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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InfoScale 简介

■

1. Veritas InfoScale 简介

■

2. 授权许可 Veritas InfoScale

1

1
Veritas InfoScale 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的组件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解决了企业 IT 服务连续性需求。它利用了 Veritas 长期
继承的世界级可用性和存储管理解决方案，帮助 IT 团队发现更多可靠的操作并更好
地保护其物理、虚拟和云基础架构上的信息。它在数据中心基础架构上为关键服务
提供了弹性和软件定义存储。通过集成下一代存储技术，可实现更好的投资回报
(ROI) 并释放高性能。该解决方案为任意距离的复杂多层应用程序提供了高可用性
和灾难恢复。 已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这一单一、简单易用、
基于 Web 的图形界面启用 Veritas InfoScale 的管理操作。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提供了以下产品：
■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的组件
每个新 InfoScale 产品由一个或多个组件组成。产品中的每个组件都提供了可以配
置的唯一功能以在您的环境中使用。
表 1-1 列出了每个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的组件。

Veritas InfoScale 简介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的组件

表 1-1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

“Product (产品)”

说明

组件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可为 Storage Foundation (SF)
异构联机存储管理提供一款全面的解决 Standard（入门级功能）
方案，同时提高存储利用率并增强存储
I/O 路径可用性。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借助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组 Storage Foundation (SF)
织可以独立于硬件类型或位置置备和管 Enterprise（包括
理存储，同时提供可预见的服务质量、 Replication）
更高性能和更好的投资回报。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帮助您 Cluster Server (VCS)
始终保持组织信息可用，并保持关键业 （包括 HA/DR）
务服务在本地和全局分散的数据中心上
已启动并正在运行。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解决了 Cluster Server (VCS)
企业 IT 服务连续性需求。它在数据中 （包括 HA/DR）
心基础架构上为关键服务提供了弹性和
Storage Foundation (SF)
软件定义存储。
Enterprise（包括
Replication）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SFSYBAS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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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授权许可 Veritas InfoScal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授权许可

■

使用产品许可证密钥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

使用无密钥许可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

更新产品许可证

■

使用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

■

关于 VRTSvlic package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授权许可
您必须获得许可证才能安装和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安装产品时您可以选择下列授权许可方法之一：
■

使用产品的许可证密钥进行安装
在购买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时，您会收到许可证密钥证书。 该证书指定产品
密钥和所购产品许可证的数量。
请参见第 12 页的“使用产品许可证密钥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

在没有许可证密钥的情况下安装（无密钥许可）
不使用许可证安装并不意味着无需购买许可证。管理员和公司代表必须确保服
务器或群集有权使用所安装产品的许可证级别。Veritas 保留通过审核确保权利
资格和合规性的权利。
请参见第 13 页的“使用无密钥许可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如果在对此产品进行授权许可时遇到问题，请访问 Veritas 授权许可支持网站。
www.veritas.com/licensing/process

授权许可 Veritas InfoScale
使用产品许可证密钥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使用产品许可证密钥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可按照以下方法注册产品许可证密钥：
使用 installer

在安装或升级时，安装程序将自动注册许可证。
■

可在安装过程中注册许可证密钥。
安装期间，将出现以下提示：
1) Enter a valid license key
2) Enable keyless licensing and complete system
licensing later
How would you like to license the systems?
[1-2,q] (2)

■

输入 1 可注册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50 页的“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也可使用安装程序菜单注册许可证密钥。
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er
在安装程序菜单中选择“L) License a Product (L) 授权产品)”选
项。

手动

如果正在执行全新安装，请在各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cd /opt/VRTS/bin
# ./vxlicinst -k license key
# vxdctl license init
或
# vxlicinstupgrade -k
如果正在执行升级，请在各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cd /opt/VRTS/bin
# ./vxlicinstupgrade -k license key
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4 页的“使用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

虽然随附的软件光盘中包括其他产品，但是您只能使用已购买许可证的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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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密钥许可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使用无密钥许可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无密钥许可方法使用产品级别来确定所授权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和功能。
可按照以下方法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使用 installer

■

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er
在安装或升级时，安装程序将自动注册许可证。
安装期间，将出现以下提示：
1) Enter a valid license key
2) Enable keyless licensing and complete
system
licensing later
How would you like to license the systems?
[1-2,q] (2)

■

为无密钥许可输入 2。
请参见第 50 页的“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也可使用安装程序菜单注册许可证密钥。
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er
在安装程序菜单中选择“L) License a Product (L) 授权产
品)”选项。

手动

在安装或升级后执行以下步骤：

1

更改您当前的工作目录：
# export PATH=$PATH:/opt/VRTSvlic/bin

2

查看产品级别的可能设置：
# vxkeyless displayall

3

注册所需产品：
# vxkeyless set prod_levels
其中 prod_levels 是逗号分隔的关键字列表。这些关键字是
步骤 2 的输出中所显示的产品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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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产品许可证

警告：在选择此选项后的 60 天内，必须安装与所指定许可证级别相对应的有效许
可证密钥，或者通过管理具有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 Manager 的系统来继续
使用无密钥许可。 如果您不遵循上述条款，则继续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会违
反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并生成警告消息。
有关非密钥许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URL：
http://www.veritas.com/community/blogs/introducing-keyless-featureenablement-storage-foundation-ha-51
有关使用无密钥许可和下载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 Manager 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以下 URL：
www.veritas.com/product/storage-management/infoscale-operations-manager

更新产品许可证
在任何时候，都可按照以下方法更新产品许可证：
从一个产品移至另一个产品

执行下列步骤：
# export PATH=$PATH:/opt/VRTSvlic/bin
# vxkeyless set prod_levels

从无密钥许可移至基于密钥的 将需要使用 NONE 关键字删除无密钥许可证。
许可
注意：清除密钥会禁用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直至您安装
新密钥或设置新产品级别。
# vxkeyless [-q] set NONE
使用许可证密钥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请参见第 12 页的“使用产品许可证密钥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使用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
通过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升级至另一个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

将临时许可证更新为永久许可证

■

管理多许可证共存情形

执行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时会执行以下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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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

■

当前许可证密钥是无密钥许可证密钥还是用户定义的许可证密钥，以及用户是
否正在尝试安装相同产品的无密钥或用户定义密钥。
例如：如果系统上已安装 7.2 Foundation 无密钥许可证密钥，而用户尝试安装
其他 7.2 Foundation 无密钥许可证密钥，则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将显
示错误消息：
vxlicinstupgrade WARNING: The input License key and Installed key
are same.

■

当前密钥是否为无密钥的密钥，以及新输入的许可证密钥是否为相同产品的用
户定义密钥
例如：如果系统上已安装 7.2 Foundation 无密钥许可证密钥，而用户尝试安装
7.2 Foundation 用户定义的许可证，则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会将新许
可证安装在 /etc/vx/licenses/lic 中，而所有 7.2 Foundation 无密钥的密钥
将删除并备份在 /var/vx/licenses/lic<date-timestamp> 中。

■

是否当前密钥版本较高，而用户尝试安装的许可证密钥版本较低。
例如：如果系统上已安装 7.2 Enterprise 许可证密钥，而用户尝试安装 6.0 SFSTD
许可证密钥，则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将显示错误消息：
vxlicinstupgrade WARNING: The input License key is lower than the
Installed key.

■

是否当前密钥版本较低，而用户尝试安装的许可证密钥版本较高。
例如：如果系统上已安装 6.0 SFSTD 许可证密钥，而用户尝试安装 7.2 Storage
许可证密钥，则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会将新许可证安装在
/etc/vx/licenses/lic 中，而所有 6.0 SFSTD 密钥将删除并备份在
/var/vx/licenses/lic<date-timestamp> 中。

受支持的共存方案：
■

InfoScale Foundation 和 InfoScale Availability

■

InfoScale Storage 和 InfoScale Availability

例如：如果已安装 7.2 Foundation 或 7.2 Storage 许可证密钥，而用户尝试安装 7.2
Availability 许可证密钥，反之亦然，则 vxlicinstupgrade 实用程序将安装新许可
证，而这两种密钥都会保存在 /etc/vx/licenses/lic 中。
注意：在升级期间手动注册许可证密钥时，需要使用 vxlicinstupgrade 命令。使
用安装程序脚本注册密钥时，系统将自动执行相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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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RTSvlic package

关于 VRTSvlic package
可使用 VRTSvlic package 进行产品授权许可。安装完 VRTSvlic 后，可在系统中
使用以下命令，而且可以查看其手册页：
vxlicinstupgrade 当系统上已有产品或较旧许可证时，安装或升级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 vxlicinstupgrade(1m) 手册页p
vxlicrep

显示当前已安装的许可证

vxlictest

检索在许可证密钥中编码的功能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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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要求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重要版本信息

■

磁盘空间要求

■

硬件要求

■

支持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版本

■

Veritas File System 要求

■

支持的节点数

重要版本信息
在安装产品之前，请阅读版本说明以了解最新信息。
请查看最新兼容性列表以确认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
■

有关此版本的重要更新，请查看 Veritas 技术支持网站上最新发布的新闻和技术
说明：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000116047

■

有关此版本可用的最新修补程序，请转到：
https://sort.veritas.com

■

硬件兼容性列表中包含有关所支持硬件的信息，该列表会定期更新。有关所支
持硬件的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 URL：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000116023

■

软件兼容性列表总结了所有受支持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堆栈和产品功能、
操作系统版本和第三方产品。有关所支持软件的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 URL：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000116038

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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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空间要求
表 3-1 列出了每个产品的最低磁盘空间要求。
表 3-1

磁盘空间要求

产品名称

Solaris 11 SPARC (MB)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574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780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1270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1364

硬件要求
本节列出了 Veritas InfoScale 的硬件要求。
表 3-2 列出了 Veritas InfoScale 中每个组件的硬件要求。
表 3-2

Veritas InfoScale 中的组件的硬件要求

组件

要求

Storage Foundation (SF) 请参见第 20 页的“SF 和 SFHA 硬件要求”。
Storage Found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 和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for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请参见第 20 页的“SFCFS 和 SFCFSHA 硬件要求”。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21 页的“SF Oracle RAC 和 SF Sybase CE 硬件要求”。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SF Sybase
CE)
Cluster Server (VCS)

请参见第 21 页的“VCS 硬件要求”。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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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000116023

SF 和 SFHA 硬件要求
表 3-3 列出了 SF 和 SFHA 的硬件要求。
表 3-3

SF 和 SFHA 硬件要求

项

要求

Memory

每个系统至少需要 1 GB。

SFCFS 和 SFCFSHA 硬件要求
表 3-4 列出了 SFCFSHA 的硬件要求。
表 3-4

SFCFSHA 的硬件要求

要求

说明

内存（操作系统）

2 GB 内存。

CPU

至少 2 个 CPU。

节点

只要群集中的所有节点都具有相同的 CPU 体系结构，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就支持使用
Solaris 11 SPARC 操作系统的混合群集环境。

共享存储

共享存储器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共享磁盘，也可以是直接或通
过光纤通道交换机连接到群集节点的磁盘阵列。节点也可以
在本地 I/O 通道上拥有非共享设备或本地设备。建议在本地
设备上创建 /、/usr、/var 及其他系统分区。
在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环境中，可能不需要使用
共享存储。

光纤通道或 iSCSI 存储

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必须拥有光纤通道 I/O 通道或 iSCSI 存
储，才能访问共享存储设备。光纤通道架构的主要组件为光
纤通道交换机。

群集平台

Veritas InfoScale 群集中有几个可充当节点的硬件平台。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2 版本说明》。
为了使群集能够正常工作，所有节点上的时间必须同步。如
果没有运行网络时间协议 (NTP) 后台驻留程序，请确保组成
群集的所有系统上的时间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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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说明

SAS 或 FCoE

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必须拥有 SAS 或 FCoE I/O 通道，才能
访问共享存储设备。SAS 或 Fibre Channel over Ethernet
(FCoE) 架构的主要组件为交换机和 HBA。

SF Oracle RAC 和 SF Sybase CE 硬件要求
表 3-5 列出了基本群集的硬件要求。
表 3-5

基本群集的硬件要求

项

说明

DVD 驱动器

群集中的一个节点上的 DVD 驱动器。

磁盘

所有共享存储磁盘均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PR)。

注意：协调器磁盘不存储数据，因此，请在磁盘阵列上将该磁盘配置
为尽可能小的 LUN 以避免空间浪费。协调器磁盘所需的最小大小为 128
MB。
RAM

每个系统至少需要 2 GB。

交换空间

对于 SF Oracle RAC：请参见 Oracle Metalink 文档：169706.1

网络

两个或多个专用链接和一个公共链接。
链接必须是直接将各个节点互联的 100BaseT 或千兆以太网，以便构成
处理直接的系统间通信的专用网络。这些链接必须属于同一类型；不能
混合使用 100BaseT 和千兆链接。
Veritas 建议在千兆以太网中为专用链接使用企业级交换机。
Oracle RAC 要求所有节点都使用同一子网中的 IP 地址。
也可配置聚合接口。

光纤通道或 SCSI
主机总线适配器

每个系统至少为共享数据磁盘使用另一个 SCSI 或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
配器。

VCS 硬件要求
表 3-6 列出了 VCS 群集的硬件要求。
表 3-6

VCS 群集的硬件要求

项

说明

DVD 驱动器

系统中的一个可以与群集中所有节点进行通信的驱动器。

21

系统要求
支持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版本

项

说明

磁盘

典型配置要求应用程序配置为使用共享磁盘/存储，以允许在群集中的
系统之间迁移应用程序。
SFHA I/O 防护功能要求所有数据和协调器磁盘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
留 (PR)。

以太网控制器

除了内置公共以太网控制器之外，VCS 要求每个系统至少还要有一个
以太网接口。Veritas 建议使用两个附加网络接口来进行专用互连。
也可配置聚合接口。
Veritas 建议您在用于连接专用网络接口的交换机上关闭生成树算法。

光纤通道或 SCSI
主机总线适配器

典型的 VCS 配置要求每个系统至少为共享数据磁盘使用一个 SCSI 或
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RAM

每个 VCS 节点至少需要 256 MB 内存。

支持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版本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的各种组件支持的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版本的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版本说明》。

Veritas File System 要求
Veritas File System 要求 Solaris 变量 lwp_default_stksize 和
svc_default_stksize 的值至少为 0x8000（对于 Solaris 11）。当您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软件包 VRTSvxfs 时，VRTSvxfs 软件包脚本会在内核中检查这些变量
的值。如果这些值小于所需的值，VRTSvxfs 会增大这些值，并在 /etc/system 文
件中修改为所需的值。 当 VRTSvxfs 脚本增大这些值时，安装仍会照常进行，但必
须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如果需要重新启动，系统会显示一条消息。
为避免不必要的重新启动，请在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之前验证变量的值。 使用
下列命令可检查变量的值：
对于 Solaris
11：

