现故障时调用此触发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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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 resfault triggertype system resource previous_stat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 - 表示出现故障的资源的名称。
previous_state - 表示资源先前的状态。

启用触发器

要在资源出现故障时调用此触发器，请将 TriggerResFault 属性设置为
1。

关于 resnotoff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resnotoff 事件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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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即使向服务组中的资源执行脱机命令后，该资源也不脱机，则在系
统上调用此触发器。
调用后，触发器脚本会等待预定义的时间间隔，然后检查资源的状态。
如果资源没有脱机，则触发器发出系统 shutdown 命令，然后发出命
令 hastop -local -evacuate。
此事件触发器是可配置的。
要配置此触发器，必须定义以下内容：
Resource Name - 通过在以下脚本行中输入资源的名称，定义要为其
调用此触发器的资源： @resources = ("resource1",
"resource2");
如果其中的任何资源都没有脱机，则通过将资源名称和系统名称作为脚
本的参数来调用此触发器。
$shutdown_timeout 定义脚本在检查资源状态并发出系统 shutdown
命令之前等待的时间。例如，如果该变量设置为 300，则脚本会在检查
资源是否脱机并发出 shutdown 命令之前等待 300 秒。
$shutdown_countdown 定义发出 hastop -local -evacuate 命
令之后，脚本等待关闭系统的时间。例如，值 300 表示发出 hastop
-local -evacuate 命令之后，脚本等待 300 秒，然后关闭系统。
将该值定义为大于将系统上所有服务组切换到另一系统所需的时间。
$forced_close_app 定义脚本在触发系统 shutdown 命令时是否强制关
闭所有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值 1 表示脚本强制关闭所有正在运行的应
用程序。值 0 表示不强制关闭。默认值为 1。
$reboot_option 定义脚本在发出系统 shutdown 命令后是否重新启动
系统。值 1 表示脚本重新启动系统。 值 0 表示不强制关闭。默认值为
1。

用法

- resnotoff triggertype system resourc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其上资源未脱机的系统。
resource - 表示资源的名称。

关于 resrestart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resrestart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如果代理由于资源发生故障且 RestartLimit 大于 0 而重新启动该资源，将调用此
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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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resrestart triggertypesystemresourc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 - 表示资源的名称。

启用触发
器

默认情况下，未启用此事件触发器。必须通过将 main.cf 文件中的
TriggerResRestart 属性设置为 1 或发出以下命令来启用 resrestart：
hagrp -modify service_group TriggerResRestart 1
但是，可在资源级别配置该属性。 要为特定资源启用 resrestart，可在 main.cf
文件中将 TriggerResRestart 属性设置为 1 或发出以下命令：
hares -modify resource TriggerResRestart 1

关于 resstatechang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 resstatechang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以下情况下调用此触发器：
资源从 OFFLINE 状态转为 ONLINE 状态。
资源从 ONLINE 状态转为 OFFLINE 状态。
资源从 ONLINE 状态转为 FAULTED 状态。
资源从 FAULTED 状态转为 OFFLINE 状态。（当已清除非持久性资源
的故障时。）
资源从 FAULTED 状态转为 ONLINE 状态。（未在 VCS 控制下，已出
现故障的持久性资源联机或者已出现故障的非持久性资源联机时。）
由于资源出现了故障并且 RestartLimit 大于 0，代理重新启动了资源。

警告：在较高版本中，不能使用 resstatechange 指示资源的重新启
动， 而是改为使用 resrestart。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 resrestart 事件
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可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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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 resstatechange triggertype system resource
previous_state new_stat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 - 表示资源的名称。
previous_state - 表示资源先前的状态。
new_state - 表示资源的新状态。

启用触发器

默认情况下，未启用此事件触发器。必须通过将 main.cf 文件中的
TriggerResStateChange 属性设置为 1 或执行以下命令来启用
resstatechange：
hagrp -modify service_group TriggerResStateChange 1
使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时必须小心。 例如，如果为具有 100 个资
源的服务组启用此触发器，则意味着每次使该服务组联机或脱机时，都
会触发 100 个 hatrigger 进程和 100 个 resstatechange 进程。另外，
这并不是“等待模式”触发器。 具体来说，VCS 调用此触发器后并不
等待触发器返回就继续操作。
但是，可在资源级别配置该属性。 要为特定资源启用 resstatechange，
可在 main.cf 文件中将 TriggerResStateChange 属性设置为 1 或发出以
下命令：
hares -modify resource TriggerResStateChange 1

关于 sysofflin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sysofflin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系统处于危险状态或脱离群集时，从处于 RUNNING 状态且编号最低
的系统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sysoffline systemsystem_state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ystem_state - 表示 State 属性的值。
请参见第 449 页的“系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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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unable_to_restart_agent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unable_to_restart_agent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如果在一个小时内代理出现故障的次数超过了预定次数，则调用此触发
器。 出现此情况时，VCS 将放弃尝试重新启动此代理。 VCS 在代理出
现故障的节点上调用此触发器。
可以使用此触发器向管理员通知代理出现了故障，以及 VCS 无法重新
启动该代理。 然后，管理员可以采取纠正操作。

用法

-unable_to_restart_agent system resource_type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_type - 表示与代理关联的资源类型。

禁用触发器

从 $VCS_HOME/bin/triggers 目录中删除与此触发器关联的文件。

关于 unable_to_restart_had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unable_to_restart_had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 hashadow 无法在系统上重新启动 HAD 时，由 hashadow 调用此事
件触发器。 如果尝试六次后，HAD 仍无法重新启动，则 hashadow 在
系统上调用此触发器。
此触发器的默认行为是重新启动系统。 但是，在 hashadow 无法重新
启动 HAD 时，会自动禁用系统上先前运行的服务组。 必须先在系统上
自动启用这些服务组，然后才能在群集中的其他位置使这些服务组联
机。 为此，请自定义 unable_to_restart_had 触发器，以便从群集中运
行 VCS 的任意节点上远程执行以下命令：
hagrp -autoenabl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例如，如果 hashadow 无法在 system1 上重新启动 HAD，并且 group1
和 group2 在该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则在重新启动之前，以这种方式
自定义的触发器会自动在 system1 上启用 group1 和 group2。 在
system1 上自动启用 group1 和 group2 使得在此触发器重新启动
system1 时这两个服务组可以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unable_to_restart_had
此触发器没有参数。

关于 violation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violation 事件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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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仅在导致了并发冲突的系统上调用此触发器。具体来说，它使服务组在
调用了触发器的系统上脱机。请注意，此触发器只适用于故障转移组。
默认触发器使服务组在导致了并发冲突的系统上脱机。
此事件触发器在内部使用，不可配置。

用法

- violation system service_group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完全或部分联机的服务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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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的群集配置

■

14. 连接群集 - 创建全局群集

■

15.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全局群集

■

16. 通过命令行管理全局群集

■

17. 设置复制数据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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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连接群集 - 创建全局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CS 全局群集的工作方式

■

VCS 全局群集： 构造块

■

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

设置全局群集

■

关于群集故障

■

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

在全局环境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的多层应用程序支持

■

测试某个多层环境的情景

VCS 全局群集的工作方式
本地群集可以为每个站点或建筑物提供本地故障转移。 但这些配置无法针对造成整
个城市或地区发生中断的大规模灾难（如洪灾、飓风和地震）提供保护。 此时整个
群集都可能会受到中断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VCS 全局群集可通过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距离非常远的远程群集来确
保数据的可用性。
下面以在 VCS 全局群集中配置的 Oracle 数据库为例进行说明。 在两个群集中都安
装并配置 Oracle。 Oracle 数据位于每个群集内的共享磁盘中，并在群集间复制以
确保数据并存。 Oracle 服务组在群集 A 中的系统上联机，并配置为以全局方式（即
在群集 A 和 B 上）故障转移。
图 14-1 显示了全局群集设置示例。

连接群集 - 创建全局群集
VCS 全局群集： 构造块

全局群集设置示例

图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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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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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
存储

单独
存储

VCS 一直监视着事件，并在群集之间传达事件。 群集间通信可确保全局群集时刻
了解在全局群集中配置的服务组的状态。
如果系统或应用程序发生故障，VCS 就将 Oracle 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一群集内的
另一系统。 如果整个群集发生故障，VCS 就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属于全局群集的
远程群集。 一旦应用程序在新位置处于联机状态，VCS 还会重定向客户端。

VCS 全局群集： 构造块
VCS 通过以下各项将群集概念扩展到了广域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领域：
■

远程群集对象
请参见第 330 页的“ 可视化远程群集对象”。

■

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关于全局服务组”。

■

全局群集管理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关于全局群集管理”。

■

序列化
请参见第 331 页的“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

弹性和“通行权”
请参见第 332 页的“关于恢复能力和“通行权””。

■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请参见第 332 页的“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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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32 页的“关于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

安全通信
请参见第 333 页的“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可视化远程群集对象
VCS 使您能够使用用于管理 VCS 的任何支持的组件（例如 VCS CLI 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可视化远程群集对象
请参见第 32 页的“ VCS 管理组件”。
您可以在配置文件 main.cf 中定义远程群集。 “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为执行此操作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 该向导使用所
需的配置更改来更新所有连接的群集的 main.cf 文件。

关于全局服务组
全局服务组是常规的 VCS 组，具有用于实现广域故障转移的附加属性。 全局服务
组属性 ClusterList 定义组可以故障转移到的群集的列表。 必须在所有参与群集上
配置服务组，并且在每个群集上，服务组的名称必须相同。“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可以用来配置全
局组。

关于全局群集管理
通过 VCS 可以从任何群集中的任何系统对全局服务组执行操作（联机、脱机、切
换）。 但必须以有足够权限的身份登录才能进行群集操作。
请参见第 61 页的“用于执行跨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可以使服务组联机，也可以将其切换到任何群集中的任何系统。 如果不指定目标系
统，VCS 就使用 FailOverPolicy 来确定目标系统。
请参见第 249 页的“关于定义故障转移策略”。
对远程群集对象进行管理时，要借助通过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实现的群集间通信。

关于广域连接器进程
广域连接器 (wac) 是一种故障转移进程资源，用于确保群集之间的通信。
图 14-2 是广域连接器进程的一个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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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

图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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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群集中都有一个系统运行着 wac 进程，该进程与远程群集中的对等方连接。它
接收并传输有关群集、服务组和系统的状态的信息。通过这种通信，VCS 可以创建
包含配置为属于全局群集的所有群集的状态的综合视图。该进程还管理广域心跳以
确定远程群集的健康状况。此外，该进程还在群集间传输命令，并将结果返回到发
出命令的群集。
VCS 提供确保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的选项。
请参见第 333 页的“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关于广域心跳代理
广域心跳代理对群集间心跳进行管理。 心跳用于监视远程群集的健康状况。VCS
广域心跳代理包括 Icmp 和 IcmpS。其他 VCS 资源代理向 VCS 引擎报告其状态，
而心跳代理将直接向 WAC 进程报告其状态。心跳名称必须与心跳类型名称相同。
对于一种特定的心跳类型，只能添加一个心跳。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广域心跳代理。例如，SRDF 的 VCS 复制代理包括用于 Symmetrix
阵列的自定义心跳代理。
可以使用 hahb -add heartbeatname 命令添加心跳，并可使用 hahb -modify 命
令更改心跳代理的默认值。
请参见第 381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请参见第 510 页的“心跳属性（用于全局群集）”。

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VCS 可确保按顺序执行全局服务组操作，以避免出现时序问题并确保性能平稳。
Authority 属性防止服务组同时在多个群集中联机。 Authority 是一个持久性服务组
属性，它指定哪个群集有权使全局服务组联机。 不能在运行时修改该属性。
如果两名管理员同时尝试使一个服务组在双群集全局组中联机，则根据 Authority 属
性的值，会支持其中一个命令，而会拒绝另一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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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属性可防止使服务组在无相应权限的群集中联机。如果具有该权限的群集处于关
闭状态，可使用 hagrp -online -force service_group 命令强制执行接管。 可
以在发生灾难时使用该命令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注意：对某个组具有权限的群集并不保证该组将在该群集上联机。 该属性仅指定有
权使服务组在群集中联机。 Authority 的存在不会覆盖冻结、自动禁用、非探查等防
止服务组联机的组设置。
如果任何群集都未持有 Authority 属性，则必须获取该属性。
可以从任何群集对全局组执行脱机操作，无需更改权限，这是因为使组脱机并不一
定表示要执行跨群集故障转移。

关于 Authority 和 AutoStart 属性
将 Authority 属性和 AutoStart 属性一起使用可以避免多群集配置中可能存在的并发
冲突。
如果设置了 AutoStartList 属性，并将组的 Authority 属性设置为 1，则 VCS 引擎将
等待 wac 进程连接到对等方。如果连接失败，表示对等方处于关闭状态，然后将执
行 AutoStart 进程。如果连接成功，HAD 将等待远程快照。如果对等方对组拥有权
限且远程组处于联机状态（由于接管），则本地群集不会使组联机，并且会放弃权
限。
如果将 Authority 属性设置为 0，则不调用 AutoStart。

关于恢复能力和“通行权”
VCS 全局群集使用广域连接器进程和 ClusterService 组来维护恢复能力。只要群集
中至少有一个仍正常运行的节点，广域连接器进程就会运行。
广域连接器及其别名以及通知程序都是 ClusterService 组的组件。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现在，VCS 代理可管理属于广域故障转移的外部对象。 这些对象包括复制、DNS
更新等。VCS 代理提供健壮的框架来指定属性和重新启动操作，并可以在故障转移
时联机。

关于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如果全局群集中任何两个群集之间的所有心跳出现故障，表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

远程群集发生故障。

■

这两个群集之间的所有通信链接都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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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含有三个或更多群集的全局群集中，VCS 会查询连接的群集来确认远程群集确实
已关闭。此机制称为“查询”。
在双群集设置中，VCS 使用 Steward 进程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广域裂脑的可能性。
此进程作为独立二进制程序在全局群集配置以外的系统上运行。
图 14-3 说明了在双群集设置中，Steward 进程最大限度地降低裂脑可能性的方式。
图 14-3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集群 B

集群 A
Steward

当任何两个群集之间的所有通信链接都中断时，每个群集使用查询消息联系
Steward。 Steward 向待查群集发送 ICMP ping，如果群集正在运行，则以被动查
询方式响应，如果群集已关闭，则以主动查询方式响应。 Steward 也可以用于包含
两个以上群集的配置。VCS 提供确保 Steward 进程和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的选项。
请参见第 333 页的“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在非安全配置中，您可在与全局群集节点的平台所不同的平台上配置 steward 进
程。尚未针对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 steward 进程进行安全配置测试。
仅当从每个群集到运行 Steward 的主机之间具有独立的路径时，Steward 才有效。
如果两个群集之间只有一个路径，那么，如果发生故障，必须手动通过电话或某些
消息传送系统与远程站点的管理员联系以进行确认，从而防止裂脑。 默认情况下，
在管理员确认后，VCS 全局群集在群集范围内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可以将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为 Auto 来配置自动故障转移。
steward 的默认端口是 14156。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在全局群集中，VCS 提供使下列通信类型安全的选项：
■

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

广域连接器与 Steward 进程之间的通信。

要进行安全的身份验证，广域连接器进程会将某个安全上下文作为每个群集节点上
的本地身份验证代理中的一个帐户。
WAC 帐户属于与 HAD 和 Command Server 相同的域，并被指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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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 WAC
domain = 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请参见第 500 页的“群集属性”。
必须在所有群集中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以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如果广域连接器进程
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则必须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 Steward。
请参见第 342 页的“配置 Steward 进程（可选）”。
请参见第 335 页的“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先决条件”。

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本主题介绍配置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群集设置的先决条件
必须至少有两个群集才能设置全局群集。每个群集都必须有必需的许可证。群集只
能属于一个全局群集。VCS 支持全局群集中最多有四个群集。
群集必须在相同的平台上运行。操作系统版本也必须相同。 群集必须使用相同的
VCS 版本。
每个全局群集内各群集名称必须唯一；但在不同群集中系统和资源名称不必唯一。
在不同群集中服务组名称不必唯一—但全局服务组必须具有相同的名称。
每个群集都必须有与之绑定的有效虚拟 IP 地址。此 IP 地址在群集的 ClusterAddress
属性中定义。通常在初次安装 VCS 时配置此地址。
全局群集中的所有群集必须使用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 VCS 不支持配置在全局
群集中使用不同的 Internet 协议版本的群集。
要进行远程群集操作，对于同一 VCS 用户，必须在每群集中为其配置相同的名称
和权限。
请参见第 61 页的“用于执行跨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应用程序设置的先决条件
必须对要配置为全局组的应用程序进行配置，以便在各自群集中能够表示对方。全
局组中的所有应用程序组在每个群集中必须具有相同名称。这些组的各个资源可以
不同。例如，一个组可能有一个 MultiNIC 资源或多个 Mount 类型的资源。对于广
域故障转移时重定向到远程群集的客户端系统，它们看到的应用程序必须与在主群
集中所见的应用程序相同。
但是，从客户端来看，构成全局组的资源表示的应用程序必须与其他群集中对等全
局组相同。除了管理员启动或确认故障转移时的那一段停机时间，重定向到远程群
集的客户端不应知道发生了跨群集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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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心跳的先决条件
必须至少存在一个从每个群集到其他每个群集的广域心跳。只有当心跳报告了群集
处于 正常运行 状态后，VCS 才开始与该群集通信。默认情况下 VCS 使用 ICMP
ping，本产品绑定了其基础架构。如果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设置
全局群集，则 VCS 对 Icmp 心跳进行配置。其他心跳必须手动配置。
虽然可以配置多个心跳，但是一个心跳足以监视远程站点的运行状况。 因为 Icmp
和 IcmpS 心跳使用 IP 网络检查远程站点的运行状况。如果网络足够冗余，即便只
有一个心跳也不会造成单点故障。添加多个具有单点故障的心跳是不会有用的。
如果两个站点之间的数据复制是使用单独的连接进行的，则有助于减少单点故障。
目前，Veritas 只提供适用于对称阵列的心跳代理。

ClusterService 组先决条件
必须为 ClusterService 组配置 Process（对于广域网连接器）、NIC 和 IP 资源。
该服务组可能包含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和通知的其他资源（如果配置了
这些组件）。安装或升级 VCS 时，将自动配置该服务组。

复制设置的先决条件
VCS 全局群集用于进行灾难恢复，所以必须设置群集间的实时数据复制。 您可以
将 VCS 代理用于支持的复制解决方案来管理复制。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先决条件
如果计划在全局群集中配置群集之间的安全通信，则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必须将两个群集中的广域连接器进程都配置为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安全性时，安装程序也会为广域连接器创建一个 AT 帐户。

■

两个群集都必须以安全模式运行。
■

■

可以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 命令配置安全性。

两个群集必须共享一个信任关系。可以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trust 命令
设置信任关系。

设置全局群集
本主题介绍如何计划、配置和测试全局群集。本节列举了一个示例，该示例使用第
二个群集将 VCS 群集中配置为具有本地高可用性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实例，转换
为高度可用的具有灾难保护功能的基础架构。该解决方案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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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单实例 Oracle 数据库配置为双节点群集上的 VCS 服务组 (appgroup) 的示
例。
图 14-4

例如：单实例 Oracle 数据库配置为双节点群集上的 VCS 服务组
(appgroup)

注意：在开始进程之前，请检查先决条件，并确保您的配置已为全局群集应用程序
做好准备。请参见第 334 页的“ 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设置全局群集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

为全局环境准备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337 页的“为全局环境准备应用程序”。

■

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请参见第 337 页的“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

在 VCS 中配置复制资源
请参见第 338 页的“在 VCS 中配置复制资源”。

■

链接应用程序和复制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0 页的“链接应用程序和复制服务组”。

■

配置第二个群集
请参见第 340 页的“配置第二个群集”。

■

链接群集
请参见第 341 页的“链接群集”。

■

配置 Steward 进程
请参见第 342 页的“配置 Steward 进程（可选）”。

■

配置全局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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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44 页的“配置全局服务组”。

为全局环境准备应用程序
本主题介绍如何设置全局群集环境。
为全局群集环境准备应用程序

1

在第二个群集中安装应用程序（本示例中为 Oracle）。
请确保安装的应用程序与第一个群集中的应用程序相同。

2

设置两个群集中共享磁盘组之间的复制。
如果您的配置使用 Volume Replicator，则需要对第一个群集中的共享数据卷进
行分组以形成复制卷组 (RVG)，还需要在远程站点的新群集中的主机上创建
Volume Replicator 辅助 RVG。
请参见 Volume Replicator 文档。

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可以使用 VCS 配置向导、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或命令行配置服务组。
有关如何使用向导创建服务组的说明：
请参见第 231 页的“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1

如果群集中不存在 ClusterService 组，请创建一个名为 ClusterService 的新服
务组。

2

将 IP、NIC 和 Process 类型的资源添加到服务组。

3

将 NIC 资源命名为 csgnic 并为该资源配置 MACAddress 属性。MACAddress
是系统中适配器的物理地址。此属性有一个针对系统的值。

4

将 IP 资源命名为 webip 并为该资源配置下列属性：

5

■

MACAddress - 系统中适配器的物理地址。此属性可以有一个针对系统的
值。

■

Address - 群集间通信所用的虚拟 IP 地址。该 IP 必须有 DNS 项。

■

SubNetMask - 与虚拟 IP 地址相关的子网掩码。

将 Process 资源命名为 wac 并为该资源配置下列属性：
■

StartProgram - 广域连接器进程的完整路径。
■

如果群集以安全模式运行，则可将此属性设置为
%VCS_HOME%\bin\wac.exe -secure。例如：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bin\wac.exe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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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群集没有以安全模式运行，则将此属性设置为
%VCS_HOME%\bin\wac.exe
例如：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bin\wac.exe。

■

StopProgram - 用于停止 wac 进程的程序的完整路径。将此属性设置为
%VCS_HOME%\bin\wacstop.exe，例如：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bin\wacstop.exe。

■

MonitorProgram - 监视 wac 进程的程序的完整路径，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bin\wacmonitor.exe。

6

将 wac 资源标记为关键资源。

7

根据以下信息设置资源依赖关系：
■

Process 资源 (wac) 依赖于 IP 资源 (webip)

■

IP 资源 (webip) 依赖于 NIC 资源 (csgnic)

启用这些资源并使 ClusterService 组联机。

在 VCS 中配置复制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设置复制。
VCS 支持若干个适于全局群集的复制解决方案。请与您的 Veritas 销售代表联系以
获取 VCS 支持的解决方案。

关于在 VCS 中配置复制资源的先决条件
■

创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 Replicator Log 卷。

■

为 Volume Replicator 创建复制数据集。有关说明，请参见 Volume Replicator
文档。

■

验证要在其上创建 Volume Replicator RVG 服务组的节点上是否已导入磁盘组。

■

通过在要运行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向导的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验证 VCS
是否正在运行。

创建 Volume Replicator 服务组

1

在主站点的群集的活动节点上，依次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Volume
Replicator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Volume Replicator 代理配置向
导)”来启动配置向导。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中，请使用“应用程序”菜单。

2

阅读并确认“Welcome (欢迎)”面板上的要求，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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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面板中，单击“Create a new replication
service group (创建新复制服务组)”，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指定服务组名称和系统优先级列表：
■

输入服务组名称。

■

在“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群集系统)”框中，单击要在其上配置
服务组的节点，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这些节点移动到服务组的系统列
表中。确保为复制服务组选择的节点集与为应用程序的服务器服务组选择
的节点集相同，或者前者是后者的超集。确保这些节点的优先级顺序都相
同。

■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节点，请在“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
优先级排序的系统)”框中单击该节点，然后单击向左箭头图标。

■

要更改系统列表中某节点的优先级，请在“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
先级排序的系统)”框中单击该节点，然后单击向上和向下箭头图标。位于
列表顶部的节点具有最高优先级。

■

5

单击“Next (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一条消息，指示配置将从“Read Only (只读)”更改为“Read/Write
(读取/写入)”。单击“Yes (是)”以继续执行操作。

6

在“Disk Group and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Configuration (磁盘组和复制卷
组配置)”面板中：
■

选择“Configure RVGPrimary resource for selected RVG (为所选 RVG
配置 RVGPrimary 资源)”。

7

■

选择要为其配置 Volume Replicator RVG 资源的复制卷组。

■

单击“Next (下一步)”。

在“IP Resource Options (IP 资源选项)”面板中，选择“Create a new IP
resource (创建新 IP 资源)”，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8

输入网络信息：
■

验证或输入虚拟 IP 地址；使用配置 RDS 时指定为主 IP 地址的 IP 地址。

■

验证子网掩码。

■

为配置中的每个系统指定适配器。

■

单击“Next (下一步)”。

注意：在此步骤中，指定的 IP 地址尚不需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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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出现一条消息，指示没有为此 RVG 中的复制配置指定的 IP，请单击“OK
(确定)”以继续执行操作。

10 查看服务组配置的摘要：
“Resources (资源)”框中会列出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Attributes
(属性)”框中查看其属性以及所配置的属性值。
■

如果需要，可以更改资源名称；该向导会根据资源各自的命名规则为其指
派唯一的名称。
要编辑资源名称，请单击资源名称并在右窗格中对其进行修改。编辑完每
个属性后按 Enter。要取消编辑资源名称，请按 Esc。

■

单击“Next (下一步)”以创建 Volume Replicator 服务组。

11 出现提示时，请单击“Yes (是)”创建该服务组。
单击“Finish (完成)”使复制服务组联机。

链接应用程序和复制服务组
建立从 appgroup 到 appgroup_rep 的 online local hard 组依赖关系，可确保服务组
一起进行故障转移和切换。
链接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单击群集名称。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这会打开服务组依
赖关系图。

3

单击“Link (链接)”。

4

单击父服务组 (appgroup)，并将鼠标移向子服务组 (appgroup_rep)。

5

单击子服务组 appgroup_rep。

6

在“Link Service Groups (链接服务组)”对话框中，单击 online local 关系和
hard 依赖关系类型，然后单击“OK (确定)”。

配置第二个群集
本主题介绍如何配置第二个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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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第二个群集

1

为全局群集配置修改第二个群集中的 ClusterService 组。
请参见第 337 页的“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2

创建与第一个群集中的配置相似的配置。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完成此操作：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从主
群集复制并粘贴资源，或者将主群集中的 main.cf 文件中 appgroup 组和
appgroup_rep 组的配置复制到辅助群集。
运行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向导以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服务组。

3

要为用户指派远程管理权限，请在这两个群集中为其配置相同的名称和权限。
请参见第 61 页的“用于执行跨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4

对配置进行适当的更改。例如，必须修改 SystemList 属性以反映辅助群集中的
系统。
确保服务组 (appgroup) 的名称在两个群集中是相同的。
对于 Volume Replicator，最佳的做法是在两个站点上使用相同的磁盘组和 RVG
名称。
如果两处的卷名是相同的，Mount 资源将装入相同的块设备，并且在出现故障
转移时，在辅助群集上启动相同的 Oracle 实例。

链接群集
在两个站点上设置了 VCS 和 Volume Replicator 基础架构后，必须链接两个群集。
“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
面，可以利用它来轻松链接群集。
链接群集

1

验证是否为每个群集的 ClusterAddress 属性设置了虚拟 IP 地址。
应使用 ClusterService 组中指派给 IP 资源的同一 IP 地址。

2

如果要将某个群集添加到某个现有的全局群集环境，请从全局群集环境中的某
个群集运行该向导。否则，可从任何群集运行该向导。在 Cluster Explorer 中，
单击“Edit (编辑)”>“Add/Delete Remote Cluster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配置群集之间的其他心跳（可选）

1

在 Cluster Explorer 的“Edit (编辑)”菜单上，单击“Configure Heartbeats
(配置心跳)”。

2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输入心跳的名称并选中
群集名称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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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Configure (配置)”列中的图标，打开“Heartbeat Settings (心跳设置)”
对话框。

4

指定 Arguments 属性以及各种超时时间和间隔时间字段的值。单击 + 可添加
参数值；单击 - 可删除参数值。
如果要在 Arguments 属性中指定 IP 地址，请确保 IP 地址包含 DNS 项。

5

单击“OK (确定)”。

6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单击“OK (确定)”。
现在，您可以从 Java 控制台监视两个群集的状态。

配置 Steward 进程（可选）
如果是双群集 GCO，可以配置 Steward 以防止出现可能的裂脑情况，但前提是使
用了适当的网络基础架构。
请参见第 332 页的“关于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为未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配置 Steward 进程

1

确定将承载 Steward 进程的系统。
确保两个群集都可以通过 ping 命令连接到该系统。

2

将 steward 文件从群集中的节点复制到 Steward 系统。该文件位于以下路径
中：
%VCS_HOME%\bin

变量 %VCS_HOME% 表示 VCS 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3

在两个群集中，将 Stewards 属性设置为运行 Steward 进程的系统的 IP 地址。
例如：
cluster cluster1938 (
UserNames = { admin = gNOgNInKOjOOmWOiNL }
ClusterAddress = "10.182.147.19"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CredRenewFrequency = 0
CounterInterval = 5
Stewards = {"10.212.100.165"}
}

4

在指定为承载 Steward 的系统上，启动 Steward 进程：
steward.exe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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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配置 Steward 进程

1

验证是否满足确保 Steward 通信安全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335 页的“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先决条件”。

2

确定将承载 Steward 进程的系统。
确保两个群集都可以通过 ping 命令连接到该系统。

3

将 steward 文件从群集中的节点复制到 Steward 系统。该文件位于以下路径
中：
%VCS_HOME%\bin\

变量 %VCS_HOME% 表示 VCS 安装目录，通常为 。

4

在 Steward 系统上，运行以下脚本为 Steward 生成证书：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Perl\bin\perl.exe" create_certs.pl

此脚本位于 %VCS_HOME%\bin 目录中。

5

要建立信任，请在这些系统上运行以下脚本：
■

在 Steward 系统上：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Perl\bin\perl.exe" setup_trust.pl
virtualIP STEWARD

其中，virtualIP 是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
■

在全局群集的任意节点上：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Perl\bin\perl.exe" setup_trust.pl

如果是多站点群集，请在各站点的任意群集节点上运行此脚本。
■

在群集的每个节点上：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Perl\bin\perl.exe" setup_trust.pl
stewardNameOrIP WAC

其中，stewardNameOrIP 是 Steward 系统的系统名称或 IP 地址。
此脚本位于 %VCS_HOME%\bin 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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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Steward 系统上，创建一个名为 Steward.conf 的文件，并使用以下信息进
行填充：
broker=system_name
accountname=accountname
domain=HA_SERVICES@FQDN_of_system_that_issued_the_certificate

7

在两个群集中，将 Stewards 属性设置为运行 Steward 进程的系统的 IP 地址。
例如：
cluster cluster1938 (
UserNames = { admin = gNOgNInKOjOOmWOiNL }
ClusterAddress = "10.182.147.19"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CredRenewFrequency = 0
CounterInterval = 5
Stewards = {"10.212.100.165"}
}

8

在指定为运行 Steward 的系统上，启动 Steward 进程：
steward.exe -start -secure

停止 Steward 进程
启动 Steward 时，该进程不会释放命令窗口。通过在该命令窗口中键入 control+C
来停止 Steward 进程，或者打开另一个命令窗口并运行该命令来停止 Steward 进
程。
停止未以安全模式配置的 Steward 进程
◆

打开新的命令窗口并运行以下命令：
steward.exe -stop

停止以安全模式运行的 Steward 进程
◆

打开新的命令窗口并运行以下命令：
steward.exe -stop -secure

配置全局服务组
通过运行 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向导，可将 Oracle 服务组 appgroup 配置为
全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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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局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的服务组树中，右键单击应用程序服务组 (appgroup)。

2

从菜单中选择“Configure As Global (配置为全局)”。

3

输入要修改的服务组 (appgroup) 的详细信息。

4

在“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框中，单击该组可在其上联机的群集。
本地群集由于隐式定义为属于 ClusterList 而未在此列出。单击向右箭头，将群
集名称移到 ClusterList 框中。

5

选择群集故障转移的策略：
■

“Manual (手动)”防止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Auto (自动)”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或整个群集出现故障
时，使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Connected (已连接)”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时，使组自
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6

单击“Next (下一步)”。

7

输入或查看各个群集的连接详细信息。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以查看
每个群集的远程群集信息。

8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9

输入远程群集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OK (确定)”。

10 单击“Next (下一步)”。
11 单击“Finish (完成)”。
12 保存该配置。
现在，appgroup 服务组就是一个全局组，可在群集之间进行故障转移。
要进行远程群集操作，对于同一 VCS 用户，必须在每群集中为其配置相同的
名称和权限。
请参见第 61 页的“用于执行跨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关于群集故障
下面在使用全局群集设置的情况下，讨论主群集出现故障的情况。Oracle 服务组无
法在本地群集中进行故障转移，而必须以全局方式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群集中的节
点。
在这种情况下，VCS 将发送警报，指示群集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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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使该组在远程群集中联机。
RVGPrimary 代理确保使 Volume Replicator 卷设置为可写，而 DNS 代理确保远程
站点可以解析名称服务。可以在远程站点上启动应用程序。

关于故障类型
如果灾难禁用了主要数据中心中的所有处理能力，从故障转移站点到主要数据中心
的心跳将失败。VCS 将发送警报，指示群集出现故障。如果选择对此故障采取措
施，VCS 将提示您声明故障的类型。
您可以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声明故障：
■

Disaster (灾难)，表示主数据中心永久丢失

■

Outage (中断)，表示主数据中心可能在某些时间会返回到其当前形态

■

Disconnect (断开)，表示裂脑情况；两个群集已启动，但它们之间的链接已断开

■

Replica (副本)，表示接管目标上的数据已与备份源一致，当服务组联机后，
RVGPrimary 可以启动接管。此选项只适用于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

您可以选择要故障转移到本地群集的组，在这种情况下，VCS 将根据所选组的
FailOverPolicy 属性使组在节点上联机。它还在其他群集中将这些组标记为
OFFLINE。如果未选择任何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则除了在出现故障的群集中将服
务组隐式标记为 OFFLINE 外，VCS 不执行任何操作。

