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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前和规划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

■

支持的硬件和软件

■

磁盘空间要求

■

安装要求

■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的要求

■

建议和最佳做法

■

关于 InfoScale 许可证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满足企业 IT 服务连续性需求。 它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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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提供了以下产
品：
■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安装前和规划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采用可识别应用程序的有效存储管理解决方案简化整
个数据中心的存储管理。 此产品可在异构存储和服务器环境运行。
下图介绍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提供的组件。
图 1-1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组件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是一项综合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用于保护
关键业务服务免受计划内和计划外停机的影响。 关键业务服务包括单个数据库、自
定义应用程序和复杂多层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可能跨越物理环境和虚拟环境并
可相距任何距离。
下图介绍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提供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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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组件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提供高性能存储管理解决方案，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存
储效率、数据可用性、操作系统灵活性和性能。 此产品可在异构服务器和存储环境
运行。
下图介绍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提供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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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组件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提供强大的综合存储管理和应用程序可用性组合。 此
产品有助于您提高数据中心的性能、灵活性和效率。 采用内置应用程序加速时，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允许您有效优化异构存储或服务器环境中的数据，使
应用程序立即从停机状态恢复正常。 此产品可为物理、虚拟或云部署业务关键应用
程序提供无与伦比的性能和保护。
下图介绍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提供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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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组件

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VMware 组件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VMware (VxDMP) 是一项与 VMware vSphere Client 基
础架构集成的多径处理解决方案。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程序无法安装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VMware 组件。 要
安装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VMware 组件，必须使用以下任一文件：
■

Veritas_InfoScale_Dynamic_Multi-Pathing_7.3_VMware.zip

■

Veritas_InfoScale_Dynamic_Multi-Pathing_7.3_VMware.iso

有关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VMware 组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指南：
■

《Dynamic Multi-Pathing 安装指南 - VMware ESXi》

■

《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 VMware ESXi》

支持的硬件和软件
有关支持的硬件和软件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SORT 网站上的兼容性列表。除兼容性
列表外，该网站还提供了有关此版本的最新更新、修补程序和软件问题的最新新闻
(LBN)：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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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空间要求
下表汇总了 InfoScale 产品的大致磁盘空间要求。
产品

所需磁盘空间

InfoScale Foundation

1200 MB

InfoScale Availability

832 MB

InfoScale Storage

1500 MB

InfoScale Enterprise

1,589 MB

安装要求
安装 InfoScale 产品之前，请确保已满足其所有安装要求。下表列出了每个 InfoScale
产品的要求。
表 1-1

安装先决条件

先决条件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Foundation Availability Storage Enterprise

修补程序和修复程序
确保系统上安装了最新的 Microsoft Windows 更新。

✓

✓

X

✓

成功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Redistributable-x64 需要
最新更新。如果未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Redistributable-x64，产品安装将失败。
防火墙和端口设置
已禁用间谍软件监视和删除软件

✓

✓

✓

✓

已启用安装期间用于开展入站和出站通信的端口和服务

✓

✓

✓

✓

提供三个网络适配器

X

✓

X

✓

提供至少一个并非由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分配的 IP 地
址

X

X

✓

✓

所需端口和服务的列表，
请参见第 95 页的“InfoScale 端口和服务”。
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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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至少两个从服务器到存储阵列的 IO 路径以实现负载平衡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Foundation Availability Storage Enterprise
✓

X

✓

✓

X

X

✓

X

已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5（此要求适用于服务器
和仅客户端组件。）

✓

✓

✓

✓

已启用计算机浏览器服务

✓

✓

✓

✓

已激活 icrosoft Windows 服务 (WMI)

✓

✓

✓

✓

未执行并行安装、实时更新或 Microsoft Windows 更新

✓

✓

✓

✓

已在要启动客户端控制台（VEA、Java 控制台、SCC 等）的
系统上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10 SP1 (x64) 和 Microsoft
Visual C++ 2010 SP1 (x86) 可再分发软件包