# echo "lwp_default_stksize/X" | mdb -k
lwp_default_stksize:
lwp_default_stksize:
8000
# echo "svc_default_stksize/X" | mdb -k
svc_default_stksize:
svc_default_stksize: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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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显示的值小于 8000（对于 Solaris 11），则安装后需要重新启动。
注意： svc_default_stksize 变量的默认值是 0（零），这表明该值设置为
lwp_default_stksize 变量的值。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 lwp_default_stksize 变
量的值太小，否则不需要重新启动。
为避免安装后重新启动，可在 /etc/system 文件中将变量值修改为适当的值。 请
在安装软件包之前重新启动系统。将下列各行添加到 /etc/system 文件中：
对于 Solaris
11：

set lwp_default_stksize=0x8000
set rpcmod:svc_default_stksize=0x8000

支持的节点数
Veritas InfoScale 支持最多包含 64 个节点的群集配置。
SFHA、SFCFSHA、SF Oracle RAC：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仅支持最多
8 个节点的群集配置。
SFHA、SFCFSHA：SmartIO 写回缓存仅支持最多 2 个节点的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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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装入 ISO 映像

■

设置 ssh 或 rsh 进行系统间通信

■

获取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

禁用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

安装之前验证系统

■

设置专用网络

■

设置共享存储

■

同步群集节点上的时间设置

■

创建 root 用户

■

配置 LLT 互联以使用巨型帧

■

创建 /opt 目录

■

规划 SF Oracle RAC 和 SF Sybase CE 系统的安装设置

■

使 IPS 发布服务器可访问

■

准备区域环境

装入 ISO 映像
ISO 文件是光盘映像，必须装入虚拟驱动器才可使用。 必须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
才能装入 Veritas InfoScale ISO 映像。

准备安装
设置 ssh 或 rsh 进行系统间通信

装入 ISO 映像

1

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到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系统中。

2

将 ISO 映像关联至块设备：
# lofiadm -a <ISO_image_path> <block_device>

其中：
<ISO_image_path> 是 ISO 映像的完整路径
<block_device> 是块设备的完整路径

3

装入映像：
# mount -F hsfs -o ro <block_device> /mnt

设置 ssh 或 rsh 进行系统间通信
安装程序在系统间使用无密码安全 Shell (ssh) 通信或远程 Shell (rsh) 通信。在安装
期间，您可以选择要使用的通信方法。或者，您可以运行 installer -comsetup
命令来明确地设置 ssh 或 rsh。当安装过程完成时，安装程序会询问您是否要删除
无密码连接。如果安装突然终止，请使用安装脚本的 -comcleanup 选项从系统中删
除 ssh 或 rsh 配置。
在大多数安装、配置、升级（如果必要）和卸载情况下，安装程序在目标系统上配
置 ssh 或 rsh。 使用响应文件执行安装时，需要手动设置 ssh 或 rsh，或使用
installer -comsetup 选项从系统中设置 ssh 配置或 rsh 配置。

获取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您可以在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的“Patch
Finder (修补程序查找工具)”页面上自动或手动访问公共安装程序修补程序，网址
如下：
https://sort.veritas.com/patch/finder
自动下载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

如果运行的是 Veritas InfoScale 版本 7.0 或更高版本，并且您的系统能够接入
Internet，安装程序会自动导入所需的任何安装程序修补程序并开始使用。

自动下载安装程序修补程序要求安装程序建立出站网络通信。您也可以禁用外部网
络连接尝试。
请参见第 26 页的“禁用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如果您的系统无法接入 Internet，则可以手动下载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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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下载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1

转到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的“Patch
Finder (修补程序查找工具)”页面，然后将最新的修补程序保存到您的本地系
统。

2

浏览到要将步骤 1 中下载的文件解压缩到的目录。

3

解压缩修补程序 tar 文件。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 gunzip cpi-7.2P2-patches.tar.gz

4

解压缩该文件。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 tar -xvf cpi-7.2P2-patches.tar
patches/
patches/CPI72P2.pl
README

5

浏览到安装介质或安装目录。

6

要开始使用修补程序，请运行 installer 命令并指定 -require 选项。例如，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require /target_directory/patches/CPI72P2.pl

禁用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执行 installer 命令时，安装程序会尝试建立出站网络通信，以获取有关版本更新
和安装程序修补程序的信息。如果知道系统处于防火墙保护之下，或者不希望安装
程序建立出站网络通信，您可以禁用安装程序的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禁用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

禁用进程间通信 (IPC)。
要禁用 IPC，请运行安装程序并使用 -noipc 选项。
例如，要禁用 system1 (sys1) 和 system2 (sys2) 的 IPC，请输入以下内容：
# ./installer -noipc sys1 sys2

安装之前验证系统
使用以下选项之一在安装前验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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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1：运行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有关下载和运行 SORT 的信息：
https://sort.veritas.com
注意：您可以生成安装前清单以确定安装前的要求：请转至 SORT 安装检查清
单工具。 从下拉列表中，为您要安装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选择信息，然后
单击“Generate Checklist (生成检查清单)”。

■

选项 2：使用 -precheck 选项运行安装程序，如下所示：
导航至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开始安装前检查：
# ./installer -precheck sys1 sys2

其中 sys1, sys2 是群集中各节点的名称。
该程序以非交互模式进行，检查系统的许可证、packages、磁盘空间以及系统
间通信。该程序将显示检查结果并将其保存在日志文件中。在预先检查过程结
束时将显示日志文件的位置。

设置专用网络
此主题适用于 VCS、SFHA、SFCFS、SFCFSHA、SF Oracle RAC 和 SF Sybase
CE。
VCS 要求在形成群集的系统之间设置专用网络。可以使用 NIC 或聚合接口安装专
用网络。
可以使用网络交换机替代集线器。但是，默认情况下，Oracle Solaris 系统为所有
接口指派相同的 MAC 地址。因此，将两个或多个接口连接到网络交换机可能会出
现问题。
例如，考虑以下情形：
■

在一个接口上配置了 IP 地址，而在另一个接口上配置了 LLT

■

两个接口连接到同一交换机（假设是不同的 VLAN）

两个交换机端口上相同的 MAC 地址可能会导致交换机将 IP 通信错误地重定向到
LLT 接口，或者将 LLT 通信错误地重定向到 IP 接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请将
eeprom(1M) 参数 local-mac-address 设置为 true，使系统指派唯一的 MAC 地址。
以下产品大量使用专用群集互联进行分布式锁定：
■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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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网络交换机的性能特征，Veritas 建议对 SFCFS 和 SF Oracle RAC 群集使
用网络交换机。
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以了解 VCS 的性能注意事项。
图 4-1 显示用于 VCS 的二个专用网络。
专用网络设置： 双节点群集和四节点群集

图 4-1
公共网络

公共网络

专用网络
专用网络交换机或集线器

您需要在群集节点之间配置至少两个独立网络，每个网络都有一个网络交换机。您
也可以互联多个双层交换机，以用于高级故障防护。此类 LLT 连接称为交叉链接。
图 4-2 显示了网络交换机之间包含交叉链接的专用网络配置。
包含交叉链接的专用网络设置

图 4-2
公共网络

专用网络

交叉链路

Veritas 建议使用下列两种配置之一：
■

至少使用两个专用互联链接和一个公共链接。该公共链接可以是 LLT 的一个低
优先级链接。专用互联链接用于在所有系统间共享群集状态，这对于成员集仲
裁和高可用性很重要。公共低优先级链接仅用于系统之间的心跳通信。

■

如果您的硬件环境只允许使用两个链接，请使用一个专用互联链接和一个公共
低优先级链接。如果您决定只设置两个链接（一个专用链接和一个低优先级链
接），则群集必须配置为使用 I/O 防护（基于磁盘或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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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设置两个链接时，如果一个系统发生故障，I/O 防护可确保另一个系统可从发
生故障的节点接管服务组和共享文件系统。
设置专用网络

1

安装必需的网络接口卡 (NIC)。
如果要使用聚合接口安装专用网络，则创建这些聚合接口。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 Veritas InfoScale 专用以太网控制器。

3

在每个 Veritas InfoScale 通信网络中使用交叉以太网电缆、交换机，或者独立
的集线器。请注意，交叉以太网电缆仅支持在两个系统上使用。
请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

必须使用独立电源为交换机或集线器供电。

■

在每个系统上，必须使用两块独立的网卡以提供冗余。

■

如果网络接口是聚合接口的一部分，则不能在 LLT 下配置网络接口。但是，
您可以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

在为 LLT 专用互联配置以太网交换机时，请在用于互联的端口上禁用生成
树算法。

在设置心跳连接的过程中，应考虑系统间的所有通信因故障而中断的情况。
请注意，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会损坏数据：

4

■

系统仍然运行，

■

系统可以访问共享存储。

配置用于专用网络的以太网设备，以便不再使用自动协商协议。如果不使用自
动协商协议，则使用交叉电缆可以获得更稳定的配置。
若要获得这种稳定的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编辑 /etc/system 文件，在遍及系统的所有以太网设备上禁用自动协商。

■

在 /kernel/drv 目录中创建 qfe.conf 或 bge.conf 文件，以针对专用网络所使
用的单个设备禁用自动协商。

有关这些方法的信息，请参考 Oracle 以太网驱动程序产品文档。

5

测试网络连接。临时指派网络地址并使用 telnet 或 ping 验证通信。
LLT 使用其自有协议，而不使用 TCP/IP。因此，必须确保专用网络连接仅用于
LLT 通信而不用于 TCP/IP 通信。若要验证此需求，请取消探测和配置已在网
络接口上配置的所有临时 IP 地址。
配置期间，安装程序将配置群集中的专用网络。
也可以手动配置 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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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用 NIC 优化 LLT 介质速度设置
为了在群集节点之间进行最佳 LLT 通信，每个节点上的接口卡必须使用相同的介质
速度设置。另外，用于 LLT 互联的交换机或集线器设置必须与接口卡的设置匹配。
错误的设置会使网络性能变差，甚至出现网络故障。
如果对专用 NIC 使用不同的介质速度，则 Veritas 建议您将具有较低速度的 NIC 配
置为低优先级链接以提高 LLT 性能。

设置 LLT 互联介质速度的准则
查看以下设置 LLT 互联介质速度的准则：
■

Veritas 建议在每个节点的每个以太网卡上手动设置相同的介质速度设置。
如果对专用 NIC 使用不同的介质速度，则 Veritas 建议您将具有较低速度的 NIC
配置为低优先级链接以提高 LLT 性能。

■

如果使用集线器或交换机实现 LLT 互联，则设置集线器端口或交换机端口，使
其与每个节点的接口卡上使用的设置相同。

本手册未详细介绍如何设置特定设备的介质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设备文档
或者操作系统手册。

在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FSS) 环境中为 LLT 互联设置最大传输
单元 (MTU) 的准则
查看在 FSS 环境中为 LLT 互联设置 MTU 的准则，如下所示：
■

通过以太网或 UDP 配置 LLT（包括高优先级和低优先级链接）时，设置最大传
输单元 (MTU) 为 NIC 支持的最大值（通常为 9000）。确保将交换机也设置为
9000 MTU。
注意：MTU 设置对于通过 RDMA 的 LLT 配置不是必需的。

■

对于虚拟 NIC，所有组件（虚拟 NIC、对应的物理 NIC 和虚拟交换机）都必须
设置为 9000 MTU。

■

如果在公共链接上无法配置更高的 MTU（由于公共交换机等其他组件上的限制
所致），请不要在 LLT 中配置公共链接。LLT 使用所有高优先级和低优先级链
接中配置的最低 MTU。

设置共享存储
此主题适用于 VCS、SFHA、SFCFSHA、SF Oracle RAC 和 SF Sybase CE。
以下各节介绍了如何设置群集系统共享的 SCSI 和光纤通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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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共享存储： SCSI 磁盘
将 SCSI 设备用作共享存储时，每个节点的 SCSI 地址或 SCSI 启动器 ID 都必须是
唯一的。由于每个节点的默认 SCSI 地址通常为“7”，因此，必须更改一个或多个
节点的地址才能避免冲突。在以下示例中，两个节点共享 SCSI 设备。通过使用
nvedit 命令编辑 nvramrc 脚本，将其中一个节点的 SCSI 地址更改为“5”。
如果您有两个以上系统共享 SCSI 总线，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相同的过程来设置共享存储。

■

请确保满足下列要求：
■

先为存储设备通电，然后再为系统通电

■

一次仅运行一个节点，直到每个节点地址都设置为唯一值

设置共享存储

1

在要连接到存储器的每个节点上安装所需的 SCSI 主机适配器，并使用电缆连
接到存储器。
请参考主机适配器、存储器和系统附带的文档。

2

将两个节点的电源关闭，打开存储设备的电源。

3

打开一个系统的电源，但是不要允许系统进行引导。如有必要，请暂停系统，
以便使用 ok 提示符。
请注意，一次必须仅运行一个系统以避免地址冲突。

4

找到主机适配器的路径：
{0} ok show-disks
...b) /sbus@6,0/QLGC,isp@2,10000/sd

示例输出显示了一个主机适配器的路径。必须在 nvramrc 脚本中包括路径信息
（但不包括“/sd”目录）。路径信息会因系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5

编辑 nvramrc 脚本以将 scsi-initiator-id 更改为 5。（《Solaris OpenBoot 3.x
命令参考手册》中包含了 nvedit 命令和击键的完整列表。） 例如：
{0} ok nvedit

编辑脚本时，请注意下列几点：
■

输入 nvedit 命令时，每一行将被编号为 0:、1:、2:，依此类推。

■

在设置 scsi-initiator-id 的行中，在第一个引号与 scsi-initiator-id 之间插入一
个空格。

在该示例中，按如下方式编辑 nvramrc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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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6:

6

probe-all
cd /sbus@6,0/QLGC,isp@2,10000
5 " scsi-initiator-id" integer-property
device-end
install-console
banner
<CTRL-C>

存储对 nvramrc 脚本所做的更改。所做的更改在存储之前一直是临时更改。
{0} ok nvstore

如果不确定所做的更改，则可以在存储更改之前重新编辑脚本并确保没有风
险。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可以显示 nvramrc 脚本的内容：
{0} ok printenv nvramrc

可以重新编辑该文件以进行更正：
{0} ok nvedit

必要时，还可以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放弃更改：
{0} ok nvquit

7

指示 OpenBoot PROM 监视器在节点上使用 nvramrc 脚本。
{0} ok setenv use-nvramrc? true

8

重新启动节点。如有必要，请暂停系统，以便使用 ok 提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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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证是否已更改 scsi-initiator-id。转到 ok 提示符。使用 show-disks 命令的输
出来查找主机适配器的路径。然后，显示该路径的属性。例如：
{0} ok show-disks
...b) /sbus@6,0/QLGC,isp@2,10000/sd
{0} ok cd /sbus@6,0/QLGC,isp@2,10000
{0} ok .properties
scsi-initiator-id