将服务组切换回主站点
解决了主站点上的故障后，可以将服务组切换回主站点。在将应用程序切换回主站
点之前，必须从活动的辅助站点重新同步自故障转移以来所有更改过的数据。此操
作可以通过 Volume Replicator 手动执行，也可以从 RVGPrimary 资源运行 VCS 操
作来执行。
在主站点出现了故障且辅助站点进行了接管后切换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Actions (操作)”。

3

指定该操作的详细信息：
■

从“Action (操作)”列表中，选择 fbsync。

■

单击要执行该操作的系统。

■

单击“OK (确定)”。

这会开始复制数据集的快速故障回复过程。您可以监视 RVG 资源的
ResourceInfo 属性值，以确定重新同步的完成时间。

4

重新同步完成后，将服务组切换到主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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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
键单击服务组。

■

单击“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单击“Remote switch (远程切换)”。

■

在“Switch global group (切换全局组)”对话框中，单击切换该组的群集。
单击特定的系统，或单击“Any System (任何系统)”，然后单击“OK (确
定)”。

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灾难恢复防火练习过程通过模仿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故障转移来测试配置应对故
障的能力。执行此过程时，并不停止主站点上的应用程序、不中断用户访问、不中
断复制数据流，也不会导致辅助站点需要进行重新同步。
首先是在辅助站点上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该组的配置非常接近原始应用程序服务
组的配置，并包含重复卷组 (RVG) 中的生产数据的时间点副本。如果需要，应使防
火练习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上联机，以表明应用程序服务组可以进行故障转移以及在
辅助站点上联机。由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资源的其他实例交互，因
此，即使应用程序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服务组也可以安全地联机。
只能在辅助站点上执行防火练习，不要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承载原始应用程序的节
点上联机。
您可以覆盖 FireDrill 属性，使其特定于防火练习资源。
在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的灾难恢复设置中执行防火练习之前，请执行以下步骤：
■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请参见第 348 页的“关于手动创建和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

对于所有 Mount 资源，将 ReuseMntPt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后，对于所有 Mount 资源，将 ReuseMntPt 属性的值重
置为 0。

在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应用程序服务组之间设置一个 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以确保
在灾难冲击主站点时，防火练习不会阻止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348 页的“关于手动创建和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VCS 还支持通过 HA 防火练习来验证资源是否可以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其他节点。
有关如何使用解决方案配置中心设置防火练习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以下文档：
■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指南（Microsoft SQL 版本）》

■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指南（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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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关于手动创建和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可以使用命令行或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防火练
习服务组使用应用程序数据的重复副本。
创建和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

请参见第 348 页的“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

请参见第 349 页的“链接防火练习和复制服务组”。

■

请参见第 349 页的“将资源添加至防火练习服务组”。

■

请参见第 350 页的“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

请参见第 350 页的“启用 FireDrill 属性”。

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本节介绍了如何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并将
failover 属性更改为 false，以便在测试过程中，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会故障转移到其
他节点。
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1

打开 Veritas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开始”>“所有程序”>
Veritas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 Java Console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 Java 控制台)”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使用“应用”菜单。

2

登录到群集并单击“OK (确定)”。

3

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单击右侧窗格中
的“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4

右键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群集，然后单击“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

5

在“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对话框中，提供新服务组的相关信息。
■

在“Service Group name (服务组名称)”框中，输入防火练习服务组的名
称

■

从“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框中选择系统，并单击箭头将其添加
至“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系统)”框中。

■

单击“OK (确定)”。

348

连接群集 - 创建全局群集
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禁用 AutoFailOver 属性

1

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 (服务组)”选项卡并选择防火练习服务组。

2

单击右窗格中的“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

3

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有属性)”。

4

双击 AutoFailOver 属性。

5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清除 AutoFailOver 复选框。

6

单击“OK (确定)”以关闭“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

7

单击工具栏中的“Save and Close Configuration (保存并关闭配置)”图标。

链接防火练习和复制服务组
在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复制服务组之间，创建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链接。
链接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ystem (系统)”选项卡，然后单
击右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2

单击“Link (链接)”。

3

单击防火练习服务组，拖动链接并单击复制服务组。

4

定义依赖关系。选择 Online Local 和 firm 选项，然后单击“OK (确定)”。

将资源添加至防火练习服务组
将资源添加至新的防火练习服务组以重新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的重要环节。
将资源添加至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 (服务组)”选项
卡，并单击应用程序服务组，然后单击右侧窗格中的“Resources (资源)”选
项卡。

2

右键单击树顶端的资源，并选择“Copy (复制)”，然后单击“Self and Child
Nodes (自身和子节点)”。

3

在左侧窗格中，单击防火练习服务组。

4

右键单击右侧窗格，然后单击“Paste (粘贴)”。

5

在“Name Clashes (名称冲突)”对话框中，指定修改资源名称的方式，例如，
插入 FD_ 前缀。单击“Apply (应用)”。

6

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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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将资源复制到防火练习服务组之后，编辑资源以使这些资源可与重复数据一起正常
使用。必须修改这些属性以反映远程站点上的配置。在不修改资源属性的情况下使
服务组联机，很可能会导致群集故障和服务中断。
配置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 (服务组)”选项
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防火练习服务组，然后单击右侧窗格中的“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2

右键单击 RVGPrimary 资源，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

3

右键单击要编辑的资源，然后单击“View (视图)”>“Properties View (属性
视图)”。如果要编辑的资源未出现在窗格中，请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有属性)”。

4

编辑属性以反映远程站点上的配置。例如，更改 MountV 资源以使这些资源指
向防火练习服务组中使用的卷。同样，重新配置 DNS 和 IP 资源。

启用 FireDrill 属性
必须编辑某些资源类型，以便为他们启用 FireDrill。使资源类型为启用 FireDrill 会
更改 VCS 检查并发冲突的方式。通常，未启用 FireDrill 时，资源无法同时在群集
中的多个节点上联机。此行为可防止多个节点同时使用单个资源或同时响应客户端
请求。由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资源的其他实例交互，因此，即使应
用程序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服务组也可以安全地联机。
通常，可以为用于配置代理的资源类型启用 FireDrill 属性。
启用 FireDrill 属性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左侧窗格中的“Types (类型)”选项卡，并右键
单击要编辑的类型，然后单击“View (视图)”>“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
图)”。

2

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有属性)”。

3

双击 FireDrill。

4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根据需要启用 FireDrill，然后单击
“OK (确定)”。
为所需的所有资源类型重复执行启用 FireDrill 属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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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局环境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的多层应用程序
支持
图 14-5 表示一个 2 个地点的双层环境。应用群集（它是以全局方式在 L.A. 和 Denver
之间形成群集的）具有沿着这些层的群集依赖项。群集 1 (C1) 依赖于群集 3 (C3)
的远程服务组。同时，群集 2 (C2) 也依赖于群集 4 (C4) 的远程服务组。
图 14-5

一个 VCS 双层全局群集应用程序和数据库
Stockton

Denver

全局本地服务组 (LSG)（带有
RemoteGroup 资源(RGR)）

应用程序层

集群 1 (C1)

全局集群

集群 2 (C2)

全局远程服务组(RSG)

数据库层

集群 3 (C3)

全局集群

集群 4 (C4)

正如有可能存在一个双层的 2 个地点的环境一样，您也可以将一个三层环境绑定到
一起。
图 14-6 表示一个 2 个地点的三层环境。应用群集（它是以全局方式在 L.A. 和 Denver
之间形成群集的）具有沿着这些层的群集依赖项。群集 1 (C1) 依赖于群集 3 (C3)
的 DB 层上的 RemoteGroup 资源，然后依赖于群集 5 (C5) 的远程服务组。C2、
C4 和 C6 的堆栈的作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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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一个三层的全局群集应用程序、数据库和存储
Stockton

Denver

全局本地服务组 (LSG)（带有
RemoteGroup 资源(RGR)）

Web
应用程序层

集群 1 (C1)

全局集群

集群 2 (C2)

全局中间服务组 (GMG)（带有
RemoteGroup 资源(RGR)）

应用程序层

集群 3 (C3)

全局集群

集群 4 (C4)

全局远程服务组(RSG)
数据库层

集群 5 (C5)

全局集群

集群 6 (C6)

测试某个多层环境的情景
在以下情景中，八个系统存在于四个群集中。每个层包含一个全局群集。顶层中的
全局本地服务组依赖于底层中的全局远程服务组。
下列 main.cf 文件显示此多层环境。FileOnOff 资源用于测试层之间的依赖关系。请
注意，为了清楚起见，已编辑某些属性，且这些群集未以安全的模式运行。
图 14-7 显示用于测试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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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一个 VCS 双层全局群集情景

站点 A

sysA

站点 B

sysB

C1= 10.182.10.145

sysW

sysC
全局集群

sysX

C3= 10.182.6.152

C2= 10.182.10.146

sysY
全局集群

sysD

sysZ

C4= 10.182.6.154

关于群集 1 的 main.cf 文件
顶层中的群集 1 (C1) 的 main.cf 文件的内容，它们包含 sysA 和 sysB 节点。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1 (
ClusterAddress = "10.182.10.145"
)
remotecluster C2 (
ClusterAddress = "10.182.10.146"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2 }
AYATimeout = 30
Arguments @C2 = { "10.182.10.1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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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ysA (
)
system sysB (
)
group LSG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ClusterList = { C2 = 0, C1 = 1 }
AutoStartList = { sysA, sysB }
ClusterFailOverPolicy = Auto
)
FileOnOff filec1 (
PathName = "/tmp/c1"
)
RemoteGroup RGR (
IpAddress = "10.182.6.152"
// The above IPAddress is the highly available address of
C3—
// the same address that the wac uses
Username = root
Password = xxxyyy
GroupName = RSG
VCSSysName = ANY
ControlMode = OnOff
)

关于群集 2 的 main.cf 文件
顶层中的群集 2 (C2) 的 main.cf 文件的内容，它们包含 sysC 和 sysD 节点。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2 (
ClusterAddress = "10.182.10.146"
)
remotecluster C1 (
ClusterAddress = "10.182.10.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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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1 }
AYATimeout = 30
Arguments @C1 = { "10.182.10.145" }
)
system sysC (
)
system sysD (
)
group LSG (
SystemList = { sysC = 0, sysD = 1 }
ClusterList = { C2 = 0, C1 = 1 }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C, sysD }
ClusterFailOverPolicy = Auto
)
FileOnOff filec2 (
PathName = filec2
)
RemoteGroup RGR (
IpAddress = "10.182.6.154"
// The above IPAddress is the highly available address of
C4—
// the same address that the wac uses
Username = root
Password = vvvyyy
GroupName = RSG
VCSSysName = ANY
ControlMode = OnOff
)

关于群集 3 的 main.cf 文件
底层中的群集 3 (C3) 的 main.cf 文件的内容，它们包含 sysW 和 sysX 节点。
include "types.cf"

355

连接群集 - 创建全局群集
测试某个多层环境的情景

cluster C3 (
ClusterAddress = "10.182.6.152"
)
remotecluster C4 (
ClusterAddress = "10.182.6.154"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4 }
AYATimeout = 30
Arguments @C4 = { "10.182.6.154" }
)
system sysW (
)
system sysX (
)
group RSG (
SystemList = { sysW = 0, sysX = 1 }
ClusterList = { C3 = 1, C4 = 0 }
AutoStartList = { sysW, sysX }
ClusterFailOverPolicy = Auto
)
FileOnOff filec3 (
PathName = "/tmp/filec3"
)

关于群集 4 的 main.cf 文件
底层中的群集 4 (C4) 的 main.cf 文件的内容，它们包含 sysY 和 sysZ 节点。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4 (
ClusterAddress = "10.182.6.154"
)
remotecluster C3 (
ClusterAddress = "10.182.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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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3 }
AYATimeout = 30
Arguments @C3 = { "10.182.6.152" }
)
system sysY (
)
system sysZ (
)
group RSG (
SystemList = { sysY = 0, sysZ = 1 }
ClusterList = { C3 = 1, C4 = 0 }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Y, sysZ }
ClusterFailOverPolicy = Auto
)
FileOnOff filec4 (
PathName = "/tmp/filec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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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管理全局
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全局群集

■

添加远程群集

■

删除远程群集

■

管理全局服务组

■

管理全局心跳

关于全局群集
创建全局群集环境的过程涉及：为指定群集创建公用服务组、确保在指定群集中所
有服务组都能置入联机状态、连接独立群集以及将所有群集公用的服务组转换为全
局服务组。 使用控制台可以添加和删除远程群集、创建全局服务组及管理群集心
跳。
创建全局群集环境要求具备以下条件：
■

所有服务组的配置正确且能够将其置入联机状态。

■

要充当全局组的服务组，在所有要应用到的群集中都使用相同且唯一的名称。

■

群集必须使用同一版本的 VCS。

■

这些群集必须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

■

群集应是独立的，且不能已属于某个全局群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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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Java 控制台，可以在 OFFLINE 状态下模拟产生和解决全局群集故障的过程。
可使用 VCS Simulator 完成上述操作。
请参见第 238 页的“关于 VCS Simulator”。
要进行远程群集操作，对于同一 VCS 用户，必须在每群集中为其配置相同的名称
和权限。

添加远程群集
Cluster Explorer 提供了一个向导，可通过链接独立群集来创建全局群集。 命令中
心只允许在本地群集上执行远程群集操作。
■

如果是首次创建具有两个独立群集的全局群集环境，请从任意一个群集来运行
向导。

■

如果是将独立群集添加到现有的全局群集环境，请从全局群集环境中已有的群
集运行向导。

Cluster Explorer 中的“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
需要以下信息：
■

全局配置中各群集的活动主机名或 IP 地址，以及要添加到该配置的群集的活动
主机名或 IP 地址。

■

该配置中各个群集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

要添加到该配置的群集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Veritas InfoScale 产品不支持添加已属于某个全局群集环境的群集。 要将某
个全局群集环境中的群集（例如，群集 A 和群集 B）与另一个全局群集环境中的群
集（例如，群集 C 和群集 D）合并，应先将群集 C 和群集 D 分隔成独立群集，然
后再将它们逐个添加到包含群集 A 和群集 B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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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将远程群集添加到全局群集环境

1

要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将远程群集添加到全局群集环境，请执行下列操作之
一：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上的“Add/Delete Remote
Cluster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该群集名称，然后单击“Add/Delete
Remote Clusters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2

查看“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所需的
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对话框中，单击“Add Cluster (添加群集)”，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输入新群集的详细信息：
如果群集没有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群集系统的主机名、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群集的
IP 地址。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群集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群集系统的主机名、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群集的
IP 地址。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群集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者输入新凭据，包
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如果早已使用向导连接到远程群集，就可以使用以前连接的凭据。
单击“Next (下一步)”。

5

输入现有远程群集的详细信息；向导借助这些与管理员权限相关的信息，可以
连接到所有群集，并对配置进行更改。

6

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
如果群集没有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群集系统的主机名、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群集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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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

■

输入密码。

■

单击“OK (确定)”。

■

对全局环境中的各群集重复这些步骤。

如果群集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群集系统的主机名、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群集的
IP 地址。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群集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者输入新凭据，包
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

单击“OK (确定)”。

7

单击“Next (下一步)”。

8

单击“Finish (完成)”。运行向导之后，会打开并更改所有相关群集的配置；
向导不会关闭这些配置。

在命令中心中将远程群集添加到全局群集环境

1

单击“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Add Remote Cluster (添加远程群集)”。

2

输入群集的名称。

3

输入群集的 IP 地址。

4

单击“Apply (应用)”。
注意：通过命令中心，可以在本地群集上执行操作；这不会影响整个全局群集
配置。

删除远程群集
通过远程群集配置向导，可以删除远程群集。
此操作涉及下列任务：
■

使所配置的用来监视 wac 资源的 ApplicationProcess 资源在要从全局环境中删
除的群集上脱机。例如，要从包含 C1 和 C2 的全局环境中删除群集 C2，可登
录到 C2，并使 wac 资源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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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全局组配置向导从其他全局组的群集列表中删除指定群集 (C2) 的名称。请
注意，Cluster Explorer 中的远程群集配置向导会更新心跳的群集列表。请在使
用全局组配置向导之前，先登录到本地群集 (C1) 完成此任务。

■

使用远程群集配置向导从本地群集 (C1) 中删除群集 (C2)。

注意：如果远程群集列在全局服务组或全局心跳的群集列表中，或者该群集处于
RUNNING、BUILD、INQUIRY、EXITING 或 TRANSITIONING 状态，则不能将其
删除。
使 wac 资源脱机

1

通过 Cluster Monitor，登录到要从全局群集环境中删除的群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
击 ClusterService 组中“Process (进程)”类型下的 wac 资源。
或
在该配置树中，依次单击 ClusterService 组、“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然后在视图面板上右键单击该资源。

3

单击“Offline (脱机)”，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从全局组的群集列表中删除群集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上的“Configure Global
Groups (配置全局组)”。

2

单击“Next (下一步)”。

3

输入要修改的服务组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4

■

单击服务组的名称。

■

如果要将全局群集转换为本地群集，单击向左箭头将群集列表中的群集名
称移回到“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框中。

■

单击“Next (下一步)”。

输入或查看各个群集的连接详细信息。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以查看
每个群集的远程群集信息。
如果群集没有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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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密码。

■

单击“OK (确定)”。

如果群集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使用已连接群集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输入新凭据，包括用户名、
密码和域。

■

单击“OK (确定)”。

5

单击“Next (下一步)”。

6

单击“Finish (完成)”。

从本地群集中删除远程群集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上的“Add/Delete Remote
Cluster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该群集名称，然后单击“Add/Delete
Remote Clusters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2

查看“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所需的
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对话框中，单击“Delete Cluster (删除群
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Delete Cluster (删除群集)”对话框中，单击要删除的远程群集的名称，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查看各个群集的连接详细信息。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以查看每个群
集的远程群集信息。
如果群集没有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

■

输入密码。

■

单击“OK (确定)”。

363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全局群集
管理全局服务组

如果群集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6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群集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者输入新凭据，包
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

如果早已使用向导连接到远程群集，就可以使用以前连接的凭据。

■

单击“OK (确定)”。

单击“Finish (完成)”。

管理全局服务组
连接了全局群集环境中的群集后，使用 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将全局
群集公用的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组。 通过此向导，还可以将全局组转换为本地
组。
管理全局组要求具备以下条件：
■

要充当全局组的组必须对所有适用的群集使用相同的名称。

■

必须知道该配置中各个群集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使用 Cluster Explorer 可以使全局组在远程群集上联机或脱机。

转换本地组和全局组
执行以下过程可转换本地组和全局组。
转换本地组和全局组

1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上的“Configure Global
Groups... (配置全局组...)”。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单击“Configure As
Global... (配置为全局...)”或“Make Local... (设为本地...)”，然后继续执行
3。

2

查看“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所需的信息，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3

输入要修改的服务组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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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要从本地组转换为全局组的服务组名称，或要执行相反转换的服务组
名称。

■

在“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框中，单击该组可在其上联机的群
集。单击向右箭头将群集名称移至“Cluster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
群集)”框中；如果要从全局群集转换为本地群集，则单击向左箭头将群集
名称移回至“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框中。优先级编号（以 0 开
头）表示该组将尝试联机的群集。如有必要，请双击“Priority (优先级)”
列中的项以输入新值。

■

■

4

为群集故障转移选择下列策略之一：
■

“Manual (手动)”防止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Auto (自动)”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或整个群集出现故
障时，使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Connected (已连接)”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时，使组
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单击“Next (下一步)”。

输入或查看各个群集的连接详细信息：
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以查看每个群集的远程群集信息。
如果群集没有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单击“OK (确定)”。

对全局环境中的各群集重复这些步骤。
如果群集在安全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群集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者输入新凭据，包
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如果早已使用向导连接到远程群集，就可以使用以前连接的凭据。

■

单击“OK (确定)”。

对全局环境中的各群集重复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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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Remote cluster information (远程群集信息)”对话框中，单击“Next (下
一步)”。

6

单击“Finish (完成)”。

使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联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联机。
使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联机

1

执行以下任务：
在本地群集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中，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或
在该配置树中单击本地群集，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
在视图面板上右键单击该服务组的图标。

2

依次单击“Online (联机)”和“Remote online... (远程联机...)”

3

在“Online global group (使全局组联机)”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

4

■

单击要使组联机的远程群集。

■

单击指定系统或者单击“Any System (任何系统)”，以使相应的组联机。

■

单击“OK (确定)”。

在“Question (问题)”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使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脱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服务组从远程群集中脱机。
使服务组从远程群集中脱机

1

执行以下任务：
在本地群集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中，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或
在该配置树中单击本地群集，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
在视图面板上右键单击该服务组的图标。

2

依次单击“Offline (脱机)”和“Remote offline... (远程脱机...)”

3

在“Offline global group (使全局组脱机)”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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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要使组脱机的远程群集。

■

单击指定系统或者单击“All Systems (所有系统)”，以使相应的组脱机。

■

单击“OK (确定)”。

4

■

在“Question (问题)”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将服务组切换到远程群集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将服务组切换到远程群集。
将服务组切换到远程群集
执行以下任务：

1

在本地群集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中，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或
在该配置树中单击本地群集，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
在视图面板上右键单击该服务组的图标。

2

依次单击“Switch To (切换至)”和“Remote switch... (远程切换...)”

3

在“Switch global group (切换全局组)”对话框中：
单击要切换该组的群集。

■

单击特定系统，或单击“Any System (任何系统)”以切换该组。

4

■

在“Question (问题)”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管理全局心跳
使用 Cluster Explorer 可以在全局群集环境中添加、修改和删除心跳。Icmp 心跳会
同时将 Icmp 数据包发送到所有 IP 地址；而 IcmpS 心跳会将各个 Icmp 数据包按序
列发送到 IP 地址。全局群集要求群集间至少有一个心跳；将群集添加到环境的同时
会添加 Icmp 心跳。作为预防措施，可以先添加其他心跳。

添加全局心跳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添加全局心跳。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添加群集心跳

1

在“Edit (编辑)”菜单上，单击“Configure Heartbeats (配置心跳)”。

2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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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心跳的名称。

■

选中该群集名称旁边的复选框，将其添加到心跳的群集列表中。

■

单击“Configure (配置)”列中的图标，打开“Heartbeat Settings (心跳设
置)”对话框。

■

指定 Arguments 属性以及各种超时时间和间隔时间字段的值。单击 + 可添
加参数值；单击 - 可删除参数值。

■

单击“OK (确定)”。

■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单击“OK (确定)”。

通过命令中心添加群集心跳

1

单击“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Add Heartbeat (添加心跳)”。

2

输入心跳的名称。

3

单击“Apply (应用)”。

修改全局心跳
本主题介绍如何修改全局心跳。
修改全局心跳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中的“Configure Heartbeats
(配置心跳)”。

2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Existing Heartbeat (现有心跳)”。

■

从菜单中单击现有心跳的名称。

■

选中或清除某个群集名称旁边的复选框，将其添加到心跳的群集列表或将
其从中删除。

■

如有必要，单击“Configure (配置)”列中相应的图标，以打开“Heartbeat
Settings (心跳设置)”对话框。否则，继续执行最后一步。

■

更改 Arguments 属性的值以及各种超时值和间隔字段的值。单击 + 可添加
参数值；单击 - 可删除参数值。

■

单击“OK (确定)”。

■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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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全局心跳
本主题介绍如何删除全局心跳。 不能删除全局群集间的最后一个心跳。
通过命令中心删除群集心跳

1

单击“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Delete Heartbeat (删除心跳)”。

2

单击要删除的心跳。

3

单击“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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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全局群集

■

关于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查询

■

管理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服务组

■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资源

■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

■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全局群集
要进行远程群集操作，对于同一 VCS 用户，必须在每群集中为其配置相同的名称
和权限。
请参见第 61 页的“用于执行跨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查看下列过程以通过命令行管理全局群集。
请参见第 371 页的“关于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查询”。
请参见第 377 页的“管理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378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379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
请参见第 381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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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查询
使用 VCS 可以查询全局群集对象，包括服务组、资源、系统、资源类型、代理以
及群集。 您可以从群集中的任何系统输入查询命令。 所有用户都可以执行显示有
关全局群集配置或系统状态的信息的命令，不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但只能查询全局
服务组。
请参见第 371 页的“查询全局群集服务组”。
请参见第 372 页的“跨群集查询资源”。
请参见第 373 页的“查询系统”。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查询群集”。
请参见第 375 页的“查询状态”。
请参见第 375 页的“查询心跳”。

查询全局群集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全局群集服务组执行查询：
跨群集显示服务组属性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服务组属性值：
hagrp -value service_group attribute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的属性值；选项 -localclus 指定
本地群集。
如果属性具有本地作用域，则必须指定系统名称，除非查询的是运行该命令的
系统的属性。
跨群集显示服务组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服务组的状态：
hagrp -state [service_groups -sys system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上所有服务组的状态；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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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群集显示服务组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服务组信息：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s] [-attribute attributes]
[-sys system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只适用于全局组。 如果组是本地组，群集名称必须是本地群集名
称，否则不会显示任何信息。
显示群集中的服务组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群集中的服务组：
hagrp -list [conditional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列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上的所有服务组；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显示服务组命令的用法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服务组命令的用法：
hagrp [-help [-modify|-link|-list]]

跨群集查询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资源执行查询：
跨群集显示资源属性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资源属性值：
hares -value resource attribute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的属性值；选项 -localclus 指定
本地群集。
如果属性具有本地作用域，则必须指定系统名称，除非查询的是运行该命令的
系统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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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群集显示资源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资源的状态：
hares -state [resource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指定群集上所有资源的状态；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
集。通过指定系统可以显示特定系统的资源状态。
跨群集显示资源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资源信息：
hares -display [resources] [-attribute attributes]
[-group service_groups] [-type types] [-sys system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列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上的所有服务组；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跨群集显示资源列表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资源列表：
hares -list [conditional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列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上全局服务组中满足指定条件的所
有资源。
显示资源命令的用法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资源命令的用法：
hares -help [-modify | -list]

查询系统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系统执行查询：
跨群集显示系统属性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系统属性值：
hasys -value system attribute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中系统的属性值；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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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群集显示系统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系统的状态：
hasys -state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显示指定系统的当前状态。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中系统
的状态；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如果未指定系统，该命令便会显示
所有系统的状态。
跨群集显示每个系统的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每个系统的相关信息：
hasys -display [systems] [-attribute attribute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中系统（如果指定）的属性值；选
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跨群集显示系统列表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系统列表：
hasys -list [conditional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显示其值与给定条件语句相匹配的系统的列表。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中的系统；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查询群集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群集执行查询：
显示特定群集上特定群集属性的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获得特定群集的特定群集属性的值：
haclus -value attribute [cluster] [-localclus]

必须在该命令中指定属性。 如果未指定群集名称，该命令将显示本地群集的属
性值。
显示本地或远程群集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本地或远程群集的状态：
haclus -state [cluster] [-localclus]

变量 cluster 表示群集。 如果未指定群集，则显示本地群集的状态以及本地群
集所识别出的所有远程群集对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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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有关本地或远程群集的状态的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有关本地或远程群集状态的信息：
haclus -display [cluster] [-localclus]

如果未指定群集，则显示有关本地群集的信息。
形式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的列表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的列表：
haclus -list [conditionals]

列出满足指定条件的群集（从本地群集开始）。
显示群集命令的用法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群集命令的用法：
haclus [-help [-modify]]

显示出故障群集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故障群集的状态：
haclus -status cluster

显示指定的出故障群集的状态。 如果未指定群集，该命令将显示所有出故障群
集的状态。它列出发生故障之前既不是处于 OFFLINE 也不是处于 FAULTED
状态的服务组。 另外还针对列出的群集和服务组提供建议的纠正操作。

查询状态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远程和本地群集的状态执行查询：
显示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获取本地和远程群集的状态：
hastatus

查询心跳
hahb 命令用于管理从本地群集发出的 WAN 心跳。 管理员可以通过心跳命令和机
制（例如 Internet、卫星或存储复制技术）来监视远程群集的“运行状况”。心跳
命令只可应用于执行这些命令的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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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必须具有群集管理员权限才能添加、删除及修改心跳。
可从命令行执行下列命令。
显示在本地群集上配置的心跳的列表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在本地群集上配置的心跳的列表：
hahb -list [conditionals]

变量 conditionals 表示列出心跳时必须满足的条件。
显示有关本地群集中配置的心跳的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有关本地群集中配置的心跳的信息：
hahb -display [heartbeat ...]

如果未指定 heartbeat，则显示有关本地群集上配置的所有心跳的信息。
显示远程群集中的心跳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远程群集中的心跳状态：
hahb -state [heartbeat] [-clus cluster]

例如，要获取从本地群集到远程群集 phoenix 的心跳 Icmp 状态，可使用以下
命令：
hahb -state Icmp -clus phoenix

显示已配置心跳的属性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已配置心跳的属性值：
hahb -value heartbeat attribute [-clus cluster]
-value 选项表示提供特定心跳的单个属性的值。 必须针对特定于群集的属性

值（而不是全局属性值）来指定群集名称。
例如，要显示心跳 Icmp 的 ClusterList 属性的值，可使用以下命令：
hahb -value Icmp ClusterList

请注意，ClusterList 是一个全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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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hahb 命令的用法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命令 hahb 的用法：
hahb [-help [-modify]]

如果指定了 -modify 选项，则显示 hahb -modify 选项的用法。

管理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服务组
是允许还是限制使用针对 VCS 全局群集选项的操作，取决于用户登录时所用权限。
针对跨群集、服务组的操作，强制实施了与各个用户角色相关联的权限。
本主题介绍了用于管理全局服务组的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grp(1M) 手册页。
管理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服务组
◆

根据要对全局服务组执行的管理任务，请按以下方式运行 hagrp 命令：
首次跨群集使服务
组联机

hagrp -online -force

跨群集使服务组联
机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使服务组在群集中的指定系统上联机。 如果未指定系
统，则使服务组在群集中所有节点上联机。选项 -localclus 使
服务组在本地群集中联机。

使某个服务组在任
意节点上联机

hagrp -online [-force] service_group -any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any 指定 HAD 根据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的要求和现有组依
赖关系使故障转移组在最佳系统上联机。 如果使并行组联机，则
HAD 使组在 SystemList 属性中指定的每个系统上联机。

显示服务组的资源

hagrp -resources service_group [-clus
cluster_name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_name 指定的群集的信息；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跨群集使服务组脱
机

hagrp -offline [-force] [-ifprobed]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使群集中指定系统上的服务组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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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任意位置的某个
服务组脱机

hagrp -offline [-ifprobed] service_group -any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any 指定 HAD 使故障转移组在其联机的系统上脱机。 对于
并行组，HAD 使组在其联机的每个系统上脱机。使组脱机时，HAD
保持现有组依赖关系。

跨群集切换服务组

hagrp -switch service_group -to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nopre]]
选项 -clus 标识服务组将要切换到的群集。 服务组是在由 -to 系
统参数指定的系统上联机。如果未指定系统，则服务组可切换到
指定群集中的任何节点。
选项 -nopre 指示 VCS 引擎必须切换服务组，不管 PreSwitch 服
务组属性为何值。

将服务组切换到任
意位置

hagrp -switch service_group -any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any 选项指定 VCS 引擎根据某个服务组的 FailOverPolicy 属性
的值，将该服务组切换到该服务组当前未联机的最佳系统。 VCS
引擎会将一个全局服务组从一个系统切换到本地群集或某个远程
群集中的另一个系统。
如果不指定 -clus 选项，则默认情况下 VCS 引擎会采用
-localclus 选项，并在本地群集内选择一个可用的系统。
选项 -clus 标识服务组将要切换到的远程群集。随后 VCS 引擎
会选择服务组要切换到的目标系统。

跨群集切换并行全
局服务组

hagrp -switch
VCS 可使并行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的所有可能节点上联机。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管理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res (1M) 手册页。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资源
◆

根据要对资源执行的管理任务，按照如下方式运行 hare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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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群集对资源执行
操作

hares -action resourcetoken [-actionargs arg1
...]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表示群集上的资源。如果指定的系统不属于本地群
集，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如果未使用 -sys 选项，则表示本地节
点上的资源。

跨群集调用 Info 函 hares -refreshinfo resource [-sys system] [-clus
数
cluster | -localclus]
该命令使 Info 函数更新指定资源的 ResourceInfo 资源级别属性的
值（如果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如果未指定系统或远程群集，则
Info 函数在资源联机的本地系统上运行。
显示资源命令的用
法

hares [-help [-modify |-list]]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
本主题包括用于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的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clus (1M) 手册页。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
◆

根据要对群集执行的管理任务，按照如下方式运行 haclus 命令：
下列命令中的变量 cluster 表示群集。
添加远程群集对象

haclus -add clusterip
该命令不适用于本地群集。

删除远程群集对象

haclus -delete cluster

修改本地或远程群集对 haclus -modify attributevalue [-clus
象的属性
cluster]...
声明发生灾难后群集的 haclus -declare
状态
disconnet/outage/disaster/replica -clus
cluster [-failover]
管理群集警报

请参见第 380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警报”。

更改群集名称

请参见第 380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更改群集名称”。

379

通过命令行管理全局群集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警报
本主题包含管理群集警报的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alert (1M) 手册页。
管理群集警报
◆

运行 haalert 命令管理群集警报。
haalert -testfd

生成一个发送到 VCS 引擎和 GUI 的模拟“群集故障”
警报。

haalert -display

对于每个警报，该命令会显示以下信息：

haalert -list

■

警报 ID

■

警报发生的时间

■

警报发生所在的群集

■

发生警报的对象的名称

■

（群集名称、组名称，等等）。

■

关于警报的信息性消息

对于每个警报，该命令会显示以下信息：
■

警报发生的时间

■

警报 ID

haalert -delete
alert_id -notes
"description"