✓

✓

✓

✓

此系统用户帐户已是域用户并且具有所有系统的本地管理员权
限

✓

✓

✓

✓

系统用户帐户对与所有系统相对应的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具
有写权限

✓

✓

✓

✓

系统用户帐户具有在所有系统上加载和卸载设备驱动程序的管
理权限

✓

✓

✓

✓

所有系统位于同一个域中

✓

✓

✓

✓

远程系统可通过网络访问，系统用户帐户具有所有系统的本地
管理权限

✓

✓

✓

✓

已为不同域中的系统建立信任关系

X

✓

X

✓

✓

✓

✓

✓

常规要求
已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
（仅当计划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时才适用）

权限要求

网络要求

（仅当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系统位于不同域中的情况下计划配
置灾难恢复设置时才适用）
对于 IPv4 网络，提供了所需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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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Foundation Availability Storage Enterprise
✓

✓

✓

✓

此系统是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域的一部分

✓

✓

✓

✓

提供 DNS 服务

✓

✓

✓

✓

对于每个指向 SAN 交换机的路径，主机上都有一个 HBA（主
机总线适配器）端口

✓

X

✓

✓

主机上的每个主机总线适配器端口都有一个 SCSI 或光纤电缆

✓

X

✓

✓

对于 iSCSI，每个主机总线适配器端口都有一个唯一 SCSI ID

✓

X

✓

✓

产品安装期间仅连接一个路径

✓

X

✓

✓

已安装 Windows Storport 驱动程序

✓

X

✓

✓

已为 DMP DSM 安装正确的硬件驱动程序

✓

X

✓

✓

已启用 MPIO 服务器功能

✓

X

✓

✓

没有为同一阵列安装任何其他第三方 DSM

✓

X

✓

✓

对于 IPv6 网络，IP 地址配置为“stateless automatic (无状态
自动)”、IP 地址格式为“Global unicast (全局单址广播)”或
“Unique localcast (唯一本地广播)”，而前缀则为通告前缀

DMP DSM 要求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的要求
下表列出了在活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的 InfoScale
要求。
除特定于 InfoScale 产品的安装先决条件外这些要求同样适用，并且在计划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的所有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上都必须满足这些要求。
表 1-2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的 InfoScale 要求
先决条件

✓

要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的节点可以访问一台 CD-ROM 驱动器。

✓

节点具有所需的可用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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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

对所需的存储硬件进行了配置以访问共享存储。 可以使用 SCSI 或光纤通道主
机总线适配器 (HBA)。

✓

每个群集节点上有三个网络适配器（两个 NIC 专用于专用网络，一个用于公共
网络）可用，并通过一个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来路由每个专用 NIC，以避免
出现单点故障。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Microsoft 群集错误地声明系统关闭，
Veritas 建议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
公共网络和专用网络网卡使用静态 IP 地址，并为每个节点配置 DNS 名称解
析。

✓

如果您计划使用 VVR 配置复制，需要满足此条件。
DNS 和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可用，并且 DNS 上存在反向查找区域。

✓

有关创建反向查找区域的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

每个群集节点在同一个 Windows Server 域中，并且使用相同操作系统版本。

✓

用户帐户在群集节点上有管理权限。

建议和最佳做法
■

不要在分配有域控制器角色的服务器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和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不支持在域控制器上配置群集。

■

对于 IPv6，不支持以下 IP 地址格式：
■

多播

■

任播

■

链接本地

■

站点本地

■

对于 IPv6，不允许采用包含有状态和无状态配置的混合模式配置。

■

安装 SFW 后，不要更改电缆连接顺序。
例如，如果主机总线适配器 A 连接到阵列上的端口 A，主机总线适配器 B 连接
到阵列上的端口 B，则在安装产品后，不要交换阵列上端口之间的连接（A 连接
到 B 和 B 连接到 A）。