00000005

允许系统继续引导。

10 引导第二个节点。如果需要，可停止系统以使用 ok 提示符。验证 scsi-initiator-id
是否为 7。使用 show-disks 命令的输出来查找主机适配器的路径。然后，显
示该路径的属性。例如：
{0} ok show-disks
...b) /sbus@6,0/QLGC,isp@2,10000/sd
{0} ok cd /sbus@6,0/QLGC,isp@2,10000
{0} ok .properties
scsi-initiator-id

00000007

允许系统继续引导。

设置共享存储： 光纤通道
请执行以下步骤来设置光纤通道。
设置共享存储

1

安装所需的 FC-AL 控制器。

2

将 FC-AL 控制器和共享存储设备连接到同一集线器或交换机。
所有系统都必须看到运行关键应用程序所需的全部共享设备。如果要为光纤交
换机实施分区，请确保分区不会阻止所有系统看到所有这些共享设备。

3

引导每个系统并使用重新配置设备选项：
ok boot -r

4

引导了所有系统之后，使用 format(1m) 命令验证是否每个系统都可以看到所
有的共享设备。
如果使用了 Volume Manager，则显示的外部磁盘设备数必须相同，但是设备
名称 (c#t#d#s#) 可能不同。
如果没有使用 Volume Manager，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必须显示相同数量的外部磁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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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系统上所有设备的名称必须相同。

同步群集节点上的时间设置
请确保所有群集节点上的时间设置已同步。如果节点不同步，则更改 (ctime) 和修
改 (mtime) 的时间戳可能与实际发生操作的序列不一致。
有关说明，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创建 root 用户
此主题适用于 SF、SFHA、SFCFSHA、SF Oracle RAC 和 VCS。
在 Oracle Solaris 11 上，您需要将 root 角色更改成一个用户，因为您无法直接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将 root 角色更改成用户

1

以本地用户身份登录并担当 root 角色。
% su

2

- root

从已获分 root 角色的本地用户删除此角色。
# roles admin
root
# usermod -R " " admin

3

将 root 角色更改成一个用户。
# rolemod -K type=normal root

4

验证更改。
■

# getent user_attr root
root::::auths=solaris.*;profiles=All;audit_flags=lo\
:no;lock_after_retries=no;min_label=admin_low;clearance=admin_high

如果输出中不存在 type 关键字或者此关键字等于 normal，则说明此帐户
不是角色。
■

# userattr type root

如果输出为空或列出 normal，则说明此帐户不是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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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有关 Oracle Solaris 11 操作系统的 Oracle 文档。

注意：安装后，您能需要将 root 用户更改成 root 角色以便允许本地用户担当 root
角色。

配置 LLT 互联以使用巨型帧
您可以配置 LLT 互连以启用巨型帧，方法是增加物理系统和逻辑域的最大传输单元
(MTU)。
对于物理系统，请在接口级别和 LLT 级别启用巨型帧。
对于逻辑域，请在逻辑域内对 LLT 启用巨型帧。您需要确保虚拟网络 (vnet)、虚拟
交换机 (vsw) 和后端物理接口均已启用巨型帧。如果在任意群集节点之间使用物理
交换机来连接互连，请务必也将交换机的 MTU 值设置为与其他网络组件相匹配的
值。
物理系统

1

在接口级别启用巨型帧。

2

将 MTU 值设置为 9000 或更大值。

3

如果已在数据链接上配置了 IP，则必须先删除该 IP，然后再设置 MTU。

4

Solaris 11: # dladm set-linkprop -p mtu=9000 <datalink>
如果已在 UDP 上配置了 LLT，请为 IP 接口设置 MTU
# ipadm set-ifprop -p mtu=4000 <interface>

5

验证 MTU 是否已设置为数据链接所需的值。
# dladm show-link <datalink>

6

验证 MTU 是否已设置为 IP 接口所需的值。
# ipadm show-ifprop -p mtu <interface>

7

在 LLT 级别启用巨型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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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域

1

在虚拟交换机级别设置 MTU。
创建虚拟交换机时，请将 MTU 的值设置为 9000 或更大。
# ldm add-vsw mtu=9000 <vswitch-name><io-ldom>

如果已创建虚拟交换机，请将 MTU 设置为所需的值。
# ldm set-vsw mtu=9000 <vswitch-name>

如果 vnet 已绑定到此交换机，则必须重新启动节点。

2

停止逻辑域。

3

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必须在虚拟网络层设置 MTU。
# ldm set-vnet mtu=9000 <VIRTUAL-NETWORK-INTERFACE><ldom>

4

验证是否已在控制域将 MTU 设置为数据链接所需的值。
# dladm show-link <DATALINK>

5

验证 MTU 是否已设置为虚拟交换机所需的值。
# ldm list-services <io-ldom>

6

验证 MTU 是否已设置为虚拟网络接口所需的值。
# ldm list-bindings <ldom>

7

验证是否已在逻辑域内设置数据链接的 MTU。
# dladm show-link <datalink>

8

在 LLT 级别启用巨型帧。
要将 LLT 链接的 MTU 大小配置为 9000，请在 llttab 中更改 link 行，如下所
示：
Solaris 11: link net1 /dev/net/net1 - ether - 9000

创建 /opt 目录
此主题适用于 DMP、SFHA 和 SFCFSHA。
目录 /opt 必须存在而且可写，另外还不能是符号链接。
如果要升级，则不能有从 /opt 指向未转换的卷的符号链接。如果有指向未转换的
卷的符号链接，在升级期间将无法使用该符号链接，并且将不会安装 /opt 中的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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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SF Oracle RAC 和 SF Sybase CE 系统的安装
设置
本节提供了有关规划可恢复的高性能群集的准则和最佳做法。 这些最佳做法建议对
核心群集基础架构（如网络和存储）进行最佳配置。还提供了有关规划连续数据保
护和灾难恢复的建议。
在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之前，请查看以下规划准则：
■

规划您的网络配置
请参见第 37 页的“规划网络配置”。

■

规划存储
请参见第 40 页的“规划存储”。

■

规划卷布局
请参见第 45 页的“规划卷布局”。

■

规划文件系统设计
请参见第 46 页的“规划文件系统设计”。

规划网络配置
建议在进行弹性网络设置时采用以下做法：
■

在多个专用千兆以太网链接上配置专用群集互连。应该清除所有单点故障，如
网络接口卡 (NIC)、交换机和互联。

■

用于专用群集互连的 NIC 应该在所有节点上在速度、MTU 和全双工方面具有相
同的特征。不允许 NIC 和交换机端口使用自动协商速度。

■

为专用群集互联配置不可路由的 IP 地址。

■

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默认值为 16 秒。
对于 SF Oracle RAC：对于校园群集设置，该值应该根据服务可用性要求和群
集节点之间的传播延迟进行设置。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表示一个时间间隔，
在此时间间隔之后如果群集中的某个节点不存在网络通信（心跳），则另一个
节点上的 Veritas InfoScale 将声明该节点为死点。
对于 Veritas InfoScale，CSS 丢失计数的默认值是 600 秒。此参数的值比 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大得多，因此 VCS 和 Oracle Clusterware 这两个
Clusterware 就不会相互干扰关于在发生网络裂脑时哪些节点应保留在群集中的
决策。允许首先在未发生故障的节点上决定 Veritas I/O 防护，随后是 Oracle
Clusterware。CSS 丢失计数的值表示 Oracle Clusterware 在某个节点未能在互
联间响应时从群集将其逐出之前等待的时间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Metalink 文档：782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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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Oracle RAC的公共网络配置
为群集中的每个节点确定单独的公共虚拟 IP 地址。Oracle RAC 要求每个节点上的
Oracle RAC 侦听器进程都拥有一个公共虚拟 IP 地址。客户端应用程序使用公共虚
拟 IP 地址来连接 Oracle RAC 数据库，并帮助降低 TCP/IP 超时延迟。
对于 SF Oracle RAC：对于 Oracle 11g R2 及更高版本，您还需要在企业 DNS 中
注册一个单客户端访问名称 (SCAN)，SCAN 将解析为三个 IP 地址（建议）。 这
些虚拟 IP 地址由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管理。

规划 Oracle RAC 的专用网络配置
Oracle RAC 要求在每个节点上对 Oracle Clusterware 心跳至少使用一个专用 IP 地
址。
对于 Oracle 和更高版本，必须使用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通信。
Veritas 建议使用多个专用互联实现缓存熔合通信的负载平衡。
注意：同一物理网络上所有节点的专用 IP 地址必须位于同一 IP 子网中。
对于弹性专用网络设置，建议采用以下做法：
■

配置基于 LLT 链接的 Oracle Clusterware 互联可防止数据损坏。
在 Veritas InfoScale 群集中，必须将 Oracle Clusterware 心跳链接配置为 LLT
链接。如果 Oracle Clusterware 和 LLT 在通信中使用不同的链接，则无法正确
协调 VCS 与 Oracle Clusterware 之间的成员集更改。例如，如果只关闭了 Oracle
Clusterware 链接，则在 css-misscount 间隔到期后，Oracle Clusterware 将终
止一组节点，并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恢复，即使 CVM 和 CFS 未
检测到节点故障。这种未经协调的恢复可能会导致数据损坏。

■

需要保护 Oracle Clusterware 互联免受 NIC 故障和链接故障的影响。对于 Oracle
RAC 11.2.0.1 版本，如果有多个链接可用，则可以使用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代理防止 NIC 故障和链接故障。即使实现了捆绑 NIC 形式的链接聚合解决方
案，也可以使用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代理，通过故障转移到可用的备用链
接来提供额外保护，以防发生聚合链接故障。这些备用链接可以是简单的 NIC
接口或者捆绑的 NIC。
另一种方法是配置基于 NIC 接口的 Oracle Clusterware 互联。
请参见第 39 页的“Oracle RAC 专用网络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注意：用于管理群集互联的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不再支持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代理。
对 11.2.0.2 及更高版本，Veritas 建议使用替代解决方案，如绑定的 NIC 接口或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IP (HA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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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Oracle 缓存熔合通信配置为经由专用网络进行。Veritas 还建议所有 UDP 缓
存熔合链接都为 LLT 链接。
对于 Oracle RAC 11.2.0.1 版本，当操作系统的限制使您无法使用 NIC 捆绑来
通过多个网络接口提供高可用性和增加带宽时，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代理可
以作为可靠的替代方法。如果发生 NIC 故障或链接故障，代理会将专用 IP 地址
从发生故障的链接故障转移到已连接的或可用的 LLT 链接。要将多个链接用于
数据库缓存熔合以增加带宽，请使用每个数据库实例的多个 IP 地址来配置
cluster_interconnects 初始化参数，并在 MultiPrivNIC 下配置这些 IP 地址
以实现高可用性。
Oracle 数据库客户端使用公共网络来提供数据库服务。只要发生了节点故障或
网络故障，客户端就会将连接（现有连接和新连接）故障转移到群集中能够与
之连接的正常节点。之所以发生客户端故障转移，是因为设置了 Oracle 快速应
用程序通知、VIP 故障转移和客户端连接 TCP 超时。强烈建议不要通过公共网
络发送 Oracle 缓存熔合通信。

■

使用 NIC 捆绑可为公共网络提供冗余，这样，当公共链接出现故障时，Oracle
RAC 可以故障转移虚拟 IP 地址。

Oracle RAC 专用网络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表 4-1 列出了可以对您的专用网络采用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表 4-1

Oracle RAC 专用网络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选项

说明

对 Oracle
Clusterware 使用
IPMP

如果 Oracle Clusterware 互联是通过 IPMP 配置的，则必须在 IPMP
组下配置 LLT 下配置的所有 NIC。在此配置中，建议不要使用
PrivNIC/MultiPrivNIC 代理管理这些链接。

对 Oracle
Clusterware 使用链
接聚合/NIC 捆绑

在出现 NIC 故障时，可使用本机 NIC 捆绑解决方案提供冗余。
请确保在聚合链接或 NIC 捆绑下配置的链接未配置为单独的 LLT 链
接。
通过捆绑接口配置 LLT 时，请执行以下步骤之一以防止 GAB 报告危
险成员集：
■

除了捆绑的 NIC 之外，在 LLT 下再配置另外一个 NIC。

■

在 /etc/llttab 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set-dbg-minlink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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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使用
注意：用于管理群集互联的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不再支
PrivNIC/MultiPrivNIC
持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代理。对于 11.2.0.2 及更高版本，Veritas
代理
建议使用备选解决方案（如捆绑的 NIC 接口或 Oracle HAIP）。
当由于操作系统限制而无法使用 NIC 捆绑来通过多个网络接口提供高
可用性时，可使用 PrivNIC 代理。
当由于操作系统限制而无法使用 NIC 捆绑来通过多个网络接口提供高
可用性和增加的带宽时，可使用 MultiPrivNIC 代理。
有关说明 PrivNIC/MultiPrivNIC 部署的使用的更多部署方案，请参见
本文档中的附录“SF Oracle RAC 部署方案”。

规划Oracle RAC的公共网络配置
客户端使用公共互联连接到 Oracle RAC 数据库。 必须以物理方式将公共网络与专
用网络分隔开。
有关进行公共网络配置的建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规划 Oracle RAC 的专用网络配置
专用互联是共享磁盘群集安装的重要组件。 它是允许节点间通信的物理连接。
Veritas 建议这些互联和 LLT 链接必须相同。在重新启动后必须保持互联上配置的
IP 地址的持久性。 您必须使用操作系统特定的解决方案。
有关进行专用网络配置的建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Oracle RAC 文档。

规划存储
Veritas InfoScale 提供了下列共享存储选项：
■

CVM
CVM 提供本机命名 (OSN) 以及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 (EBN)。
使用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以使存储管理更加方便。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保证会
为所有节点上的共享 LUN 分配同一名称，而与 LUN 的操作系统名称无关。

■

CFS

■

对于 SF Oracle RAC：本地存储
借助 FSS，局部存储可用作共享存储。本地存储可以采取直连式存储 (DAS) 或
内部磁盘驱动器的形式。

■

对于 SF Oracle RAC：在 CVM 上的 Oracle ASM

以下建议可确保更好的存储性能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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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使用多个存储阵列以确保防止发生阵列故障。最低建议配置是每台主机
有两个 HBA，另外有两个交换机。