删除特定警报。 必须在引号内输入一条文本消息，描
述删除该警报的原因。会将该注释写入到引擎日志中，
同时发送给任何连接的 GUI 客户端。

haalert -help

显示用法文本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更改群集名称
本主题介绍如何在全局群集配置中更改 ClusterName 属性。 下面的指令说明了在
由配置有全局组 AppGroup 的群集 VCSPriCluster 和 VCSSecCluster 构成的双群
集配置中，如何将 VCSPriCluster 重命名为 VCSPriCluster2。
在广域心跳代理和全局服务组中更改群集名称之前，请确保该群集不属于任何
Cluste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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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群集的名称

1

从群集 VCSPriCluster 运行下列命令：
hagrp -offline ClusterService -any
hagrp -modify AppGroup ClusterList -delete VCSPriCluster
haclus -modify ClusterName VCSPriCluster2
hagrp -modify AppGroup ClusterList -add VCSPriCluster2 0

2

从群集 VCSSecCluster 运行下列命令：
hagrp -offline ClusterService -any
hagrp -modify appgrp ClusterList -delete VCSPriCluster
hahb -modify Icmp ClusterList -delete VCSPriCluster
haclus -delete VCSPriCluster
haclus -add VCSPriCluster2 your_ip_address
hahb -modify Icmp ClusterList -add VCSPriCluster2
hahb -modify Icmp Arguments your_ip_address -clus VCSPriCluster2
hagrp -modify AppGroup ClusterList -add VCSPriCluster2 0
hagrp -online ClusterService -any

3

从重命名为 VCSPriCluster2 的群集运行下列命令：
hagrp -online ClusterService -any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本主题包括用于管理心跳的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hb (1M) 手册页。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

请根据要对心跳执行的管理任务，按照如下方式运行 hahb 命令：
创建心跳

hahb -add heartbeat
例如，键入以下命令来添加新的 IcmpS 心跳。 这意味着将从本地
群集发送出一个心跳，该心跳立即在本地群集上执行指定的代理
进程。
hahb -add Ic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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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心跳

hahb -modify heartbeatattributevalue ... [-clus
cluster]
如果属性为本地属性（即对于 ClusterList 属性中的每个远程群集，
该属性都有单独的值），必须指定选项 -clus cluster。可使
用 -delete -keys 清除任何列表属性的值。
例如，键入以下命令可以修改 ClusterList 属性，并为新建的心跳
指定目标 phoenix 和 houston：
hahb -modify Icmp ClusterList phoenix houston
修改目标 phoenix 的 Arguments 属性：
hahb -modify Icmp Arguments phoenix.example.com
-clus phoenix

删除心跳

hahb -delete heartbeat

将属性的作用域更
改为特定于群集

hahb -local heartbeatattribute
例如，键入以下命令将属性 AYAInterval 的作用域从全局更改为特
定于群集：
hahb -local Icmp AYAInterval

将属性的作用域更
改为全局

hahb -global heartbeatattributevalue ... | key
... | key value ...
例如，键入以下命令将属性 AYAInterval 的作用域从特定于群集更
改为群集通用：
hahb -global Icmp AYAInterval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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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复制数据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复制数据群集

■

VCS 复制数据群集的工作方式

■

关于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关于复制数据群集
在单个 VCS 群集中，复制数据群集 (RDC) 配置既提供本地高可用性，又提供灾难
恢复功能。
您可以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在 VCS 环境下设置 RDC。
复制数据群集 (RDC) 通过复制数据来确保可以对节点进行数据访问。RDC 位于单
个 VCS 群集中。在 RDC 配置中，如果应用程序或系统出现故障，则应用程序将故
障转移到当前主站点中的另一个系统。如果整个主站点出现故障，则应用程序将迁
移到远程辅助站点（该辅助站点随后会成为新的主站点）中的系统。
为了使 VVR 复制得以实现，必须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中导入包含重复卷组 (RVG)
的磁盘组。复制服务组必须在两个站点上同时处于联机状态，并且必须配置为混合
型 VCS 服务组。
应用程序服务组配置为故障转移服务组。 应用程序服务组必须配置为与复制服务组
之间具有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注意：VVR 支持任一给定的主站点使用多个复制次级目标。 但是，用于 VCS 的
RDC 仅支持主站点使用一个复制次级目标。
RDC 配置适用于以下情况：主站点和灾难恢复辅助站点之间存在双重专用 LLT 链
接，但在主数据中心和辅助数据中心之间缺少共享存储或 SAN 互联。在 RDC 中，
使用数据复制技术提供对远程站点数据的节点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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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必须在复制节点之间使用双重专用 LLT 链接。

VCS 复制数据群集的工作方式
要了解复制数据群集配置的工作方式，可以使用在 VCS 复制数据群集中配置的应
用程序为例。 该配置具有两个系统区域：
■

主区域（区域 0），由位于主站点上并已连接到主存储的节点组成

■

辅助区域（区域 1），由位于辅助站点上并已连接到辅助存储的节点组成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安装和配置该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数据位于每个 RDC 站点内
的共享磁盘中，并在各 RDC 站点之间复制以确保数据并存。该应用程序服务组在
当前主区域中的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并配置为在群集中进行故障转移。
图 17-1 说明了在 VCS 复制数据群集上配置的应用程序。
VCS 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图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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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统或应用程序出现故障，则 VCS 会尝试将该应用程序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
一个 RDC 站点中的另一个系统。但是，如果 VCS 在主 RDC 站点中找不到故障转
移目标节点，则 VCS 会将服务组切换到当前辅助 RDC 站点（区域 1）中的节点。

关于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根据您使用的应用程序，参考下列解决方案指南之一以获取详细配置信息：
■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指南（Microsoft Exchange 2010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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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指南（Microsoft SQL Server 版本）》

■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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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VCS 性能注意事项

■

19. VCS 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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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性能注意事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群集组件如何影响性能

■

群集操作如何影响性能

■

监视 CPU 使用率

■

VCS 代理统计数据

■

关于使用非 HA 产品时的 VCS 性能

■

关于使用 SFW 时的 VCS 性能

群集组件如何影响性能
VCS 及其代理与应用程序在相同的系统上运行。 因此，VCS 尝试最大限度地减少
其对整体系统性能的影响。影响性能的主要群集组件包括：内核（特别是 GAB 和
LLT）、VCS 引擎 (HAD) 和 VCS 代理。有关以下各节中提及的属性或命令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从命令行管理 VCS 一章以及有关 VCS 属性的附录。
请参见第 387 页的“内核组件（GAB 和 LLT）如何影响性能”。
请参见第 388 页的“ VCS 引擎 (HAD) 如何影响性能”。
请参见第 388 页的“ 代理如何影响性能”。
请参见第 390 页的“VCS 图形用户界面如何影响性能”。

内核组件（GAB 和 LLT）如何影响性能
通常，VCS 内核组件的开销很小。 内核组件提供各群集系统之间的心跳和原子信
息交换。 默认情况下，群集中的每个系统每秒向该群集中的其他系统发送两个小心
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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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包是通过在 %VCS_HOME%\comms\llt\llttab.txt 配置文件中配置的所有网络
链接发送的。
系统间通信在所有专用网络链接上实现负载平衡。 如果某个链路出现故障，VCS
会继续使用所有剩余的链路。 通常，网络链接是专用的，不会增加公共网络或 LAN
的通信量。 您可以将公共网络 (LAN) 链路配置为低优先级，这样默认情况下每秒从
每个系统生成一个小广播包（大约 64 字节），该广播包仅在所有专用网络链接都
出现故障时才承载数据。

VCS 引擎 (HAD) 如何影响性能
VCS 引擎 HAD 作为后台驻留程序进程运行。 默认情况下，它作为高优先级进程运
行，以确保它将心跳发送给内核组件并对故障做出快速响应。HAD 在单独的线程中
运行日志记录活动，以减少因日志记录对引擎性能的影响。
VCS 以循环方式运行来等待来自代理、ha 命令、图形用户界面和其他系统的消息。
在正常条件下，由 HAD 处理的消息数很少。这些消息主要包括来自代理的心跳消
息和来自全局计数器的更新消息。当发生事件时，VCS 可能会交换其他消息，但是
即使是在事件过程中，其开销通常也是微不足道的。请注意，这取决于事件的类型
—例如，某个资源出现故障可能导致组在一个系统上脱机而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
系统故障将对出现故障的系统上的所有联机服务组调用故障转移。
要继续监视 VCS 状态，请使用 VCS 图形用户界面或 hastatus 命令。这两种方法
都保留与 VCS 的连接并注册事件，都比循环运行命令（如 hastatus -summary 或
hasys）更为高效。
如果多个事件同时发生，则连接到 VCS 的客户端数会影响性能。例如，如果有五
个 GUI 进程连接到 VCS，VCS 将向所有五个客户端发送状态更新。维持较少的
VCS 客户端连接可以减少此开销。

代理如何影响性能
VCS 代理进程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最大。 每个代理进程有两个组件： 代理框架和代
理函数。 代理框架提供常用功能，如与 HAD 通信、多个资源的多线程处理、调度
线程和调用函数。 代理函数实现特定于代理的功能。配置代理时，请查看需遵循的
性能准则。
请参见第 388 页的“监视资源类型和代理配置”。

监视资源类型和代理配置
默认情况下，VCS 每 60 秒钟监视一次每个资源。 您可以通过修改资源类型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来更改此设置。也许还可以考虑降低非关键资源或监视操作成
本高昂的资源的监视频率。请注意，降低监视频率也就意味着 VCS 可能需要花费
较长的时间来检测资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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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VCS 还监视脱机资源。这可以确保当某人在 VCS 控制之外将资源联
机时，VCS 会检测到该资源并为故障转移组标记一个并发冲突。要降低脱机资源的
监视频率，请修改资源类型的 OfflineMonitorInterval 属性。
VCS 代理框架利用多线程处理，允许对相同资源类型并行运行多个资源操作。例
如，单个 Mount 代理处理所有 Mount 资源。默认情况下，大多数资源类型的代理
线程数为 10。要更改此默认值，请修改资源类型的 NumThreads 属性。NumThreads
属性的最大值为 30。
继续以该示例为例进行说明，Mount 代理将根据 MonitorInterval 或
OfflineMonitorInterval 属性，为所有 Mount 资源调度 monitor 函数。如果 Mount
资源数大于 NumThreads，则可能会要求某些装入资源的监视操作等待执行 monitor
函数，直至线程空闲下来。
修改 NumThreads 属性的其他注意事项包括：
■

如果仅有某个给定类型的一个或两个资源，可以将 NumThreads 设置为一个较
低的值。

■

如果拥有某个给定类型的多个资源，请估计执行 monitor 函数所需的时间以及
可用于监视的 CPU 处理能力。例如，如果有 50 个装入点，您也许希望在不影
响整体系统性能的前提下，增加 NumThreads 以获得 Mount 代理的理想性能。

您还可以通过修改函数的关联属性来调整 VCS 监视各种函数的频率。
MonitorTimeout、OnlineTimeOut 和 OfflineTimeout 属性分别表示 monitor、online
和 offline 函数必须完成所允许的最长时间（秒），如果这些函数在相应的时间内没
有完成，则将被终止。Monitor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为 60 秒。OnlineTimeout 和
Offline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为 300 秒。为了获得最佳效果，Veritas 建议在修改默
认值之前，估量使资源联机、脱机和监视资源所需的时间。通过执行联机或脱机命
令，来估量执行每个操作所需的时间。要估量监视资源所需的时间，请使该资源出
现故障并发出一个探查，或使资源在 VCS 控制之外联机并执行一个探查。
代理通常按正常优先级运行。开发代理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如果编写一个自定义代理，请使用 C 或 C++ 编写 monitor 函数。如果编写基于
脚本的监视程序，则 VCS 每次使用该监视程序时都必须调用一个新进程。如果
存在许多此类型的资源，会导致很大的开销。

■

如果事实证明监视该资源的开销很大，则可以将其分为粗略（即浅层）监视和
更全面的深入（即深层）监视。具体是使用浅层监视还是深层监视，取决于您
的配置要求。

代理的一个其他注意事项是，需正确配置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 例如，如果
知道某个服务组只能在 SystemA 和 SystemB 上联机，请不要在 SystemList 中加
入其他系统。这可节省其他代理进程和监视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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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图形用户界面如何影响性能
VCS 图形用户界面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维持与 HAD 的持久性连接，
它从 HAD 接收有关群集状态的定期更新。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在群集外的系统
上运行 GUI 以免影响节点的性能。

如果网络适配器无法彼此进行 ping 操作，群集节点将可能无法获得
GAB 成员集
配置 LLT over UDP 时，如果选择用于 LLT 通信的网络适配器无法彼此进行 ping
操作，而您仍继续进行群集配置，则 VCW 将在所选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但群集节点可能无法获得 GAB 成员集，因此 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可能无法
启动。
可以运行以下命令来确认 GAB 成员集：
gabconfig -a

如果未返回端口成员集信息，说明 GAB 未在运行。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法来
解决此问题：
使用方法 1 解决此问题

1

重新启动不具有 GAB 成员集的群集节点。

2

验证群集中 GAB 的运行状况。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gabconfig -a

如果显示了所有群集节点的 GAB 成员集信息，则表明 GAB 工作正常。但如果未返
回一个或多个节点的相应 GAB 成员集信息，说明 GAB 未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
下，应转而使用下一种方法。
使用方法 2 解决此问题

1

停止群集中的 LLT 服务。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net stop llt

2

使用 VCW 删除群集。

3

确保网络适配器能够彼此进行 ping 操作，然后使用 VCW 重新创建群集。

群集操作如何影响性能
查看下列主题，这些主题介绍了以下对群集中的系统、资源和服务组的操作如何影
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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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系统启动

请参见第 391 页的“ 启动群集系统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资源联机

请参见第 392 页的“ 资源进入联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资源脱机

请参见第 392 页的“ 资源进入脱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服务组联机

请参见第 392 页的“服务组进入联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服务组脱机

请参见第 393 页的“服务组进入脱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资源出现故障

请参见第 393 页的“ 资源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系统出现故障

请参见第 393 页的“ 系统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网络链接出现故障

请参见第 394 页的“ 网络链接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系统发生混乱

请参见第 394 页的“ 系统发生混乱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服务组进行切换时

请参见第 397 页的“ 服务组切换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397 页的“ 服务组故障转移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启动群集系统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当群集系统引导时，内核驱动程序和 VCS 进程将按特定顺序启动。如果该系统是
群集中的第一个系统，VCS 将读取群集配置文件 main.cf 并生成一个“内存中的”
配置数据库。此时，该系统处于 LOCAL_BUILD 状态。生成配置数据库后，系统将
转换为 RUNNING 模式。第一个系统处于 LOCAL_BUILD 状态时，如果另一个系
统加入该群集，则该系统必须等待，直到第一个系统转换为 RUNNING 模式。生成
配置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该配置中的服务组数及其依赖关系，以及每组中的资源数及
资源依赖关系。VCS 为每个系统、服务组、类型和资源创建一个对象。通常，系
统、服务组和类型的数目很少，因此资源和资源依赖项的数目可确定生成配置数据
库并使 VCS 进入 RUNNING 模式所需的时间。如果一个系统加入其中至少有一个
系统处于 RUNNING 模式的群集，则它会基于处于该模式的编号最低的系统生成配
置。
注意：当 VCS 转换到 RUNNING 模式后，服务组将在 AutoStart 过程中进入联机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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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进入联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代理的 online 函数使该资源联机。 此函数可能会在该资源完全联机之前返回。 后
续监视确定资源是否处于联机状态，然后向 VCS 报告该信息。 使资源联机所需的
时间等于资源进入联机状态的时间加上执行后续监视和向 VCS 报告的时间。
Online 函数完成后，大多数资源已处于联机状态。 该代理在该函数完成后会立即调
度监视程序，因此第一次监视时会检测到该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但是，对于某些资
源（如数据库服务器），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进行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使资源联
机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要恢复的数据量。 可能需要多次监视才会报告数据库服务器处
于联机状态。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务必为数据库服务器资源类型的 OnlineTimeout
和 OnlineWaitLimit 属性配置正确的值。

资源进入脱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与 online 函数相似，offline 函数可使资源脱机，并且可以在资源实际脱机之前返
回。 后续监视确认资源是否处于脱机状态。使资源脱机所需的时间等于资源进入脱
机状态所需的时间加上后续监视和向 VCS 报告该资源已处于脱机状态的持续时间。
大多数资源通常在 offline 函数完成后处于脱机状态。代理在 offline 函数完成后会立
即调度监视程序，因此第一次监视时会检测到该资源处于脱机状态。

服务组进入联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使服务组进入联机状态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服务组中的资源数、服务组依赖关系结构
以及使该组的资源联机所需的时间。例如，如果服务组 G1 有三个资源：R1、R2
和 R3（其中，R1 依赖于 R2 而 R2 依赖于 R3），VCS 将先使 R3 联机。当 R3 处
于联机状态时，VCS 将使 R2 联机。当 R2 处于联机状态时，VCS 将使 R1 联机。
使 G1 联机所需的时间等于使所有资源联机所需的时间。但是，如果 R1 依赖于 R2
和 R3，但是后两者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将并行启动 R2 和 R3 的联机操作。当两者
都处于联机状态时，将使 R1 联机。使组联机所需的时间是使 R2 和 R3 联机的最长
时间加上使 R1 联机的时间。通常，服务组树范围越广，允许的并行操作就越多，
联机所需的时间也就越短。较为复杂的服务组树不允许太高的并行度，也不允许对
组联机操作序列化。
使服务组联机或脱机所需的时间还取决于服务组类型，例如文件共享或企业应用程
序代理等。
对于 fileshare 服务组，有四个因素决定了使 fileshare 联机所需的时间：
■

ShareSubDirectories
如果设置为 1，将共享每个子级子目录。除父文件夹之外，fileshare 组的 online
入口点还会共享子文件夹。

■

子目录的数量
共享的子目录数量越多，使 fileshare 服务组联机、监视 fileshare 服务组和使
fileshare 服务组脱机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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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的数量
对于每次共享，online 入口点会按照配置应用共享权限。

■

AutoShare 和 AutoControl
默认情况下，如果设置了 ShareSubDirectories，fileshare 服务组会监视新建目
录并对其进行共享。AutoShare 在 monitor 入口点发生。

服务组进入脱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使服务组脱机是从上到下进行的，与之相反的是，联机操作是从下到上进行的。使
服务组脱机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服务组中的资源数和使组的资源脱机所需的时间。例
如，如果服务组 G1 有三个资源：R1、R2 和 R3（其中，R1 依赖于 R2 而 R2 依赖
于 R3），VCS 将先使 R1 脱机。当 R1 处于脱机状态时，VCS 将使 R2 脱机。当
R2 处于脱机状态时，VCS 将使 R3 脱机。使 G1 脱机所需的时间等于使所有资源
进入脱机状态所需的时间。

资源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检测资源出现故障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资源类型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值。 资源出现
故障后，将在下一次监视时检测到它。但如果将 ToleranceLimit 属性设置为非零
值，代理可能不会声明该资源出现故障。如果 monitor 函数报告脱机的次数大于在
ToleranceLimit 中设置的数值，将声明该资源出现故障。但是，如果该资源保持为
联机状态的时间达到了 ConfInterval 属性中指定的间隔，则在与 ToleranceLimit 进
行比较时将不再包括先前报告的脱机次数。
当代理确定资源出现故障时，将调用 clean 函数（如果已实现）来验证该资源是否
已经完全脱机。清除之后的监视将验证脱机状况。接下来，代理按照在 RestartLimit
属性（如果属性值不为零）中设置的次数尝试重新启动资源之后，会放弃尝试并通
知 HAD 该资源出现故障。但是，如果该资源在 ConfInterval 中指定的间隔内仍处
于联机状态，则先前尝试重新启动的次数不会将 RestartLimit 中设置的次数计算在
内。
大多数情况下，ToleranceLimit 设置为 0。检测资源故障所需的时间是代理监视检
测到故障的时间加上清理资源的时间（如果已实现 clean 函数）。因此，检测故障
所需的时间取决于 MonitorInterval、monitor 函数和 clean（如果已实现）函数的效
率以及 ToleranceLimit（如果已设置）。

系统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当某个系统崩溃或断电时，它将停止向群集中的其他系统发送心跳。默认情况下，
在声明系统死机之前，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会等待 21 秒。这 21 秒的时间就是默认的
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 16 秒加上默认的 GAB 稳定超时值 5 秒。
默认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为 16 秒，可在 %VCS_HOME%\comms\llt\llttab.txt 文
件中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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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指定 12 秒：
set-timer peerinact:1200

注意：修改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后，必须先取消配置，然后重新启动 LLT 才能进行
更改。要取消配置 LLT，请键入 lltconfig -u。要重新启动 LLT，请键入 lltconfig
-c。
可以通过指定以下内容更改 GAB 稳定超时值：
gabconfig -t timeout_value_milliseconds

尽管可以执行此操作，但是我们建议不要更改 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和 GAB 稳
定超时值。
如果系统启动，则在重新启动完成之前它将不可用。重新启动过程会终止所有进程
（包括 HAD）。终止 VCS 进程后，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会将可以在重新启动的系统
上联机的所有服务组标记为 Autodisabled。系统进入脱机状态后，会清除
AutoDisabled 标志。只要系统在 ShutdownTimeout 值指定的间隔内进入脱机状态，
VCS 就会将其视为系统重新启动。可以修改 Shutdown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
请参见第 489 页的System attributes。

网络链接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如果某个系统断开了到群集的网络链接，其他系统将停止通过链路从该系统接收心
跳。LLT 会检测到此情况并在声明系统断开链路之前等待 16 秒。
请参见第 393 页的“ 系统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可以在 %VCS_HOME%\comms\llt\llttab.txt 文件中修改 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
值。
例如，要指定 12 秒：
set-timer peerinact:1200

注意：修改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后，必须先取消配置，然后重新启动 LLT 才能进行
更改。要取消配置 LLT，请键入 lltconfig -u。要重新启动 LLT，请键入 lltconfig
-c。

系统发生混乱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在几种情况下，GAB 将有意使系统发生混乱。例如，如果 GAB 检测到内部协议错
误或者发现 LLT 节点 ID 冲突，它将使系统发生混乱。其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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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进程出现故障
请参见第 395 页的“关于 GAB 客户端进程故障”。

■

注册监视
请参见第 395 页的“关于 GAB 客户端注册监视”。

■

网络故障
请参见第 396 页的“关于网络故障和 GAB IOFENCE 消息”。

■

快速重新打开
请参见第 396 页的“关于快速重新打开”。

关于 GAB 客户端进程故障
如果 GAB 客户端进程（如 HAD）无法向 GAB 发送心跳，该进程将终止。如果该
进程在内核中挂起并且无法终止，GAB 将挂起该系统。如果将 gabconfig 命令与
-k 选项结合使用，GAB 会尝试终止客户端进程直到将其成功终止，这可能会对整
个群集产生影响。如果将 gabconfig 与 -b 选项结合使用，则 GAB 不会尝试终止
该客户端进程。 但是，当客户端无法发送心跳时，它将使系统混乱。 一旦设置此
选项，将无法将其关闭。
默认情况下，在关闭该端口之前，GAB 将尝试终止 HAD 五次。GAB 尝试终止 HAD
的次数是一个内核可调参数 (gab_kill_ntries)，并且可配置。此可调参数的最小值为
3，最大值为 10。
端口关闭向其他节点表明此节点上的 HAD 已终止。如果 HAD 从其停滞状态中恢
复，则它会先处理暂停信号。此时，它将先收到 SIGKILL，然后会被终止。
GAB 发送 SIGKILL 信号之后，它将在特定的时间内等待以终止 HAD。如果 HAD
在此时间限制后仍存在，GAB 将使系统出现混乱。此时间限制是一个内核可调参数
(gab_isolate_time) 并且可配置。此计时器的最小值为 16 秒，最大值为 4 分钟。

关于 GAB 客户端注册监视
使用注册监视功能可以配置当 HAD 被终止且在指定时间间隔后没有重新连接时的
GAB 行为。
此情形可能发生在以下情况中：
■

系统处于非常繁忙的状态且 hashadow 进程无法重新启动 HAD。

■

通过用户干预终止了 HAD 和 hashadow 进程。

■

Hashadow 进程重新启动了 HAD，但是 HAD 无法注册。

■

硬件故障导致 HAD 和 hashadow 进程终止。

■

HAD 和 hashadow 进程未运行的所有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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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此情况时，注册监视计时器将启动。如果 HAD 在 VCS_GAB_RMTIMEOUT
参数（此参数是在 vcsenv 文件中定义的）定义的时间内没有注册，GAB 将执行操
作。 VCS_GAB_RMTIMEOUT 的默认值为 200 秒。
当 HAD 在指定的时间后无法注册时，GAB 会每 15 秒记录一次消息，指出它将使
系统混乱。
可以通过在 vcsenv 文件中设置 VCS_GAB_RMACTION 参数控制此情况下的 GAB
行为。
■

要配置 GAB 以在此情况下使系统混乱，请设置：
VCS_GAB_RMACTION=panic

在此配置中，终止 HAD 和 hashadow 进程会导致混乱，除非在注册监视超时间
隔内启动 HAD。
■

要配置 GAB 以在此情况下记录消息，请设置：
VCS_GAB_RMACTION=SYSLOG

此参数的默认值为 SYSLOG，它将 GAB 配置为当 HAD 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后没
有重新连接时记录一条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重新启动 HAD（使用 hastart）或重新启动 GAB 服务。
启用注册监视后，如果 HAD 进程没有正常向 GAB 进行注册（也就是说，如果使用
hastop 命令停止 HAD），GAB 不会采取操作。

关于网络故障和 GAB IOFENCE 消息
如果出现网络分裂，一个群集可能拆分为两个或多个单独的子群集。 当两个群集合
并为一个时，GAB 将逐出一个子群集。 GAB 输出诊断消息并向被逐出的子群集发
送 iofence 消息。
子群集中的系统根据用户客户端进程或内核模块使用的 GAB 端口的类型处理该
iofence 消息：
■

如果 GAB 客户端是用户进程，GAB 将尝试终止该客户端进程。

■

如果 GAB 客户端是内核模块，GAB 将导致系统混乱。

gabconfig 命令的 -k 和 -j 选项适用于用户客户端进程。 -k 选项可防止 GAB 在

无法终止用户进程时导致系统混乱。 如果 GAB 收到 iofence 消息，-j 选项会导致
系统混乱，且不会终止用户进程。

关于快速重新打开
如果某个系统脱离群集并在配置新群集之前（默认为 5 秒）尝试加入该群集，则将
向该系统发送一个 iofence 消息，其原因设置为“quick reopen (快速重新打开)”。
当系统收到该消息后，将尝试终止客户端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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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切换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切换服务组所需的时间等于使服务组在源系统上脱机所需的时间加上使该服务组在
目标系统上联机所需的时间。

服务组故障转移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资源出现故障时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所需的时间等于：
■

检测资源故障所需的时间

■

使服务组在源系统上脱机所需的时间

■

VCS 策略模块选择目标系统所需的时间

■

使服务组在目标系统上联机所需的时间

系统出现故障时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所需的时间等于：
■

检测系统故障所需的时间

■

使其他运行的系统上的相关服务组脱机所需的时间

■

VCS 策略模块选择目标系统所需的时间

■

使服务组在目标系统上联机所需的时间

与其他因素所需的时间相比，VCS 策略模块确定目标系统所需的时间可以忽略不
计。
如果存在 firm 组依赖关系并且子组出现故障，VCS 会先使所有直接和间接父组脱
机，然后使子组在目标系统上联机。因此，使父组联机所需的时间还取决于使子组
联机所需的时间。

监视 CPU 使用率
VCS 包括一个系统属性 CPUUsageMonitoring，该属性监视指定系统上的 CPU 使
用率并在使用率超出范围时通知管理员。
CPUUsageMonitoring 属性的默认值为：
■

Enabled = 0

■

NotifyThreshold = 0

■

NotifyTimeLimit = 0

■

ActionThreshold = 0

■

ActionTimeLimit = 0

■

Action =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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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TimeLimit 和 NotifyTimeLimit 的值以秒为单位表示时间。ActionThreshold 和
NotifyThreshold 的值表示 CPU 使用率的百分比阈值。
如果将 Enabled 设置为 1，HAD 将监视使用率并更新 CPUUsage 属性。如果将
Enabled 设置为 0（默认），HAD 将不监视使用率。
如果在大于 NotifyTimeLimit 中设置的值的持续时间内，系统的 CPU 使用率持续超
出在 NotifyThreshold 中设置的值，HAD 将通过一个 SNMP 陷阱或 SMTP 消息发
送通知。
如果在大于 NotifyTimeLimit 中设置的值的持续时间内，CPU 使用率持续超出在
NotifyThreshold 中设置的值，则会在五分钟后发送后续通知以免太过频繁地发送通
知（如果将 NotifyTimeLimit 值设置为小于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将在
NotifyTimeLimit 的第一个间隔后发送通知。当 CPU 使用率持续超出阈值时，将在
五分钟后发送通知。如果将 NotifyThreshold 或 NotifyTimeLimit 的值设置为 0，将
不发送通知。
如果在大于 ActionTimeLimit 中设置的值的持续时间内，系统的 CPU 使用率持续超
出在 ActionThreshold 中设置的值，将执行指定的操作。如果在大于 ActionTimeLimit
中设置的值的持续时间内，CPU 使用率持续超出在 ActionThreshold 中设置的值，
则会在五分钟后执行后续操作以免太过频繁地执行操作（如果将 ActionTimeLimit
值设置为小于五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将在 ActionTimeLimit 的第一个间隔后执
行操作。当 CPU 使用率持续超出阈值时，将在五分钟后执行操作。如果将
ActionThreshold 或 ActionTimeLimit 的值设置为 0，将不执行操作。操作可以具有
下列值之一：
NONE：不执行操作并将消息记录在 VCS 引擎日志中。
REBOOT：重新启动系统。
CUSTOM：调用 cpuusage 触发器。

VCS 代理统计数据
您可以将 VCS 配置为跟踪监视资源所需的时间。
还可以通过分析资源的监视周期所需时间的趋势，检测资源及资源在其上联机的系
统可能存在的问题。 请注意，VCS 仅跟踪联机资源的监视周期时间。
VCS 计算完成监视周期所需的时间，在特定的监视周期次数后计算监视时间的平均
值，并将该平均值存储在一个资源级属性中。
VCS 还跟踪监视周期时间的增长趋势，并发送关于监视时间突然变化和逐步增长的
通知。
VCS 使用下列参数计算平均监视时间，并检测监视周期时间的增长趋势：
■

Frequency： 监视周期的次数，达到该次数后将计算监视时间平均值并将其发
送到 VCS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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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将 Frequency 设置为 10，VCS 将每隔 10 个监视周期后计算平均监
视时间。
■

ExpectedValue： 资源的预期监视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如果实际监视时间超出了 ValueThreshold 的预期监视时间，VCS 将发送一个通
知。 所以，如果将 FileOnOff 资源的此属性设置为 5000，并且将 ValueThreshold
设置为 40%，则仅当 FileOnOff 资源的监视周期超出预期时间 40%（即 7000
毫秒）时，VCS 才发送通知。

■

ValueThreshold： 允许与预期监视时间的最大偏差（以百分比计）。 当监视周
期的时间超出此限制时，VCS 将发送一个关于监视时间突然增加或减少的通知。
例如，值为 100 表示 VCS 在实际监视时间与预期时间相差大于 100% 时将发送
一个通知。
VCS 将在适当的范围内发送这些通知。 如果有 12 个连续监视周期超出阈值限
制，VCS 将为第一个峰值发送一个通知，然后为随后的 10 个连续峰值发送一个
集体通知。

■

AvgThreshold： 资源的平均监视周期时间增加的阈值（以百分比计）。
VCS 维护资源的监视周期所用的平均运行时间。 以此种方式计算的第一个平均
运行值用作基准平均值。 如果资源的当前运行平均值与基准平均值的差异大于
此阈值，VCS 会将其视为监视周期时间逐步增加或减少的信号，并为资源发送
一个关于此情况的通知。 每当发生此类事件时，VCS 就将内部维护的基准平均
值重新设置为此新平均值。 VCS 将发送通知，而不管偏差是监视周期时间的增
加还是减少。
例如，值为 25 表示如果实际平均监视时间与基准监视时间的平均值相差大于
25%，VCS 将发送一个通知。

跟踪监视周期时间
VCS 通过将每个监视周期所需的时间与 ExpectedValue 的值相比较，来标记监视
时间的突然变化。如果此差异超出了 ValueThreshold 的值，VCS 将发送一个关于
监视时间突然变化的通知。请注意，仅当监视时间增加时，VCS 才发送此通知。
VCS 通过将基准平均值与监视周期时间的移动平均值相比较，来标记监视时间的逐
步变化。VCS 在特定的监视周期次数后计算基准平均值，并在每个监视周期后计算
移动平均值。如果当前移动平均值与基准平均值相差大于 AvgThreshold 的值，VCS
将发送一个关于监视周期时间逐步更改的通知。

用于启用代理统计数据的 VCS 属性
本主题介绍启用 VCS 代理统计数据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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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StatsParam 一个资源类型级属性，可存储计算监视时间统计数据的必需参数值。
static str MonitorStatsParam = { Frequency = 10,
ExpectedValue = 3000, ValueThreshold = 100,
AvgThreshold = 40 }
■

■

■

■

MonitorTimeStats

Frequency： 定义监视周期次数，达到此监视周期次数后应计算平
均监视周期时间并将其发送到引擎。 如果已配置，此属性的值必须
在 1 到 30 之间。默认情况下，将其设置为 0。
ExpectedValue：此类型的所有资源的预期监视时间（以毫秒为单
位）。默认值 = 3000.
ValueThreshold：预期监视周期时间 (ExpectedValue) 和实际监视
周期时间之间可接受的百分比差异。默认值 = 100.
AvgThreshold： 监视周期时间的基准平均值和移动平均值之间可接
受的百分比差异。 默认值 = 40

存储由 Frequency 属性指定的监视周期次数所用的平均时间，以及计
算平均值时的时间戳值。
str MonitorTimeStats{} = { Avg = "0", TS = "" }
达到由 Frequency 属性指定的监视周期次数后，会定期更新此属性。
如果将 Frequency 设置为 10，该属性将存储 10 个监视周期时间的平
均值并每隔 10 个监视周期后进行更新。
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0。

ComputeStats

一种标志，指定 VCS 是否跟踪资源的监视时间。
boolean ComputeStats = 0
0 值表示 VCS 不跟踪资源的监视例程所用的时间。1 值表示 VCS 跟踪
资源的监视时间。
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0。

关于使用非 HA 产品时的 VCS 性能
要确保性能最佳，评估非 HA 产品对群集节点的影响非常重要。评估因素（例如
VCS 配置的复杂性、承载多个应用程序的硬件的容量和产品的预期用途）将帮助您
确定承载应用程序的方式和位置。
修改系统时，需考虑更改是否会导致服务组出现故障。某个简单任务（例如 Windows
Explorer 浏览 VCS 承载的 FileShare）可能看似无害，但是由于驱动器被另一个应
用程序锁定，会阻止 VCS 进行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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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SFW 时的 VCS 性能
如果您在群集节点上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强烈建
议以下操作：
■

仔细评估对基础存储的更改。通常，更改卷和磁盘组配置要求相应地更改 VCS
配置。常见更改包括取消分配或重新分配驱动器盘符、拆分或组合磁盘组或创
建卷快照。实施这些类型的更改之前，请评估您的配置，以确定是否使 VCS 服
务组冻结、脱机或故障转移，以避免无意损坏服务组。

■

与 Cluster Manager 一样，SFW GUI 也在 Java 运行时环境下运行，并维持与
SFW 引擎的持久性连接以便其接收有关状态的定期更新。为了获得最佳结果，
请在群集之外的系统上运行 SFW GUI。这将避免对节点性能产生潜在影响。

■

某些 SFW 操作（例如重新扫描、重新同步等）是 CPU 密集型操作，可能会影
响 VCS 性能。VCS 内核模块 GAB 要求 VCS 引擎 HAD 发送心跳，以确保该引
擎工作正常。如果心跳时间间隔超出五秒，该引擎将记录一个错误。

默认情况下，如果 GAB 未能在 15 秒内收到来自 HAD 的心跳，GAB 将假定出现错
误，因而终止 HAD（随后由 hashadow 重新启动）。您可以通过更改系统变量
VCS_GAB_TIMEOUT 的值来调整该时间间隔；此变量指定终止 HAD 之前 GAB 等
待心跳的时间（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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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CS 消息日志记录

■

处理网络故障

■

VCS 启动故障排除

■

安全群集故障排除

■

服务组故障排除

■

资源故障排除

■

通知故障排除

■

全局群集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

对 steward 进程进行故障排除

■

VCS 实用程序

VCS 消息日志记录
VCS 会生成两种错误消息日志：引擎日志和代理日志。日志文件名中会追加字母后
缀。字母 A 表示第一个日志文件，B 表示第二个日志文件，C 表示第三个日志文
件，依此类推。
引擎日志位于 %VCS_HOME%\log\engine_A.txt。引擎日志消息的格式如下：
Timestamp (Year/MM/DD) | Mnemonic | Severity | UMI| Message Text

代理日志组件定义如下：
■

时间戳：消息生成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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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记键：代表产品的字符串 ID（例如 VCS）。

■

严重性：严重性级别包括 CRITICAL、ERROR、WARNING、NOTICE 和 INFO
（依次从最严重到最不严重）。

■

UMI：唯一的消息 ID。

■

消息文本：VCS 生成的实际消息。

典型的引擎日志如下所示：
2011/02/10 16:08:09 VCS INFO V-16-1-10077 received new cluster
membership.