■

验证系统配置以收集有关计划在其上安装产品的系统的信息。
请参见第 16 页的“使用 Windows 数据收集器验证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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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indows 数据收集器验证系统配置
Windows 数据收集器可收集有关网络中各个系统的信息。 因此，在开始安装产品
前，可借助它来验证系统配置。

安装 Windows 数据收集器
可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下载数据收集
器，网址为：
https://sort.veritas.com
在 SORT 选项卡下，选择“My SORT (我的 SORT)”，然后在“Custom Reports
(自定义报告)”小部件上，按照说明下载数据收集器。

运行验证报告
数据收集器使用收集的信息生成报告，通过这些报告可执行以下操作：
■

确定系统是否做好准备安装或升级产品。

■

分析当前 Veritas 产品的配置，然后提出有关可用性、用法、性能和最佳做法的
建议。

■

获取有关所安装的 Veritas 产品、版本和许可证的详细信息。

该报告中含有通过和失败的检查的列表以及有关其中每项检查的详细信息。 数据收
集器完成检查后，可将摘要报告另存为 HTML 文件和 XML 文件。
有关运行验证报告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位于 SORT 网站的“Custom Reports
(自定义报告)”小部件上特定于平台的自述文件。
确保所有要运行 Windows 数据收集器报告的系统运行下列 Windows 服务：
■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WMI)

■

IP Helper

■

Remote Registry

关于 InfoScale 许可证
各个 InfoScale 产品具有产品特定的许可证。 可以从 Veritas 许可证证书和门户获
得许可证。
https://my.veritas.com/
安装期间，产品安装程序提供以下选项用于指定许可证详细信息。
■

Keyless (无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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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Entered Key (用户输入的密钥)

无密钥许可证可使用 60 天。 如果使用无密钥选项安装产品，在安装产品后 60 天
内，每天都会在事件查看器中记录一条消息，指示您必须执行下列任一任务。否则
会每四小时记录一个不符合要求错误。
■

将系统作为受管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文档。

■

从 Windows“添加或删除程序”使用 产品安装程序在此系统上添加适当且有效
的许可证密钥。

如果选择“User Entered Key (用户输入的密钥)”许可证，则必须输入从 Veritas 许
可证证书和门户获取的许可证密钥。
产品安装程序允许您在“Keyless (无密钥)”许可证和“User Entered Key (用户输
入的密钥)”许可证间相互切换。
有关产品共存和授权许可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InfoScale 产品共存”。

授权许可说明
在安装或升级产品之前，请查看下列授权许可说明。
■

如果是首次安装产品，则默认情况下会选择“Keyless (无密钥)”选项。

■

如果要升级产品，向导将检索先前安装的所有许可证密钥。 可以继续使用 6.0.x
或 6.x 许可证密钥。 但是，请注意，安装 6.0.x 或 6.x 许可证密钥后可用的功能
只有在产品升级后才可启用。 要启用所有可用功能，请指定 7.3 许可证密钥。
暂未提供基于功能的 7.3 许可证密钥。
例如，
如果从 SFW Standard 升级至 InfoScale Storage 并继续使用 SFW Standard 许
可证密钥，则 InfoScale Storage 中可用的以下功能不会被启用：
■

快照

■

对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的支持

■

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

FastFailover

■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

快速镜像重同步

■

群集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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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品升级期间，可以选择将许可证选项更改为“Keyless (无密钥)”。 将许可
证选项更改为“Keyless (无密钥)”后，即可安装所有可用的产品选件。

■

不能在 6.0.x 或 6.x 许可证密钥上安装 7.3 许可证密钥，反之亦然。

■

如果您使用的是无密钥许可证选项，则在安装产品后的两个月内，必须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否则，将会定期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指出未遵守许可证规定。
有关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产品文档。