■

设计存储布局时，要牢记性能和高可用性要求。使用条带化和镜像等技术。

■

使用合适的条带宽度和深度优化 I/O 性能。

■

使用符合 SCSI-3 持久性保留 (PR) 的存储。

■

使用 HBA/交换机组合提供到磁盘的多个访问路径，以使 DMP 能够针对存储链
接故障提供高可用性并提供负载平衡。

规划存储
表 4-2 列出了 SF Oracle RAC 和 SF Sybase CE 所需的存储类型。
表 4-2

SF Oracle RAC 和 SF Sybase CE 所需的存储类型

文件

存储类型

SF Oracle RAC 和 SF
Sybase CE 二进制文件

本地

SF Oracle RAC 和 SF
共享
Sybase CE 数据库存储管理
存储库

规划 Oracle RAC 的存储
查看Oracle RAC的存储选项和准则：
■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存储选项
请参见第 41 页的“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规划存储”。

■

Oracle RAC安装目录（ORACLE_BASE、CRS_HOME 或 GRID_HOME（取决
于Oracle RAC版本）和 ORACLE_HOME）的存储选项
请参见第 43 页的“规划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文件的存储”。

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规划存储
根据 Oracle RAC 版本和您希望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冗余类型，请使用以下存储
选项之一：
外部冗余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
■

群集文件系统

■

使用 CVM 原始卷创建的 ASM 磁盘组

请参见第 42 页的“ 外部冗余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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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冗余

群集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43 页的“ 正常冗余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配置”。

注意：建议您配置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以实现 OCR 和 Voting 磁
盘资源的高可用性。

在继续操作之前，请查看以下注意事项：
■

使用 ioship off，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磁盘分离策略设置为 (local)。

■

配置全局群集时，请在非复制共享存储上配置 OCR 和 Voting 磁盘。

■

如果计划使用 FSS，请在 SAN 存储上配置 OCR 和 Voting 磁盘。

外部冗余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配置
图 4-3 显示了外部冗余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选项。
外部冗余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配置

图 4-3

方案 1：CFS 上使用两路镜像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

/ocrvote/vote

/ocrvote/ocr

方案 2：CVM 原始卷上使用两路镜像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
ocrvol
（在磁盘 1 和磁盘 2
上 镜像的 CVM 卷）

votevol
（在磁盘 1 和磁盘 2
上镜像的 CVM 卷）

ocrvotevol
（在磁盘 1 和磁盘 2
上镜像的 CVM 卷）

磁盘 1

磁盘 2
ocrvotedg

磁盘 1

磁盘 2
ocrvotedg

■

如果要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放置在群集文件系统上（选项 1），需要有两个单
独的文件，分别存储有关 CVM 镜像卷上装入的 CFS 的 OCR 和 Voting 信息。

■

如果要将 OCR 和 Voting 磁盘放置在 CVM 原始卷上或放置在使用 CVM 原始卷
的 ASM 磁盘组上（选项 2），则需要使用两个 CVM 镜像卷，以便在这些卷上
配置 OCR 和 Voting 磁盘。

对于选项 1 和选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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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时，必须选择“External
Redundancy (外部冗余)”选项。

■

安装程序至少需要两个 LUN，分别用于创建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
有关 Oracle RAC 对 OCR 和 Voting 磁盘所需磁盘空间的建议，请参考 Oracle
RAC 文档。

正常冗余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配置
图 4-4 显示了正常冗余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选项。
图 4-4

正常冗余的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配置
CFS 上的 Voting 磁盘

CFS 上的 OCR
/ocr2/ocrmirror

/ocr1/ocr

/vote1/votedisk1

卷

/vote2/votedisk2

/vote3/votedisk3

卷

卷1

卷2

S

S

磁
盘

磁
盘
磁盘 1

磁盘 2

S

卷1

卷2

卷3

磁盘 1

磁盘 2

磁盘 3

S

OCR 和 Voting 磁盘文件存在于单独的群集文件系统上。
按照以下步骤配置存储：
■

为 OCR 和 OCR 镜像创建单独的文件系统。

■

为至少 3 个 Voting 磁盘创建单独的文件系统以实现冗余。

■

在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时，必须选择“Normal
Redundancy (正常冗余)”选项。
注意：建议您配置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以实现 OCR 和 Voting 磁盘资源的高可
用性。

规划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文件的存储
可以将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本地存储或共享存储上，具体取决于您的高
可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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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Veritas 建议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本地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和 Oracle
RAC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
规划安装时，请考虑下列要点：
■

本地安装可以在出现单点故障时提供更好的保护，并有助于实现以滚动方式应
用 Oracle RAC 修补程序。

■

CFS 安装提供单一的 Oracle 安装以进行管理，而不管节点数量为多少。使用此
方案，可以降低存储需求，且易于添加节点。

表 4-3 列出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文件的存储类型。
表 4-3

Oracle RAC二进制文件和数据文件的存储类型

Oracle RAC 文件

存储类型

Oracle base

本地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satructure 二进制文件

本地
将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二进制文件放置在本地磁盘上，以
实现群集的滚动升级。

Oracle RAC 数据库二进制 本地
文件
将 Oracle RAC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存放在本地磁盘上，可以对群
集进行滚动升级。
数据库数据文件

共享
将 Oracle RAC 数据库文件存储在 CFS 上，而不是原始设备或
CVM 原始设备上，可以更方便地进行管理。为每个 Oracle RAC
数据库创建一个单独的群集文件系统。将 Oracle RAC 数据库数
据文件存放在单独的装入点上，可以在卸载该数据库进行维护时
不影响其他数据库。
如果打算将 Oracle RAC 数据库存储在 ASM 上，请在 CVM 卷
上配置 ASM 磁盘组以利用动态多径处理功能。

数据库恢复数据（存档，
闪存恢复）

共享
将存档日志放置在 CFS 中，而不要放置在本地文件系统中。

规划 CVM 上的 Oracle RAC ASM
查看 Oracle RAC ASM 提供的存储支持的以下相关信息：
ASM 支持

ASM 为数据文件、控制文件、联机重做日志和存档日志文件以
及备份文件提供存储。从 Oracle RAC 11g R2 开始，ASM 还支
持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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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不支持

Oracle RAC 11g R2 和更高版本：
ASM 不支持 Oracle 二进制文件、跟踪文件、警报日志、导出文
件、tar 文件、核心文件和 ASM 上的应用程序二进制文件。

以下做法可提供高可用性和更好的性能：
■

结合使用 CVM 镜像卷和 Dynamic Multi-Pathing 来创建 ASM 磁盘组。在创建
ASM 磁盘组时选择外部冗余。

■

用于 ASM 的 CVM 原始卷必须专用于 ASM。请勿将这些卷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例如创建文件系统。在用于 ASM 的 CVM 原始卷上创建文件系统可能导致数据
损坏。

■

如果在 ASM 上创建了数据库，请不要链接 Veritas ODM 库。ODM 是驻留在
Veritas File System 上的数据文件的磁盘管理界面。

■

至少使用两个 Oracle RAC ASM 磁盘组。在一个磁盘组上存储数据文件、一组
重做日志和一组控制文件。将 Flash Recovery Area、存档日志和第二组重做日
志和控制文件存储在第二个磁盘组上。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RAC 的 ASM 最佳做法文档。

■

不要将 DMP 元节点配置为 ASM 磁盘来创建 ASM 磁盘组。必须将对 DMP 元节
点的访问配置为通过 CVM 进行。

■

不要将 DMP 与群集中的其他多径处理软件结合使用。

■

不要将针对 I/O 防护配置的协调器磁盘用作 ASM 磁盘。不得导入 I/O 防护磁盘
或将其用于数据。

■

为特定 ASM 磁盘组提供的卷应具有相同的速度和类型。

规划卷布局
以下建议可确保 VxVM/CVM 卷的最佳布局：
■

对两个或多个存储阵列中的卷进行镜像（如果使用 VxVM 镜像）。让快速镜像
重新同步区域大小等于数据库块大小以减少写入时复制 (COW) 开销。减小区域
大小会增大缓存对象分配的数量，进而导致性能开销。

■

创建多个缓存对象时，请在所有缓存对象上均匀地分布 I/O 负载。

■

在 SAN 交换机上实施分区以控制对共享存储的访问。请注意，物理磁盘可能由
多个服务器或应用程序共享，因此必须防止对其进行意外访问。

■

根据存储网络拓扑和应用程序 I/O 模式选择 DMP I/O 策略。

■

采用精简置备以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

对于 SF Oracle RAC：
设计放置策略时，请将 Oracle 恢复结构与数据库文件分离开来以确保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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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重做日志并将它们放置在速度最快的存储（例如，RAID 1+0）上以获得更
好的性能。
为克隆 Oracle 日志卷使用第三镜像断开快照。不要在优化空间 (SO) 快照上创
建 Oracle 日志卷。
为 Oracle 数据卷使用优化空间 (SO) 快照时，请创建尽可能多的缓存对象 (CO)。

规划文件系统设计
以下建议可确保数据库的最佳文件系统设计：
■

为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数据、重做日志和存档日志创建单独的文件系统。
这可确保在遇到与数据库数据文件存储有关的问题时，恢复数据可用。

■

始终将存档日志放置在 CFS 文件系统中，不要放置在本地文件系统中。

■

对于 SF Oracle RAC：如果使用 VxVM 镜像，请将 ODM 与 CFS 一起使用以
获得更好的性能。 包含 SmartSync 的 ODM 将使用 Oracle Resilvering 启用更
快的镜像卷恢复过程。

安装前设置 umask
该主题适用于 SF Oracle RAC。
设置 umask 来为 Veritas InfoScale 二进制文件和文件提供相应的权限。此设置仅
在当前会话的持续时间内有效。
# umask 0022

使 IPS 发布服务器可访问
该主题适用于 SFHA、SFCFSHA、SF Oracle RAC 和 VCS。
如果 Image Packaging System (IPS) 发布服务器不可访问，则在 Solaris 11 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7.2 会失败。系统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CPI ERROR V-9-20-1273 Unable to contact configured publishers on <node_name>.
Solaris 11 引入了全新的 Image Packaging System (IPS) 并会在 Solaris 安装期间
设置默认发布服务器 (solaris)。安装其他软件包时，为了能够安装成功，集发布服
务器必须可访问。如果发布服务器不可访问，则在使用专用网络的情况下，软件包
安装将失败。下列命令可以用于显示集发布服务器：
# pkg publisher

例如：

root@sol11-03:~# pkg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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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
TYPE
STATUS
URI
solaris
origin
online
http://pkg.oracle.com/solaris/release/
root@sol11-03:~# pkg publisher solaris
Publisher: solaris
Alias:
Origin URI: http://pkg.oracle.com/solaris/release/
SSL Key: None
SSL Cert: None
Client UUID: 00000000-3f24-fe2e-0000-000068120608
Catalog Updated: October 09:53:00 PM
Enabled: Yes
Signature Policy: verify

使 IPS 发布服务器可访问
输入下列内容，禁用发布服务器（在此案例中发布服务器为 solaris）：

1

# pkg set-publisher --disable solaris

2

重复 Veritas InfoScale 7.2 的安装。

3

重新启用原始发布服务器。如果发布服务器仍不可访问（专用网络），则
no-refresh 选项可用于重新启用该服务器。
# pkg set-publisher --enable solaris

或
# pkg set-publisher --enable --no-refresh solaris

注意：取消设置发布服务器会产生类似的结果，除非仅当发布服务器可访问时对其
进行重设。有关 pkg 实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pkg (1)。

准备区域环境
该主题适用于 SF、SFHA、SFCFSHA、SF Oracle RAC 和 VCS。
当使用安装程序在 Oracle Solaris 11 操作系统的区域环境中安装或升级 VCS 时，
需要注意下列各项。
■

升级所有区域（包括全局区域和非全局区域），但已分离和未装入的区域除外。

■

在全局区域中安装软件包之后，如果是首次执行安装，需要在非全局区域中安
装 Oracle Solaris 11 所需的软件包。在 Oracle Solaris 11.1 上，如果非全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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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已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包的早期版本，则在全局区域中升级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包期间，非全局区域中的软件包将自动升级（前提是该区域正在
运行）。
■

在全局区域中安装或升级 VCS 软件包之前，确保所有非全局区域已引导且正在
运行。如果升级时非全局区域未运行，则必须设置 Veritas 发布程序然后使用 -u
选项挂接区域，才能在非全局区域中安装或升级 VCS 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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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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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

6.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

7. 使用特定于操作系统的方法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

8. 完成安装后任务

3

5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

安装语言包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建议使用该产品安装程序来授权和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1

加载并装入软件光盘。如果该软件是下载的，请导航到下载目录的顶层目录，
然后跳过下一步。

2

移至光盘的顶层目录。
# cd /mnt/cdrom

3

从此目录键入以下命令，以便在本地系统上开始安装。
# ./installer

4

要进行安装，请按 I，并按 Enter。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5

将显示可用的产品列表。选择要在您的系统上安装的产品。
1)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2)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3)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4)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a product to install: [1-4,b,q]

6

该安装程序将询问您是否要配置该产品。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InfoScale Enterprise after
installation?
[y,n,q]

如果输入 ，该安装程序将在安装后配置该产品。 如果输入 n，该安装程序将在
安装完成后退出。

7

在显示提示时，指定是否接受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的条款。
Do you agree with the term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as
specified in the EULA/en/EULA.pdf file
present on media? [y,n,q,?] y

8

该安装程序将执行预先检查。 如果是全新的系统，将根据用户定义设置该产
品。 如果该系统已安装不同的产品，则预先检查后将该产品设置为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并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is installed. Installation of two
products is not supported,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will be
installed to include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and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on all th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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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授权许可方法。回答授权许可问题并按照提示操作。
1) Enter a valid license key
2) Enable keyless licensing and complete system licensing later
How would you like to license the systems? [1-2,q] (2)

注意：也可以通过选择“L) License a Product (L) 授权产品)”选项使用安装
程序菜单注册许可证。
请参见第 12 页的“使用产品许可证密钥注册 Veritas InfoScale”。

10 检查日志文件以确认安装。 该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保存在
/opt/VRTS/install/logs 目录中。

安装语言包
要安装非英语的 Veritas InfoScale，请在安装英语软件包之后，安装所需的语言包。
在服务器上安装语言包

1

将语言光盘插入 DVD-ROM 或 CD-ROM 驱动器。如果使用 Solaris 卷管理软
件，光盘将自动装入为 /cdrom/cdrom0。

2

使用 install_lp 命令安装语言包。
# cd /cdrom/cdrom0
# ./install_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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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响应文件