代理日志位于 %VCS_HOME%\log\agent_A.txt。代理日志消息的格式如下：
Timestamp (Year/MM/DD) | Mnemonic | Severity | UMI | Agent Type |
Resource Name | Entry Point | Message Text

典型的代理日志如下所示：
2011/02/23 10:38:23 VCS WARNING V-16-2-23331
Oracle:VRT:monitor:Open for ora_lgwr failed, setting cookie to
null.

VCW 日志
VCS 群集配置向导 (VCW) 日志位于 %allusersprofile%\Application
Data\Veritas\Cluster Server\vcw.log。
其中 %allusersprofile% 是包含所有用户的应用程序数据的文件系统目录。常用的路
径是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
VCW 日志的格式为：
线程 ID | 消息文本
■

线程 ID：VCW 启动的线程的 ID。

■

消息文本：VCW 生成的实际消息。

典型的 VCW 日志如下所示：
00000576-00000264:
00000576-00000110:
Error=0x00000000
00000576-00000264:
00000576-00000264:
00000576-00000127:
00000576-00000132:

ExecMethod return 00000000.
CRegistry::Query for VCS License failed.
ExecMethod return 00000000.
ExecMethod return 00000001.
QueryDWORDValue returned 0x00000001
CRegistry::Query for VxSS Root information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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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0x00000001

VCWsilent 日志
VCWsilent 日志位于 <currentdirectory>\vcwsilent.log。
其中 <currentdirectory> 是从中运行 VCWsilent.exe 的目录。
典型的 VCWsilent 日志如下所示：
00005540-00000064: 5540:
selected machines...
00009956-00000064: 9956:
related files...
00009956-00000048: 9956:
files...
00009956-00000048: 9956:
00009956-00000048: 9956:
00009956-00000064: 9956:
00009956-00000048: 9956:
nodes.

STARTING - Discovering NICs on the
STARTING - Generating private network
COMPLETED - Gererating LLT host
COMPLETED
COMPLETED
STARTING COMPLETED

- Generating GAB tab files...
- Generating main.cf file...
Configuring LLT on all the nodes.
- Configuring LLT on all the

解决方案向导日志
通过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SCC) 可以访问许多向导。不过，以下三个向
导内置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中：
■

灾难恢复向导

■

防火练习向导

■

快速恢复配置向导

这些解决方案向导均只能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而其他向导则可
以从产品控制台或“开始”菜单启动。
由这些解决方案向导创建的日志位于以下路径：
C:\ProgramData\Veritas\winsolutions\log

消息目录
VCS 对消息目录提供多语言支持。多数二进制消息目录 (BMC) 存储在
%VCS_HOME%\messages\language\ 中。目录 gab.bmc 和 llt.bmc 存储在
%VCS_ROOT%\comms\messages\language\ 中。变量 language 表示语言名称的双
字母缩写。例如，en 表示 English（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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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命令行界面以 VCS 支持的任意一种语言显示错误消息/成功消息。hamsg 命令
以 VCS 支持的语言显示 VCS 引擎日志。
表 19-1 显示了完整的 BMC 列表。
表 19-1

二进制消息目录

模块名称

说明

VRTSvcsAgfw.bmc

VCS 代理框架消息

VRTSvcsAlerts.bmc

警报消息

VRTSvcsApi.bmc

VCS API 消息

VRTSvcsCommon.bmc

常见消息

VRTSvcsHad.bmc

VCS 引擎 (HAD) 消息

VRTSvcsHbfw.bmc

VCS 心跳框架消息

VRTSvcsTriggers.bmc

VCS 触发器消息

VRTSvcsAgentplatform.bmc VCS 捆绑代理消息
VRTSvcsplatformagent_name.bmc VCS Enterprise Agent 消息
VRTSvcsWac.bmc

广域连接器消息

gab.bmc

GAB 命令行界面消息

llt.bmc

LLT 命令行界面消息

处理网络故障
VCS 通过要求以两个或更多个通信通道连接所有系统来防止出现网络分裂。在 VCS
群集中，所有系统都通过通信通道相互发送心跳。如果无法通过一个通道收到系统
的心跳，则 VCS 会检测到该通道出现故障。如果通过所有通道都无法收到系统的
心跳，则 VCS 会检测到该系统出现故障。然后，会在其他系统上重新启动在该系
统上运行的服务。
如果系统间至少存在一个网络通道，VCS 会继续作为单个群集运行。但是，如果仅
剩下一个通道，将禁用系统故障时的故障转移功能。即使在最后一个网络连接断开
后，VCS 仍会在每一侧网络中继续作为分裂的群集运行。
有关防止群集出现网络故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13 页的“验证 LLT、GAB 和群集
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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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故障转移
当 VCS 与某个系统间的通信中断时，会发出一个不含该已脱离系统的新常规成员
集。然后，VCS 必须确定是否应该重新启动该系统的服务，或者确定该系统是否正
在运行与 VCS 失去通信的服务。在以下两种情形下，系统可能仍在运行服务：
■

在系统脱离之前，存留在新成员集中的系统仅通过一个通信通道连接到已脱离
的系统。

■

脱离的系统继续向磁盘写入心跳。VCS 使用危险成员集来检测这些情形。

如果在新常规成员集中至少有一个不属于之前的危险成员集的系统，则会仅对脱离
常规成员集并属于之前的危险成员集的系统禁用故障转移。此外，对于在新危险成
员集中但不在新常规成员集中的系统，也会禁用故障转移。这表示，这些系统处于
活跃状态，正在向磁盘写入心跳。如果在新常规成员集中不存在任何不属于之前的
危险成员集的系统，则将对所有已脱离的系统禁用故障转移。这表示，从剩余系统
到之前的常规成员集中所有系统的连接都可能会不可靠。

VCS 如何处理网络故障的示例
在下面的示例中，一个群集有连接四个节点的两个网络。
图 19-1 显示连接有四个节点和两个网络的单个 VCS 群集的示例。
VCS 和网络故障：四节点群集

图 19-1

公共网络
节点 0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3

常规成员集：0、1、2、3

危险情形：链接故障
在这种情形下，到节点 2 的链接发生故障，使得该节点只剩下一个可用的心跳。
图 19-2 显示四节点群集（其中，到节点 2 的链接发生故障）中的危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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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和网络故障：链接到节点 2 出现故障。

图 19-2

公共网络
节点 0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3

常规成员集： 0,1,2,3
危险成员集： 2

发出的新群集成员集中的节点 0、1、2 和 3 在常规成员集中，节点 2 在危险成员集
中。所有正常的群集操作将继续，其中包括由于资源故障而进行的正常服务组故障
转移。

危险情形：链接和节点故障
假定在上一个链接故障情形中，节点 2 由于电力故障而发生了故障。
图 19-3 显示了一个危险情形，其中节点 2 发生故障且随后在节点 2 上运行的服务
组也发生故障，从而导致了链接和节点故障。
VCS 和网络故障：节点 2 在危险成员集中

图 19-3

公共网络
节点 0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3

常规成员集：0、1、3（节点 2
属于以前已知危险的成员集）

其他所有系统都识别出节点 2 发生了故障。在这种情形下，将发出一个新的成员
集，以节点 0、1 和 3 作为常规成员。由于节点 2 在危险成员集中，在节点 2 上运
行的服务组会自动被禁用，因此其他任何节点都不能拥有这些服务组的所有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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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该节点确实发生了故障，系统管理员可以清除相关服务组上的 AutoDisabled 标
志，将这些组在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上联机。

危险情形：所有链接出现故障
图 19-4显示节点 2 丢失两个心跳的危险情形。
VCS 和网络故障：节点 2 形成了一个单节点微型群集。

图 19-4

公共网络
节点 0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3

常规成员集：0,1,3 （群集 1）
常规成员集：2（群集 2）

在这种情形下，将发出一个新的成员集，以节点 0、1 和 3 作为常规成员。由于节
点 2 在危险成员集中，在节点 2 上运行的服务组会自动被禁用，因此其他任何节点
都不能拥有这些服务组的所有权。节点 0、1 和 3 形成一个微型群集。节点 2 形成
另一个单节点微型群集。对于节点 0、1 和 3 上已存在的所有服务组，在节点 2 上
将自动禁用这些服务组。

网络分裂
VCS 使用两个或更多个通信通道来防止网络分裂；网络分裂是指：网络上的故障被
误解为群集中的一个或多个系统的故障。如果群集中的一个系统错误地假定另一个
系统发生了故障，则它可能会重新启动已在另一个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从而损
坏数据。
通过再使用一个通信通道，VCS 可以区分网络故障与系统故障。如果只有一个通道
没有发生故障，则 VCS 将进入降级模式，该模式会禁用系统故障导致的自动应用
程序故障转移。如果最后一个网络通道也出现故障，则 VCS 会拆分为多个“微型
群集”，而不会进行故障转移或关闭应用程序。此设计可允许管理服务不间断运
行；例如，可以在系统维护期间使用 VCS 来关闭应用程序。连接恢复时，系统将
尝试重新加入单个群集。默认情况下，GAB 会在系统重新加入时终止与的端口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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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为避免在重新加入期间发生数据损坏，应对 gabconfig 命令添加 -j 选项，
以在拆分后挂起系统。gabconfig 命令位于 %VCS_ROOT%\comms\gab 中。

VCS 关闭系统时
在某些情况下，VCS 内核组件可能会有意关闭系统以避免网络分裂。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考《Veritas Cluster Server 版本说明》。

已发生的网络分裂
已发生的网络分裂是指在系统关闭期间发生的通信通道故障。不管导致故障的原因
是计划的维护还是系统故障，VCS 都无法在系统关闭期间响应故障。这将使 VCS
在系统引导后容易发生网络分裂。VCS 种子设定就是为了帮助防止这种情况而设计
的。

为 VCS 群集设定种子
为保护群集免受已发生的网络分裂影响，VCS 采用了种子这一概念。可以自动为节
点设定种子，也可以手动设定。只有已设定种子的节点才可以运行 VCS。
默认情况下，节点启动时不会进行种子设定。群集中的最后一个节点引导后，该群
集将在所有节点上设定种子并启动 VCS。随后，节点可以按任意组合关闭和重新启
动。只要群集中至少有一个 VCS 实例在运行，就会自动设定种子。
将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自动为节点设定种子：
■

非种子节点与种子节点进行通信时

■

群集中的所有节点都未设定种子，但能够互相通信时

VCS 要求声明将加入群集的节点数量。在 VCS 接受 HA 命令之前，必须为群集节
点设定种子。如果节点未设定种子并且您尝试执行一个命令，则 VCS 将返回以下
错误：
VCS:11037:Node has not received cluster membership yet, cannot
process HA command

加入群集的节点数可能会更改。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在群集启动时，停止一个或多个
节点以进行维护。在此情况下，群集不会自动设定种子，因此 VCS 无法成功启动。
要解决该问题，您可以为具有当前可用节点的群集手动设定种子。
在手工为群集设定种子之前，请确定满足以下条件：
■

加入群集的节点能够互相发送和接收心跳。

■

群集中不可能出现网络分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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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Veritas 建议不要手动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除非您了解相关的风险和含义。
手动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
◆

仅从一个可运行的节点运行以下命令：
gabconfig -x

该命令会对与您在其上运行该命令的节点进行通信的所有节点进行种子设定。
注意：该种子设定操作不是持久性的。如果重新启动可运行的群集节点，则需
要重新运行该命令。
您还可以通过更新 %VCS_ROOT%\comms\gab\gabtab.txt 文件对群集进行种子设
定。默认情况下，VCS 记录该文件中群集的节点总数。如果实际加入群集的节点数
较少，请手动修改 gabtab.txt。
手动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并使更改持久保留

1

确定可在群集中运行的节点数。

2

对于每个群集节点，请修改 gabtab.txt 中的以下行：
gabconfig -c -n numberOfNodes

将 numberOfNodes 设置为当前可运行的节点数。
保存 gabtab.txt 时，这些更改将永久保留。但是，要使此更改生效，您需要
执行以下步骤。

3

■

要在不产生任何应用程序停机时间的情况下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请执行
以下操作之一：
■

对任何一个可运行的节点运行以下命令：
gabconfig -x

■

通过对每个可运行的节点按顺序运行以下命令，重新启动 VCS 通信堆
栈：
taskkill /f /im hashadow.exe
taskkill /f /im had.exe

确保已终止 hashadow 和 had 进程。然后，继续运行以下命令：
net stop vcscomm
net stop gab
net stop 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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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任何一个可运行的节点运行以下命令：
hastart -all

■

如果可接受短暂的应用程序停机时间，请分别重新引导每个可运行的节点，
以便对 gabtab.txt 所做的更改生效。

重新连接专用网络
如果最后一个网络连接断开，则在网络分裂后每一侧网络中的系统将被隔离到微型
群集中。
在群集被隔离后重新连接专用网络将导致 HAD 停止然后重新启动。
下面是确定哪些系统将受到影响的规则：
■

在双节点群集中，具有最低 LLT 主机 ID 的系统将保持运行，而具有较高 LLT
主机 ID 的系统将回收 HAD。

■

在多节点群集中，最大的运行中的组将保持运行。较小的组将回收 HAD。

■

在拆分为两个相同大小群集的多节点群集上，具有最低节点编号的群集将保持
运行。节点编号较高的群集将回收 HAD。

VCS 启动故障排除
VCS 启动时，GAB、LLT 和 HAD 会自动启动。如果未自动启动，请查看相应的日
志文件。LLT 和 GAB 的启动错误存储在系统事件日志中。HAD 的启动错误存储在
应用程序事件日志中。
查看日志文件

1

在“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中，双击“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
具)”，然后双击“Event Viewer (事件查看器)”。

2

阅读系统日志以查看 LLT 和 GAB 错误。

3

阅读应用程序日志以查看 HAD 错误。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在安装过程中，系统会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llttab.txt（其中包含很少的指令），并将
该文件放在群集中每个节点上的以下目录中：
Drive:\Program Files\VERITAS\comms\llt
每个 llttab.txt 文件指定相应节点的 ID、要使用的网络接口以及其他指令。
对于最常用的 LLT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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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12 页的“常用 LLT 指令”。
注意：这些指令必须始终按其在原始默认 llttab.txt 文件中列出的状态显示。

常用 LLT 指令
本主题列出了常用 LLT 指令：
link

将 LLT 挂接到网络接口。至少需要一个链路，最多支持八个链路。link
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用户定义的标记；该标记在 lltstat 输出中显
示，用于标识链路。还可以在 llttab.txt 中使用该标记来设置可选静态
MAC 地址。
link 的第二个参数是网络接口的设备名称，（若要获取网络设备名称，
请使用 Windows 设备驱动程序工具包提供的 objdir\device 命令。）
每个网络接口都应有一个相应的 link 指令，而为 LLT 配置的每个网络
接口都必须连接到一个单独的物理网络。LLT 使用未注册的以太网 SAP
0xCAFE。如果 SAP 不可接受，请参考 llttab.txt 联机帮助以获取有关
如何自定义 SAP 的信息。请注意，不需要为网络设备分配 IP 地址，因
为 LLT 不使用 IP 地址。

link-lowpri

对于公共网络接口，使用该指令来代替 link。该指令可防止在公共网
络成为最后的链路之前通过该网络进行 VCS 通信，并可降低心跳广播
速率。请注意，LLT 会在所有可用网络连接间平均分配网络流量，并广
播心跳以监视每个网络连接。

set-cluster

指派唯一的群集编号。在同一物理网络连接上配置多个群集时，使用该
指令。请注意，LLT 使用默认群集编号 0。

set-node

分配节点 ID。此编号对于群集中的每个节点必须是唯一的，且必须在
0 到 31 之间。

注意：如果不同节点的 ID 相同，LLT 将无法运行。
start

此指令必须始终位于最后。

Group Membership Atomic Broadcast (GAB)
在安装过程中，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gabtab.txt，并将该文件放在群集中
每个系统上的以下目录中：
Drive:\Program Files\VERITAS\comms\g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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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LLT、GAB 和群集运行状态
在验证 LLT、GAB 或群集运行状态之前，必须使用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登录群集
中的任一节点。

验证 LLT
使用 lltstat 命令可验证用于 LLT 的链路是否处于活动状态。此命令将返回在其
上键入 LLT 链接的节点的 LLT 链接的有关信息。
在以下示例中，在专用网络中的系统 0 和系统 1 上键入了 lltstat -n。
系统 0
Drive:\>lltstat -n
LLT node information:
Node
State
* 0 System 0
OPEN
1 System 1
OPEN

Links
2
2

系统 1
Drive:\>lltstat -n
LLT node information:
Node
State
0 System 0
OPEN
*1 System 1
OPEN

Links
2
2

请注意，每个节点有两个链接，每个节点都处于 OPEN 状态。星号 (*) 表示键入命
令的节点。
如果 lltstat -n 的输出未显示群集中的每个节点，或者未显示每个节点的两个链
接，请键入 lltstat -nvv | 以查看有关 LLT 的更多信息。
在以下示例中，在专用网络中的系统 0 上键入了 lltstat -nvv | more。请注意，
每个节点都应处于 OPEN 状态，每个链接都应处于 UP 状态，并且每个地址都应正
确。
Drive:\> lltstat -nvv | more

Node
* 0 HOUWIN201

1 HOUWIN202

State
OPEN

Link
Adapter0
Adapter1

Status
UP
UP

Address
00:03:47:0D:A8:74
00:03:47:0D:A8:75

OPEN

Adapter0
Adapter1

UP
UP

00:03:47:0D:A4:46
00:03:47:0D:A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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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3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4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5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6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7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8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9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10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12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13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14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15

CONNWAIT

Adapter0
Adapter1

DOWN
DOWN

--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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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仅获取有关群集中已配置系统的信息，请使用 lltstat -nvv configured 命令。
请参见以下示例：
Drive:\>lltstat -nvv configured
Node
* 0 HOUWIN201

State
OPEN

Link
Adapter0
Adapter1

Status
UP
UP

Address
00:03:47:0D:A8:74
00:03:47:0D:A8:75

1 HOUWIN202

OPEN

Adapter0
Adapter1

UP
UP

00:03:47:0D:A4:46
00:03:47:0D:A4:47

要获取有关为 LLT 打开的端口的信息，请在任一节点上键入 lltstat -p。在以下
示例中，在专用网络中的系统 0 上键入了 lltstat -p。
Drive:\> lltstat -p
LLT port information:
Port
0

Usage
gab
opens:

Cookie
0x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connects:

0 1

请注意，两个节点（0 和 1）已连接。

设置校验和选项
除非合格的技术支持代表要求您使用这些选项，否则请不要这么做。
lltconfig -K 0 | 1 | 2

校验和设置选项

操作

0

禁用校验和

1

计算标头的校验和值。
设置为 1 时，LLT 会计算其发送给对等端的每个数据包的校验和，以防
止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损坏。如果基础 NIC 支持校验和计算，LLT 还
会将计算工作转移到硬件。
如果校验和验证在接收端上失败，则 LLT 将丢弃该数据包，而让发送
端重新传输该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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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和设置选项

操作

0

禁用校验和

2

为标头和消息计算的校验和。
如果设置为 2，在将客户端提交的供对等端验证的数据缓冲区交付给对
等客户端之前，LLT 还会检查整个数据缓冲区的校验和。如果校验和验
证在接收端上失败，则 LLT 将引起计算机混乱。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
根据崩溃转储分析内存损坏情况。

此外，还可通过将以下信息添加到 lltconfig 文件设置校验和。
set-checksum 0 | 1 | 2

验证 GAB
要验证 GAB 运行状态，请以管理员身份在每个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
Drive:\> gabconfig -a

如果 GAB 正在运行，则将返回以下 GAB 端口成员集信息：
GAB Port Memberships===================================
Port
a
gen
a36e0003
membership 01
Port
h
gen
fd570002
membership 01

端口 a 指示 GAB 正在通信，gen a36e0003 是一个随机生成编号，membership 01
指示节点 0 和 1 已连接。
如果 GAB 未运行，则不会返回任何 GAB 端口成员集信息：
GAB Port Memberships===================================

如果只连接了一个网络，则将返回以下 GAB 端口成员集信息：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a36e0003

membership
Port

a

gen

01
a36e0003

jeopardy ;1
Port

h

gen

fd570002

membership
Port

h

gen

01
fd57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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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opardy

;1

验证 HAD
要验证 HAD 运行状态，请以管理员身份在每个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
Drive:\> gabconfig -a

如果 HAD 正在运行，则将返回以下端口成员集信息：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membership
Port

01

membership

01

h

a36e0003

gen

fd570002

端口 h 指示 HAD 已启动，gen fd570002 是一个随机生成的编号，membership 01
指示节点 0 和 1 都在运行 VCS。
如果 HAD 未运行，则不会返回任何端口成员集信息。
GAB Port Memberships
===================================

有关如何设定群集种子的说明：
请参见第 409 页的“为 VCS 群集设定种子”。
如果 HAD 仅在一个节点上运行，则将返回以下端口成员集信息：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a36e0003
Port
h
gen
fd570002
Port
h
gen
fd51002

membership 01
membership 0
visible ;1

此信息表示 HAD 正在节点 1 上运行，但只有 GAB 在节点 0 上运行。有关详细信
息，请检查节点 0 上的应用程序事件日志。

验证群集
要验证群集运行状态，请以管理员身份在任一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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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hasys -display
#System
HOUWIN201

Attribute
AgentsStopped

Value
0

HOUWIN201
AvailableCapacity
100
HOUWIN201
CPUUsage
0
HOUWIN201
CPUUsageMonitoring
Enable 0 ActionThreshold 0
ActionTimeLimit 0 Action NONE NotifyThreshold 0 NotifyTimeLimit 0
HOUWIN201
Capacity
100
HOUWIN201
ConfigBlockCount
84
HOUWIN201
ConfigCheckSum
18907
HOUWIN201
ConfigDiskState
CURRENT
HOUWIN201
ConfigFile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conf\config
HOUWIN201
ConfigInfoCnt
0
HOUWIN201
ConfigModDate
Tue Dec 03 15:13:58 2001
HOUWIN201
CurrentLimits
HOUWIN201
DiskHbStatus
HOUWIN201
DynamicLoad
0
HOUWIN201
Frozen
0
HOUWIN201
GUIIPAaddr
HOUWIN201
LLTNodeId
0
HOUWIN201
Limits
HOUWIN201
LinkHbStatus
Adapter0 UP Adapter1 UP
HOUWIN201
LoadTimeCounter
0
HOUWIN201
LoadTimeThreshold
600
HOUWIN201
LoadWarningLevel
80
HOUWIN201
MajorVersion
2
HOUWIN201
MinorVersion
0
HOUWIN201
NodeID
0
HOUWIN201
OnGrpCnt
1
HOUWIN201
ShutdownTimeout
60
HOUWIN201
SourceFile
.\main.cf
HOUWIN201
SysInfo
WINNT:HOUWIN201,5.0,2195,
Service Pack 2, INTEL,1
HOUWIN201
SysName
HOUWIN201
HOUWIN201
HOUWIN201
HOUWIN201
HOUWIN201
HOUWIN201

SysState
SystemLocation
SystemOwner
TFrozen
TRSE

RUNNING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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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WIN201
UpDownState
Up
HOUWIN201
UserInt
0
HOUWIN201
UserStr
#
HOUWIN202
AgentsStopped
0
HOUWIN202
AvailableCapacity
100
HOUWIN202
CPUUsage
0
HOUWIN202
CPUUsageMonitoring
Enable 0 ActionThreshold 0
ActionTimeLimit 0 Action NONE NotifyThreshold 0NotifyTimeLimit 0
HOUWIN202
Capacity
100
HOUWIN202
ConfigBlockCount
84
HOUWIN202
ConfigCheckSum
18907
HOUWIN202
ConfigDiskState
CURRENT
HOUWIN202
ConfigFile
C:\Program Files\VERITAS\
Cluster Server\conf\config
HOUWIN202
ConfigInfoCnt
0
HOUWIN202
ConfigModDate
Tue Dec 03 15:15:58 2001
HOUWIN202
CurrentLimits
HOUWIN202
DiskHbStatus
HOUWIN202
DynamicLoad
0
HOUWIN202
Frozen
0
HOUWIN202
GUIIPAaddr
HOUWIN202
LLTNodeIdHOUWIN202
Limits
HOUWIN202
LinkHbStatus
Adapter0 UP Adapter1 UP
HOUWIN202
LoadTimeCounter
0
HOUWIN202
LoadTimeThreshold
600
HOUWIN202
LoadWarningLevel
80
HOUWIN202
MajorVersion
2
HOUWIN202
MinorVersion
0
HOUWIN202
NodeID
1
HOUWIN202
OnGrpCnt
1
HOUWIN202
ShutdownTimeout
60
HOUWIN202
SourceFile
.\main.cf
HOUWIN202
SysInfo
WINNT:HOUWIN202,5.0,2195,
Service Pack 2, INTEL,1
HOUWIN202
SysName
HOUWIN202
HOUWIN202
HOUWIN202
HOUWIN202
HOUWIN202
HOUWIN202
HOUWIN202

SysState
SystemLocation
SystemOwner
TFrozen
TRSE
UpDownState

RUNNING

0
0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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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WIN202
HOUWIN202

UserInt
UserStr

0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属性 ConfigFile 的值是一个空文件，是为了使 VCS 能够启
动而创建的。另请注意，属性 SysState 的值为 RUNNING，表示 VCS 已经启动。
此输出表明已在群集中的两个节点上都成功安装了 VCS。

VCS 启动错误
本主题包括与启动 VCS 相关的错误消息，并提供了每个错误的说明以及建议的操
作。
“VCS:10622 local configuration missing (VCS:10622 本地配置丢失)”
“VCS:10623 local configuration invalid (VCS:10623 本地配置无效)”
“VCS:10624 local configuration stale (VCS:10624 本地配置失效)”
本地配置无效。
建议的操作：在另一个具有有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 VCS 引擎 HAD。出现配置
错误的系统会从其他系统中“拉出”有效配置。
另一种方法就是更正本地系统上的配置文件，并强制 VCS 重新读取该配置文件。
如果该文件看起来有效，则验证它不是早期版本。可能是因为上一次 VCS 不是正
常关闭，VCS 通过创建 .stale 文件将配置标记为失效。.stale 文件是在
%VCS_HOME%\conf\config 目录下创建的。
请键入以下命令来验证配置，并强制 VCS 重新读取配置文件：
C:\> cd %VCS_HOME\conf\config
C:\> hacf -verify .
C:\> hasys -force system

VCS:11032 registration failed. Exiting (VCS:11032 注册失败。正在退出)
GAB 没有注册过或者已经取消注册。
建议的操作：GAB 是通过文件 %VCS_ROOT%\comms\gab\gabtab.txt 中的
gabconfig 命令注册的。请验证该文件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包含命令 gabconfig -c。
如果 LLT 设置不正确，则 GAB 可能会取消注册。验证
%VCS_ROOT%\comms\llt\llttab.txt 文件中的配置是否正确。如果 LLT 配置不正
确，则进行适当的更改并重新启动。
“Waiting for cluster membership. (正在等待群集成员集。)”
此消息表明 GAB 无法设定种子。如果是这种情况，则 gabconfig -a 命令不显示
任何成员，并可能在控制台上或事件日志中显示以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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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Port a registration waiting for seed port membership
GAB: Port h registration waiting for seed port membership

以下消息也会发送到引擎日志中：
Did not receive cluster membership, manual intervention may be
needed for seeding

为群集设定种子
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来为群集设定种子：
为群集设定种子

1

验证 %VCS_ROOT%\comms\gab\gabtab.txt 文件中所有节点的 gabconfig -c
的值相同。

2

确定可运行的节点数量。

3

对于每个群集节点，修改 gabtab.txt 以反映要设定种子的所需成员数等于运行
中的群集节点的数量。

4

重新启动每个节点，或者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HAD -force 然后重新启动。
请参见第 409 页的“为 VCS 群集设定种子”。

群集名称包含 Unicode 字符
如果使用 Unicode 字符定义群集名称，则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将成功
配置 VCS 群集。但是，在配置工作流程完成之后，VCS 群集将转换为
STALE_ADMIN_WAIT 状态，且无法启动。
此问题的原因是：main.cf 文件中不允许使用 Unicode 字符。如果遇到此问题，必
须将群集名称更改为可接受的值。
更改群集名称

1

使服务组脱机。

2

使用以下命令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停止 HAD 服务：
hastop -all -force

3

导航到 %vcs_home%\conf\config 文件夹，然后打开 main.cf 文件。

4

更改群集名称，然后保存 main.cf 文件。

5

在注册表中，导航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VCS\Base。

6

将 ClusterName (REG_SZ) 的值更改为 main.cf 文件中所述的新群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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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按照上述两个步骤更新注册表项。

8

从群集中的任一节点，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HAD 服务：
hastart -all

群集 ID 在网络中不是唯一的
网络中的每个群集都必须具有唯一 ID。如果网络中的一个或多个群集具有相同的
ID，则 VCS 群集将无法启动。
如果遇到此问题，必须将群集 ID 更改为唯一值。
更改群集 ID

1

使服务组脱机。

2

使用以下命令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停止 HAD 服务：
hastop -local

3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 GAB 服务：
net stop gab

4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 LLT 服务：
net stop llt

5

导航到 %vcs_root%\comms\llt 文件夹，然后打开 llttab.txt 文件。

6

将 set-cluster old_id 一行更新为 set-cluster new_id，然后保存并关闭
llttab.txt 文件。

7

在注册表中，导航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VCS\Base。

8

将 ClusterID (REG_DWORD) 的值更改为新的群集 ID。

9

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按照上述两个步骤更新注册表项。

10 从群集中的任一节点，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HAD 服务：
hastart -all

安全群集故障排除
Error returned from engine: HAD on this node not accepting clients. (从引擎返回错
误: 此节点上的 HAD 不接受客户端。)
当 HA 命令由于 VCS 引擎无法初始化其安全凭据而失败时，将发生此错误。如果
发生了此错误，会在事件日志中记录以下消息：
Security ON. Init failed. Clients will be rejected. (安全性的状态为 ON。初始化失
败。客户端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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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
■

确保在将 SecureClus 属性设置为 1 之前，已将群集配置为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