■

可以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安装新许可证或删除现有许可证。
对于 InfoScale Foundation、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和 InfoScale Enterprise，
如果删除许可证，则 vxsvc 服务无法启动并且服务恢复选项将更改为“Take No
Action (不执行任何操作)”。 要启动该服务，必须输入许可证，然后手动启动该
服务或者将服务恢复选项更改为“Restart the Service (重新启动服务)”。

■

可以使用为较高库存单位 (SKU) 分配的许可证密钥安装较低的 SKU。
例如，如果您所获得的许可证密钥是分配给 InfoScale Enterprise 的，可以使用
该许可证密钥来安装以下任何产品：
■

InfoScale Foundation

■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

InfoScale Availability

下表提供了有关许可证 SKU 以及可安装的相应产品的详细信息：
所获得的
许可证
SKU

可安装的产品

InfoScale
Foundation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InfoScale
Availability

InfoScale
Enterprise

InfoScale
Foundation

✓

X

X

X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

✓

X

X

InfoScale
Availability

X

X

✓

X

InfoScale
Enterpris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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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任意给定时间点，只能安装一个产品。

vxlicrep 命令
vxlicrep 命令可生成系统上正在使用中的各个许可证的报告。

使用 vxlicrep 命令显示许可证报告

1

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导航到以下路径：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

2

输入不含任何选项的 vxlicrep 命令以生成默认报告。

3

输入含以下任意选项的 vxlicrep 命令以生成所需类型的报告：
-g

默认报告

-s

简短报告

-e

增强/详细报告

-I

仅打印有效密钥的报告

-k <key1, key2, ----

打印输入密钥 key1、key2, ---- 的报告

-v

打印版本

-h

显示此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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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产
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安装 InfoScale 产品

■

关于 InfoScale 产品共存

■

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

将所选的安装选项和产品选件应用于多个系统

■

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

Setup.exe 的参数

■

可用的产品选件和支持的 DMP DSM

■

注册 InfoScale Storage 资源 DLL

■

安装客户端组件

关于安装 InfoScale 产品
InfoScale 产品具有服务器和客户端组件。 安装服务器组件时，默认情况下会安装
以下选件：
■

客户端组件
包括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和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SCC)。
请注意，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不再与产品打包在一起并一起安装。
可从以下位置下载 Java 控制台：
https://www.veritas.com/content/trial/en/us/vcs-utilities.html

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关于安装 InfoScale 产品

■

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代理
这些代理在 VCS 群集环境中使用。

■

VRTSvbs 软件包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主机组件）

您可以选择单独安装客户端组件。
请参见第 34 页的“安装客户端组件”。
可以使用产品安装向导或命令行界面 (CLI) 来安装服务器组件。 使用产品安装向
导，可以一次将产品安装在在多个系统上。 使用 CLI，每次只能在一个系统上安装
产品。
下图介绍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涉及的高级任务：

有关使用产品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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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使用 CLI 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安装客户端组件：
请参见第 34 页的“安装客户端组件”。

关于 InfoScale 产品共存
您可以在已安装 InfoScale 产品的系统上安装其他 InfoScale 产品。
下表提供支持的共存情景。
表 2-1

InfoScale 产品共存性

已安装产品

支持的共存性
InfoScale
Foundation

InfoScale
Availability

InfoScale
Storage

InfoScale
Enterprise

InfoScale Foundation

不适用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InfoScale Availability

支持

不适用

支持

不支持

注意：不要在
产品安装期间
选择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Microsoft 故障
转移群集)”选
项
InfoScale Storage

不支持

支持**

不适用

不支持

InfoScale Enterprise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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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已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必须在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 之
前取消配置并删除故障转移群集的 SFW 组件。
若要取消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若要删除故障转移群集的 SFW 组件，请使用“Windows Add Remove Programs
(Windows 添加删除程序)”。 在产品安装程序的“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清除“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复选框。
请注意，以下限制适用于 InfoScale Availability 和 InfoScale Storage 共存性：
■