■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

用于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响应文件变量

■

用于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示例响应文件

关于响应文件
在任何安装、配置、升级或卸载过程中，安装程序脚本或产品安装脚本都会生成响
应文件。响应文件包含安装过程中输入的配置信息。 该过程完成之后，安装脚本会
显示响应文件的位置。
通过使用 -responsefile 选项调用安装脚本，可以在以后的安装过程中使用该响应
文件。响应文件会将参数传递给脚本，以便自动安装相应产品。可以编辑该文件，
以便自动安装和配置其他系统。
注意：Veritas 建议您使用安装程序创建的响应文件，然后根据您的要求对其进行编
辑。

响应文件中的语法
响应文件变量中包含的 Perl 语句的语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会根据变量是需要
标量还是列表值而变化。
例如，在字符串值的情况下为：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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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Scalar_variable}="value";

在整数值的情况下为：
$CFG{Scalar_variable}=123;

在列表值的情况下为：
$CFG{List_variable}=["value 1 ", "value 2 ", "value 3 "];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对一个系统执行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后生成的响应
文件来对其他系统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1

确保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2

确保已完成安装前任务。

3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系统。

4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安装。例如：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7

完成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后任务。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执行安装后任务”一章。

用于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6-1 列出了为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而可以定义的响应文件变量。

54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用于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6-1

用于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说明

CFG{opt}{install}

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packages。可以在以后使用
-configure 选项执行配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activecomponent}

为 precheck、configure、addnode、install and
configure(together) 等操作指定组件。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accepteula}

指定是否同意介质上的 EULA.pdf 文件。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keys}{vxkeyless}
CFG{keys}{license}

CFG{keys}{vxkeyless} 用于提供要在系统上注册的
无密钥的密钥列表。
CFG{keys}{license} 用于提供要在系统上注册的用户
定义的密钥列表
标量列表：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systems}

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上的系统列表。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prod}

定义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opt}{keyfile}

定义用于和所有远程系统通信的 ssh 密钥文件的位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tmppath}

定义工作目录的创建位置，该工作目录用于存储安装过
程中所需的临时文件和 packages。默认位置为 /var/tmp。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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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CFG{opt}{rsh}

定义必须使用 rsh 而不是 ssh 来作为系统间通信的方法。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logpath}

指定要将日志文件复制到哪个位置。默认位置为
/opt/VRTS/install/logs。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用于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示例响应文件
以下示例显示用于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响应文件。
our %CFG;
$CFG{accepteula}=1;
$CFG{keys}{keyless}=[ qw(ENTERPRISE) ];
$CFG{opt}{gco}=1;
$CFG{opt}{install}=1;
$CFG{prod}="ENTERPRISE72";
$CFG{systems}=[ qw(system1 system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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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特定于操作系统的方
法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特定于操作系统的方法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

使用 Automated Installer 在 Solaris 11 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

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手动安装软件包

关于使用特定于操作系统的方法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在 Solaris 上，可以使用下列方法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

可以使用 Oracle Solaris 自动安装程序 (AI) 在网络中的多个客户端系统上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请参见第 57 页的“使用 Automated Installer 在 Solaris 11 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

您还可以手动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请参见第 62 页的“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手动安装软件包”。

使用 Automated Installer 在 Solaris 11 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可以使用 Oracle Solaris 自动安装程序 (AI) 在网络中的多个客户端系统上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AI 对 SPARC 系统执行无需手动参与的安
装（即自动安装，无需手动交互）。您也可以使用 AI 介质在单个 SPARC 平台上安
装 Oracle Solaris OS 可以从 Oracle 网站下载 Oracle 提供的 AI 可引导映像。所有
这些情况都需要访问网络中的软件包存储库才能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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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动安装
AI 可自动将 Oracle Solaris 11 OS 安装到网络中的一个或多个 SPARC 客户端上。
自动安装仅适用于 Solaris 11。您可以将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到多种不同类型的
客户端上。这些客户端可能会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异：
■

体系结构

■

内存特性

■

MAC 地址

■

IP 地址

■

CPU

具体的安装可能会因指定的内容（包括网络配置和安装的客户端）而异。
在本地网络中自动安装客户端包括以下简要步骤：

1

客户端系统引导并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信息。

2

客户端的特征决定了使用哪项 AI 服务和哪些安装指令来安装该客户端。

3

安装程序使用 AI 服务指令从软件包存储库中提取正确的软件包，然后将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到客户端。

使用自动安装程序
要使用自动安装程序来通过网络安装系统，请设置 DHCP 并在 AI 服务器上设置 AI
服务。DHCP 服务器与 AI 服务器可以是同一系统，也可以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请确保这些系统可以访问 Oracle Solaris 映像包管理系统 (IPS) 软件包存储库。IPS
软件包存储库可能位于 AI 服务器上、本地网络中的其他服务器上或 Internet 上。
一项 AI 服务与一个 SPARC AI 安装映像以及一组或多组安装指令关联。这些安装
指令指定了一个或多个 IPS 软件包存储库，系统将从这些存储库中检索完成安装所
需的软件包。这些安装指令还包括要安装的其他软件包的名称以及诸如目标设备和
分区信息等信息。您还可以指定用于在安装后配置系统的指令。
需考虑您要在系统上安装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包。根据您的配置和需要，您可能想要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两个系统采用不同的体系结构或者需要安装不同版本的 Oracle Solaris OS，
请创建两项 AI 服务，然后将每项 AI 服务与不同的 AI 映像关联起来

■

如果两个系统需要安装同一版本的 Oracle Solaris OS，但需要以不相同的其他
方式进行安装，请为 AI 服务创建两组安装指令。不同的安装指令可以指定不同
的待安装软件包，也可指定不同的盘片作为安装目标。

安装将在您引导系统时开始执行。DHCP 会将系统定向到 AI 安装服务器，系统将
访问安装服务以及该服务中的安装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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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11 Express 自动安装程序指南》。

使用 AI 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按照以下过程使用 AI 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使用 AI 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1

遵照 Oracle 文档设置 Solaris AI 服务器和 DHCP 服务器。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此文档：http://docs.oracle.com。

2

设置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包存储库。
运行下列命令以启动必要的 SMF 服务并创建目录：
# svcadm enable svc:/network/dns/multicast:default
# mkdir /ai
# zfs create -o compression=on -o mountpoint=/ai rpoo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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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下列命令以便为 Veritas SPARC 软件包设置 IPS 存储库：

# mkdir -p /ai/repo_vrts_sparc
# pkgrepo create /ai/repo_vrts_sparc
# pkgrepo add-publisher -s /ai/repo_vrts_sparc Veritas
# pkgrecv -s <media_sparc>/pkgs/VRTSpkgs.p5p -d
/ai/repo_vrts_sparc '*'
# svccfg -s pkg/server list
# svcs -a | grep pkg/server
# svccfg -s pkg/server add vrtssparc
# svccfg -s pkg/server:vrtssparc addpg pkg application
# svccfg -s pkg/server:vrtssparc setprop pkg/port=10003
# svccfg -s pkg/server:vrtssparc setprop pkg/inst_root=
/ai/repo_vrts_sparc
# svccfg -s pkg/server:vrtssparc addpg general framework
# svccfg -s pkg/server:vrtssparc addpropvalue general/complete
astring: vrtssparc
# svccfg -s pkg/server:vrtssparc addpropvalue general/enable
boolean: true
# svcs -a | grep pkg/server
# svcadm refresh application/pkg/server:vrtssparc
# svcadm enable application/pkg/server:vrtssparc

或者运行下列命令来设置用于测试目的的专用 depot 服务器：
# /usr/lib/pkg.depotd -d /ai/repo_vrts_sparc -p 10003 > /dev/null &

在 IE 或 Firefox 浏览器上检查以下 URL：
http://<host>: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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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AI 服务器上设置安装服务。
运行以下命令：
# mkdir /ai/iso

从 Oracle 网站下载 AI 映像并将 iso 放入 /ai/iso 目录。
创建安装服务。
例如：
为 SPARC 平台设置 AI 安装服务：
# # installadm create-service -n sol11sparc -s\
/ai/iso/sol-11-1111-ai-sparc.iso -d /ai/aiboot/

5

运行安装程序以便为您打算安装的所有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生成 XML 清单
文件。
# mkdir /ai/manifests
# <media>/installer -ai /ai/manifests

6

为每个系统生成系统配置并包含主机名、用户帐户和 IP 地址。例如，输入以下
命令之一：
# mkdir /ai/profiles
# sysconfig create-profile -o /ai/profiles/profile_client.xml

或
# cp /ai/aiboot/auto-install/sc_profiles/sc_sample.xml
/ai/profiles/profile_client.xml

7

添加一个系统并将其与指定的产品清单和系统配置匹配。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添加 SPARC 系统：
# installadm create-client -e "<client_MAC>" -n sol11sparc
# installadm add-manifest -n sol11sparc -f \
/ai/manifests/tmp/aitmp/vrts_manifest_enterprise.xml
# installadm create-profile -n sol11sparc -f \
/ai/profiles/profile_client.xml -p profile_sc
# installadm set-criteria -n sol11sparc -m \
vrts_sfha -p profile_sc -c mac="<client_MAC>"
# installadm list -m -c -p -n sol11sp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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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运行以下命令重新启动系统，然后安装操作系统和 Storage Foundation 产
品：
# boot net:dhcp - install

如果 Solaris 操作系统的版本为 11.1 或更高版本，则可以为 ZFS 根设备启用
DMP。
有关 ZFS 根支持的更多信息，请参见《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9

系统启动并运行之后，从安装介质运行 installer 命令以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configure

注意： 如果您找不到安装程序脚本，请执行 /opt/VRTSsfcpi/bin/run-once
命令。

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手动安装软件包
下节介绍了如何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手动安装软件包。

在 Oracle Solaris 11 系统上手动安装软件包
在 Solaris 11 系统上安装软件包

1

将 VRTSpkgs.p5p package 从安装介质的 pkgs 目录复制到系统中的
/tmp/install 目录。

2

禁用无法访问的发布服务器，因为只要有任何已经添加的存储库无法访问，
package 安装都可能会失败。
# pkg set-publisher --disable <publisher name>

3

在非全局区域中添加一个基于文件的存储库。
# pkg set-publisher -p /tmp/install/VRTSpkgs.p5p Veritas

4

安装必需的 packages。

5

要配置用于灾难恢复的 OracleVMServer 逻辑域，请在该逻辑域中安装以下必
需的软件包：
# pkg install --accept VRTSvcs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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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删除非全局区域中的发布服务器。
# pkg unset-publisher Veitas

7

如果系统中存在非全局区域，请清除 SMF 服务的状态。如果存在非全局区域，
则设置基于文件的存储库会导致 SMF 服务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进入维护状态。
# svcadm clear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8

启用以前禁用的发布服务器。
# pkg set-publisher --enable <publisher>

在 Solaris 标记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安装软件包
对于 Oracle Solaris 11，您必须在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
包。本机非全局区域称作 Solaris 标记区域。
在 Solaris 标记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安装软件包

1

确保 SMF 服务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和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d:default 在全局区域中处于联机状
态。
global# svcs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global# svcs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d:default

2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非全局区域。

3

确保 SMF 服务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client:default 在非
全局区域中处于联机状态
non-global# svcs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client:default

4

将 VRTSpkgs.p5p 软件包从安装介质中的 pkgs 目录复制到全局区域（例如
/tmp/install 目录）中。

5

禁用无法访问的发布服务器，因为如果任何已添加的存储库无法访问，软件包
安装可能会失败。
global# pkg set-publisher --disable <publisher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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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全局区域中添加一个基于文件的存储库。
global# pkg set-publisher -g /tmp/install/VRTSpkgs.p5p Veritas

7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非全局区域并安装所需的软件包。
non-global# pkg install --accept <list of packages>

其中 <list of packages> 是需要安装的软件包的名称。

8

删除全局区域中的发布服务器。
global# pkg unset-publisher Veritas

9

启用以前禁用的发布服务器。
global# pkg set-publisher --enable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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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安装后任务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验证产品安装

■

设置环境变量

■

在 SPARC 系统上禁用中止序列

■

安装后续步骤

验证产品安装
要验证已安装产品的版本，请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version

要查找已安装的 packages 及其版本的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showversion

安装每个产品后，安装程序会创建一个安装日志文件和一个摘要文件。产品安装结
束时，会显示各个文件的名称和位置，这些文件始终位于 /opt/VRTS/install/logs
目录下。Veritas 建议保留这些文件以便进行审核、调试及供以后使用。
安装日志文件包含在该过程中执行的所有命令、输出内容以及执行命令时生成的错
误。
摘要文件包含安装程序或产品安装脚本的安装结果。摘要包括 package 列表和每个
package 的状态（成功或失败），以及在安装过程中停止或重新启动的进程的信
息。安装后，请查阅摘要文件，以确定是否有需要启动的进程。

完成安装后任务
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环境变量
安装实例中使用的大多数命令都位于 /sbin 或 /usr/sbin 目录中。根据需要将这
些目录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中。
安装后，Veritas InfoScale 命令位于 /opt/VRTS/bin 目录中。Veritas InfoScale 手
册页存储在 /opt/VRTS/man 目录中。
某些 VCS 自定义脚本位于 /opt/VRTSvcs/bin 下。 如果要安装高可用性产品，则
还要将 /opt/VRTSvcs/bin 添加到 PATH 中。
将以下目录添加到 PATH 和 MANPATH 环境变量中：
■

如果要使用 Bourne 或 Korn shell（sh 或 ksh），请输入以下命令：
$ PATH=$PATH:/usr/sbin:/sbin:/usr/bin:/opt/VRTS/bin
$ MANPATH=/usr/share/man:/opt/VRTS/man:$MANPATH
$ export PATH MANPATH

■

如果要使用 C shell（csh 或 tcsh），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path = ( $path /usr/sbin /sbin/ /usr/bin/ /opt/VRTS/bin )
% setenv MANPATH /usr/share/man:/opt/VRTS/man:$MANPATH

在 SPARC 系统上禁用中止序列
该主题适用于 VCS。
大多数 UNIX 操作系统都提供了执行“断开”或“控制台中止”的方法。 中止挂起
的系统时存在的固有问题是将会停止群集中的心跳。当其他群集成员认为中止的节
点出现故障时，这些群集成员可能会开始采取更正操作。
请牢记以下几点：
■

系统中止后必须执行的唯一操作是重新设置系统，以便实现以下目的：
■

保留数据完整性

■

防止群集采取其他更正操作

■

请不要恢复处理器，因为成员集可能已发生更改，并且可能正在执行故障转移
操作。

■

要在 SPARC 系统上避免该潜在问题，应该在 OpenBoot eeprom 中为 go 函数
设置别名以显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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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go 函数设置别名以显示消息
在 ok 提示符下，输入：

1

nvedit

2

按 Ctrl+L 显示 nvramrc 缓冲区的当前内容。

3

按 Ctrl+N，直到编辑器显示缓冲区的最后一行为止。

4

原样添加下面所示的各行。 添加每行之后按 Enter。
." Aliasing the OpenBoot 'go' command! "
: go ." It is inadvisable to use the 'go' command in a clustered
environment. " cr
." Please use the 'power-off' or 'reset-all' commands instead. "
cr
." Thank you, from your friendly neighborhood sysadmin. " ;

5

按 Ctrl+C 退出 nvramrc 编辑器。

6

要验证不存在任何错误，请键入 nvrun 命令。应该仅可看到以下文本：
Aliasing the OpenBoot 'go' command!