验证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正在运行。停止然后重新启动该服务。

■

在此节点上重新启动 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服务。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VCS engine securely. (无法安全地连接到 VCS 引擎。)
建议的操作：
■

验证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正在运行。停止然后重新启动该服务。

■

在此节点上重新启动 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服务。

服务组故障排除
本主题介绍与使服务组联机和脱机相关的最常见问题。还包括建议的操作（如果适
用）。
系统未处于 RUNNING 状态。
建议的操作：键入 hasys -display system 以验证系统是否正在运行。
有关系统状态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49 页的“系统状态”。
服务组未配置为在该系统上运行。
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可能不包含该系统的名称。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验证系统名称。
服务组未配置为自动启动。
如果服务组在系统上不自动启动，则该组可能未配置为自动启动，或者可能未配置
为在特定系统上自动启动。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验证 AutoStart 和
AutoStartList 属性的值。
服务组已冻结。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验证 Frozen 和
TFrozen 属性的值。使用 hagrp -unfreeze 命令对组取消冻结。请注意，VCS 不
会使冻结的服务组脱机。
服务组被自动禁用。
当 VCS 不了解特定系统上服务组的状态时，它会自动禁用该系统上的服务组。在
以下情况下会发生自动禁用：
■

当 VCS 引擎 HAD 未在系统上运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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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在系统上未探测到服务组内的所有资源时。

■

当仅能通过磁盘心跳查看特定的系统时。

在这些情况下，在其 SystemList 属性中包括该系统的所有服务组都会被自动禁用。
这不适用于断电的系统。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验证 AutoDisabled
属性的值。
警告：要在 VCS 自动禁用某个组后手动使该组联机，请确保该组在 AutoDisabled
属性已由 VCS 设置为 1 的任何系统上未处于完全或部分活动状态。具体地说，验
证可能会因在多个系统上处于活动状态而受损的所有资源在指定的系统上处于关闭
状态。然后，为每个系统清除 AutoDisabled 属性：
C:\> hagrp -autoenabl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故障转移服务组在另一个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
该组是故障转移组，并且在另一个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或部分联机状态。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验证 State 属性的
值。使用 hagrp -offline 命令使组在另一个系统上脱机。
服务组正在等待资源联机/脱机。
建议的操作：查看服务组中所有资源的 IState 属性，确定哪些资源正在等待进入联
机状态（或哪些资源正在等待进入脱机状态）。使用 hastatus 命令可帮助识别这
些资源。有关资源无法联机或脱机的原因的信息，请参见引擎日志和代理日志。
要清除此状态，请确保正在等待进入联机/脱机状态的所有资源不会自行联机/脱机。
使用 hagrp -flush 命令清除 VCS 的内部状态。现在，可以使服务组在另一个系
统上联机或脱机。
某个关键资源出现故障。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表明服务组已出现故障。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res -clear 命令清除故障。
服务组正在等待某个依赖关系得到满足。
建议的操作：要了解有哪些依赖关系没有满足，请键入 hagrp -dep service_group
查看服务组依赖关系，或者键入 hares -dep resource 查看资源依赖关系。
未完全探测到服务组。
如果代理进程没有对服务组中的每一个资源都加以监视，则会出现这种情况。当
VCS 引擎 HAD 启动时，它会立即“探测”以查找所有资源的初始状态。（如果代
理没有返回值，则它不能进行探测。）在 VCS 尝试使服务组作为 AutoStart 的一部
分进行联机之前，必须在 SystemList 属性中包含的所有系统上对该组进行探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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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确保即使服务组在 VCS 启动之前就处于联机状态，VCS 也不会无意间使该服务
组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的输出查看系统服务组的
ProbesPending 属性的值。（该值应为 0。）要确定未探测到哪些资源，请验证指
定系统上的每个资源的本地 Probed 属性。0 表示正在等待探测结果，1 表示已探
测，2 表示未引导 VCS。请参见引擎日志和代理日志以获取有关信息。

ClusterService 组配置
如果运行 hastop -local 命令的节点未在 ClusterService 组的 SystemList 中定义
且具有其他联机服务组，则 VCS 会使这些服务组在该节点上脱机，该节点会停滞
在 LEAVING 状态。
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请确保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定义了 ClusterService 组。换
言之，ClusterService 组的 SystemList 属性必须包含群集中的所有节点。

资源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与使资源联机和脱机相关的最常见问题。还包括建议的操作（如果适用）。
由于故障转移而使服务组联机。
VCS 尝试使已在出故障的系统上联机或正在联机的资源联机。每个父资源必须等待
其子资源联机后才能启动。
建议的操作：验证子资源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正在等待服务组状态。
服务组的状态可防止 VCS 使资源联机。
建议的操作：有关状态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48 页的“远程群集状态”。
正在等待子资源。
父资源的一个或多个子资源处于脱机状态。
建议的操作：先使子资源联机。
正在等待父资源。
一个或多个父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建议的操作：先使父资源脱机。
正在等待资源响应。
资源正根据指示等待进入联机或脱机状态。VCS 指示代理运行资源的 online 入口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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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验证资源的 IState 属性。有关无法使资源联机的原因的信息，请参见
引擎日志和代理日志。
代理未在运行中。
资源的代理进程未在运行中。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status -summary 查看该代理是否被列为 faulted。重新启动
该代理：
C:\> haagent -start resource_type -sys system

无效的代理参数列表。
脚本正在接收不正确的参数。
建议的操作：验证脚本的参数是否正确。使用 hares -display resource 的输出
查看 ArgListValues 属性的值。如果动态地更改了 ArgList 属性，则停止代理并重新
启动它。
要停止代理，请键入：
C:\> haagent -stop resource_type -sys system

要重新启动代理，请键入：
C:\> haagent -start resource_type -sys system

通知故障排除
有时，您可能会在使用 VCS 通知时遇到问题。本节介绍最常见的问题和建议的操
作。
已配置通知程序，但在 SNMP 控制台上看不到陷阱。
建议的操作：验证控制台所支持的 SNMP 陷阱的版本：VCS 通知程序发送 SNMP
v2.0 陷阱。如果您将 HP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用作 SNMP，请验证
已使用 xnmevents 配置了 VCS 事件。合并 vcs_trapd 中的 VCS 事件后，如果这些
事件未在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Event 配置中列出，您还可以尝试重
新启动 OpenView 后台驻留程序 (ovw)。
默认情况下，通知程序假定团体字符串是公共的。如果您的 SNMP 控制台是使用其
他团体配置的，则根据通知程序配置重新配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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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群集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本主题介绍灾难声明的概念，并使用全局群集提供对配置的故障排除提示。

灾难声明
当全局群集中的某个群集转换为 FAULTED 状态时，由于无法再访问该群集，所以
将根据导致故障的原因是远程群集出现裂脑、临时中断还是永久灾难来执行故障转
移。
如果您选择对全局群集中的群集故障采取措施，则 VCS 会提示您声明故障的类型。
■

Disaster (灾难)，表示主数据中心永久丢失

■

Outage (中断)，表示主数据中心可能在某些时间会返回到其当前形态

■

Disconnect (断开)，表示裂脑情况；两个群集已启动，但它们之间的链接已断开

■

Replica (备份)，表示接管目标上的数据已与备份源一致，当服务组联机后，
RVGPrimary 可以启动接管。此选项只适用于 VVR 环境。

可以选择要故障转移到本地群集的组，此时，VCS 将根据选定组的 FailOverPolicy
属性使这些组在节点上联机。它还在其他群集中将这些组标记为 OFFLINE。如果您
未选择任何要进行故障转移的服务组，则 VCS 除在关闭的群集上隐式地将服务组
标记为脱机外，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丢失的心跳和查询机制
任意两个群集之间的内部心跳和所有外部心跳丢失表明远程群集出现故障，或者两
个群集之间的所有通信链路已断开（广域裂脑）。
具有两个以上群集的配置必须区分两者（系统 A 与系统 B），区分方法为查询剩余
的群集，以确认心跳传输已丢失的远程群集确实已经关闭。这种机制被称为“查
询”。在双群集配置中，如果一个连接器丢失了到另一个连接器的所有心跳（内部
和外部），则肯定是远程群集出现了故障。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群集，并且一个连接
器丢失了到另一个群集的所有心跳，则该机制在声明有问题的群集出现故障之前会
查询剩余连接器所显示的该群集的状态。如果其他连接器将该群集视为处于运行状
态（被动查询），则进行查询的连接器会将该群集转换为 UNKNOWN 状态，此过
程可最大程度地减少假群集故障。如果所有连接器均报告该群集出现故障（主动查
询），则进行查询的连接器也将该群集视为出现故障，并将远程群集状态转换为
FAULTED。

VCS 警报
VCS 警报由警报 ID 标识，警报 ID 由以下元素组成：
■

alert_type - 警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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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28 页的“警报类型”。
■

cluster - 在其上生成警报的群集

■

system - 在其上生成警报的系统

■

object - 为其生成警报的 VCS 对象的名称。此对象可以是群集或服务组。

按以下格式生成警报：
alert_type-cluster-system-object

例如：
GNOFAILA-Cluster1-oracle_grp

这是在群集 Cluster1 上为服务组 oracle_grp 生成的 GNOFAILA 类型的警报。

警报类型
VCS 可生成下列类型的警报。
■

CFAULT - 表明群集已出现故障

■

GNOFAILA - 表明全局组无法在其处于联机状态的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如果将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为 Manual，并且广域连接器 (wac) 已进行正确
配置且在出现故障时正在运行，则会显示此警报。

■

GNOFAIL - 表明全局组无法在群集或远程群集内故障转移到任何系统。
全局组可能无法故障转移到远程群集的一些原因如下：
■

Cluster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Auto 或 Connected，且 VCS 无法确定将该组
自动故障转移到的有效远程群集。

■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为 Connected，并且组出现故障的群集无法
与该组 ClusterList 中列出的一个或多个远程群集通信。

■

广域连接器 (wac) 未处于联机状态，或在组出现故障的群集中未进行正确配
置。

管理警报
警报需要用户干预。您可以按下列方式响应警报：
■

如果可以忽略警报的原因，则使用 Java 控制台或 Web 控制台中的“Alerts (警
报)”对话框或 haalert 命令删除警报。您必须提供关于删除警报原由的注释；
VCS 会将此注释记录到引擎日志中。

■

对具有相关操作的管理警报采取相应的操作。可以使用 Java 控制台或 Web 控
制台执行相关操作。
请参见第 429 页的“与警报相关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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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发生警报的取消事件时，VCS 将删除或取消某些警报。
请参见第 429 页的“取消事件”。

如果未执行上述任何操作，并且 VCS 引擎 (HAD) 正在群集中的至少一个节点上运
行，则管理警报将继续存在。如果 HAD 未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运行，则管理警
报将丢失。

与警报相关的操作
本节介绍可以通过 Java 控制台或 Web 控制台对下列类型的警报执行的操作：
■

CFAULT - 出现此警报时，单击“Take Action (采取操作)”可指导您完成对全
局组（该全局组在群集出现故障前在群集中处于联机状态）进行故障转移的过
程。

■

GNOFAILA - 出现此警报时，单击“Take Action (采取操作)”可指导您完成将
全局组故障转移到远程群集（全局组在该远程群集中配置为运行）的过程。

■

GNOFAIL - 控制台没有为此警报提供相关的操作

取消事件
当出现故障的群集返回到运行状态时，VCS 将删除 CFAULT 警报。
VCS 将删除 GNOFAILA 和 GNOFAIL 警报以响应下列事件：
■

出现故障的组的状态由 FAULTED 更改为 ONLINE。

■

组的故障已清除。

■

已从生成警报的群集中删除组。

对 steward 进程进行故障排除
启动 steward 时，它会阻止命令提示符并将消息输出到标准输出。要停止 steward，
请从同一系统中的不同命令提示符运行以下命令：
如果 steward 以安全模式运行：steward -stop - secure
如果 steward 不是以安全模式运行：steward -stop
除标准输出之外，steward 可以将日志记录到它自己的日志文件：
■

steward_A.log

■

steward-err_A.log

使用 tststew 实用程序验证：
■

steward 进程正在运行

■

steward 进程正在发送正确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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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实用程序
VCS 提供了多个实用程序，可以解决常见的问题；但是，使用时必须非常谨慎。为
了得到最好的结果，在使用这些实用程序之前，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getcomms 实用程序
getcomms 实用程序可收集和保存与专用网络相关的信息。技术支持人员可以使用
这些信息来调试与网络相关的问题。
运行 getcomms 实用程序
◆

使用随 VCS 提供的 Perl 可执行文件运行 getcomms。
C:\> "VRTS_HOME\VRTSPerl\bin\perl.exe" getcomms.pl [-option]

变量 VRTS_HOME 表示 Veritas 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如果选择了默认安装路径，请使用以下命令来运行
getcomms：
C:\>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Perl\bin\perl.exe" getcomms.pl
[-option]

getcomms 选项
您可以使用几个选项将诊断信息限制到特定组件。
表 19-2 显示了 getcomms 的可能选项。
表 19-2

getcomms 选项

选项

操作

-local

检索并转储有关本地系统的信息

-remote

检索并转储有关群集中所有活动系统的信息

-stuck

输出消息队列

-d logdir

在变量 logdir 指定的目录转储信息

日志位置
getcomms 实用程序将输出内容写入到目录 %temp%\commslog。timestamp，其
中 %temp% 是系统定义的环境变量，timestamp 表示获取日志的时间。

430

VCS 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VCS 实用程序

hagetcf 实用程序
hagetcf 实用程序检索和写入有关 VCS 配置的详细诊断信息。技术支持人员可以使
用这些信息来调试与配置相关的问题。
要访问 hagetcf，请键入：
C:\> hagetcf [-option]

运行 hagetcf 可显示类似以下示例的输出：
Veritas Cluster Server(TM) 6.0 for Windows 2012 Diagnostics
Copyright (C)
Dumping output to: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hagetcf\<month><day>_<hh><mm>

日志位置
默认情况下，hagetcf 将输出内容写入目录 %VCS_HOME%\hagetcf，其中
%VCS_HOME% 是 VCS 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hagetcf 实用程序的选项
可以使用几个选项和 hagetcf 命令将诊断信息限制到特定组件。
表 19-3 显示可用的选件。
表 19-3

hagetcf 命令的选项

选项

操作

-default

转储默认的 VCS 日志，其中包括以下 hagetcf 命令选项的输出：
-app、-sys、-hw、-ha、-log、-lock、-conf、-state、-islog、-trigger

注意：输出还包括有关 MSDTC 以及用于 MSDTC 的 VCS 代理的
信息。
-app

转储应用程序事件日志。

-sec

转储安全事件日志。

-sys

转储系统事件日志。

-hw

转储硬件事件日志。

-allevt

转储所有事件日志。

-conf

转储 VCS 配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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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操作

-log

转储 VCS 日志目录。

-ldf

转储 VCS ldf 目录。

-lock

转储锁目录。

-triggers

转储 VCS 触发器目录中的所有文件。

-alldir

转储配置、日志、ldf 和锁目录。

-ha

转储以下命令的输出：
hares -display -all
hagrp -display -all
hasys -display
getcomms.pl

-state

转储以下系统状态信息：
■

Dr. Watson 日志

■

来自 havol 实用程序的驱动器签名信息

■

网络信息，包括 NIC、ipconfig 以及与网络相关的注册表项

■

VERITAS 注册表项

■

nbstat 和 netstat 命令的输出

■

授权许可信息

■

磁盘和卷信息

■

SCSI 和光纤配置信息

■

服务器配置信息

■

服务和设备状态以及配置信息

■

系统上运行的进程

■

有关当前用户权限的信息

■

有关系统上安装的产品的信息

-haver

转储有关所有 VCS 二进制文件的版本信息。

-nogetcomms

排除 getcomms.pl 命令的输出。

-sql

转储有关 SQL Server 及用于 SQL Server 的 VCS 代理的信息。

-exch

转储有关 Exchange Server 及用于 Exchange Server 的 VCS 代理
的信息。

-iis

转储 IIS 信息。

-notes

转储 Notes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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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操作

-orac

转储有关 Oracle 及用于 Oracle 的 VCS 代理的信息。

-msmq

转储有关 MSMQ 的信息。

-allagents

转储有关所有企业代理的信息。

-vxlog

转储有关以下项目的诊断信息：
■

Backup Exec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islog

转储安装日志。

-o <outdir>

将 hagetcf 的输出转储到 <outdir>。

-? or -help

显示该命令的使用信息。

注意：若果不指定任何选项，该命令将使用以下选项检索诊断信息：-app、-sys、
-ha、-log、-lock、-conf、-state、-islog、-trigger。如果群集系统上安装了
控制台组件，则其中也将包括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Console 日志。

NICTest 实用程序
NICTest 实用程序确定 NIC 是否在系统定义的变量中保持其连接状态。该实用程序
可帮助在 VCS 下配置 NIC。
执行 NIC 测试

1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C:\> NICTest adapter_macaddress

变量 adapter_macaddress 表示适配器的物理地址。可以使用 ipconfig -all
命令检索 MAC 地址。如果输入的 MAC 地址无效，或者找不到指定的适配器，
则该实用程序将显示错误消息。

2

按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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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开 NIC 连接后按回车键。系统会提示您连接 NIC。

4

连接 NIC 后按回车键。
如果 NIC 未保持其连接状态，则将显示以下消息：
NIC <adapter_macaddress> does not maintain the connection
status.

如果 NIC 保持了其连接状态，则将显示以下消息：
NIC <adapter_macaddress> maintains the connection status.
Please set the UseConnectionStatus attribute for this
resource to True.

VCSRegUtil 实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在 VCS 之外运行，则不会将注册表更改记录到共享磁盘。VCS 提供
了一个实用程序 VCSRegUtil.exe，可以标记在 VCS 环境外部进行了注册表更改的
系统。
如果 VCSRegUtil 实用程序标记了某个系统，则代理将在 VCS 启动后检测注册表更
改。然后，代理会将更改记录到共享磁盘。因此，只要在 VCS 外部运行了群集应
用程序，就必须运行 VCSRegUtil.exe 实用程序。例如，在发出 hastop -all
-force 命令使所有资源脱机并在 VCS 环境外部运行应用程序时，就必须使用该实
用程序。该实用程序还可以取消标记以前标记的系统。将资源在此实用程序标记的
系统上联机时，代理会取消标记该系统。
注意：如果使用 VCSRegUtil.exe 标记了某个系统，则当 RestoreLocally 属性设置
为 1 时，系统标记将覆盖 RestoreLocally 属性，注册表更改不会在系统联机时应用
于系统。
要在命令提示符下标记系统，请键入：
C:\> VCSRegUtil /RESOURCE=RegRepResourceName

/MARK

要在命令提示符下取消标记系统，请键入：
C:\> VCSRegUtil /RESOURCE=RegRepResourceName

/UNMARK

havol 实用程序
havol 实用程序提供以下选项：
■

-getdrive：检索有关磁盘的信息，并将其存储在 DriveInfo.txt 文件中，存储路径
与执行命令时所在的路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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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sitest：保留和释放磁盘。该选项可帮助解决与 SCSI 保留相关的问题。

注意：在 SFW 环境中不支持 -scsitest 选项。
C:\> havol -scsitest <options>
C:\> havol -getdrive [-details]

使用 -getdrive 选项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C:\> havol -getdrive

如需有关磁盘的详细信息，请键入：
C:\> havol -getdrive -details

该实用程序可检索有关磁盘的信息，并将其存储在文件 DriveInfo.txt 中，存储的路
径与执行命令的路径相同。
示例文件内容包括：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Fixed Disks with valid volumes
in the system: VCSW2K112J
Harddisk Number = 1
Harddisk Type = Basic Disk
Disk Signature = 130349684
Valid Partitions = 3
Access Test = SUCCESS
Partition Number = 3
Partition Type = IFS
Partition Bootable = NO
Partition Size = 400.06 MB
WINNT style Name = \device\Harddisk1\Partition3
Target Name = \Device\HarddiskVolume6
Device Name =
\\?\Volume{03074b0e-b4d7-11d6-b5a9-00d0b7471a1f}\
DriveLetter = Unassigned
DrivePath001 = F:\f1\
Partition Number = 2
Partition Type = IFS Partition
Bootable = NO
Partition Size = 400.06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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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T style Name = \device\Harddisk1\Partition2
Target Name = \Device\HarddiskVolume5
Device Name =
\\?\Volume{03074af7-b4d7-11d6-b5a9-00d0b7471a1f}\
DriveLetter = Unassigned
DrivePath001 = F:\f2\
Partition Number = 1
Partition Type = IFS
Partition Bootable = NO
Partition Size = 4.01 GB
WINNT style Name = \device\Harddisk1\Partition1
Target Name = \Device\HarddiskVolume4
Device Name =
\\?\Volume{e587ddc7-8cee-11d6-b401-00d0b7471a1f}\
DriveLetter = F:
MountPoint001 = F:\f2\ ->
\\?\Volume{03074af7-b4d7-11d6-b5a9-00d0b7471a1f}\
MountPoint002 = F:\f1\ ->
\\?\Volume{03074b0e-b4d7-11d6-b5a9-00d0b7471a1f}\

使用 -scsitest 选项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C:\> havol -scsitest [/option]

变量 option 表示该命令的附加参数。
请参见第 437 页的“-scsitest 命令选项”。
警告：保留或释放共享磁盘可能会导致已配置的服务组故障转移至另一个系统。

注意：在 SFW 环境中不支持 -scsitest 选项。

检索磁盘编号
大多数 scsitest 选项需要磁盘编号。要列出从系统可见的磁盘编号，请键入以下命
令：
C:\> havol -scsitest /L

验证磁盘签名以确保选择了正确的磁盘编号。如果所需的磁盘编号或签名未列出，
请尝试重新扫描 SCSI 总线。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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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avol -scsitest /RESCAN

-scsitest 命令选项
您可以使用几个选项和 scsitest 命令将诊断信息限制到特定组件。
表 19-4 显示 -scsitest 命令的基本选项。
表 19-4

-scsitest 命令：基本选项

基本选项

操作

-ADDR:1

获取编号为 1 的磁盘的 SCSI 地址。

-LISTDISKS 或
-L

列出所有可见的磁盘。

-REL:1

释放编号为 1 的磁盘。

-RES:1

保留编号为 1 的磁盘。

-RESCAN

重新扫描 SCSI 总线。

-RESET:1

重置编号为 1 的磁盘（在 ioctl 模式下）。

-SIG:1

检索编号为 1 的磁盘的签名。

表 19-5 显示 -scscitest 命令的高级选项。
表 19-5

-scsitest 命令：高级选项

高级选项

操作

-DISKCOUNT

返回永久保留的磁盘的总数。

-PREL:1

永久释放编号为 1 的磁盘。

-PRES:1

永久保留编号为 1 的磁盘。

-REMOVEALL

取消所有磁盘的永久保留状态。

-RESETPBI:1,0

通过 ioctl 模式重置端口号 1 和路径 0。

-RESETPBS:1,0

通过 SRB 模式重置端口号 1 和路径 0。

-STARTDRV

启动 DiskRes 驱动程序。

-STOPDRV

停止 DiskRes 驱动程序。

-VER

检索 DiskRes.sys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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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getdrive 实用程序
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可检索有关群集磁盘组和已配置的卷的信息。
注意：只有安装了 SFW 才能成功运行此实用程序；如果失败，将显示 VxCMD.DLL
文件丢失错误。
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检索有关群集磁盘组的信息

1

在命令提示符下，从路径 %VCS_HOME%\bin 键入：
%VCS_HOME%\bin> vmgetdrive

系统将检索有关卷的信息，并将其存储在文件 VMDriveInfo.txt 中，存储路径与
执行命令时所在的路径相同。

2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文件 VMDriveInfo.txt，获取所需的信息。示例文件内容包
括：
There are 1 Imported Cluster Disk Groups
DiskGroup Name = VCS1
No of disks in diskgroup 'VCS1' = 2
Harddisk2
Harddisk3
No of volumes in diskgroup 'VCS1' = 2
Volume Name = Stripe1
Drive Letter = NONE
File System = NTFS
Mount Point = NONE
Volume Label =
Volume Type = STRIPED
Volume Name = Volume1
Drive Letter = NONE
File System = NTFS
Mount Point = NONE
Volume Label =

Volume Type = CONCATENATED

手动配置 VCS Helper 服务
使用 HadHelper 命令可手动配置 VCS Help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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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语法
下面是 HAadHelper 命令的命令语法：
HADHelper /Install /User:<user_name> [/Password:<password>]
HADHelper /Uninstall
HADHelper /Configure /User:<user_name> [/Password:<password>]
HADHelper /ShowConfig
■

如果没有为 /Install 和 /Configure 选项指定密码，则命令将提示输入密码。

■

指定 <user_name> 作为域\用户或用户。如果不附加域名称，则命令将假定用户
属于当前域。

■

在域控制器上将权限“Add workstation to domain (向域添加工作站)”分配给
用户。

命令选项
请注意，以下命令选项不区分大小写。
表 19-6 显示了 HadHelper 命令的可能选项。
表 19-6

HadHelper 命令选项

选项

操作

/Install

安装 VCS Helper 服务 (HADHelper)，为服务配置用户，向用户分配所
需的本地安全权限，并将用户添加到“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
员)”组。
如果该服务已存在，该选项将为服务配置用户。

/Uninstall

卸载服务，取消已配置用户的本地安全权限，并从“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员)”组中移除用户。

注意：在运行该命令来卸载服务之前，请停止服务。
/Configure

更改服务的用户，向用户分配所需的本地安全权限，并将用户添加到
“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员)”组。此选项也将吊销先前用户的
本地安全权限，并会从“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员)”组中移除
用户。

/ShowConfig

显示用户名、用户 SID 以及用户拥有的本地安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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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用户权限 - 管理矩阵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矩阵

■

管理矩阵

关于管理矩阵
通常，具有 Guest 权限的用户可以运行下列命令选项： -display、-state 及 -value。
具有 Group Operator 权限和 Cluster Operator 权限的用户可以执行下列选项：
-online、-offline 及 -switch。
具有 Group Administrator 权限和 Cluster Administrator 权限的用户可以运行下列选
项：-add、-delete 及 -modify。
请参见第 59 页的“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管理矩阵
请查看以下各主题中的矩阵来确定特定用户角色可以执行的命令选项。 对号标记表
示可以执行相应的命令和选项。 短划线表示不能执行相应的命令和选项。

代理操作 (haagent)
表 A-1 列出了代理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1

用于执行代理操作的用户权限

代理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启动代理

–

–

–

✓

Cluster
Administra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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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停止代理

–

–

–

✓

✓

显示信息

✓

✓

✓

✓

✓

列出代理

✓

✓

✓

✓

✓

Cluster
Administrator

属性操作 (haattr)
表 A-2 列出了用户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2

用于执行属性操作的用户权限

属性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Add (添加)

–

–

–

–

✓

更改默认值

–

–

–

–

✓

删除

–

–

–

–

✓

显示

✓

✓

✓

✓

✓

群集操作（haclus、haconf）
表 A-3 列出了群集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3

用于执行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群集操作

Cluster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显示

✓

✓

✓

✓

✓

修改

–

–

–

–

✓

Add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声明

–

–

–

✓

✓

查看状态或状况

✓

✓

✓

✓

✓

更新许可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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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操作

Cluster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使配置成为可读写
的

–

–

✓

–

✓

保存配置

–

–

✓

–

✓

使配置成为只读的

–

–

✓

–

✓

服务组操作 (hagrp)
表 A-4 列出了服务组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4

用于执行服务组操作的用户权限

服务组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添加和删除

–

–

–

–

✓

链接和取消链接

–

–

–

–

✓

清除

–

✓

✓

✓

✓

使联机

–

✓

✓

✓

✓

使脱机

–

✓

✓

✓

✓

查看状态

✓

✓

✓

✓

✓

切换

–

✓

✓

✓

✓

冻结/取消冻结

–

✓

✓

✓

✓

冻结/取消冻结持久 –
性

–

✓

–

✓

Enable

–

–

✓

–

✓

Disable

–

–

✓

–

✓

修改

–

–

✓

–

✓

显示

✓

✓

✓

✓

✓

查看依赖关系

✓

✓

✓

✓

✓

查看资源

✓

✓

✓

✓

✓

列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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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启用资源

–

–

✓

–

✓

禁用资源

–

–

✓

–

✓

刷新

–

✓

✓

✓

✓

自动启用

–

✓

✓

✓

✓

忽略

–

✓

✓

✓

✓

心跳操作 (hahb)
表 A-5 列出了心跳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5

用于执行心跳操作的用户权限

心跳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Add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使之局部化

–

–

–

–

✓

使之全局化

–

–

–

–

✓

显示

✓

✓

✓

✓

✓

查看状态

✓

✓

✓

✓

✓

列表

✓

✓

✓

✓

✓

日志操作 (halog)
表 A-6 列出了日志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6

用于执行日志操作的用户权限

日志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启用调试标记

–

–

–

–

✓

删除调试标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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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向日志文件添加消
息

–

–

✓

–

✓

显示

✓

✓

✓

✓

✓

显示日志文件信息

✓

✓

✓

✓

✓

资源操作 (hares)
表 A-7 列出了资源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7

用于执行资源操作的用户权限

资源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Add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将属性设为本地

–

–

✓

–

✓

将属性设为全局

–

–

✓

–

✓

链接和取消链接

–

–

✓

–

✓

清除

–

✓

✓

✓

✓

使联机

–

✓

✓

✓

✓

使脱机

–

✓

✓

✓

✓

修改

–

–

✓

–

✓

查看状态

✓

✓

✓

✓

✓

显示

✓

✓

✓

✓

✓

查看依赖关系

✓

✓

✓

✓

✓

列出，值

✓

✓

✓

✓

✓

探查

–

✓

✓

✓

✓

覆盖属性

–

–

✓

–

✓

撤消覆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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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运行操作

–

✓

✓

✓

✓

刷新信息

–

✓

✓

✓

✓

清除信息

–

✓

✓

✓

✓

系统操作 (hasys)
表 A-8 列出了系统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8

用于执行系统操作的用户权限

系统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Add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冻结和取消冻结

–

–

–

✓

✓

冻结和取消冻结持
久性

–

–

–

–

✓

冻结和迁移

–

–

–

–

✓

显示

✓

✓

✓

✓

✓

强制启动

–

–

–

–

✓

修改

–

–

–

–

✓

查看状态

✓

✓

✓

✓

✓

列表

✓

✓

✓

✓

✓

更新许可证

–

–

–

–

✓

资源类型操作 (hatype)
表 A-9 列出了资源类型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446

VCS 用户权限 - 管理矩阵
管理矩阵

表 A-9

用于执行资源类型操作的用户权限

资源类型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Add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显示

✓

✓

✓

✓

✓

查看资源

✓

✓

✓

✓

✓

修改

–

–

–

–

✓

列表

✓

✓

✓

✓

✓

用户操作 (hauser)
表 A-10 列出了用户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10

用于执行用户操作的用户权限

用户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Add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更新

✓

✓

✓

✓

✓

注意：如果 注意：如果

注意：如果

配置是读/写

配置是读/写

配置是读/写

显示

✓

✓

✓

✓

✓

列表

✓

✓

✓

✓

✓

修改权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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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和系统状态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远程群集状态

■

系统状态

远程群集状态
在全局群集中，由广域连接器进程监视与维护远程群集的“健康状况”。 该连接器
进程使用心跳（如 ICMP）来监视远程群集的状态。然后，将状态信息传递给 HAD，
HAD 便会在需要时使用该信息来采取适当的操作。例如，当群集正常关闭时，连接
器将其本地群集状态转换为 EXITING 并向远程群集通知该新状态。当群集退出且
远程连接器丢失了与该群集的 TCP/IP 连接时，每个远程连接器都将其所判定的该
群集状态转换为 EXITED。
要启用广域网心跳，必须启动并运行广域连接器进程。广域连接器要能够连接到远
程群集，指定群集必须至少有一个心跳的状态报告为 ALIVE。
远程群集有三种心跳状态：HBUNKNOWN、HBALIVE 和 HBDEAD。
请参见第 451 页的“系统状态转换示例”。
表 B-1 列出了 VCS 远程群集状态及其说明。
表 B-1

VCS 状态定义

状态

定义

INIT

群集的初始状态。 这是默认状态。

BUILD

本地群集正在从远程群集接收初始快照。

RUNNING

表示远程群集正在运行并已连接到本地群集。

LOST_HB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当前没有从远程群集接收心跳。

群集和系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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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定义

LOST_CONN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已丢失与远程群集的 TCP/IP 连接。

UNKNOWN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确定远程群集已关闭，但另一个远程群集发送
表明其他情况的响应。

FAULTED

远程群集已关闭。

EXITING

远程群集正在正常退出。

EXITED

远程群集已正常退出。

INQUIRY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正在查询丢失了心跳的其他群集。

TRANSITIONING

远程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正在向群集中的其他节点执行故障转移操作。

群集状态转换示例
下面是群集状态转换示例：
■

如果远程群集加入全局群集配置，则该配置中的其他群集将远程群集的“视图”
转换为 RUNNING 状态：
INIT -> BUILD -> RUNNING

■

如果某个群集丢失了处于 RUNNING 状态的某个远程群集的所有心跳，则将发
送查询。如果所有查询响应都表明该远程群集确实已关闭，则该群集将该远程
群集的状态转换为 FAULTED：
RUNNING -> LOST_HB -> INQUIRY -> FAULTED

■

如果至少有一个响应表明群集未关闭，则该群集将该远程群集的状态转换为
UNKNOWN：
RUNNING -> LOST_HB -> INQUIRY -> UNKNOWN

■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维护连接器进程使其具有高度可用性）向群集中的其他
系统执行故障转移操作时，远程群集将其所判定的该群集状态转换为
TRANSITIONING，然后在成功执行了故障转移后将状态转换回 RUNNING：
RUNNING -> TRANSITIONING -> BUILD -> RUNNING

■

停止（通过使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脱机）处于 RUNNING 状态的远程群集后，
该远程群集的状态会转换为 EXITED：
RUNNING -> EXITING -> EXITED