7

键入 nvstore 命令将更改提交到非易变的 RAM (NVRAM)，以便在后续重新启
动时使用。

8

执行这些命令之后，在重新启动时将会看到以下输出：
Aliasing the OpenBoot 'go' command! go isn't unique.

安装后续步骤
完成安装后，可以配置所选组件。
表 8-1 列出了各个组件以及已发布的相应配置和升级指南。
表 8-1

可用于配置的指南

组件

文档名称

Storage Foundation

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和升级指
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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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文档名称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南》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Cluster Server

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SE

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配置和升级指南》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管理指南》。

68

部分

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

9. 使用安装程序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

10. 使用响应文件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4

9
使用安装程序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删除 Veritas InfoScale

■

删除复制数据集

■

使用安装程序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packages

■

使用 pkgrm 或 pkg uninstall 命令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

在 Solaris 11 上的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包

■

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关于删除 Veritas InfoScale
本节介绍 Veritas 软件的卸载要求和卸载步骤。
只有拥有超级用户权限的用户才可以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警告：如果不按照下列各节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则可能导致意外情况。

准备卸载
在删除 Veritas 软件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远程卸载
必须配置远程通信才能在远程系统上卸载 Veritas InfoScale。在 High Availability 环
境下，必须满足以下先决条件才能一次性在群集中所有节点上进行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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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决条件对于远程卸载是必需的：
■

系统之间必须存在通信协议。默认情况下，卸载脚本使用 ssh。

■

必须能够在所有系统上以超级用户身份执行 ssh 或 rsh 命令。

■

必须将 ssh 或 rsh 配置为可在不要求提供密码或密码短语的情况下运行。

准备删除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本节介绍为保留卷的内容而需要在删除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前执行的
步骤。
警告：如果不按照本节提及的准备工作来操作，则可能导致意外情况。
在 Solaris 11 上，SMF 服务vxvm-configure 必须联机才能成功卸载 VRTSvxvm。
验证 vxvm-configure 服务是否联机

1

检查 vxvm-configure 服务的状态：
# svcs -a | grep vxvm-configure

2

如果该服务处于禁用或维护状态，请使用以下命令显示信息（包括服务日志位
置）：
# svcs -xv vxvm-configure

3

如果没有问题，请使用下列命令使 vxvm-configure 服务联机：
# svcadm enable vxvm-configure

从封装的根磁盘中将卷移出
执行以下过程，以从封装的根磁盘中将卷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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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root、swap、usr 或 var 是受 Volume Manager 控制的卷时卸载 VxVM

1

确保 rootvol、swapvol、usr 和 var 卷各自都只有一个关联的 Plex。
Plex 必须是连续、非条带化、非跨越和非稀疏的。要获取此信息，请输入以下
命令：
# vxprint -ht rootvol swapvol usr var

如果上述任何卷中包含多个与之关联的 Plex，请使用以下命令删除不必要的
plex：
# vxplex -g diskgroup -o rm dis plex_name

2

运行 vxunroot 命令：
# /etc/vx/bin/vxunroot
vxunroot 命令将 /etc/vfstab 中对应于 rootvol、swapvol、usr 和 var 的

卷项更改为基础磁盘分区， 还将修改 /etc/system 并提示重新启动，以便为
root、swap、usr 和 var 装入磁盘分区而不是卷。

3

更改了 root、swap、usr 和 var 卷后，将剩余的所有卷移到磁盘分区上。
可以使用下列任一过程来执行此操作：
■

将整个系统备份到磁带上，然后从磁带上恢复。

■

分别备份每个文件系统，在磁盘分区上创建新的文件系统后将其全部恢复。

■

将卷逐个移到磁盘分区上。
请参见第 72 页的“将卷移到磁盘分区上”。
否则，应关闭 VxVM。

将卷移到磁盘分区上
执行以下过程将卷逐个移动到磁盘分区上。
将卷逐个移到磁盘分区上

1

使用 vxdiskadm 命令、VOM GUI 或 vxevac 实用程序迁移磁盘。
迁移操作会将子磁盘从指定的磁盘移到目标磁盘上。迁移的磁盘为要移到磁盘
分区的卷提供了初始空闲磁盘空间。

2

输入以下命令，使迁移的磁盘脱离 VxVM 的控制：
# vxdg rmdisk diskname
# vxdisk rm devname

3

决定首先移动哪个卷，以及如果该卷已经装入，是否将其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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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使用该卷作为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原始分区，请确保该应用程序未更新该
卷。此外，请确保您已将 sync 命令应用于该卷上的数据。

5

使用 format 命令，在空闲磁盘空间上创建一个大小与该卷相同的分区。
如果用于创建该分区的空闲空间不够，请将一个新磁盘添加到系统中以供被删
除的第一个卷使用。 后面的卷可以使用通过删除第一个卷而产生的空闲空间。

6

使用 dd 之类的命令将该卷上的数据复制到新创建的磁盘分区上。
# dd if=/dev/vx/dsk/diskgroup/lhome of=/dev/dsk/c2t2d2s7

其中，c2t2d2 表示位于 Volume Manager 外部的磁盘，s7 表示新创建的分区。

7

将 /etc/vfstab 中表示该卷的项（如果有）替换为表示新创建的分区的项。

8

如果先前装入了相应的卷，请装入磁盘分区。

9

使用命令停止并从 VxVM 中删除此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op volume_name
# vxedit -rf -g diskgroup rm volume_name

10 通过使卷脱离 VxVM 的控制，删除所有空闲磁盘（那些没有定义子磁盘的磁
盘）。
要检查某个特定磁盘上是否仍有一些子磁盘，请使用 vxprint 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F '%sdnum' diskname

如果输出不是 0，则该磁盘上仍有一些需要删除的子磁盘。如果输出是 0，则
使该磁盘脱离 VxVM 的控制。
# vxdg rmdisk diskname
# vxdisk rm devname

将所产生的空闲空间用于添加要删除的下一个卷上的数据。

11 将所有卷成功转换为磁盘分区后，重新启动系统。
12 重新启动后，使用 vxprint 命令确保没有任何卷是打开的。
# vxprint -Aht -e v_open

13 如果有任何卷仍是打开的，请重复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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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卷移动到 Solaris 上的磁盘分区的示例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卷上的数据移到磁盘分区上。在本示例中，有三个磁盘： disk1
和 disk2 是卷 vol01 上的子磁盘，disk3 是一个空闲磁盘。vol01 上的数据通过
vxevac 命令复制到 disk3。
这些是在 vol01 上的数据复制到 disk3 之前，磁盘组 voldg 的内容。
# vxprint -g voldg -ht
DG
DM
RV
RL
V
PL
SD
SV
DC
SP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CONFIG
NLOG
MINORS
GROUP-ID
DEVICE
TYPE
PRIVLEN PUBLEN
STATE
RLINK_CNT KSTATE STATE
PRIMARY DATAVOLS SRL
RVG
KSTATE STATE
REM_HOST REM_DG
REM_RLNK
RVG
KSTATE STATE
LENGTH
READPOL
PREFPLEX UTYPE
VOLUME
KSTATE STATE
LENGTH
LAYOUT
NCOL/WID MODE
PLEX
DISK
DISKOFFS LENGTH
[COL/]OFF DEVICE
MODE
PLEX
VOLNAME NVOLLAYR LENGTH
[COL/]OFF AM/NM
MODE
PARENTVOL LOGVOL
SNAPVOL
DCO

dg voldg default
default 115000
1017856044.1141.hostname.veritas.com
dm disk1 c1t12d0s2 sliced
dm disk2 c1t14d0s2 sliced
dm disk3 c1t3d0s2 sliced
v
pl
sd
sd

vol1
pl1
sd1
sd2

vol1
pl1
pl1

2591
2591
2591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disk1
0
disk2
0

17900352 17899056 17899056 4196448 ROUND
4196448 CONCAT
2098224 0
2098224 2098224

c1t12d0
c1t14d0

fsgen
RW
ENA
ENA

将 disk1 迁移到 disk3。
# /etc/vx/bin/vxevac -g voldg disk1 disk3
# vxprint -g voldg -ht
DG NAME
DM NAME
RV NAME
RL NAME
V NAME
UTYPE
PL NAME
MODE

NCONFIG
DEVICE
RLINK_CNT
RVG
RVG

NLOG
TYPE
KSTATE
KSTATE
KSTATE

MINORS
PRIVLEN
STATE
STATE
STATE

GROUP-ID
PUBLEN
PRIMARY
REM_HOST
LENGTH

STATE
DATAVOLS
REM_DG
READPOL

SRL
REM_RLNK
PREFPLEX

VOLUME

KSTATE

STATE

LENGTH

LAYOUT

NCOL/W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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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NAME
MODE
SV NAME
MODE
DC NAME
SP NAME

PLEX

DISK

DISKOFFS LENGTH

[COL/]OFF DEVICE

PLEX

VOLNAME

NVOLLAYR LENGTH

[COL/]OFF AM/NM

PARENTVOL
SNAPVOL

LOGVOL
DCO

dg voldg default
default 115000
1017856044.1141.hostname.veritas.com
dm disk1 c1t12d0s2
dm disk2 c1t14d0s2
dm disk3 c1t3d0s2

sliced
sliced
sliced

2591
2591
2591

17900352 17899056 17899056 -

v vol1 fsgen
pl pl1
vol1
RW
sd disk3-01l1
ENA
sd sd2
pl1
ENA

ENABLED

ACTIVE

4196448

ROUND

-

ENABLED

ACTIVE

4196448

CONCAT

-

disk3

0

2098224

0

c1t3d0

disk2

0

2098224

2098224

c1t14d0

将 disk2 迁移到 disk3。
# /etc/vx/bin/vxevac -g voldg disk2 disk3
# vxprint -g voldg -ht
DG NAME
DM NAME
RV NAME
RL NAME
V NAME
UTYPE
PL NAME
MODE
SD NAME
MODE
SV NAME
MODE
DC NAME
SP NAME

NCONFIG
DEVICE
RLINK_CNT
RVG
RVG

NLOG
TYPE
KSTATE
KSTATE
KSTATE

MINORS
PRIVLEN
STATE
STATE
STATE

GROUP-ID
PUBLEN
PRIMARY
REM_HOST
LENGTH

STATE
DATAVOLS
REM_DG
READPOL

SRL
REM_RLNK
PREFPLEX

VOLUME

KSTATE

STATE

LENGTH

LAYOUT

NCOL/WID

PLEX

DISK

DISKOFFS LENGTH

PLEX

VOLNAME NVOLLAYR LENGTH

PARENTVOL LOGVOL
SNAPVOL
DCO

[COL/]OFF DEVICE
[COL/]OFF AM/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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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voldg
default
default 115000
1017856044.1141.hostname.veritas.com
dm disk1
dm disk2
dm disk3

c1t12d0s2 sliced
c1t14d0s2 sliced
c1t3d0s2 sliced

2591
2591
2591

17900352 17899056 17899056 -

v
pl
sd
sd

vol1
pl1
pl1

ACTIVE
ACTIVE
0
2098224

4196448
4196448
2098224
2098224

vol1
pl1
disk3-01
disk3-02

ENABLED
ENABLED
disk3
disk3

ROUND
CONCAT
0
2098224

c1t3d0
c1t3d0

fsgen
RW
ENA
ENA

使迁移的磁盘脱离 VxVM 的控制。
# vxdisk -g voldg list
DEVICE
c1t3d0s2
c1t12d0s2
c1t14d0s2

TYPE
sliced
sliced
sliced

DISK
disk3
disk1
disk2

GROUP
voldg
voldg
voldg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 vxdg rmdisk disk1
# vxdg rmdisk disk2
# vxdisk rm c1t12d0
# vxdisk rm c1t14d0

验证迁移的磁盘是否已脱离了 VxVM 的控制。
# vxdisk -g voldg list
DEVICE
c1t3d0s2

TYPE
sliced

DISK
disk3

GROUP
voldg

STATUS
online

检查要首先移动的卷是否已装入。
# mount | grep vol1
/vol1 on /dev/vx/dsk/voldg/vol1
read/write/setuid/log/nolargefiles/dev=12dc138 on Wed Apr
3 10:13:11 2002

在空闲磁盘空间上创建一个大小与卷相同的分区。此示例中，在 disk1 (c1t12d0s1)
上创建了一个 2G 的分区。
# format
Searching for disks...done
AVAILABLE DISK S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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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c0t0d0 <SUN9.0G cyl 4924 alt 2 hd 27 sec 133>
/sbus@1f,0/SUNW,fas@e,8800000/sd@0,0
1. c1t3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3,0
2. c1t9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9,0
3. c1t10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a,0
4. c1t11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b,0
5. c1t12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c,0
6. c1t14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e,0
7. c1t15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f,0
Specify disk (enter its number): 5
selecting c1t12d0
[disk formatted]
FORMAT MENU:
disk
type
partition
current
format
repair
label
analyze
defect
backup
verify
save
inquiry
volname
!<cmd>

-

select a disk
select (define) a disk type
select (define) a partition table
describe the current disk
format and analyze the disk
repair a defective sector
write label to the disk
surface analysis
defect list management
search for backup labels
read and display labels
save new disk/partition definitions
show vendor, product and revision
set 8-character volume name
execute <cmd>, then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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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
format> p
PARTITION MENU:
0
1
2
3
4
5
6
7
select
modify
name
print
label
!<cmd>
quit

-

change '0' partition
change '1' partition
change '2' partition
change '3' partition
change '4' partition
change '5' partition
change '6' partition
change '7' partition
select a predefined table
modify a predefined partition table
name the current table
display the current table
write partition map and label to the disk
execute <cmd>, then return

partition> 1
Part
Tag
Flag
Cylinders
1 unassigned
wm
0
Enter partition id tag[unassigned]:
Enter partition permission flags[wm]:
Enter new starting cyl[0]:

Size
0

Blocks
(0/0/0)

0

Enter partition size[0b, 0c, 0.00mb, 0.00gb]: 2.00gb
partition> l
Ready to label disk, continue? y
partition> p
Current partition table (unnamed):
Total disk cylinders available: 13814 + 2 (reserved cylinders)
Part
Tag
Flag
Cylinders
Size
Blocks
0 unassigned
wm
0
0
(0/0/0)
0
1 unassigned
wm
0 - 3236
2.00GB (3237/0/0)
4195152
partition> q

将 vol01 上的数据复制到新创建的磁盘分区。
# dd if=/dev/vx/dsk/voldg/vol01 of=/dev/dsk/c1t12d0s1

在 /etc/vfstab 文件中，删除以下项。
/dev/vx/dsk/voldg/vol1 /dev/vx/rdsk/voldg/vol1 /vol1 vxfs 4 yes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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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创建分区的项来替换除的项。
/dev/dsk/c1t12d0s1 /dev/rdsk/c1t12d0s1 /vol01 vxfs 4

yes rw

装入磁盘分区。
# mount -F vxfs /dev/dsk/c1t12d0s1 /vol01

从 VxVM 中删除 vol01。
# vxedit -rf -g voldg rm /dev/vx/dsk/voldg/vol01

要完成该过程，请执行其余的步骤。

准备删除 Veritas File System
如果存在任何已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或存储检查点，则无法删除 VRTSvxfs 软件
包。在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之前，先卸载 VxFS 文件系统和存储检查点。在删除
VRTSvxfs 软件包之后，只有安装了另一个 VRTSvxfs 软件包，才可装入或访问 VxFS
文件系统。
卸载文件系统

1

检查是否装入了任何 VxFS 文件系统。
# cat /etc/mnttab | grep vxfs

2

卸载所有文件系统。
# umount special | mount_point

指定要作为 mount_point 或 special（文件系统所在的设备）卸载的文件系统。
有关此命令及其可用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umount_vxfs (1M) 手册页。
使用 -a 选项可以卸载除 /、/usr、/usr/kvm、/var、/proc、/dev/fd 和 /tmp
外的其他所有文件系统。
卸载存储检查点

1

检查是否装入了任何存储检查点。
# cat /etc/mnttab | grep vxfs

2

卸载所有存储检查点。
# umount /checkpoin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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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复制数据集
如果使用 VVR，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本节介绍了应用程序处于活动或停止状态时
删除复制数据集 (RDS) 的步骤。
注意：如果要升级 Volume Replicator，则不要删除复制数据集。
删除复制数据集

1

验证所有 RLINK 是否都是最新的：
# vxrlink -g diskgroup status rlink_name

如果不要求辅助 RLINK 是最新的，请继续执行 2，在 vradmin stoprep 命令
中使用 -f 选项来停止复制。

2

通过在 RDS 中任一主机上发出以下命令，停止到辅助节点主机的复制：
如果主 RLINK 和辅助 RLINK 都不是最新的，vradmin stoprep 命令会失败。
但即使这些 RLINK 不是最新的，也可使用 -f 选项停止向辅助节点主机的复
制。
# vradmin -g diskgroup stoprep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
出中显示的名称相同。

3

通过在 RDS 中任一主机上发出以下命令，从 RDS 中删除辅助节点主机：
# vradmin -g diskgroup delsec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
出中显示的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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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在主节点主机上发出以下命令，从 RDS 中删除主节点主机：
# vradmin -g diskgroup delpri local_rvgname

如果使用时带 -f 选项，vradmin delpri 命令将删除主节点主机，即使主节点
主机上正在运行应用程序也是如此。
此时 RDS 已删除。

5

如果要从 RDS 中的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上删除 SRL，请在主节点主机
和所有辅助节点主机上发出以下命令：
# vxedit -r -g diskgroup rm srl_name

使用安装程序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packages
使用以下过程删除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并非所有 packages 都会安装在系统上，这取决于在安装该软件时所做的选择。
注意：卸载本产品之后，您无法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的早期版本访问借助于 Veritas
InfoScale 7.2 中的默认磁盘布局版本创建的任何文件系统。
卸载英文语言 package 时将会卸载这些语言 package。
关闭并删除已安装的 Veritas InfoScale packages

1

注释掉或删除文件系统表 /etc/vfstab 中的所有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项。不删除这些项可能会在以后导致系统引导问题。

2

卸载 VxFS 文件系统的所有装入点。
# umount /mount_point

3

如果安装了 VxVM package (VRTSvxvm)，请阅读 VxVM 的卸载过程并按照这些
过程进行操作。
请参见第 71 页的“准备删除 Veritas Volume Manager”。

4

确保已执行了所有先决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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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HA 配置中，在本地系统或所有系统上停止 VCS 进程。
在本地系统上停止 VCS 进程：
# hastop -local

在所有系统上停止 VCS 进程：
# hastop -all

6

转至 /opt/VRTS/install 目录并运行卸载脚本。
# cd /opt/VRTS/install
# ./installer -uninstall

7

卸载脚本提示您输入系统名称。输入一个或多个要从中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的系统名称（名称之间用空格分隔）。
Enter the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q?] sys1 sys2

8

卸载脚本提示您停止产品进程。如果回答 yes，则会停止进程并卸载 packages。
卸载脚本创建日志文件并显示日志文件的位置。

9

大多数 packages 都有内核组件。为确保彻底删除，建议您在删除所有 packages
后重新启动系统。

10 要验证是否删除了 package，请使用以下命令：
Solaris 11：
# pkg list VRTS\*

11 如果卸载未能删除任何 VRTS package，请检查安装程序日志获取故障原因，
或尝试使用以下命令手动删除 package：
# pkgrm VRTSvxvm

使用 pkgrm 或 pkg uninstall 命令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执行以下过程可使用 pkgrm 命令来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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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使用 pkgrm 命令卸载 Veritas InfoScale，则必须按特定的顺序删除
packages，否则卸载将失败。不按顺序删除packages将导致一些错误（包括可能
的核心转储），但是packages仍会被删除。
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1

卸载文件系统和存储检查点的所有装入点。
# umount /mount_point

注意：注释掉或删除文件系统表 /etc/vfstab 中的所有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项。不删除这些项可能会在以后导致系统引导问题。

2

禁止所有应用程序访问 VxVM 卷，并关闭所有卷。

3

对于 Solaris 11.1 或更新版本，如果启用 DMP 本机支持，则 DMP 将控制 ZFS
根池。请在删除 Veritas InfoScale 前关闭本机支持。
# vxdmpadm settune dmp_native_support=off

注意：如果您不禁用本机支持，则删除 DMP 后将无法重新启动系统。

4

停止所有正在运行的 Veritas 后台驻留程序。

5

按以下顺序删除packages：
对于 Veritas InfoScale (Solaris 11)：
# pkg uninstall VRTSodm VRTSdbed VRTSvcswiz \
VRTSvbs VRTSvcsea VRTSvcsag VRTScps VRTSvcs VRTSamf VRTSvxfen \
VRTSgab VRTSllt VRTSfssdk VRTSfsadv VRTSvxfs VRTSsfmh VRTSaslapm \
VRTSvxvm VRTSspt VRTSsfcpi VRTSvlic VRTSperl

使用 pkgrm 命令卸载语言包
如果要只删除语言包，可以通过 pkgrm 命令来实现。
如果您使用产品安装程序菜单或卸载脚本，则可以将英语软件包和语言包一起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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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语言包
◆

使用 pkgrm 命令删除相应的软件包。
# pkgrm package_name package_name ...

由于软件包没有任何依赖性，因此您可以按任意顺序删除它们。

在 Solaris 11 上的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包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非全局区域。

2

从 Solaris 标记区域中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包。
# pkg uninstall VRTSperl VRTSvlic VRTSvcs VRTSvcsag VRTSvcsea
VRTSvxfs

注意：如果在非全局区域内安装了 Veritas InfoScale 软件包，请执行上述步骤从非
全局区域卸载这些软件包，然后再从全局区域卸载软件包。

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
库
在删除产品后，可以删除 SFDB 存储库文件和所有备份。
删除 SFDB 存储库文件将禁用 SFDB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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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SFDB 存储库

1

确定在主机上创建的 SFDB 存储库。
Oracle：
# cat /var/vx/vxdba/rep_loc
{
"sfae_rept_version" : 1,
"oracle" : {
"SFAEDB" : {
"location" : "/data/sfaedb/.sfae",
"old_location" : "",
"alias" : [
"sfaedb"
]
}
}
}

2

删除 location 关键字标识的目录。
Oracle:
# rm -rf /data/sfaedb/.sfae

3

删除存储库位置文件。
# rm -rf /var/vx/vxdba/rep_loc

这就完成了 SFDB 存储库的删除。

85

10
使用响应文件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响应文件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

用于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的响应文件变量

■

用于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的示例响应文件

使用响应文件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对一个系统执行 Veritas InfoScale 卸载后生成的响应
文件来对其他系统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执行自动卸载

1

确保满足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的前提条件。

2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的系统。

3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4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卸载。例如：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用于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0-1 列出了为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而可以定义的响应文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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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用于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说明

CFG{systems}

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上的系统列表。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prod}

定义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opt}{keyfile}

定义用于和所有远程系统通信的 ssh 密钥文件的位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tmppath}

定义工作目录的创建位置，该工作目录用于存储安装过
程中所需的临时文件和 packages。默认位置为 /var/tmp。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logpath}

指定要将日志文件复制到哪个位置。默认位置为
/opt/VRTS/install/logs。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uninstall}

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packages。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用于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的示例响应文件
以下示例显示用于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的响应文件。
our %CFG;
$CFG{opt}{uninstall}=1;
$CFG{opt}{vr}=1;
$CFG{prod}="ENTERPRISE72";
$CFG{systems}=[ qw("system1", "syste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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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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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安装脚本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脚本选项

安装脚本选项
表 A-1 显示了安装脚本的命令行选项。对于初次安装或升级，通常不需要这些选
项。除非特别指出，安装脚本选项适用于所有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脚本。
表 A-1

可用的命令行选项

命令行选项

功能

-ai

-ai 选项仅在 Solaris 11 上受支持，并且可用于生
成自动安装清单。Solaris Automated Installation
Server 可以使用此选项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产
品和 Solaris 11 操作系统。

-allpkgs

显示指定产品所需的所有 packages。packages 将
按正确的安装顺序列出。其输出可用来创建用于命
令行安装或网络安装的脚本。

-comcleanup

-comcleanup 选项用于删除安装程序在系统上添
加的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配置。仅当自动配置
shell 的安装例程突然终止时，才需要该选项。

-comsetup

-comsetup 选项用于在不要求提供密码或密码短
语的情况下，在系统之间设置 ssh 或 rsh 通信。

-configure

在安装后配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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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disable_dmp_native_support

在升级期间禁用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在升级期间保留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
会延长 package 升级时间，具体取决于系统上配
置的 LUN、本机 LVM 卷组以及 ZFS 池的数量。

–hostfile full_path_to_file

指定含有要在其上进行安装的主机名列表的文件位
置。

-install

用于在系统上安装产品。

-online_upgrade

用于执行联机升级。使用此选项，安装程序将升级
整个群集，且在升级过程中不会关闭客户的应用程
序。现在，仅 VCS 中支持此选项。

-patch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修补程序
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装
多个版本。

-patch2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二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patch3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三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patch4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四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patch5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五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keyfile ssh_key_file

为安全 shell (SSH) 安装指定密钥文件。此选项将
-I ssh_key_file 传递给每个 SSH 调用。

-license

在指定的系统上注册或更新产品许可证。

–logpath log_path

指定 /opt/VRTS/install/logs 以外的目录作
为保存安装程序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
位置。

-noipc

禁止安装程序对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 (SORT) 执行出站网络调用，以便
自动获取修补程序和版本信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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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nolic

允许在不输入许可证密钥的情况下安装产品
packages。如果指定了此选项，则不能配置、启
动或使用需要许可证的功能。

-pkgtable

以正确安装顺序按组显示产品的 package。

–postcheck

检查与各种 HA 和文件系统相关的进程、各种端口
的可用性以及与群集相关的服务组的可用性。

-precheck

执行安装前检查以确定系统是否满足所有安装要
求。Veritas 建议在安装产品之前执行预先检查。

-prod

指定操作的产品。

-component

指定操作的组件。

-redirect

显示进度详细信息，而不显示进度条。

-require

指定安装程序的修补程序文件。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s 选项显示安装产品所需的操作系
统版本、所需的 packages 和修补程序、文件系统
空间和其他系统要求。

–responsefile response_file

使用存储在指定文件中的系统信息和配置信息自动
执行安装和配置，而不提示输入信息。
response_file 必须是一个完整路径名。必须编辑该
响应文件，才能将其用于后续安装。变量字段定义
是在文件中定义的。

-rolling_upgrade

开始滚动升级。通过使用此选项，安装程序自动检
测群集系统上的滚动升级状态，而不需要显式指定
滚动升级阶段 1 或阶段 2。

-rollingupgrade_phase1

-rollingupgrade_phase1 选项用于执行滚动
升级阶段 I。在此阶段，产品内核 packages 会升
级到最新版本。

-rollingupgrade_phase2

-rollingupgrade_phase2 选项用于执行滚动
升级阶段 II。在该阶段，VCS 和其他代理 packages
将升级到最新版本。产品内核驱动程序将滚动升级
到最新的协议版本。

–rootpath root_path

指定在其中安装 packages 的备用根目录。
在 Solaris 操作系统上，-rootpath 将 -R path
传递给 pkgadd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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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rsh

当您想要将 rsh 和 RCP（而不是默认的 ssh 和
SCP）用于系统之间的通信时，请指定此选项。

–serial

指定安装脚本连续在各系统上执行安装、卸载、启
动和停止操作。如果没有指定此选项，这些操作会
同时在所有系统上执行。

-settunables

如果要在安装并配置产品后设置可调参数，请指定
此选项。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产品的进程，以使可
调参数值生效。您必须与 -tunablesfile 选项
一起使用此选项。

-start

启动指定产品的后台驻留程序和进程。

-stop

停止指定产品的后台驻留程序和进程。

-timeout

-timeout 选项用于指定在超时前脚本应等待每个
命令完成的秒数。设置 -timeout 选项将覆盖默
认值 1200 秒。将 -timeout 选项设置为 0 可防止
脚本发生超时。-timeout 选项不可与 -serial
选项一同使用。

–tmppath tmp_path

指定 /var/tmp 以外的目录作为安装脚本的工作
目录。此目标位置是执行初始日志记录的位置，也
是远程系统上在安装前要将 packages 复制到的位
置。

-tunables

列出所有支持的可调参数并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
板。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

当指定可调参数文件时，请指定此选项。可调参数
文件应包含可调参数。

-uninstall

此选项用于从系统卸载产品。

-upgrade

指定产品的现有版本已存在且您计划升级它。

-version

检查并报告已安装的产品及其版本。识别适用于产
品的已安装及缺少的 package 和修补程序。提供
一份摘要，其中列出了适用的已安装及缺少的
packages 和修补程序的计数。如果 Internet 连接
可用，则列出已安装产品的已安装修补程序和可用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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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装的可调参数文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安装程序或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

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调参数

■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

设置可调参数文件的参数

■

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关于使用安装程序或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可调参数文件来设置非默认产品和系统可调参数。 使用该文件可以设置
I/O 策略等可调参数或者切换本机多径处理。 可调参数文件将参数传递给安装程序
脚本以设置可调参数。 使用该文件可以设置下列操作的可调参数：
■

安装、配置或升级系统时。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请参见第 95 页的“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

在没有其他与安装程序相关的操作情况下应用可调参数时。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settunables [
sys1 sys2 ...]