系统状态
系统上运行 VCS 引擎时，它处于下表中所述的其中一种状态。这些状态表明系统
的当前运行模式。 在新系统中启动该引擎后，它将识别群集中可用的其他系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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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如果群集系统处于 RUNNING 状态，则新系统将从该系统检索配置信
息。如果在检索配置期间配置发生了更改，则这些更改会在新系统进入 RUNNING
状态之前应用到新系统。
如果没有其他系统启动并处于 RUNNING 或 ADMIN_WAIT 状态，且新系统的配置
有效，则该引擎将转换为 LOCAL_BUILD 状态，并基于磁盘生成配置。如果配置无
效，该系统将转换为 STALE_ADMIN_WAIT 状态。
请参见第 451 页的“系统状态转换示例”。
表 B-2 列出了 VCS 系统状态及其说明。
表 B-2

VCS 系统状态

状态

定义

ADMIN_WAIT

已丢失当前生效的配置。 系统转换为该状态的原因如下：
■

■

CURRENT_
DISCOVER_WAIT

RUNNING 配置中的最后一个系统在其他系统获取其配置快照并转
换为 RUNNING 状态之前脱离群集。
处于 LOCAL_BUILD 状态的系统尝试基于磁盘生成配置，并从 hacf
收到一条指明配置无效的错误消息。

系统已加入群集并且其配置文件有效。 系统正在等待来自其他系统的
信息，然后才能确定如何转换为其他状态。

CURRENT_PEER_ 该系统具有有效的配置文件，而另一系统正在基于磁盘执行生成操作
WAIT
(LOCAL_BUILD)。当其对等方完成生成操作后，该系统将转换为
REMOTE_BUILD 状态。
EXITING

系统正在脱离群集。

EXITED

系统已脱离群集。

EXITING_FORCIBLY hastop -force 命令已强制系统脱离群集。
FAULTED

系统已意外脱离群集。

INITING

系统已加入群集。 这是所有系统的初始状态。

LEAVING

系统正在正常脱离群集。当代理已停止，且当前配置写入磁盘时，系
统将转换为 EXITING 状态。

LOCAL_BUILD

系统正在基于磁盘配置生成当前生效的配置。

REMOTE_BUILD

系统正在生成从处于 RUNNING 状态的对等方获得的当前有效的配
置。

RUNNING

系统是群集的活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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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定义

STALE_ADMIN_WAIT 系统的配置无效，并且没有处于 RUNNING 状态且可从中检索配置的
其他系统。如果启动了具有有效配置的系统，该系统将进入
LOCAL_BUILD 状态。
处于 STALE_ADMIN_WAIT 状态的系统将转换为 STALE_PEER_WAIT
状态。
STALE_
DISCOVER_WAIT

系统已加入群集，但具有无效配置文件。 它正在等待来自其任何对等
方的信息，然后再确定如何转换为其他状态。

STALE_PEER_WAIT 该系统具有无效配置文件，而另一系统正在基于磁盘执行生成操作
(LOCAL_BUILD)。 当其对等方完成生成操作后，该系统将转换为
REMOTE_BUILD 状态。
UNKNOWN

系统没有加入群集，因为配置文件中没有对应于该系统的条目。

系统状态转换示例
下面是一些系统状态转换示例：
■

如果在某个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该系统是群集中唯一具有有效配置的系统，
则该系统将转换为 RUNNING 状态：
INITING -> CURRENT_DISCOVER_WAIT -> LOCAL_BUILD -> RUNNING

■

如果在具有有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至少还有一个系统已经处
于 RUNNING 状态，则该新系统将转换为 RUNNING 状态：
INITING -> CURRENT_DISCOVER_WAIT -> REMOTE_BUILD -> RUNNING

■

如果在具有无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至少还有一个系统已经处
于 RUNNING 状态，则该新系统将转换为 RUNNING 状态：
INITING -> STALE_DISCOVER_WAIT -> REMOTE_BUILD -> RUNNING

■

如果在具有无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所有其他系统都处于
STALE_ADMIN_WAIT 状态，则该系统将转换为 STALE_ADMIN_WAIT 状态，
如下所示。 系统将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直到启动了另一个具有有效配置文件的
系统。
INITING -> STALE_DISCOVER_WAIT -> STALE_ADMIN_WAIT

■

如果在具有有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其他系统处于 ADMIN_WAIT
状态，则该新系统将转换为 ADMIN_WAIT 状态。
INITING -> CURRENT_DISCOVER_WAIT -> ADMIN_WAIT

■

如果在具有无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其他系统处于 ADMIN_WAIT
状态，则该新系统将转换为 ADMIN_WAIT 状态。
INITING -> STALE_DISCOVER_WAIT -> ADMIN_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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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使用 hastop 命令停止处于 RUNNING 状态的系统时，该系统将转换为 EXITED
状态，如下所示。处于 LEAVING 状态期间，任何联机系统资源都将脱机。当所
有系统资源都脱机且代理停止后，系统将转换为 EXITING 状态，随后转换为
EXITED 状态。
RUNNING -> LEAVING -> EXITING -> EX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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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VCS 属性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属性及其定义

■

资源属性

■

资源类型属性

■

服务组属性

■

系统属性

■

群集属性

■

心跳属性（用于全局群集）

■

远程群集属性

关于属性及其定义
可以从命令行或图形用户界面，或者通过手动修改 main.cf 配置文件来修改标记为
“由用户定义”的属性值。 可以更改默认值以更好地适应您的环境并增强性能。
更改属性值时，请注意 VCS 属性之间会互相影响。 更改属性值之后，请观察群集
系统以确认没有任何意外行为影响系统性能。
标记为“仅供系统使用”的属性值由 VCS 设置并且是只读的。 它们包含重要的群
集状态信息。
标记为“由代理定义”的值由相应的代理设置并且也是只读的。
属性值区分大小写。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VC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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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属性
表 C-1 列出了资源属性。
表 C-1

资源属性

资源属性

说明

ArgListValues

传递到每个系统上的资源代理的参数列表。此属性特定于资源和系统，这意味着传递到代理的值
列表取决于要使用这些值的系统和资源。

（由代理定义）

ArgListValues 中的值的个数不应超过 425 个。如果 ArgList 中的某个属性是一个键列表、向量
或关联，此要求就非常重要。这种类型的非标量属性通常可具有任意多个值，当它们出现在
ArgList 中时，该代理必须通过这些属性的值来计算 ArgListValues。如果非标量属性包含多个
值，它将增加 ArgListValues 的大小。因此，开发代理时，在 ArgList 中添加非标量属性时应考
虑此情况。此时，需要通知代理的用户不应将属性配置的过大，以便可向 ArgListValues 属性中
推入多于 425 个的值。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 不适用。

AutoStart

指示资源是否应作为一个服务组进行联机，或是否需要 hares -online 命令。

（由用户定义）

例如，存在两个资源：R1 和 R2。R1 和 R2 都位于组 G1 中。R1 的 AutoStart 值为 0，R2 的
AutoStart 值为 1。
在这种情况下，将具有下列作用：
# hagrp -online G1 -sys sys1
仅使 R2 进入 ONLINE 状态。组的状态为 ONLINE，而非 PARTIAL。R1 保持 OFFLINE 状态。
# hares -online R1 -sys sys1
使 R1 联机，且组的状态为 ONLINE。
# hares -offline R2 -sys sys1
使 R2 脱机，且组的状态为 PARTIAL。
仅当 AutoStart 的值为 0 的资源的状态为 ONLINE 而非 OFFLINE 时，才对组的状态起作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ComputeStats

指示代理框架是否计算资源的监视统计数据。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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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Level

指示联机资源中的信任级别。值范围为 0–100。请注意，某些 VCS 代理可能无法利用此属性，
因此可能始终将其设置为 0。如果不使用此属性，请将级别设置为 100。

（由代理定义）

Critical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示此资源发生故障是否应该触发整个组进行故障转移。如果 Critical 是 0，且无上述父资源具
有 Critical = 1，则资源发生故障不引起组故障转移。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Enabled

指示代理监视资源。

（由用户定义）

如果资源是在 VCS 处于运行状态时动态创建的，则必须先启用该资源，然后让 VCS 监视它。
有关如何添加或启用资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有关从命令行和图形用户界面管理 VCS 的章节。
当 Enabled 设置为 0 时，表示禁用资源。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如果启动 VCS 前在 main.cf 中指定了资源，则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1，否则为 0。

Flags

提供资源状态的其他信息。此属性主要用于设置与资源相关的标志。值：

（仅供系统使用）

ADMIN WAIT - 已丢失系统当前生效的配置。
RESTARTING - 代理尝试重新启动资源，因为在最新监视周期中意外将该资源检测为脱机。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RestartLimit 属性。
STATE UNKNOWN - 代理发出的最新监视调用无法确定资源是联机还是脱机。
MONITOR TIMEDOUT - 代理发出的最新监视调用已终止，因为它超过了静态属性 MonitorTimeout
所指定的最长时间。
UNABLE TO OFFLINE - 代理尝试使资源脱机，但资源没有脱机。在以下情况下也会设置此标
志：资源出现故障并且 clean 函数成功完成，但是后续监视挂起或无法确定资源状态。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Group

资源所属服务组的字符串名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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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ate

资源的内部状态。除了 State 属性之外，此属性也显示了资源将转换为哪种状态。值：

（仅供系统使用）

NOT WAITING - 资源未在进行传输。
WAITING TO GO ONLINE - 已通知代理使资源联机但是该过程尚未完成。
WAITING FOR CHILDREN ONLINE - 资源将要进行联机，但是它所依赖的资源中至少有一个处
于脱机状态。资源会在所有子资源都联机时转换为 WAITING TO GO ONLINE 。
WAITING TO GO OFFLINE - 已通知代理使资源脱机但是该过程尚未完成。
WAITING TO GO OFFLINE（传播）- 同上条，但是完成时资源的子资源也将脱机。
WAITING TO GO ONLINE（反转）- 资源正在等待进行联机，但是联机之后会尝试脱机。通常，
这是由于在资源等待进行联机时又执行了脱机命令所致。
WAITING TO GO OFFLINE（路径）- 已通知代理使资源脱机但是该过程尚未完成。 完成该过
程时，作为依赖关系树中某路径成员的资源的子资源也将脱机。
WAITING TO GO OFFLINE（反转）- 资源正在等待进行脱机，但是脱机之后会尝试联机。通
常，这是由于在资源等待进行脱机时又执行了联机命令所致。
WAITING TO GO ONLINE（反转/路径）- 资源正在等待进行联机，但是联机之后会使其脱机。
资源会转换为 WAITING TO GO OFFLINE（路径）。通常，这是由于在资源等待进行联机时子
资源发生故障所致。
WAITING FOR PARENT OFFLINE – 资源正在等待父资源进行脱机。当父资源脱机时使资源脱
机。

注意：尽管此属性接受整数类型，但命令行会将表示为文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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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ate

WAITING TO GO ONLINE（反转/传播）- 同上条，但是资源会传播脱机操作。

（仅供系统使用）

源系统上用于迁移操作的 IState：
■

■

■

WAITING FOR OFFLINE VALIDATION（迁移）– 该状态适用于源系统上的资源，表示迁移
操作已被接受，VCS 正在验证是否可以进行迁移。
WAITING FOR MIGRATION OFFLINE – 该状态适用于源系统上的资源，表示迁移操作已通
过源系统上的先决条件检查和验证。
WAITING TO COMPLETE MIGRATION – 该状态适用于源系统上的资源，表示源系统上已
完成迁移过程，VCS 引擎正在等待资源在目标系统上联机。

目标系统上用于迁移操作的 IState：
■

■

■

WAITING FOR ONLINE VALIDATION（迁移）– 该状态适用于目标系统上的资源，表示迁
移操作已被接受，VCS 正在验证是否可以进行迁移。
WAITING FOR MIGRATION ONLINE – 该状态适用于目标系统上的资源，表示迁移操作已
通过源系统上的先决条件检查和验证。
WAITING TO COMPLETE MIGRATION（联机）- 该状态适用于目标系统上的资源，表示源
系统上已完成迁移过程，VCS 引擎正在等待资源在目标系统上联机。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
NOT WAITING

LastOnline

指示资源上次联机时所在的系统名称。此属性由 VCS 设置。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ManageFaults（由
用户定义）

指定 VCS 是否通过调用 Clean 入口点对资源故障做出响应。
此值会取代在服务组级别分配给此属性的所有值。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ACT：VCS 将调用 Clean 函数，同时将 CleanReason 设置为 Online Hung。

■

IGNORE：VCS 将资源状态更改为 ONLINE|ADMIN_WAIT。

■

NULL（空）：VCS 将基于在服务组级别设置的属性值采取操作。

默认值：“”
MonitorOnly
（仅供系统使用）

指示是否可以使资源联机或脱机。如果设置为 0，则可以使资源联机或脱机。如果设置为 1，则
只能监视资源。

注意：此属性只受 hagrp -freeze 命令影响。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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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TimeStats

有效键值为 Average 和 TS。Average 是在前 Frequency 个监视周期中 monitor 函数平均所用时
间。 TS 是时间戳，指示引擎何时更新资源的 Average 值。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Average = 0
TS = ""

名称

用于包含资源的实际名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Path
（仅供系统使用）

设置为 1 可将资源标识为依赖关系树中某路径的成员，从而在出现资源故障之后使其在特定系
统上脱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Probed

指示代理是否已通过运行 monitor 函数确定了资源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ResourceInfo
（仅供系统使用）

ResourceOwner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有三个预定义的键：State（值为 Valid、Invalid 或 Stale）。Msg： 代理框架在标准输出
中捕获的资源的 info 代理函数输出）。TS（时间戳，指示代理框架何时更新 ResourceInfo 属
性）。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
State = Valid
Msg = ""
TS = ""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和日志记录。发生与资源相关的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定
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请注意，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触发通
知。VCS 还会在发生某些事件时记录所有者名称。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ResourceOwner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例如：jdoe@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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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Recipients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 当发生与资源相关的事件并且事件的严重性级别等于或大于此
属性中指定的级别时，VCS 会向该属性中指定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由用户定义）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ResourceRecipients 或发送给至少一
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电子邮件 ID：注册为通知收件人的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严重性：必须发送通知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Signaled

指示是否已遍历资源。使服务组联机或脱机时使用。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Start

指示是否已在系统上启动资源（是否已启动使资源联机的进程）。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State
（仅供系统使用）

资源状态显示资源的状态以及与资源关联的标志。（标志也可通过 Flags 属性捕获。） 根据此
属性和标志可全面了解资源的当前状态。值：
ONLINE
OFFLINE
FAULTED
OFFLINE|MONITOR TIMEDOUT
OFFLINE|STATE UNKNOWN
OFFLINE|ADMIN WAIT
ONLINE|RESTARTING
ONLINE|MONITOR TIMEDOUT
ONLINE|STATE UNKNOWN
ONLINE|UNABLE TO OFFLINE
ONLINE|ADMIN WAIT
FAULTED|MONITOR TIMEDOUT
FAULTED|STATE UNKNOWN
FAULTED 表明资源物理脱机，即使可能是无意中造成的。

注意：尽管此属性接受整数类型，但命令行会将表示为文本形式。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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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Event

一个标志，用于打开或关闭事件。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TriggerPath

用于自定义触发器路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如果启用了触发器，但触发器路径位于服务组级别而资源级别为 ""（默认），则 VCS 会从
$VCS_HOME/bin/ 目录调用触发器。
TriggerPath 值区分大小写。VCS 不删除 Trigger Path 值中的前导空格或尾随空格。如果路径包
含前导空格或尾随空格，则触发器可能无法执行。您所指定的路径相对于 $VCS_HOME 和为服
务组定义的触发器路径。
请指定以下格式的路径：
ServiceGroupTriggerPath/Resource/Trigger
如果服务组 sg1 的 TriggerPath 为 mytriggers/sg1，而资源 res1 的 TriggerPath 为 ""，则必须将
触发器脚本存储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res1 目录中。例如，将 resstatechange 触发
器脚本存储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res1 目录中。这样，可以更轻松地管理服务组的所
有资源的触发器。
如果上例中资源 res1 的 TriggerPath 为 mytriggers/sg1/vip1，则必须将触发器脚本存储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vip1 目录中。例如，将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脚本存储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vip1 目录中。
对资源级别的 TriggerPath 值所做的修改不会更改服务组级别的 TriggerPath 值。同样，对服务
组级别的 TriggerPath 值所做的修改也不会更改资源级别的 TriggerPath 值。
TriggerResRestart

确定在资源重新启动时是否调用 resrestart 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 resrestart 事件触发器”。
如果在组级别启用此属性，则将在资源级别调用 resrestart 触发器，而不考虑此属性的值。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禁用）

TriggerResStateChange 确定在资源更改状态时是否调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 resstatechange 事件触发器”。
如果在组级别启用此属性，则将在资源级别调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而不考虑此属性的值。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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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sEnabled

确定是否启用特定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默认情况下禁用触发器。 可以启用所有节点上的特定触发器，也可启用仅所选节点上的特定触
发器。 有效值为 RESFAULT、RESNOTOFF、RESSTATECHANGE、RESRESTART 和
RESADMINWAIT。
要启用特定节点上的触发器，请添加以下格式的触发器键：
TriggersEnabled@node1 = {RESADMINWAIT, RESNOTOFF}
在节点 1 上启用 resadminwait 和 resnotoff 触发器。
要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启用触发器，请采用以下格式添加触发器键：
TriggersEnabled = {RESADMINWAIT, RESNOTOFF}
在所有节点上启用 resadminwait 和 resnotoff 触发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资源类型属性
可以覆盖资源类型的某些静态属性。
表 C-2 列出了资源类型属性。
资源类型属性

表 C-2
资源类型属性

说明

AdvDbg

允许激活高级调试：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不适用

AgentClass

指示 VCS 代理进程的调度等级。

（由用户定义）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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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Directory

代理二进制文件和脚本所在目录的完整路径。

（由用户定义）

如果上述目录均不存在，则代理无法启动。
将此属性与 AgentFile 属性一起使用，可以为代理指定其他位置或其他二进制文件。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AgentFailedOn

一个系统列表，在这些系统上资源类型的代理已失败。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不适用。

AgentFile
（由用户定义）

代理二进制文件的完整名称和路径。如果没有为此属性指定值，则 VCS 会使用
AgentDirectory 属性所定义的路径中的代理二进制文件。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AgentPriority

指示代理进程的运行优先级。

（由用户定义）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0
AgentReplyTimeout

引擎等待从代接收心跳的秒数，超过该时间将重新启动代理。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30 秒

AgentStartTimeout

启动代理之后，引擎等待初始代理“握手”的秒数，超过该时间将重新启动代理。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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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OnMonitorTimeouts

当 monitor 超时的次数等于此属性指定的值或为该值的倍数时，VCS 会向用户发送
SNMP 通知。如果将此属性设置为某个值（例如 N），则在第一次 monitor 超时时发
送通知后，VCS 还将在 N 次连续 monitor 超时时刻发送 SNMP 通知，包括第一次
monitor 超时时发送第二次通知。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将 AlertOnMonitorTimeouts 设置为 0 时，VCS 将仅针对第一次 monitor 超时向用户发
送 SNMP 通知 VCS 将不会针对后续 monitor 超时继续向用户发送通知，直到 monitor
返回成功消息。
可以将 Aler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与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结合使用以控制
monitor 超时情况下在 VCS 下配置的组的资源行为。如果将服务组中所有资源的
FaultOnMonitorTimeouts 设置为 0 并将 AlertOnMonitorTimeouts 设置为某值时，VCS
将不对在该服务组下所配置资源的 monitor 超时执行任何操作，而只会按照在
Aler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中设置的频率发送通知。

ArgList
（由用户定义）

CleanRetryLimi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属性的有序列表，根据该顺序将属性值传递到 open、close、offline、offline、monitor、
clean、info 以及 action 函数。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不适用。

将资源转至 ADMIN_WAIT 状态之前重试 Clean 函数的次数。如果设置为 0，则将无限
次地重试 Clean。
此属性的有效值介于 0-1024 之间。

ConfInterval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如果资源保持联机状态的时间已达到了该指定时间（秒），代理会忽略先前的故障和
所进行的重新启动尝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ToleranceLimit 属性和 RestartLimit
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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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Opts

指定传递给控制资源的代理的信息。这些值仅在设置 ContainerInfo 服务组属性时有
效。

（仅供系统使用）

■

■

EPClass
（由用户定义）

RunInContainer
当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为 1 时，该资源的代理函数（入口点）将在本地容器的
内部运行。
当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为 0 时，该资源的代理函数（入口点）将在本地容器的
外部（在全局环境中）运行。
PassCInfo
PassCInfo 键的值为 1 时，代理函数会接收在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中定义
的容器信息。此值的一个使用示例为，将容器的名称传递给代理。当 PassCInfo 键
的值为 0 时，代理函数将不接收在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中定义的容器信息。

用于控制除 online 入口点之外的代理函数（入口点）的调度等级，确定入口点是采用
C 代码还是脚本形式。
此属性的以下值有效：
■

RT（实时）

■

TS（分时）

■

-1 - 指示 VCS 不使用此属性来控制入口点的调度等级。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EPPriority
（由用户定义）

用于控制除 online 入口点之外的代理函数（入口点）的调度优先级。此属性控制代理
函数的优先级，确定入口点是采用 C 代码还是脚本形式。
此属性的以下值有效：
■

0 - 已配置的调度等级（由操作系统的 EPClass 属性指定）的默认优先级值。

■

大于 0 - 大于操作系统的默认优先级的值。Veritas 建议为此属性设置大于 0 的值。
具有较高负载的系统需要一个较大值。
-1 - 指示 VCS 不使用此属性来控制入口点的调度优先级。

■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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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StateChange

定义使资源不受 VCS 控制而有意联机或脱机时 VCS 如何处理服务组状态。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OnlineGroup：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启动，则 VCS 会使相应的
服务组联机。
OfflineGroup：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停止，则 VCS 会使相应的
服务组脱机。
OfflineHold：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在 VCS 控制之外被停止，则 VCS 会将相应的 VCS
资源的状态设置为脱机。 VCS 不会使任何父资源或该服务组脱机。
OfflineHold 和 OfflineGroup 互相排斥。

FaultOnMonitorTimeouts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当监视程序超时次数达到该指定值后，将通过调用 clean 函数来关闭相应资源。然后根
据 RestartLimit 属性中设置的值，将资源标记为 FAULTED，或重新启动资源。
当 FaultOnMonitorTimeouts 设置为 0 时，监视器故障不一定表示资源发生了故障。值
较低可能会导致虚假的资源故障，特别是在负载较重的系统上。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4

FaultPropagation

指定当资源出现故障时 VCS 是否应该将故障向上传播到父资源并使整个服务组脱机。

（由用户定义）

值 1 表示如果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则资源出现故障时 VCS 会对服务组进
行故障转移；值 0 表示资源出现故障时，无论 Critical 属性为何值，VCS 都不会使其
他资源脱机。服务组无法在资源出现故障时进行故障转移。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FireDrill

指定是否针对资源类型启用防火练习。如果值是：

（由用户定义）

■

0：禁用防火练习。

■

1：启用防火练习。

您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InfoInterval

代理框架针对特定资源类型的 ONLINE 资源调用 info 函数之前的持续时间（秒）。

（由用户定义）

如果设置为 0，则代理框架不会定期调用 info 函数。要手动调用 info 函数，请使用命
令 hares -refreshinfo。例如，如果所指定的值为 30，则每 30 秒针对特定资源类型
的所有 ONLINE 资源调用一次该函数。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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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Offline

定义某个已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有意停止时 VCS 如何做出反应。

（由用户定义）

请为能够支持检测不受 VCS 控制的有意脱机的代理添加此属性。请注意，有意脱机功
能仅可用于注册为 V51 或更高版本的代理。
当值为 0 时，如果支持的资源不受 VCS 控制而发生脱机，代理就会注册服务组的故障
状态或者启动其故障转移。
当值为 1 时，如果相应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控制而停止，VCS 就会使资源脱机。

LogDbg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示针对资源类型或代理框架启用的调试严重性。代理函数所使用的调试严重性介于
DBG_1 和 DBG_21 之间。将使用严重性 DBG_AGINFO、DBG_AGDEBUG 和
DBG_AGTRACE（依次表示详细程度从最低至最高）记录来自代理框架的调试消息。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无）

可以覆盖 LogDbg 属性。使用 LogDbg 属性可以在资源级别设置 DBG_AGINFO、
DBG_AGTRACE 和 DBG_AGDEBUG 严重性，但是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这些级别都
是代理类型特定的。Veritas 建议在资源级别使用 LogDbg 属性将值设置为 DBG_1 和
DBG_21 之间的值。
LogFileSize
（由用户定义）

LogViaHalog
（由用户定义）

指定代理日志文件的大小（字节）。最小值为 64 KB。最大值为 134217728 字节
(128MB)。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3554432 (32MB)

允许根据配置的值将所有入口点的日志记录到各自的代理日志文件中或引擎日志文件
中。
■

0：代理的日志记录到各自的代理日志文件中。

■

1：使用 halog 命令将 C/C++ 入口点的日志记录到代理日志文件中，将脚本入口
点的日志记录到引擎日志文件中。

类型：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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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eWaitLimit

完成迁移过程之后等待资源迁移的监视间隔数。MigrateWaitLimit 适用于源节点和目标
节点，因为迁移操作会使资源在源节点上脱机并在目标节点上联机。您还可以将
MigrateWaitLimit 定义为完成迁移过程之后等待资源在源节点上脱机的监视间隔数，以
及资源在源节点上脱机之后等待资源在目标节点上联机的监视间隔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2

注意： 可以覆盖此属性。
已设置 MigrateWaitLimit 且资源等待迁移时，将统计手动触发的探测。例如，如果将资
源的 MigrateWaitLimit 设置为 5，将 MonitorInterval 设置为 60（秒），则该资源最多
等待 5 个监视间隔（即，5 乘以 60），如果 MigrateWaitLimit 内的所有 5 个监视器均
报告资源在源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则会设置 ADMIN_WAIT 标志。如果运行其他探
测，资源将等待 4 个监视间隔（即，4 乘以 60），如果第 4 次监视报告源节点上的状
态不是联机状态，则会设置 ADMIN_WAIT 标志。该过程将重复 5 个完整的周期。同
样，如果资源未在 MigrateWaitLimit 内转至联机状态，则会设置 ADMIN_WAIT 标志。
MigrateTimeout

迁移过程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终止。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0 秒

注意： 可以覆盖此属性。
MonitorInterval

对 ONLINE 或正在转换的资源的两次连续监视调用之间的持续时间（秒）。

（由用户定义）

如果存在同一类型的多个资源，则值较低可能会影响性能。值较高时，检测到故障资
源的时间可能会延迟。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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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StatsParam

用于存储计算监视时间统计数据所需的参数值。

（由用户定义）

static str MonitorStatsParam = {Frequency = 10,
ExpectedValue = 3000, ValueThreshold = 100,
AvgThreshold = 40}
Frequency： 经过此数目的监视周期之后，计算平均监视周期时间，并将其发送给该
引擎。 如果配置该属性，则其值必须介于 1 与 30 之间。值 0 指示不应该计算监视周
期时间。 默认值 = 0。
ExpectedValue：此类型的所有资源的预期监视时间（以毫秒为单位）。默认值 = 100.
ValueThreshold：预期监视周期时间 (ExpectedValue) 和实际监视周期时间之间可接受
的百分比差异。默认值 = 100.
AvgThreshold： 监视周期时间的基准平均值和移动平均值之间可接受的百分比差异。
默认值 = 40.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每个参数具有不同的值。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用途的线程。

（由用户定义）

如果代理管理的资源的数目小于或等于 NumThreads 值，则只会在代理中创建该数目
的线程。添加更多资源不会创建更多的服务线程。类似地，删除资源会导致服务线程
退出。因此，如果将 NumThreads 设置为 1，则无论资源数目是多少都会强制代理只
使用 1 个服务线程。代理框架将此属性的最大值限制为 30。

OfflineMonitorInterval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OfflineWaitLimit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0

对 OFFLINE 资源的两次连续监视调用之间的持续时间（秒）。如果设置为 0，则不监
视 OFFLINE 资源。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完成脱机过程之后等待资源脱机的监视时间间隔数。如果资源脱机所用的时间较长，
则增大此属性的值。
已设置 OfflineWaitLimit 且资源等待脱机时，将统计手动触发的探测。例如，假设将资
源的 OfflineWaitLimit 设置为 5，将 MonitorInterval 设置为 60。该资源最多等待 5 个
监视间隔（5 乘以 60），如果 OfflineWaitLimit 内的所有 5 个监视器均报告资源处于联
机状态，则会调用 Clean 代理函数。如果用户触发一个探查器，资源将等待 4 个监视
间隔（4 乘以 60），如果第 4 次监视未报告 OFFLINE 状态，则会调用 Clean 代理函
数。如果用户再触发一个探测，则会再占用一个监视周期，资源将等待 3 个监视间隔
（3 乘以 60），如果第 3 次监视未报告 OFFLINE 状态，则会调用 Clean 代理函数。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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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Class

用于控制 online 代理函数（入口点）的调度等级。此属性控制等级，确定入口点是采
用 C 代码还是脚本形式。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的以下值有效：
■

RT（实时）

■

TS（分时）

■

-1 - 指示 VCS 不使用此属性来控制入口点的调度等级。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OnlinePriority
（由用户定义）

用于控制 online 代理函数（入口点）的调度优先级。此属性控制优先级，确定入口点
是采用 C 代码还是脚本形式。
此属性的以下值有效：

■

0 - 已配置的调度等级（由操作系统的 OnlineClass 指定）的默认优先级值。
Veritas 建议将 OnlinePriority 属性的值设置为 0。
大于 0 - 大于操作系统的默认优先级的值。

■

-1 - 指示 VCS 不使用此属性来控制入口点的调度优先级。

■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OnlineRetryLimit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尝试使资源联机不成功时重试 online 操作的次数。只有实现了清除操作时，此参数才
有意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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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OnlineWaitLimit

完成联机过程之后等待资源联机的监视间隔数。如果资源联机所用的时间可能较长，
则增大此属性的值。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Operations
（由用户定义）

用户触发的每个探查命令都被视为一个监视间隔。例如，假定将资源的 OnlineWaitLimit
设置为 5。这意味着 5 个监视间隔后会将资源转至 FAULTED 状态。如果用户触发一
个探测，则在第 4 次监视未报告 ONLINE 状态的情况下，资源将在 4 个监视周期后进
入 FAULTED 状态。如果用户再触发一个探测，则会再占用一个监视周期，在第 3 次
监视未报告 ONLINE 状态的情况下，资源将进入 FAULTED 状态。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2

指示相应类型的资源的有效操作。值为 OnOnly（只能联机）、OnOff（可以联机和脱
机）、None（无法联机或脱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OnOff

RestartLimit

在资源意外脱机后且 VCS 将其声明为 FAULTED 之前重试使资源联机的次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默认值：0

ScriptClass

指示代理所创建的脚本进程（例如联机）的调度等级。

（由用户定义）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TS

■

ScriptPriority

指示代理所创建的脚本进程的优先级。

（由用户定义）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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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由用户定义）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types.cf

SupportedActions

资源类型的有效操作令牌。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 {}

SupportedOperations

表示资源类型或代理的其他操作。仅支持 migrate 关键字。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ToleranceLimit

资源联机之后，monitor 函数返回 OFFLINE 多少次之后才将资源声明为 FAULTED。

（由用户定义）

值较大，检测到确实出现故障的资源的时间可能会延迟。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此属性用于 VCS 通知。 发生与代理的资源类型相关的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
定的人员发送通知。如果该类型的代理出现故障或重新启动，则 VCS 将向 TypeOwner
发送通知。请注意，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触发通知。

TypeOwner
（由用户定义）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TypeOwner 或发送给至少一
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例如：jdoe@example.com

在 TypeRecipients 属性中设置的电子邮件 ID 接收与特定代理相关的事件的电子邮件通
知。 仅向与某个代理相关的两种事件类型发送通知：

TypeRecipients
（由用户定义）

■

代理故障 - 警告

■

代理重新启动 - 信息

服务组属性
表 C-3 列出了服务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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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属性

服务组属性

定义

ActiveCount

服务组中处于活动状态（联机或等待进行联机）的资源数。当此数值
降至零时，会将服务组视为处于脱机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AdministratorGroups

拥有服务组管理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组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适用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无）

Administrators

拥有组管理权限的 VCS 用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注意：Group Administrator 可以执行与特定服务组相关的所有操
作，但是不能执行通用群集操作。
请参见第 59 页的“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Authority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无）

指示是否允许本地群集使服务组联机。如果设置为 0，则不允许；如
果设置为 1，则允许。对于特定的全局组，只有一个群集可以将此属
性设置为 1。
请参见第 331 页的“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AutoClearCount
（仅供系统使用）
AutoClearInterval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示 VCS 引擎尝试清除出现故障且无故障转移目标的服务组的次
数。仅当为服务组设置了 AutoClearLimit 属性时，才会使用此属性。
指示自动清除出现故障且无故障转移目标的服务组的时间间隔（秒）。
仅当将 AutoClearLimit 设置为非零值时，才会清除该状态的服务组。
默认值：0

AutoclearLimit
（由用户定义）

定义尝试清除故障状态的服务组的次数。当设置为零时，禁用自动清
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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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Disabled

表明 VCS 不了解服务组（或并行服务组的指定系统）的状态。出现
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在 SystemList 属性中未探查到该组（或并行
组的指定系统）。或者 VCS 引擎未在 SystemList 属性中指定的某个
节点上运行，但是该节点可见。

（仅供系统使用）

当 VCS 不知道节点上服务组的状态但您希望 VCS 认为该服务组已
启用时，请执行此命令将 AutoDisabled 值更改为 0。
hagrp -autoenable grp -sys sys1
此命令指示 VCS，即使 VCS 已将服务组标记为自动禁用，您也会确
信服务组未在 sys1 上联机。对于故障转移服务组，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现在可以使服务组在剩余节点上联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AutoFailOver