请参见第 96 页的“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调参数”。
■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应用可调参数文件时。

安装的可调参数文件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response_file_name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请参见第 96 页的“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53 页的“关于响应文件”。
您必须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98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您可以在安装过程中使用可调参数文件来设置非默认可调参数。您可以调用带有
tunablesfile 选项的安装脚本。可调参数文件将参数传递给该脚本以设置所选可
调参数。您必须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98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注意：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非默认可调参数

1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请参见第 97 页的“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2

确保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3

完成所有安装前任务。

4

将可调参数文件复制到要安装、配置或升级产品的系统之一。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启动安装程序以进行安装、配置或升级。例如：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mp/tunables_file
-settunables [sys1 sys2 ...]

其中 /tmp/tunables_file 是可调参数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7

继续执行操作。显示提示后，接受可调参数。
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重新启动后才会激活。仔细查看输出，确定系统是否需要
重新启动才能设置可调参数值。

8

安装程序验证可调参数。如果出现错误，请退出安装程序，检查可调参数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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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
调参数
您可以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任何其他操作的情况下，使用安装程序来设置可
调参数。必须使用本指南中所述的参数。请注意，许多参数都特定于产品。您必须
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98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注意：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调参数

1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请参见第 97 页的“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2

确保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3

完成所有安装前任务。

4

将可调参数文件复制到要调整的系统之一。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启动带有 -settunables 选项的安装程序。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settunables [
sys123 sys234 ...]

其中 /tmp/tunables_file 是可调参数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7

继续执行操作。显示提示后，接受可调参数。
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重新启动后才会激活。仔细查看输出，确定系统是否需要
重新启动才能设置可调参数值。

8

安装程序验证可调参数。如果出现错误，请退出安装程序，检查可调参数文
件。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和未集成的响应文件来设置可调参数。必须使用本指南中所述
的参数。请注意，许多参数都特定于产品。您必须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
数。
请参见第 98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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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1

确保要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2

完成所有安装前任务。

3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请参见第 97 页的“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4

将可调参数文件复制到要调整的系统之一。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启动带有 -responsefile 和 -tunablesfile 选项的安装程序。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response_file_name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其中 response_file_nam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tunables_file_name 是
可调参数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7

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重新启动后才会激活。仔细查看输出，确定系统是否需要
重新启动才能设置可调参数值。

8

安装程序验证可调参数。如果出现错误，请退出安装程序，检查可调参数文
件。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可调参数文件是一个 Perl 模块，它由起始和结束语句组成，起始和结束语句之间定
义了可调参数。在行的开始使用 # 号可以注释掉该行。可调参数文件以“our
%TUN;”行开始，以返回 true 值“1;”的行结束。最后返回 true 的行只需要在文
件末尾出现一次。在每个可调参数自己的行中定义该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来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板，也可以手动为您创建的可调参数文
件设置格式。
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板
◆

启动带有 -tunables 选项的安装程序。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tunables

您会看到所有受支持的可调参数的列表，以及可调参数文件模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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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可调参数文件的格式
◆

设置可调参数的格式，如下所示：
$TUN{"tunable_name"}{"system_name"|"*"}=value_of_tunable;

对于 system_name，使用系统名称、其 IP 地址或通配符。value_of_tunable 取决
于您设置的可调参数的类型。使用分号结束行。
下面是一个可调参数文件示例。
#
# Tunable Parameter Values:
#
our %TUN;
$TUN{"tunable1"}{"*"}=1024;
$TUN{"tunable3"}{"sys123"}="SHA256";
1;

设置可调参数文件的参数
每个可调参数文件定义不同的可调参数。 每个参数的说明中列出了可以使用的值。
选择要添加到可调参数文件中的可调参数，然后配置每个参数。
请参见第 98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每个参数值行都以 $TUN 开头。 可调参数的名称包含在花括号和双引号中。 系统
名称包含在花括号和双引号中。 最后，定义值并用分号来结束行，例如：
$TUN{"dmp_daemon_count"}{"node123"}=16;

在此示例中，您将 dmp_daemon_count 值从其默认值 10 更改为 16。可以使用通
配符 * 来表示所有系统。例如：
$TUN{"dmp_daemon_count"}{"*"}=16;

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为安装程序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时，只能使用以下列表中的参数。
在对可调参数进行任何更新之前，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以获取有关产品可调参数范围和建议的详细信息。
表 B-1 介绍了可在可调参数文件中指定的支持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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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支持的可调参数

可调参数

说明

autoreminor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启用重新设置次要
编号功能以防止磁盘组导入期间发生冲突。

autostartvolume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启用卷自动恢复。

dmp_cache_open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已缓存阵列支持
库 (ASL) 在设备上执行的第一次打开操作。

dmp_daemon_count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管理任务的内
核线程数。

dmp_delayq_interval

(Dynamic Multi-Pathing) 设备繁忙时 DMP 延
迟错误处理的时间间隔。

dmp_fast_recovery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是否应尝试从
HBA 接口直接获取 SCSI 错误信息。 必须在
启动 Dynamic Multi-Pathing 后设置此可调参
数。

dmp_health_time

(Dynamic Multi-Pathing) 路径必须处于正常状
态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dmp_log_level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控制台消息的
显示详细程度。

dmp_low_impact_probe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启用低影响路径
探查功能。

dmp_lun_retry_timeout

(Dynamic Multi-Pathing) 处理瞬态错误的重试
时间段。

dmp_monitor_fabric

(Dynamic Multi-Pathing)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vxesd) 是否使用全球网络存储工业协会
(SNIA) HBA API。 必须在启动 Dynamic
Multi-Pathing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dmp_monitor_ownership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监视 LUN 所有
权的动态变化。

dmp_native_multipathing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是否将直接在
原始 OS 路径上截取 I/O。

dmp_native_support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是否为本机设
备执行多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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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dmp_path_age

(Dynamic Multi-Pathing) 在 DMP 将间歇性故
障路径标记为正常之前需要对该路径进行监视
的时间。

dmp_pathswitch_blks_shift

(Dynamic Multi-Pathing) 在切换到下一个可用
路径之前，沿着 DMP 路径发送到阵列的连续
I/O 块的默认数目。

dmp_probe_idle_lun

(Dynamic Multi-Pathing) 路径还原内核线程是
否探查空闲 LUN。

dmp_probe_threshold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原后台驻留程序将
探查的路径数。

dmp_restore_cycles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原策略为
check_periodic 的情况下运行 check_all 策略
的周期数。

dmp_restore_interval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原后台驻留程序分
析路径状况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dmp_restore_policy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路径还原线程
使用的策略。

dmp_restore_state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启动 DMP 路径
还原的内核线程。

dmp_retry_count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将路径标记为
出现故障之前，路径连续报告路径繁忙错误的
次数。

dmp_scsi_timeout

(Dynamic Multi-Pathing) 任何通过 DMP 发送
的 SCSI 命令的超时值。

dmp_sfg_threshold

(Dynamic Multi-Pathing) 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SFG) 功能的状态。

dmp_stat_interval

(Dynamic Multi-Pathing) 收集 DMP 统计数据
之间的时间间隔。

fssmartmovethreshol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SmartMove 的文件
系统使用率阈值（百分比）。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max_diskq

(Veritas File System) 指定单个文件生成的最
大磁盘队列。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max_diskq。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
解如何为指定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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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read_ahead

(Veritas File System) 值 0 禁用预读取功能，
值 1（默认值）保留传统连续预读取行为，值
2 为所有读取启用增强预读取。安装程序只能
设置系统默认值 read_ahead。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块设备
设置此可调参数。

read_nstream

(Veritas File System) 可一次具有的、未完成
的、大小为 read_pref_io 的并行读取请求数。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read_nstream。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read_pref_io

(Veritas File System) 首选的读取请求大小。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read_pref_io。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reclaim_on_delete_start_tim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一天中开始回收已
删除的卷的时间。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reclaim_on_delete_wait_perio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开始回收已删除的
卷之前要等待的天数。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same_key_for_alldg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对所有磁盘组使用
相同的防护键。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sharedminorstar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用于共享磁盘组次
要编号的范围起始编号。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storage_connectivity

(Veritas Volume Manager) CVM 存储连接类
型。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
设置此可调参数。

usefssmartmov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 SmartMove
功能（all、thinonly、none）。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vol_checkpt_default

(Veritas File System) VxVM 存储检查点的大
小（以 KB 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
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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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vol_cmpres_enable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允许对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启用压缩。

vol_cmpres_thread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的最大压缩线程数。

vol_default_iodelay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实用程序发
出的 I/O 请求之间的暂停时间（以 10 毫秒为
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
生效。

vol_fmr_log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Fast Mirror Resync
用来跟踪已更改块的最大位映射大小（以 KB
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
会生效。

vol_max_adminio_pool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管理 I/O 使
用的最大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 需要重新
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_nm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最大名称池大小
（以字节为单位）。

vol_max_rdback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存储记录回读池最
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vol_max_wrs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群集版本使用的最大内存量。

vol_maxio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逻辑 VxVM I/O 操
作的最大大小（以 KB 为单位）。需要重新启
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ioctl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传递给 VxVM ioctl
调用的最大数据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
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parallelio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configd 一次可
请求的 I/O 操作数目。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
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specialio

(Veritas Volume Manager) ioctl 调用发出的
VxVM I/O 操作的最大大小（以 KB 为单位）。
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in_lowmem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内存的低位标记
（以字节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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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vol_nm_hb_timeou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超时值（以滴答声为单位）。

vol_rvio_max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请求的最大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

vol_stats_enabl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启用 VxVM I/O 统
计数据收集。

vol_subdisk_nu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挂接到单一 VxVM
plex 的最大子磁盘数目。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drl_max_drtreg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最大 VxVM 脏区
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
效。

voldrl_max_seq_dirty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连续模式下的最大
脏区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
生效。

voldrl_min_region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脏区日志
(DRL) 区域的最小大小（以 KB 为单位）。需
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drl_volumemax_drtreg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log-plex DRL 中每
个卷脏区的最大大小。

voldrl_volumemax_drtregs_20

(Veritas Volume Manager) DCO 版本 20 中每
个卷脏区的最大大小。

voldrl_dirty_region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DCO 版本 30 中缓
存的区域数目。

voliomem_chunk_siz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内存分配请
求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
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mem_max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的最大
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
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errbuf_dfl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错误跟踪缓
冲区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
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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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voliot_iobuf_defaul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I/O 跟踪缓
冲区的默认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
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iobuf_limi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所有 VxVM I/O 跟
踪缓冲区的最大总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
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iobuf_max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I/O 跟踪缓
冲区的最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
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max_open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用于 vxtrace 命
令的 VxVM 跟踪通道的最大数目。需要重新启
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pagemod_max_mem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即时快照使用的最
大分页模块内存（以 KB 为单位）。

volraid_rsrtransmax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RAID-5 并
行瞬态重构操作的最大数目。需要重新启动系
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x_era_nthreads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检测 read_ahead
模式所基于的线程的最大数目。需要重新启动
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x_bc_bufhwm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元数据缓冲区缓存
高位标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
会生效。

vxfs_ninode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inode 表中的条目
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
效。

write_nstream

(Veritas File System) 可一次具有的、未完成
的、大小为 write_pref_io 的并行写入请求数。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write_nstream。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write_pref_io

(Veritas File System) 首选的写入请求大小。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write_pref_io。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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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在网络连接失败之后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

关于 VRTSspt package 故障排除工具

■

远程系统上的根目录权限不正确

■

无法访问的系统

在网络连接失败之后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如果安装因网络连接失败而中止，重新启动安装程序可以检测到先前的安装。安装
程序将提示您恢复安装。如果选择恢复安装，则安装程序将从安装中止处继续。如
果不选择恢复，安装将从头开始。

关于 VRTSspt package 故障排除工具
VRTSspt package 提供一组用于对系统进行故障排除和收集其配置信息的工具。如
果您安装并使用 VRTSspt package，Veritas 支持部门将更容易诊断您可能遇到的
任何问题。
这些工具可以收集 Veritas File System 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元数据信息，
并建立各种基准来度量文件系统和卷管理器的性能。虽然并非所有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的操作都需要这些工具，但是，如果需要向 Veritas 支持部门申请支持服务，
Veritas 会推荐安装它们。使用 VRTSspt package 时请谨慎，一定要在 Veritas 支
持部门的协助下使用。

远程系统上的根目录权限不正确
权限不当。 确保您对安装操作的各个目标系统都具有远程根目录访问权限。

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无法访问的系统

Failed to setup rsh communication on 10.198.89.241:
'rsh 10.198.89.241 <command>' failed
Trying to setup ssh communication on 10.198.89.241.
Failed to setup ssh communication on 10.198.89.241:
Login denied
Failed to login to remote system(s) 10.198.89.241.
Please make sure the password(s) are correct and superuser(root)
can login to the remote system(s) with the password(s).
If you want to setup rsh on remote system(s), please make sure
rsh with command argument ('rsh <host> <command>') is not
denied by remote system(s).
Either ssh or rsh is needed to be setup between the local node
and 10.198.89.241 for communication
Would you like the installer to setup ssh/rsh communication
automatically between the nodes?
Superuser passwords for the systems will be asked. [y,n,q] (y) n
System verific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The following errors were discovered on the systems:
The ssh permission denied on 10.198.89.241
rsh exited 1 on 10.198.89.241
either ssh or rsh is needed to be setup between the local node
and 10.198.89.241 for communication

建议的解决方案： 您需要对系统进行设置，以允许使用 ssh 或 rsh 进行远程访问。
注意：完成 Veritas InfoScale 的安装和配置后，请删除远程 shell 权限。

无法访问的系统
指定的系统不可访问。 这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输入的系统名不正确或
无法通过网络访问系统。
Verifying systems: 12% ....................................
Estimated time remaining: 0:10 1 of 8
Checking system communication ..............................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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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无法访问的系统

System verific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The following errors were discovered on the systems:
cannot resolve hostname host1
Enter the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q,? (host1)

建议的解决方案： 验证您输入的系统名是否正确，并使用 ping(1M) 命令验证主机
的可访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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