指示当服务组出现故障时 VCS 是否启动自动故障转移。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0 - VCS 不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

1 - 如果存在某个适合进行故障转移的节点，则 VCS 会自动对该
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249 页的“ 关于控制服务组或系统出现故障时的故障转移”。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AutoRestart

在出现故障的持久性资源联机之后重新启动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0 - 禁用 Autorestart。

■

1 - 启用 Autorestart。

■

2 - 当出现故障的持久性资源在故障后恢复时，VCS 引擎清除系
统上所有出现故障的非持久性资源的故障。然后重新启动服务组。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注意：此属性仅适用于包含持久性资源的服务组。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AutoStart

指定启动 VCS 时是否自动启动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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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tartIfPartial

指示如果在 VCS 启动时探查到服务组并发现该服务组处于 PARTIAL
状态，是否使此服务组联机。

（由用户定义）

AutoStartLis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在特定情况下（通常是在系统引导时），其上的服务组将随 VCS 一
起启动的系统的列表。 例如，如果某个系统是故障转移服务组的
AutoStartList 属性的成员，并且服务组尚未在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上运
行，则在启动该系统时会使此服务组联机。
VCS 使用 AutoStartPolicy 属性来确定使服务组在哪个系统上联机。

注意：对于要启动的服务组，必须启用 AutoStart 并且 Frozen 必须
为 0。此外，从 1.3.0 开始，必须在设置此属性之前定义 SystemList
属性。

AutoStartPolicy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无）

设置 VCS 使用的策略，用以确定当存在多个系统时，在自动启动操
作期间服务组会在哪个系统上联机。
此属性有三个选项：
Order（默认值）- 按照在 AutoStartList 属性中定义的系统顺序来选
择系统。
Load - 按照在 AvailableCapacity 系统属性中指定的系统容量的顺序
选择系统。首先选择容量最大的系统。

注意： 当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时，无法设置值 Load。
Priority - 按照 SystemList 属性中的优先级顺序来选择系统。首先选
择优先级最低的系统。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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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Reserved

指示是否保留容量以用于使服务组联机或故障转移。仅当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时才会保留容量。

（仅供系统使用）

此属性已本地化。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

■

默认值: ""

可能的值：
1：保留容量。
0：不保留容量。
可以使用 hagrp -flush 命令重置该值。
要列出该属性，请将 -all 选项与 hagrp -display 命令结合使用。
ClusterFailOverPolicy 确定全局服务组在群集或全局组出现故障时的行为方式。此属性可以
使用以下值：
（由用户定义）
Manual - 该组无法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Auto - 如果该组无法在本地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或者整个群集出现故
障，则会自动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群集。
Connected - 仅当该组无法在本地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时，才会自动
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群集。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Manual

ClusterList

指定配置为运行该服务组的群集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无）

CurrentCount

服务组在其上处于活动状态的系统的数量。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DisableFaultMessages 禁止将组及其资源的故障和故障转移消息记录到 VCS 引擎日志文件
中。此属性不会禁止将信息消息记录到日志文件中。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0 - 记录服务组及其资源的所有故障和故障转移消息。

■

1 - 禁用服务组的故障和故障转移消息，但继续记录资源消息。

■

2 - 禁用服务组资源的故障和故障转移消息，但继续记录服务组消
息。
3 - 禁用服务组及其资源的故障和故障转移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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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rAutoStart

指示当全局群集尚未完全连接时 HAD 是否推迟自动启动本地群集中
的全局组。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nabled

指示服务组是否可以故障转移或联机。

（由用户定义）

该属性可以具有全局作用域或局部作用域。如果您为此属性定义局部
（系统特定的）作用域，则 VCS 会阻止该服务组在属性值为 0 的指
定系统上联机。可以使用此属性阻止在系统上执行维护时在系统上进
行故障转移。

Evacuate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指示当用户执行 hastop -local -evacuate 时 VCS 是否启动自动
故障转移。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Evacuating

指示从其中迁移服务组的节点 ID。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vacList

包含低优先级服务组及将迁移这些服务组的系统对的列表。

（仅供系统使用）

例如：
Grp1 EvacList

grp2 Sys0

grp3 Sys0

grp4 Sys4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默认值：不适用。
EvacuatingForGroup 显示正在迁移的高优先级服务组的名称。只有在执行迁移时，服务组
名称才可见。
（仅供系统使用）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不适用。
故障转移

指示服务组正在进行故障转移。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476

VCS 属性
服务组属性

服务组属性

定义

FailOverPolicy

定义 VCS 使用的故障转移策略，用以确定组会故障转移到哪个系
统。它也用于确定执行手动操作时，服务组会在哪个系统上联机。

（由用户定义）

该策略仅为包含多个系统的群集而定义：
Priority - 选择在 SystemList 属性中定义的优先级最低的系统。
Load - 选择 AvailableCapacity 值最高的系统。
RoundRobin - 根据系统承载的活动服务组选择系统。首先选择活动
服务组数最少的系统。
BiggestAvailable - 根据 SystemList 中所有系统的预测可用容量选择
系统。选择预测可用容量最高的系统。

注意：当 VCS 检测到两个 Priority、Load、RoundRobin 或
BiggestAvailable 策略值相同的系统时，VCS 会按字母顺序选择节
点。
将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的先决条件：

FaultPropagation
（由用户定义）

■

必须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

Veritas 建议群集属性 HostMeters 应至少包含一个键。

■

服务组属性 Load 必须至少包含一个键。

■

当服务组属性 CapacityReserved 设置到 1 时，您无法将属性从
BiggestAvailable 更改为某个其他值，因为 VCS 引擎在为服务组
确定 BiggestAvailable 时会保留系统容量。
当服务组联机切换完成时，在下一个预测周期后，
CapacityReserved 会被重置。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Priority

指定当资源出现故障时 VCS 是否应该将故障向上传播到父资源并使
整个服务组脱机。
值 1 指示如果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则资源出现故障时
VCS 会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值 0 指示资源出现故障时，无论
Critical 属性为何值，VCS 都不会使其他资源脱机， 服务组无法在资
源出现故障时进行故障转移。

FromQ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指示服务组从其进行故障转移的系统名称。当组事件（例如组内的资
源故障或组切换）直接导致服务组故障转移时，便会指定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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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zen

禁用代理执行的所有操作，包括自动启动、联机、脱机以及故障转移
（监视操作除外）。（VCS 提供的所有代理都遵守此约定。）

（仅供系统使用）

GroupOwner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未冻结）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和日志记录。当发生与服务组相关的
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请注意，
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触发通知。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GroupOwner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
义的收件人。

GroupRecipients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 当发生与服务组相关的事件并且事
件的严重性级别等于或大于此属性中指定的级别时，VCS 会向该属
性中指定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GroupRecipients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电子邮件 ID：注册为通知收件人的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严重性：必须发送通知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Guests

拥有服务组 Guest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适用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IntentOnline

指示要使服务组保持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如果已尝试使服务组联机，则 VCS 将此属性设置为 1。
对于故障转移组，VCS 会在组脱机时将此属性设置为 0。
对于并行组，当组脱机或者当组出现故障且可以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
统时，将系统的此属性设置为 0。
如果 VCS 尝试自动启动服务组，则 VCS 会将服务组的此属性设置
为 2；例如，尝试在 AutoStartList 中的某个系统上使服务组联机。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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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OnlineList

列出在第一次探查时发现可有意联机的资源处于 ONLINE 状态的节
点。 IntentionalOnlineList 与 AutoStartList 一起用来确定当群集启动
时服务组应转为联机状态的节点。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不适用

LastSuccess

指示服务组上次联机的时间。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Load

指示系统上的服务组施加的多维值表示负载。

（由用户定义）

当群集属性 Statistics 未启用时，允许的键值为 Units。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适用的其他注意事项如下：
■

ManageFaults
（由用户定义）

当群集中的服务组属性 CapacityReserved 设置为 1 时以及当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时，您无法更改此属性。
这是因为 VCS 引擎会根据服务组属性 Load 保留系统容量。
当服务组联机切换完成时，在下一个预测周期后，
CapacityReserved 会被重置。

指定 VCS 是否通过对资源调用 Clean 函数来管理服务组内的资源故
障。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NONE - VCS 不会对组中的任何资源调用 Clean 函数。您必须手动
地处理资源故障。
请参见第 251 页的“ 关于控制在资源发生故障时的 Clean 行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ALL

ManualOps

指示是否允许对服务组执行手动操作。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 = 1（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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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Weight

代表为群集属性的 HostMeters 键指定的权重，以便在多个系统满足
服务组属性的负载要求时确定适用于该服务组的目标系统。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在 main.cf 中配置该属性或在运行时更改该属性的其他注意事项：
■

■

■

■

MigrateQ
（仅供系统使用）

NumRetries
（仅供系统使用）

OnlineAtUnfreeze
（仅供系统使用）

OnlineClearParent

这是可选的服务组属性。如果没有为组定义该属性，VCS 会考虑
群集属性 MeterWeight。
要在单个组级别覆盖该属性，请在运行时或在 main.cf 文件中定
义该属性。请确保键是群集属性 HostAvailableMeters 的子集。
当群集中的服务组属性 CapacityReserved 设置为 1 时，您无法
更改此属性。
键值表示对应参数的权重。它应该在 0 到 10 范围内。

指示服务组从其中迁移的系统。当间接导致组故障转移（例如系统关
闭或者链接到该组的其他组出现故障）时，便会指定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指示尝试使服务组联机的次数。仅当为服务组设置了 OnlineRetryLimit
属性时，才会使用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当某个节点或某个服务组已冻结时，OnlineAtUnfreeze 属性会指定
在解冻它或某个节点后脱机服务组如何作出反应。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当为服务组启用此属性并且服务组联机或被检测到联机时，VCS 会
清除联机类型（例如本地联机、全局联机和远程联机）的所有父组的
故障。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例如，假设父组和子组均出现故障并且它们均无法故障转移。后来，
当 VCS 尝试使子组联机并且该组联机或被检测到联机时，VCS 引擎
会清除父组的故障，从而也允许 VCS 重新启动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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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RetryInterval

表示一个时间间隔（秒），如果在该间隔内服务组在同一系统上成功
重新启动后又出现故障，则应当进行故障转移，即使属性
OnlineRetryLimit 非零也是如此。这可防止组在同一系统上连续出现
故障并重新启动。

（由用户定义）

OnlineRetryLimi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如果该属性非零，则指定 VCS 引擎在放弃重新启动出现故障的服务
组并尝试将组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统之前，尝试在出现组故障的系统
上重新启动故障服务组的次数。
如果为服务组设置此属性，则请为 OnlineRetryInterval 属性设置一
个非零值。这可以确保服务组不会在某个节点上出现故障，然后又在
同一节点上重新启动。

OperatorGroups
（由用户定义）

Operators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拥有服务组 Operator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组的列表。此属性适用于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拥有组操作权限的 VCS 用户的列表。Group Operator 只能执行与特
定组相关的联机/脱机以及临时冻结/取消冻结操作。
请参见第 59 页的“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Parallel

指示服务组是故障转移 (0)、并行 (1) 还是混合型 (2) 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PathCount
（仅供系统使用）

路径中尚未脱机的资源数。当此数值降至零时，引擎可以在发生严重
故障的情况下使整个服务组脱机。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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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Intention

在 hagrp -online -propagate 命令和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命令中所列出的服务组上充当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如果依赖关系树中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设置为非零值，则此属性
阻止服务组进行任何其他操作。PolicyIntention 可以使用三个值。
■

值 0 表示服务组不属于 hagrp -online -propagate 操作或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操作的一部分。

■

值 1 表示服务组属于 hagrp -online -propagate 操作的一
部分。
值 2 表示服务组属于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操作的
一部分。

■

PreOnline
（由用户定义）

指示 VCS 引擎不应当以使服务组联机来响应手动组联机、组自动启
动或组故障转移。该引擎应该运行 PreOnline 触发器。
对于此属性，您可以设置一个局部值（为每个系统各自设置），也可
以设置一个全局值。借助为每个系统各自设置的值，可以控制群集中
特定节点上的 PreOnline 触发器的触发。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本地更改为全局：
# hagrp -loc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全局更改为本地：
# hagrp -glob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value> ... | <key> ... | {<key> <value>} ...
有关 -local 和 -global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与 hagrp 命令
关联的手册页。
PreOnlining
（仅供系统使用）

表示 VCS 引擎已调用 preonline 脚本，但是此脚本在组联机之后仍
未返回。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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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nlineTimeout

定义 preonline 脚本对组运行命令 hagrp -online -nopre 可用的最
长时间（秒）。请注意，HAD 仅在迁移过程中使用此超时设置。例
如，当用户在正在迁移服务组的系统上运行命令 hastop -local
-evacuate 且调用 Preonline 触发器时。

（由用户定义）

先决条件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一组无序 name=value 对，表示服务组所需的特定资源。如果不满足
先决条件，则组无法联机。Prerequisites 的格式为：
Prerequisites() = {Name=Value, name2=value2}。
设置 Prerequisites 时使用的名称是任意的，不是从系统获取的。请
将 Prerequisites 中列出的 name=value 对与 Limits() 中列出的相同
name=value 对相匹配。
请参见第 267 页的 System limits and service group prerequisites。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PrintTree

指示是否将资源依赖关系树写入配置文件中。值 1 指示写入该树。

（由用户定义）

注意：对于超大型配置，输出树和转储配置所用的时间会很长。

Priority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允许用户指定服务组并确定其优先级。VCS 不解释该值；相反，用
户可以使用此属性来配置服务组的优先级以及响应特定事件所需的操
作序列。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Probed

指示组中所有已启用的资源是否已被各自的代理检测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ProbesPending

每个系统上尚待代理检测的资源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Responding
（仅供系统使用）

表示 VCS 引擎正在响应故障转移事件并正在使服务组联机或对节点
进行故障转移。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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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仅供内部使用。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由用户定义）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路径。
在配置此属性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main.cf

State

每个系统上的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OFFLINE - 所有非持久性资源均处于脱机状态。
ONLINE - AutoStart 属性等于 1 的所有资源均处于联机状态。
FAULTED - 组中至少有一个关键资源出现故障或者受到故障的影响。
PARTIAL - 至少有一个（但不是全部）Operations=OnOff 的资源处
于联机状态，并且不是所有的 AutoStart 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
STARTING - 组正尝试进行联机。
STOPPING - 组正尝试进行脱机。
MIGRATING - 组正尝试将源系统中的资源迁移到目标系统中。此状
态应该仅会以多种状态的组合形式出现，例如，
ONLINE|STOPPING|MIGRATING、
OFFLINE|STARTING|MIGRATING 和 OFFLINE|MIGRATING。
组状态可以是上述多种状态的组合。例如，OFFLINE | FAULTED、
OFFLINE | STARTING、PARTIAL | FAULTED、PARTIAL |
STARTING、PARTIAL | STOPPING、ONLINE | STOPPING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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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DownPolicy

确定当系统关闭时是否自动禁用服务组，以及当系统重新启动或正常
关闭时是否使服务组脱机。

（由用户定义）

如果 SysDownPolicy 包含 AutoDisableNoOffline 键，则下列条件适
用：
■

当系统关闭、正常关闭或检测为关闭时，自动禁用服务组。

■

当系统重新启动或正常关闭时，不使服务组脱机。

有效值：空的键列表或 AutoDisableNoOffline 键
默认值：空的键列表
例如，如果 SysDownPolicy 为 AutoDisableNoOffline 的服务组在系
统 sys1 上联机，则它对于各种命令有以下影响：
■

拒绝 sys1 的 hastop -local -evacuate 命令

■

接受 hastop -sysoffline 命令，但是不使 SysDownPolicy
为 AutoDisableNoOffline 的服务组脱机。
拒绝 hastop -all 命令。

■

SystemList
（由用户定义）

SystemZones
（由用户定义）

配置为运行该服务组的系统及其优先级的列表。数值较低指示首选该
系统作为故障转移目标。

注意：必须在设置 AutoStartList 属性之前定义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无）

指示 SystemList 属性内授予故障转移优先权的虚拟子列表。值为字
符串/整数对。字符串键是 SystemList 属性中的系统名称，整数是区
域编号。具有同一区域编号的系统是同一区域的成员。如果服务组在
区域中的某个系统上出现故障，则无论 FailOverPolicy 属性授予何种
策略，都会授予此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一区域内其他系统的优先权。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无）

注意：当 SiteAware 设置为 1 且定义了站点时，您无法修改此属
性。
Tag

标识针对特定 VCS 产品创建的特殊用途的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TargetCount

指示应该使服务组联机的目标系统的数量。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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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rozen

指示是否可以使服务组在群集中的节点上联机或脱机。如果该属性的
值为 1，则无法使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由用户定义）

ToQ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未冻结）

指示该服务正在故障转移到的节点名称。当组事件（例如组内的资源
故障或组切换）直接导致服务组故障转移时，便会指定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TriggerEvent

仅供内部使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TriggerPath

用于自定义触发器路径。

（由用户定义）

如果启用了触发器，但触发器路径为 ""（默认），则 VCS 会从
$VCS_HOME/bin/ 目录调用触发器。如果指定备用目录，则 VCS 会
从该路径调用触发器。该值区分大小写。VCS 不删除 Trigger Path
值中的前导空格或尾随空格。如果路径包含前导空格或尾随空格，则
触发器可能无法执行。
您所指定的路径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VCS_HOME/TriggerPath/Trigger
例如，如果 TriggerPath 设置为 mytriggers/sg1，则 VCS 会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preonline/ 目录中查找 preonline 触发
器脚本。

TriggerResFaul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定义 VCS 在资源出现故障时是否调用 resfault 触发器。值 0 指示
VCS 不调用此触发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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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ResRestart

确定在资源重新启动时是否调用 resrestart 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关于 resrestart 事件触发器”。
要针对特定资源调用 resrestart 触发器，请在资源级别启用此属性。
请参见第 454 页的“资源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禁用）

TriggerResStateChange 确定在资源状态发生更改时是否调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 resstatechange 事件触发器”。
要针对特定资源调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请在资源级别启用此
属性。
请参见第 454 页的“资源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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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sEnabled

确定是否启用特定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默认情况下禁用触发器。您可以在全部节点或选定的节点上启用特定
触发器。有效值为 VIOLATION、NOFAILOVER、PREONLINE、
POSTONLINE、POSTOFFLINE、RESFAULT、
RESSTATECHANGE 和 RESRESTART。
要在节点上启用触发器，请采用以下格式添加触发器键：
TriggersEnabled@node1 = {POSTOFFLINE, POSTONLINE}
在节点 1 上启用 postoffline 和 postonline 触发器。
要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启用触发器，请采用以下格式添加触发器
键：
TriggersEnabled = {POSTOFFLINE, POSTONLINE}
这样便会在所有节点上都启用 postoffline 触发器和 postonline 触发
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本地更改为全局：
# hagrp -loc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全局更改为本地：
# hagrp -glob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value> ... | <key> ... | {<key> <value>} ...
有关 -local 和 -global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与 hagrp 命令
关联的手册页。
TypeDependencies
（由用户定义）

通过有序列表，在服务组列表中指定的资源类型与各个资源类型的所
有实例之间创建依赖关系。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UnSteadyCount

代表用于未决的联机或脱机操作的资源总数目。它是本地属性。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数

■

默认值：0

要列出该属性，请将 -all 选项与 hagrp -display 命令结合使用。
hagrp -flush 命令会重置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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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Assoc

该属性是一种自由形式的字符串关联属性，用于保存任何键值对。
Name 和 UITimeout 键由 VCS 运行状况视图保留。您不能删除这些
键或更新与这些键对应的值，但可以添加其他键并将其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 {}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本地更改为全局：
# hagrp -loc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全局更改为本地：
# hagrp -glob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value> ... | <key> ... | {<key> <value>} ...
有关 -local 和 -global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与 hagrp 命令
关联的手册页。
UserIntGlobal

将此属性用于任何用途。VCS 不使用它。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UserStrGlobal
（由用户定义）

VCS 在 ClusterService 组中使用此属性。请不要修改 ClusterService
组中的此属性。此属性可在其他服务组中用于任何用途。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0

UserIntLocal

将此属性用于任何用途。VCS 不使用它。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UserStrLocal

将此属性用于任何用途。VCS 不使用它。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系统属性
表 C-4 列出了系统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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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sStopped

当某个系统上运行的所有代理都停止时，此属性在该系统上
被设置为 1。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AvailableCapacity

指示系统的可用容量。

（仅供系统使用）

此属性的功能取决于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itics 的值。如果
Statisitics 的值是：
■

■

Enabled - 对 AvailableCapacity 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
响 VCS 的行为。
MeteringOnly 或 Disabled - 此属性根据使用 hasys
-load 命令指定的 Capacity、DynamicLoad（系统属性）
和 Load（服务组属性）填充。此值的键是 Units。

您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Capacity

代表系统的总容量。可能的值有：

（由用户定义）

■

■

Enabled - 属性 Capacity 由以绝对单位表示系统容量的计
量器自动填充。它具有 HostMeters 中指定的所有键，例
如 CPU、Mem 和 Swap。这些键的值按照群集属性
MeterUnit 中指定的相应单位进行设置。
当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时，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
如果启用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那么对 Capacity 所
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响 VCS 的行为。
MeteringOnly 或 Disabled - 如果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MeteringOnly 或 Disabled，则允许您为 Capacity
定义一个值。此值是相对于群集中的其他系统的相对值，
并不反映与特定系统关联的任何实际值。此值的键是
Units。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100 个单位。
例如，管理员可以为 16 处理器的系统赋值 200，为 8 处
理器的系统赋值 100。
如果将 Statistics 设置为 MeteringOnly 或 Disabled，您可
以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也可以在运行时修改该
值。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取决于为 Statistics 设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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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BlockCount

在系统加入群集时，配置中的 512 字节块的数目。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nfigCheckSum

16 位的配置校验和，标识系统何时加入群集。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nfigDiskState

在系统加入群集时，磁盘上的配置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nfigFile

包含配置文件的目录。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etc/VRTSvcs/conf/config

ConfigInfoCnt
（仅供系统使用）

本地节点根据新的成员集消息预计的未完成的 CONFIG_INFO
消息计数。在处理新成员集的简短时间内此属性非零。当值
返回到 0 时，群集中所有节点的状态便已确定。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nfigModDate

到系统加入群集为止，最后一次修改配置的日期。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PUThresholdLevel

根据各个级别日志的生成依据来确定 CPU 使用率的阈值。通

（由用户定义）

知级别为“严重”、“警告”、“通知”和“信息”，日志
存储在 engine_A.log 文件中。如果超过了“警告”级别，将
生成一则通知。在群集中，这些值在系统级别上可以配置。

■

例如，管理员可按以下方式设置 CPUThresholdLevel 的
值：
CPUThresholdLevel={Critical=95, Warning=80, Note=75,
Info=60}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Critical=90, Warning=80, Note=70, Info=60

■

■

CPUUsage

此属性已废弃。VCS 监视启动时的系统资源。

（仅供系统使用）
CPUUsageMonitoring

此属性已废弃。VCS 监视启动时的系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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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imits

当前由系统维护计算的 Limits 值。

（仅供系统使用）

CurrentLimits = Limits -（所有服务组 Prerequisites 的和）。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DiskHbStatus

已废弃的属性。指示任何系统上通信磁盘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DynamicLoad
（由用户定义）

EngineRestarted
（仅供系统使用）

EngineVersion
（仅供系统使用）

系统维护的当前动态负载值。该值是使用 hasys -load 命令
在 VCS 外部设置的。指定动态系统负载后，VCS 将不使用
静态组负载。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无）

指示群集中某个节点上的 hashadow 进程是否已重新启动
VCS 引擎 (HAD)。值 1 指示引擎已重新启动；值 0 指示引擎
尚未重新启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定 VCS 的主要版本、次要版本、维护修补程序版本以及局
部修补程序版本。
EngineVersion 属性的值采用十六进制格式。要检索版本信
息，请输入以下内容：
Major
Minor
Maint
Point

Frozen
（仅供系统使用）

Version: EngineVersion >> 24 & 0xff
Version: EngineVersion >> 16 & 0xff
Patch: EngineVersion >> 8 & 0xff
Patch: EngineVersion & 0xff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指示是否可以使服务组在该系统上联机。如果此属性值为 1，
则无法使组联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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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IPAddr

确定 VCS 用于接受连接的本地 IP 地址。其他 IP 地址上的传
入连接将被丢弃。如果未设置 GUIIPAddr，则默认行为是通
过所有已配置的本地 IP 地址接受外部连接。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61 页的“CLI 命令的用户权限”。

HostAvailableForecast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指示根据过去计量的 AvailableCapacity 而为群集中的系统预
测的可用容量。
如果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HostMonitor 代理
会自动填写此属性的值。它具有 HostMeters 中指定的所有
键，例如 CPU、Mem 和 Swap。这些键的值按照群集属性
MeterUnit 中指定的相应单位进行设置。
不能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LicenseType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指示系统所使用的基本 VCS 密钥的许可证类型。可能的值包
括：
0 - DEMO
1 - PERMANENT
2 - PERMANENT_NODE_LOCK
3 - DEMO_NODE_LOCK
4 - NFR
5 - DEMO_EXTENSION
6 - NFR_NODE_LOCK
7 - DEMO_EXTENSION_NODE_LOCK

Limits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一组无序 name=value 对，表示系统上可用的特定资源。名
称是任意的，可以由管理员设置任何值。名称不是从系统获
取的。
Limits 的格式为：Limits = { Name=Value, Name2=Value2}。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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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HbStatus

指示任意系统上的专用网络链接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可能的值包括：
LinkHbStatus = { nic1 = UP、nic2 = DOWN }
其中，nic1 的值 UP 表示 nic1 上显示的群集中至少有一个对
等端。
nic2 的值 DOWN 表示 nic2 上显示的群集中没有对等端。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LLTNodeId

显示文件中定义的节点 ID。

（仅供系统使用）

%VCS_HOME%\comms\llt\llttab.txt

LoadTimeCounter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系统维护的内部计数器，表示系统负载已高于
LoadWarningLevel 的秒数。每当系统负载降至
LoadWarningLevel 以下时，便会将此值重新设置为零。
如果启用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那么对 LoadTimeCounter
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响 VCS 的行为。

LoadTimeThreshold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如果系统负载等于或高于 LoadWarningLevel 的时间超过该
时间，将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如果设置为 0，则会禁
用过载计算。
如果启用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那么对
LoadTimeThreshold 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响 VCS 的行
为。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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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WarningLevel

负载达到临界限制时占总负载能力的百分比。如果设置为 0，
则会禁用过载计算。

（由用户定义）

例如，设置 LoadWarningLevel = 80 会将警告水平设置为
80%。
此属性可以设置为 1 到 100 的值。如果设置为 1，则只有当
系统负载等于系统负载能力的 1% 时才开始累计
LoadTimeCounter。如果设置为 100，则只有当系统负载等
于系统负载能力时才开始累计 LoadTimeCounter。
如果启用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那么对
LoadWarningLevel 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响 VCS 的行为。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80

MemThresholdLevel

根据生成日志的级别确定内存利用率的阈值。通知级别为“严

（由用户定义）

重”、“警告”、“通知”和“信息”，日志存储在
engine_A.log 文件中。如果超过了“警告”级别，将生成一
则通知。在群集中，这些值在系统级别上可以配置。
例如，管理员可按以下方式设置 MemThresholdLevel 的值：

■

MemThresholdLevel={Critical=95, Warning=80, Note=75,
Info=60}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Critical=90, Warning=80, Note=70, Info=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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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Record

用作带有预定义键的内部系统属性。仅在群集属性
AdpativePolicy 设置为 Enabled 时，才会更新此属性。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可能的键有：
■

AvailableGC：当 HostMonitor 代理更新系统属性
AvailableCapacity 时，存储群集属性 GlobalCounter 的
值。
如果处于运行状态的系统的 AvailableGC 值早于群集属性
GlobalCounter 的最后 24 个值，则表示：
■ 值不会以 HostMonitor 代理所要求的频率更新。
系统属性 AvailableCapacity 和 HostUtilization 的值会
失效。
ForecastGC：当系统 HostAvailableForecast 属性更新
时，存储群集属性 GlobalCounter 值。
如果处于运行状态的系统的 ForecastGC 值早于群集属性
GlobalCounter 的最后 72 个值，则表示：
■ HostMonitor 代理不会以要求的频率预测可用容量。
■

■

NoAutoDisable
（仅供系统使用）

■

系统属性 HostAvailableForecast 的值会失效。

■

当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时，如果
SystemList 中的任一运行中系统中的
HostAvailableForecast 值失效，则 VCS 不会应用
BiggestAvailable 策略。取而代之，它会考虑将 Priority
视为 FailOverPolicy 的值。

如果设置为 0，则此属性会在 VCS 引擎关闭时自动禁用服务
组。在引擎启动之前，这些组一直保持自动禁用状态（常规
成员集）。
此属性的值在节点加入（进入 RUNNING 状态）或离开群集
时更新。不能手动设置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NodeId

在以下位置中指定的系统（节点）标识：

（仅供系统使用）

%VCS_HOME%\comms\llt\llttab.txt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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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rpCnt

系统上已联机或即将联机的组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ReservedCapacity
（仅供系统使用）

指示当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时在系统上
为即将进入联机状态的服务组保留的容量。此属性包含
HostMeters 中指定的所有键（例如 CPU、Mem 和 Swap）。
这些键的值按照群集属性 MeterUnit 中指定的相应单位进行
设置。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当服务组完成联机切换时，在下一个预测周期后，
ReservedCapacity 会更新。
不能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ShutdownTimeout

确定是否将系统重新启动视为系统上运行的服务组的故障。

（由用户定义）

在许多系统上，重新启动时首先会停止进程，然后关闭系统。
当 VCS 引擎停止时，会自动禁用其 SystemList 属性中包括
故障系统的服务组。但是，如果系统在 ShutdownTimeout 中
指定的秒数内关闭，则会将以前在故障系统上联机的服务组
视为故障服务组并进行故障转移。Veritas 建议您根据关闭系
统所用的平均时间设置此属性。
如果不希望将系统重新启动视为故障，则将此属性的值设置
为 0。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20 秒

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由用户定义）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
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main.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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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pThresholdLevel

根据各个级别日志的生成依据来确定交换空间使用率的阈值。

（由用户定义）

通知级别为“严重”、“警告”、“通知”和“信息”，日
志存储在 engine_A.log 文件中。如果超过了“警告”级别，
将生成一则通知。在群集中，这些值在系统级别上可以配置。

■

例如，管理员可按以下方式设置 SwapThresholdLevel 的
值：
SwapThresholdLevel={Critical=95, Warning=80, Note=75,
Info=60}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Critical=90, Warning=80, Note=70, Info=60

■

■

SysInfo
（仅供系统使用）

提供特定于平台的信息，包括操作系统的名称、版本和发行
版本，运行该软件的系统的名称，以及硬件类型。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SysName

指示系统名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SysState

指示系统状态，例如 RUNNING、FAULTED、EXITED 等。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SystemLocation

指示系统的位置。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SystemOwner
（由用户定义）

将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和日志记录。当发生与系统
相关的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
通知。请注意，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
件都触发通知。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将通知发送给
SystemOwner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例如：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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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Recipients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 当发生与系统相关的事件
且事件的严重性级别等于或高于属性中指定的级别时，VCS
会将电子邮件通知发送给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

（由用户定义）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SystemRecipients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TFrozen
（由用户定义）

TRSE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电子邮件 ID：注册为通知收件人的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严重性：必须发送通知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指示是否可在节点上使服务组联机。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1，
则无法使服务组联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定距“Regular State Exit (常规状态退出)”的时间（秒）。
此时间为以下两个事件之间的持续时间：VCS 丢失 GAB 的
端口 h 成员集与 VCS 丢失端口 a 的成员集。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UpDownState

此属性具有四个值：

（仅供系统使用）

关闭 (0)：系统关闭，或者 GAB 和 LLT 未在系统上运行。
系统处于运行状态但不在群集成员集中 (1)：GAB 和 LLT 正
在运行，但是 VCS 引擎未运行。
系统处于运行状态且有危险 (2)：系统处于运行状态并且在群
集成员集中，但是只剩下一个网络链接 (LLT)。
系统处于运行状态 (3)：系统处于运行状态并且在群集成员集
中，且至少具有两条通往群集的链接。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UserInt

存储您要使用的整数值。VCS 不会解释此属性的值。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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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Features

指示已启用哪些 VCS 功能。可能的值包括：

（仅供系统使用）

0 - 未启用任何功能 (VCS Simulator)
1 - 已启用 L3+
2 - 已启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
尽管 VCSFeatures 属性是一个整型属性，当您使用 hasys
-value 命令或 hasys -display 命令查询该值时，该属性在
值为 1 时显示为字符串 L10N，在值为 2 时显示为 DR。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群集属性
表 C-5 列出了群集属性。
群集属性

表 C-5
群集属性

定义

AdministratorGroups

拥有群集管理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组的列表。此属性适用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
群集。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Administrators

包含拥有 Administrator 权限的用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AuthorizationControl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适用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它定义了 VCS 如何为具有本地或域管理员权
限的操作系统 (OS) 用户分配群集权限。操作系统用户必须定义为 VCS 用户，才能修
改此属性的默认值。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DEFAULT：为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和域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分配群集管理员权限。

■

NONE：不为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和域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分配群集管理员权限。在
本地系统帐户下运行的 Windows 服务在连接到 VCS 时将获得群集管理员权限。
您可以通过为 VCS 用户列表中的本地管理员和域管理员定义权限来覆盖此设置。
LOCAL：为本地管理员（而不是域管理员）分配群集管理员权限。
您可以通过为 VCS 用户列表中的域管理员定义权限来覆盖此设置。
GLOBAL：为域管理员（而不是本地管理员）分配群集管理员权限。
您可以通过为 VCS 用户列表中的本地管理员定义权限来覆盖此设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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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learQ

列出计划自动清除的服务组。此外，它还会指示自动清除组的时间。

（仅供系统使用）
AutoStartTimeout
（由用户定义）

AutoAddSystemtoCSG
（由用户定义）

BackupInterval
（由用户定义）

如果本地群集无法与一个或多个远程群集通信，则此属性指定 VCS 引擎应等待多少秒
后再为 AutoStart 全局服务组启动 AutoStart 进程。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50 秒

指示如果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群集中新加入的系统是否包含在该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值 1（默认值）表示新系统已添加到 ClusterService 的 SystemList
中。值 0 表示新系统未添加到 ClusterService 的 SystemList 中。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

以分钟为单位的时间段。经过该时间段后，如果配置处于可读写模式，VCS 将备份配
置文件。
值 0 指示 VCS 不备份配置文件。此属性应至少设置为 3。
请参见第 94 页的“安排对 VCS 配置文件进行自动备份”。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ClusState

指示群集的当前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lusterAddress

指定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由远程群集在连接到本地群集时使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ClusterLocation

指定群集的位置。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ClusterName

群集的名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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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Owner

此属性用于 VCS 通知。当发生与群集相关的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
发送通知。请注意，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触发通知。

（由用户定义）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ClusterOwner 或发送给至
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请参见第 302 页的“关于 VCS 事件通知”。

ClusterRecipients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例如：jdoe@example.com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 当发生与群集相关的事件且事件的严重性级别等于
或高于属性中指定的级别时，VCS 会将电子邮件通知发送给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ClusterRecipients 或发送给
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电子邮件 ID：注册为通知收件人的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严重性：必须发送通知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ClusterTime

自 1970 年 1 月 1 日以来经过的秒数。此数值由处于运行状态的最低节点定义。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mpareRSM
（仅供系统使用）

ConnectorState
（仅供系统使用）

CounterInterval
（由用户定义）

指示 VCS 引擎是否验证重复状态计算机的一致性。可以通过运行 hadebug 命令来设
置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示广域连接器 (wac) 的状态。如果为 0，则表示 wac 未运行。如果为 1，则表示
wac 正在运行并且正在与 VCS 引擎通信。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使用属性 GlobalCounter 计数的间隔，指示将导致 GlobalCounter 属性增大的广播发
生的大概频率。
可以通过更改 CounterInterval 来修改 GlobalCounter 增量的默认值。如果将此属性增
加到超过 5 秒，请考虑增加 Shutdown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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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issAction

指定当 GlobalCounter 没有随 CounterMissTolerance 与 CounterInterval 的乘积更新
时必须执行的操作。 可能的值为 LogOnly 和 Trigger。如果您将 CounterMissAction
设置为 LogOnly，则系统日志将在引擎日志和 Syslog 中记录消息。如果您将
CounterMissAction 设置为 Trigger，则系统调用默认操作为收集 comms tar 文件的触
发器。

（由用户定义）

CounterMissTolerance
（由用户定义）

CredRenewFrequency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LogOnly

指定从上次 GlobalCounter 更新到 VCS 报告问题之前所经过的时间间隔。如果
GlobalCounter 没有随 CounterMissTolerance 与 CounterInterval 的乘积更新，则 VCS
报告该问题。根据 CounterMissAction 值，执行适当操作。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20

多少天后 VCS 引擎会使用身份验证代理续订其凭据。例如，值 5 指示每隔 5 天续订
凭据；值 0 指示不续订凭据。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 = 0

DumpingMembership

指示引擎正在将配置写入或转储到磁盘。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向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nableFFDC

启用或禁用 FFDC 日志记录。 默认情况下，启用 FFDC 日志记录。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EnableVMAutoDiscovery

启用或禁用虚拟机自动发现。 默认情况下，虚拟机自动发现处于禁用状态。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EnablePBF
（由用户定义）

EnginePriority
（由用户定义）

启用或禁用基于优先级的故障转移。将其设置为 1 时，VCS 为确保满足系统加载要
求，会优先使高优先级服务组联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零）

HAD 的运行优先级。通常，优先级值越高表示调度优先级就越高。会为每个调度类分
配一个优先级值范围。有关优先级值范围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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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Shutdown

定义 hastop 命令的选项。此属性可以采用下列值：

（由用户定义）

Enable - 处理所有 hastop 命令。这是默认行为。
Disable - 拒绝所有 hastop 命令。
DisableClusStop - 不处理 hastop -all 命令；处理所有其他 hastop 命令。
PromptClusStop - 运行 hastop -all 命令之前提示用户进行确认；处理所有其他 hastop
命令。
PromptLocal - 在运行 hastop -local 命令之前提示用户进行确认；拒绝所有其他 hastop
命令。
PromptAlways - 在运行任何 hastop 命令之前都提示用户进行确认。

FipsMode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Enable

指示是否为群集启用了 FIPS 模式。此值取决于系统上的代理模式。如果将 FipsMode
设置为 1，则将启用 FIPS 模式。 如果将 FipsMode 设置为 0，则将禁用 FIPS 模式。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您可以按如下方式验证 FipsMode 值：
# haclus -value FipsMode

GlobalCounter

此计数器在每个计数器间隔内递增 1。在接收到广播时它会增大其值。

（仅供系统使用）

VCS 使用 GlobalCounter 属性来度量关闭系统所用的时间。默认情况下，每 5 秒更新
一次 GlobalCounter 属性。此默认值与 Shutdown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 600 秒结合
使用时，表示如果系统在 120 个 GlobalCounter 增量内关闭，视为故障。更改
CounterInterval 属性的值以修改 GlobalCounter 增量的默认值。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Guests

拥有群集 Guest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对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此属性有效。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GuestGroups

拥有群集 Guest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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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GuestAccess

指示在默认情况下，任何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是否都应享有群集的来宾访问权限。默
认的来宾访问权限可以是：

（由用户定义）

■

0：只有特权用户享有来宾访问权限。

■

1：每个人都享有来宾访问权限。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GroupLimit

最大服务组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200

HacliUserLevel

此属性具有两个区分大小写的值：

（由用户定义）

NONE - 对所有用户（无论是什么角色）禁用 hacli。
COMMANDROOT - 仅对 root 用户启用 hacli。

注意：命令 haclus -modify HacliUserLevel 只能由 root 用户执行。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NONE

HostAvailableMeters

列出可用于测量系统资源的计量器。您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键是参数的名称，值是计量库的名称。

HostMeters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由用户定义）

■

您可以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您无法在运行时修改该值。

LockMemory

控制内存中的 VCS 引擎页的锁定。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值区分大小写：

（由用户定义）

ALL： 锁定所有当前页和将来页。
CURRENT： 锁定当前页。
NONE： 不锁定任何页。

LogClusterUUID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ALL

在每个日志消息中，启用或禁用对于群集 UUID 的日志记录。默认情况下，不记录群
集 UUID。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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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Size

指示引擎日志文件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由用户定义）

最小值为 65536（等于 64KB）
最大值为 134217728（等于 128MB）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34217728 (128MB)

MeterControl

指示为 HostMeters 中指定的键计量和预测系统属性 AvailableCapacity 的时间间隔。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该属性包括下列键：

■

MeterInterval
HostMonitor 代理完成计量的频率（以秒为单位）。此键的值可以等于或大于 30。
默认值是 120，表示 HostMonitor 代理每隔 120 秒会计量可用容量并更新系统属性
AvailableCapacity 一次。HostMonitor 代理在每个监视周期中都会检查可用容量的
变化，当有变化时，HostMonitor 代理会在相同监视周期中更新值。仅当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或 MeterHostOnly 时，MeterInterval 值才适用。
ForecastCycle
计量周期数，经过这些周期之后可用容量预测即会完成。此键的值可以等于或大于
1。默认值是 3，表示每经过 3 个计量周期之后可用容量预测即会完成。假设默认
MeterInterval 值为 120 秒，则在 360 秒（6 分钟）之后预测即会完成。仅当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时，ForecastCycle 值才适用。

■

您可以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您无法在运行时修改该值。MeterInterval 和
ForecastCycle 的值适用于 HostMeters 的所有键。
MeterUnit

表示所测量参数的单位。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您可以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如果进行此配置，则它必须包含 HostMeters 中指定
的所有键的单位。您无法在运行时修改该值。
■

AvailableCapacity

■

HostAvailableForecast

■

Capacity

■

ReservedCapacity

键值 Mem 和 Swap 可以 MB 或 GB 为单位，而 CPU 可以 CPU、MHz 或 GHz 为单
位。
MeterWeight
（由用户定义）

指示服务组在群集中的默认计量权重。您可以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但无法
在运行时修改该值。如果在 main.cf 文件中定义此属性，则它必须至少定义一个键。
键的权重必须在 0 到 10 范围内。此属性仅允许来自 HostAvailableMeters 的键。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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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ier

指示群集中通知程序的状态；具体来说：

（仅供系统使用）

State - 通知程序的当前状态，例如它是否连接到 VCS。
Host - 当前正在运行通知程序或者上次运行通知程序的主机。默认值 = None
Severity - VCS 用于通知程序的排队消息的严重性级别。值包括 Information、Warning、
Error 和 SevereError。默认值 = Warning
Queue - VCS 用于通知程序的排队消息队列的大小。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每个参数具有不同的值。

OpenExternalCommunicationPort 指示是否允许在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进行通信。默认情况下，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
为 14141。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有效值：YES、NO

■

默认值：YES

■

YES：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是开放的。

■

NO：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不是开放的。

OperatorGroups

拥有群集 Operator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组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对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此属性有效。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Operators

拥有 Cluster Operator 权限的用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PanicOnNoMem
（由用户定义）

指示当 VCS 引擎 (HAD) 由于内存不足无法从 GAB 接收消息时，您希望它采取的操
作。
■

如果该值为 0，VCS 将退出并显示警告。

■

如果值为 1，则 VCS 将调用 GAB 库例程以警示系统。

■

默认值：0

PrintMsg

如果设置为 1，则在引擎日志中记录 TagM 消息。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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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Priority

VCS 引擎创建的进程的优先级。例如，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ReadOnly

指示群集处于只读模式。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

ResourceLimit

最大资源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5000

SecInfo
（由用户定义）

当 SecInfo 属性添加到将安全密钥作为属性值的 main.cf 文件中时，启用安全密码的
创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请参见第 90 页的“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
SecInfoLevel

表示密码加密权限级别。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R

请参见第 90 页的“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
SecureClus
（由用户定义）

指示群集是否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值 1 表示群集以安全模式运行。VCS 正在运行时不
能修改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SiteAware

指示是否为群集配置站点。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可能的值包括：
■ 1：配置站点。
■

0：不配置站点。

您可以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站点。当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进行配置时，此属性会自动设置为 1。如果没有为群集中的某些
节点配置站点信息，这些节点将被放置于默认站点下，且具有最低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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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由用户定义）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统计信息

指示是否启用统计数据收集，以及 FailOverPolicy 是否可以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Enabled
您无法在运行时修改该值。
可能的值包括：
■ Enabled：HostMonitor 代理会计量主机利用率，并预测群集中系统的可用容
量。如果设置此值，则任何服务组的 FailOverPolicy 均无法设置为 Load。
■ MeterHostOnly：HostMonitor 代理会计量主机利用率，但不会预测群集中系统
的可用容量。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无法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 Disabled：不启动 HostMonitor 代理。既不会计量主机利用率，也不会预测可
用容量。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无法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请参见第 471 页的“服务组属性”。
Stewards

运行 steward 进程的系统的 IP 地址和主机名。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

SystemRebootAction

确定是否在系统重新启动时忽略已冻结的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如果 SystemRebootAction 值为 IgnoreFrozenGroup，VCS 将忽略已冻结（TFrozen
和 Frozen）的服务组并使其余服务组脱机。如果已冻结的服务组对任何其他未冻结服
务组具有 firm 依赖关系或 hard 依赖关系，VCS 将显示错误。
如果 SystemRebootAction 值为空，VCS 将尝试使所有服务组脱机。由于 VCS 无法
在已冻结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正常停止，因此该节点上的应用程序可能会被
终止。

注意：SystemRebootAction 属性仅适用于系统重新启动时和系统关闭时。
TypeLimit

最大资源类型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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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s

VCS 用户列表。安装程序将 admin 用作默认用户名。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 ""

VCSFeatures

指示已启用哪些 VCS 功能。可能的值包括：

（仅供系统使用）

0 - 未启用任何功能 (VCS Simulator)
1 - 已启用 L3+
2 - 已启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
即使 VCSFeatures 是整型属性，当使用 haclus -value 命令或 haclus -display 命令查
询该值时，如果值为 1，则显示为字符串 L10N，如果值为 2 则显示为 DR。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VCSMode

表示对 VCS 的授权模式。

（仅供系统使用）

尽管 VCSMode 是一个整型属性，当您使用 haclus -value 命令或 haclus -display 命
令查询值时，该属性在值为 0 时显示为字符串 UNKNOWN_MODE，在值为 7 时显示
为 VCS。

WACPor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本地群集上的 wac（广域连接器）进程侦听远程群集连接所用的 TCP 端口。 类型和
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4155

心跳属性（用于全局群集）
表 C-6 列出了心跳属性。 这些属性适用于全局群集。
表 C-6

心跳属性

心跳属性

定义

AgentState

心跳代理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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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Arguments

要传递到 agent 函数的参数列表。对于 Icmp 代理，此属性可以是远程
群集的 IP 地址。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 ""

AYAInterval

两个心跳之间的间隔（秒）。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 秒

AYARetryLimit
（由用户定义）

AYATimeout
（由用户定义）

定义丢失心跳的最大次数，达到该次数后，代理将报告到群集的心跳丢
失。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

在取消心跳 AYA 函数之前，代理等待此函数返回 ALIVE 或 DOWN 的
最长时间（秒）。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

CleanTimeOut

Clean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取消。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ClusterList

远程群集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InitTimeout

Initialize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取消。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LogDbg

心跳的日志级别。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State

心跳的状态。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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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Timeout

Start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取消。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StopTimeout

Stop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取消而不停止心跳。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远程群集属性
表 C-7 列出了 RemoteCluster 属性。这些属性适用于远程群集。
表 C-7

远程群集属性

远程群集属性

定义

AdministratorGroups

拥有群集管理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组的列表。此属性适
用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

Administrators

包含拥有 Administrator 权限的用户的列表。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CID

远程群集的 CID。

（仅供系统使用）

请参见第 500 页的“群集属性”。

ClusState

指示本地群集感知到的远程群集的当前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lusterAddress
（由用户定义）

指定远程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由本地群集在连接到远程群
集时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ClusterName

群集的名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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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Timeout

指定建立 WAC 到 WAC 连接所需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DeclaredState
（由用户定义）

指定远程群集状态转换为 FAULTED 之后，该群集的声明状
态。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可以将该值设置为下列值中的任何一个：

EngineVersion
（仅供系统使用）

■

Disaster

■

Outage

■

Disconnect

■

Replica

指定 VCS 的主要版本、次要版本、维护修补程序版本以及
局部修补程序版本。
EngineVersion 属性的值采用十六进制格式。要检索版本信
息，请输入以下内容：
Major
Minor
Maint
Point

Version: EngineVersion >> 24 & 0xff
Version: EngineVersion >> 16 & 0xff
Patch: EngineVersion >> 8 & 0xff
Patch: EngineVersion & 0xff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Guests

拥有群集 Guest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的列表。

（仅供系统使用）

对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此属性有效。

OperatorGroups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拥有群集 Operator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组的列表。对于以
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此属性有效。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300 秒

Operators

拥有 Cluster Operator 权限的用户的列表。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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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ConnectInterval

指定连续两次尝试连接到远程群集之间的时间（以秒为单
位）。

（由用户定义）

SocketTimeou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5

指定 WAC 到 WAC 心跳的时间（以秒为单位）。如果在指
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 IAA，将假定与远程 WAC 的连接中
断。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80

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仅供系统使用）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
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VCSFeatures

指示已启用哪些 VCS 功能。可能的值包括：

（仅供系统使用）

0 - 未启用任何功能 (VCS Simulator)
1 - 已启用 L3+
2 - 已启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
即使 VCSFeatures 是整型属性，当使用 haclus -value 命令
或 haclus -display 命令查询该值时，如果值为 1，则显示为
字符串 L10N，如果值为 2 则显示为 DR。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VCSMode

表示对 VCS 的授权模式。

（仅供系统使用）

尽管 VCSMode 是一个整型属性，当您使用 haclus -value
命令或 haclus -display 命令查询值时，该属性在值为 0 时
显示为字符串 UNKNOWN_MODE，在值为 7 时显示为
VCS。

WACPort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远程群集上的 wac（广域连接器）进程侦听其他群集连接所
用的 TCP 端口。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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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LLT over UDP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配置 LLT over UDP

■

何时使用 LLT over UDP

■

LLT over UDP 配置

■

配置示例：直接连接的链路

■

配置示例：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路

■

问题和限制

关于配置 LLT over UDP
在 VCS 中，可以为使用广域网和路由器的群集使用基于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
层的 LLT，简称 LLT over UDP。UDP 使得 LLT 数据包可进行路由，因此可以更经
济地将其传输较长的距离。
VCS 群集配置向导 (VCW) 为使用 LLT over UDP 提供了必要的配置选项。可以在
使用 VCW 配置群集的同时配置 LLT over UDP。

何时使用 LLT over UDP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LLT over UDP：
■

必须在 WAN 上使用 LLT

■

硬件（例如刀片服务器）不支持 LLT over Ethernet

由于 LLT over UDP 的速度比 LLT over Ethernet 慢，因此，仅当硬件配置需要时才
应使用 LLT over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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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over UDP 配置
以下是 LLT over UDP 的配置清单。
■

确保在配置 LLT 之前，每个 NIC 都配置了 IP 地址。每个链路都必须位于不同
的子网中。请参见后面几节中的示例。

■

确保每个链路都具有唯一 UDP 端口；请勿分配公知端口。
请参见第 517 页的“选择 UDP 端口”。

■

为直接连接（非路由）的链路设置正确的广播地址。

■

对于跨 IP 路由器的链路，请在 llttab 文件中手动禁用广播功能并指定每个链
路的 IP 地址。该文件的默认路径是 %VCS_HOME%\comms\llt\llttab.txt
请参见第 519 页的“配置示例：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路”。

llttab 文件中的 link 命令
下表介绍了以下 llttab 文件示例中显示的 link 命令的字段。
请参见第 518 页的“配置示例：直接连接的链路”。
请参见第 519 页的“配置示例：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路”。
请注意，其中的某些字段与用于标准 LLT 链路的命令不同。
<tag-name>

由 LLT 用作标记的一个唯一字符串；例如 link1、link2...

<device>

UDP 协议的设备路径；例如 udp。

<node-range>

使用链路的节点。- 表示要将所有群集节点配置为使用该链路。

<link-type>

链路类型；对于 LLT over UDP，必须为 udp。

<udp-port>

链路的唯一 UDP 端口，范围为 49152-65535。
请参见第 517 页的“选择 UDP 端口”。

<MTU>

- 是默认设置，其值为 8192。可以根据配置增大或减小该值。lltstat
-l 命令可显示当前值。

<IP address>

本地节点上链路的 IP 地址。

<bcast-address> ■
■

对于启用了广播的群集，指定子网广播地址的值
对于跨路由器的群集，- 是默认设置。

llttab 文件中的 set-addr 命令
禁用了 LLT 的广播功能时（如 LLT 必须跨 IP 路由器时），需要使用 llttab 文件
中的 set-addr 命令。下表介绍了 set-addr 命令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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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19 页的“配置示例：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路”。
<node-id>

群集节点的 ID；例如 0。

<link
tag-name>

LLT 用于标识链路的字符串；例如 link1、link2...

<address>

为链路中的对等节点分配的 IP 地址。

选择 UDP 端口
下表提供了您在选择 UDP 端口时可使用的一系列端口：
■

选择 UDP 端口时，请选择一个可用的 16 位整数。使用专用范围在 49152 到
65535 之间的可用端口（即未使用的端口）

■

请勿使用：
■

0 到 1023 之间的公知端口

■

1024 到 49151 之间的已注册端口

要检查哪些端口已定义为节点的默认端口，请检查文件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services。还应使用 netstat 命令列出当前
正在使用的端口。例如：
# netstat -a -p UDP
Proto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UDP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THORPC111:snmp
*:*
THORPC111:snmptrap
*:*
THORPC111:microsoft-ds *:*
THORPC111:isakmp
*:*
THORPC111:1027
*:*
THORPC111:1028
*:*
THORPC111:1029
*:*
THORPC111:1030
*:*
THORPC111:1059
*:*
THORPC111:1063
*:*
THORPC111:4219
*:*
THORPC111:4500
*:*
THORPC111:ntp
*:*
THORPC111:netbios-ns
*:*
THORPC111:netbios-dgm *:*
THORPC111:ntp
*:*
THORPC111:1646
*:*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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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P
UDP
UDP

THORPC111:3217
THORPC111:3219
THORPC111:3456

*:*
*:*
*:*

请查看输出的 UDP 部分；Local Address 下面列出的 UDP 端口都已使用。如果
某个端口列在 services 文件中，netstat 命令的输出中将显示其关联名称，而非
端口号。

配置示例：直接连接的链路
图 D-1 说明了一个典型的直接连接链路配置（使用 LLT over UDP）。
直接连接的链接（使用 LLT over UDP）

图 D-1
节点 0

节点 1

UDP 端点
NIC 1
UDP 端口 = 50001
NIC 1
IP = 192.1.3.1
192.1.3.2
链路标记 = link2
链路标记 = link2
UDP 端点
NIC 0
UDP 端口 = 50000
IP = 192.1.2.1
链路标记 = link1

交换机
交换机

NIC 0
192.1.2.2
链路标记 = link1

以下用于节点 0 的 llttab 文件表示的配置具有直接连接的交叉链接，或具有通过
集线器或交换机连接的链接。这些链接不通过路由器。
由于 LLT 广播请求对等节点来发现其地址，因此，不需要在 llttab 文件中使用
set-addr 命令指定对等节点的地址。对于直接连接的链接，需要在 llttab 文件中
设置这些链接的广播地址。验证是否正确设置了 IP 地址和广播地址。
set-node Node0
set-cluster 1
#configure Links
#link <tag-name> <device> <node-range> <link-type> <udp port>
<MTU> <IP-address> <bcast-address>
link link1 udp - udp 50000 - 192.1.2.1 192.1.2.255
link link2 udp - udp 50001 - 192.1.3.1 192.1.3.255

对于节点 1，该文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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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node Node1
set-cluster 1
#configure Links
#link <tag-name> <device> <node-range> <link-type> <udp port>
<MTU> <IP-address> <bcast-address>
link link1 udp - udp 50000 - 192.1.2.2 192.1.2.255
link link2 udp - udp 50001 - 192.1.3.2 192.1.3.255

配置示例：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路
图 D-2 是一个典型的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路配置，它应用了 LLT over UDP。该图解
中只显示了四节点群集中的两个节点。
使用 LLT over UDP 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

图 D-2

节点 1
位于站点 B

节点 0
位于站点 A

UDP 端点
NIC 1
UDP 端口 = 50001
IP = 192.1.2.1
链路标记 = link2
NIC 1
192.1.4.1
链路标记 = link 2
UDP 端点
NIC 0
UDP 端口 = 50000
IP - 192.1.1.1
链路标记 = link1

路由器

路由器

路由器

路由器

NIC 0
192.1.3.1
链路标记 = link1

以下用于节点 1 的 llttab 文件表示的配置具有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注意，此处
显示了每个链路上对等节点的 IP 地址。由于 LLT 无法跨路由器广播地址请求而禁
用广播功能，因此无需在 llttab 文件的 link 命令中设置广播地址。
set-node Node1
set-cluster 1
link link1 udp - udp 50000 - 192.1.3.1 link link2 udp - udp 50001 - 192.1.4.1 #set address of each link for all peer nodes in the cluster
#format: set-addr <node-id> <link tag-name> <address>
set-addr
0 link1 192.1.1.1
set-addr
0 link2 192.1.2.1
set-addr
2 link1 192.1.5.2
set-addr
2 link2 19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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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ddr
set-addr

3 link1 192.1.7.3
3 link2 192.1.8.3

#disable LLT broadcasts
set-bcasthb
0
set-arp
0

对于节点 0，llttab 文件如下所示：
set-node Node0
set-cluster 1
link link1 udp - udp 50000 - 192.1.1.1 link link2 udp - udp 50001 - 192.1.2.1 #set address of each link for all peer nodes in the cluster
#format: set-addr <node-id> <link tag-name> <address>
set-addr
1 link1 192.1.3.1
set-addr
1 link2 192.1.4.1
set-addr
2 link1 192.1.5.2
set-addr
2 link2 192.1.6.2
set-addr
3 link1 192.1.7.3
set-addr
3 link2 192.1.8.3
#disable LLT broadcasts
set-bcasthb
0
set-arp
0

问题和限制
存在以下问题和限制：

VCW 不支持为 UDP 配置广播
群集配置向导 (VCW) 不提供为 UDP 配置广播信息的选项。您可以按本附录的说明
手动编辑 llttab 文件，来配置针对 UDP 的广播。

如果网络适配器无法相互 ping 通，则群集节点可能无法获取 GAB
成员集
配置 LLT over UDP 时，如果为 LLT 通信选择的网络适配器无法相互 ping 通而您
继续进行群集配置，则 VCW 会对所选网络适配器配置 LLT 服务，但群集节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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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接收 GAB 成员集，因此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Engine (HAD) 可能无法启
动。
可以运行以下命令来确认 GAB 成员集：
C:\gabconfig -a

如果未返回端口成员集信息，说明 GAB 未在运行。
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法来解决此问题：
■

方法 1
重新启动不具有 GAB 成员集的群集节点。验证群集中 GAB 的运行状况。在命
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gabconfig -a

如果显示了所有群集节点的 GAB 成员集信息，则表明 GAB 工作正常。但如果
未返回一个或多个节点的相应 GAB 成员集信息，说明 GAB 未正常运行。在这
种情况下，应转而使用下一种方法。
■

方法 2
停止群集中的 LLT 服务。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net stop llt

使用 VCW 删除群集。
确保网络适配器能够相互 ping 通，然后使用 VCW 重新创建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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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处理 any-to-any 配置中的
并发冲突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处理并发冲突

■

并发冲突情形

■

关于 vcsgensvc.vbs 脚本

■

处理并发冲突的配置示例

关于处理并发冲突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 Process 代理及脚本示例，在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的
“任意对任意”配置中处理可能的并发冲突。

并发冲突情形
请考虑以下来自某配置的片段，在该配置中将一个防病毒软件配置为 Exchange 服
务组中的 GenericService 资源。
Exchange 服务组 1
System List = {S1, S3}
GenericService G1 controlling "NortonAntivirus"
ExchServices E1 managing Exchange Information Store,
Message Transfer Agent, and System Attendant services
Lanman ExchVName1 controlling the E1 Virtual server
...

处理 any-to-any 配置中的并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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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requires E1
E1 requires ExchVName1
...

Exchange 服务组 2：
System List = {S2, S3}
GenericService G2 controlling "NortonAntivirus"
ExchServices E2 managing Exchange Information Store,
Message Transfer Agent, and System Attendant services
Lanman ExchVName2 controlling the E2 Virtual server
...
G2 requires E2
E2 requires ExchVName2
...

在本示例中，S3 是 S1 和 S2 的备用系统。服务组 1 在 S1 上处于联机状态，服务
组 2 在 S2 上处于联机状态。该配置适用于需要关联防病毒服务实例的应用程序，
例如 Exchange。
请考虑服务组 1 从 S1 故障转移到 S3 的情形。当 G1 在 S3 上联机时，G2 也会报
告处于联机状态，因为 G1 和 G2 监视同一服务。因此，VCS 会报告 S3 中的服务
组 2 出现并发冲突，并尝试使 G2 在 S3 中脱机。一旦 G2 从 S3 脱机，G1 就会报
告故障状态，且服务组 1 在 S3 上发生故障。
可以结合使用自定义脚本与 Process 代理代替 GenericService 代理来解决此问题。

关于 vcsgensvc.vbs 脚本
脚本 vcsgensvc.vbs 位于路径 %VCS_HOME%\Samples\Process。此脚本通过使用
Process 代理来使服务联机、对服务进行监视以及使服务脱机。
表 E-1 介绍了 vcsgensvc.vbs 脚本参数。
表 E-1

vcsgensvc.vbs 脚本参数

参数

接受值

Operation

online (联机)
offline (脱机)
monitor (监视)

Service Name

服务的显示名称或键值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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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接受值

Computer Name

计算机（所监视的虚拟计算机）的名称。此参数仅适用于 Process 资源
的 MonitorProgram 属性。

处理并发冲突的配置示例
在以下配置示例中，Process 代理监视 Norton Antivirus 服务。脚本安装在以下目
录中：
D:\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Samples\Process

该脚本以 Exchange 虚拟服务器名称作为输入参数，并使用此虚拟名称监视服务。
如果 Exchange 虚拟服务器处于联机状态且防病毒服务正在运行，则该脚本将返回
ONLINE，而不是仅根据服务状态返回 ONLINE。
请注意，此建议仅适用于此特定情形。Process 代理不是为常规服务提供新增功能
的 GenericService 代理的备用代理。
对于 Exchange 服务组 1：
System List = {S1, S3}
Process AVService1 controlling "NortonAntivirus"
ExchServices E1
Lanman ExchVName1 controlling the E1 Virtual server
...
G1 requires E1
E1 requires ExchVName1
...
Lanman L1 (
VirtualName = ExchVName1
)
Process AVService1 (
StartProgram = "CScript.exe \"d:\\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samples\\process\\vcsgensvc.vbs\"online
NortonAntivirus"
StopProgram = "CScript.exe \"d:\\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samples\\process\\vcsgensvc.vbs\" offline
NortonAntivirus"

524

处理 any-to-any 配置中的并发冲突
处理并发冲突的配置示例

MonitorProgram = "CScript.exe \"d:\\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samples\\process\\vcsgensvc.vbs\"
monitor NortonAntivirus ExchVName1"
)

对于 Exchange 服务组 2：
System List = {S2, S3}
Process AVService2 controlling "NortonAntivirus"
ExchServices E2
Lanman ExchVName2 controlling the E2 Virtual server
...
G2 requires E2
E2 requires ExchVName2
...
Lanman L2 (
VirtualName = ExchVName2
)
Process AVService2 (
StartProgram = "CScript.exe \"d:\\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samples\\process\\vcsgensvc.vbs\"
online NortonAntivirus"
StopProgram = "CScript.exe \"d:\\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samples\\process\\vcsgensvc.vbs\"
offline NortonAntivirus"
MonitorProgram = "CScript.exe \"d:\\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samples\\process\\vcsgensvc.vbs\"
monitor NortonAntivirus ExchVName2"
)

有关将脚本与 Process 代理一起使用的说明
以下是将脚本与 Process 代理一起使用时必须遵循的一些要求：
■

在以上示例中，提供的脚本假定服务组 1 和服务组 2 将永远无法在同一个系统
上联机。必须配置 Service Group Workload Management 或触发器以满足此要
求。

■

使用此配置时，建议将 Process 代理的用户上下文设置为 Loca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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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辅助功能和 VCS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中的辅助功能

■

导航和键盘快捷键

■

支持辅助功能设置

■

辅助技术支持

关于 VCS 中的辅助功能
Cluster Server 为主要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操作和菜单项提供快捷方式。 Cluster
Server 与操作系统的辅助功能设置及各种辅助技术兼容。所有手册还以可访问的
PDF 文件提供，而在线帮助则以 HTML 格式提供（可在兼容的查看器中显示）。

导航和键盘快捷键
VCS 使用标准的操作系统导航键和键盘快捷键。 对其独有的功能，VCS 使用自己
的导航键和键盘快捷键，说明如下。

在 Java 控制台中导航
表 F-1 列出了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中使用的键盘导航规则和快捷方
式，还包括操作系统提供的导航规则和快捷方式。
表 F-1

键盘输入和快捷方式

VCS 键盘输入

结果

[Shift F10]

打开上下文相关的弹出菜单

辅助功能和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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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键盘输入

结果

[空格键]

选择一项

[Ctrl Tab]

在表外部导航

[F2]

允许编辑单元格

在 Web 控制台中导航
对于支持的浏览器，Web 控制台支持基于标准浏览器的导航和快捷键。
所有 Veritas GUI 都采用以下键盘导航标准：
■

Tab 键按照预设的顺序将光标移至下一个活动区域、字段或控件。

■

Shift+Tab 以相反的顺序移动光标。

■

使用向上键和向下键可在列表中的项目间上下移动光标。

■

使用 Enter 或空格键都可以激活所选的内容。 例如，在向导面板上按 Tab 选择
了 Next 以后，按空格键会显示下一个屏幕。

支持辅助功能设置
Veritas 软件可对操作系统的辅助功能设置做出响应。
Veritas 产品与操作系统提供的辅助功能实用程序兼容。
在 UNIX 系统上，可以使用桌面首选项或桌面控件更改辅助功能设置。
在 Windows 系统中，可通过“控制面板”（“开始”>“设置”>“控制面
板”>“Accessibility Options (辅助功能选项)”）和“Accessibility Wizard (辅助
功能向导)”（“开始”>“所有程序”>“附件”>“Accessibility (辅助功
能)”>“Accessibility Wizard (辅助功能向导)”）设置辅助功能选项（包括键盘
响应、显示对比度、警报声音和鼠标操作）。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打开
“开始”屏幕并键入要启动的 UI 的标题，Windows 将搜索您输入的字符串并列出
可用的 UI。

辅助技术支持
Veritas 提供辅助技术支持，如下所述：
■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与 JAWS 4.5 兼容。

■

尽管屏幕阅读器可以读取文档中的图形，但是将屏幕阅读器设置为忽略图形时
可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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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英文版屏幕阅读器以外，Veritas 尚未对其他语言版本的屏幕阅读器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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