如果产品安装期间选择“Keyless licensing (无密钥许可证)”类型，则基于 SFW
组件执行检查以监视产品安装天数。 因此，如果未输入有效许可证密钥或未在
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的 60 天内将主机添加为托管主机，则事件查看器每 4
小时记录一个不符合要求错误。

■

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之后，VCS 配置向导仅搜索 SFW 动态磁盘以将存储资
源配置到应用程序服务组。 如果已配置 NetApp 或本机磁盘 (LDM) 资源，您可
以继续使用。 但是，无法使用 VCS 配置向导添加或删除上述任意资源。 然后，
必须手动修改服务组以添加或删除 NetApp 或 LDM 资源。

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使用产品安装向导可以同时在多个系统上安装产品。
在开始安装此产品前，请确保您已查看安装先决条件、授权许可和产品共存详细信
息。
请参见第 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 InfoScale 许可证”。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InfoScale 产品共存”。
注意：如果您计划在活动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安装 InfoScale Storage，请
确保已查看相应的先决条件，并使用“滚动安装”过程来执行产品安装。 要使用
“滚动安装”过程，请先在非活动群集节点上安装 InfoScale Storage。然后，将群
集资源转移到其他节点，并在当前的非活动节点上安装产品。

23

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执行以下步骤以安装服务器组件

1

从下列位置下载安装包：
https://sort.veritas.com

2

启用自动运行功能以便开始安装，或者双击 Setup.exe。
随即便会出现 CD 浏览器。
注意：如果使用产品软件光盘安装此软件，CD 浏览器将显示以前指定的所有
产品的安装选项。 但是，如果您是从 Veritas 网站下载安装包，CD 浏览器将
仅显示要安装的产品的安装选项。

3

单击所需的特定于产品的选项卡，然后单击链接安装组件。
注意：客户端组件默认随服务器组件一同安装。 但是，如果系统是 Server Core
计算机，则不会安装客户端组件。
除特定于产品的选项卡之外，CD 浏览器还提供以下链接：
Late Breaking News
(最新新闻)

单击此项可访问有关此版本的更新、修补程序和软件问题的最
新相关信息。

Windows Data
单击此项可验证您的配置是否满足所有相关的软件和硬件要
Collector (Windows 数 求。
据收集器)
SORT

单击访问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
除了下载产品外，您还可以下载有关您的计算机及 Veritas 企
业产品的自定义报告、一个提供配置建议的检查清单，以及安
装或升级软件的系统和修补程序要求。

Browse Contents (浏览 单击此项可查看软件光盘的内容。
内容)
Technical Support (技
术支持)

4

单击此项可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在“Welcome (欢迎)”面板上，查看先决条件列表，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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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License (许可证)”面板上，阅读许可条款，选择“I accept the terms of
License Agreement (我接受许可协议条款)”，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默认情况下，“Participate in the Veritas Product Improvement Program
by submitting system and usage information anonymously (通过匿名提
交系统和使用信息参与 Veritas 产品改进计划)”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产品改
进计划支持向导收集安装、部署和使用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匿名提交给 Veritas。
收集的信息帮助识别客户如何部署和使用该产品。 如果您不希望加入产品改进
计划，请取消选中复选框。

6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选择系统以及所需的安装选项和
产品选件：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来选择系统：
■

在“System Name or IP (系统名称或 IP)”文本框中，手动键入系统名称或
其 IP 地址，然后单击“Add (添加)”。
注意：此向导不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6。要添加采用 Internet 协议版本 6
的系统，您必须键入系统名称。
默认情况下已填写本地主机。

■

另外，也可以通过浏览的方式来选择系统。
“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列表中列出了属于您已登录的域的系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即可将其移至“Selected Systems
(选定的系统)”列表中。 单击“OK (确定)”。

添加或选择系统后，此向导将执行某些验证检查，并在“Verification Details
(验证详细信息)”框中注明具体的详细信息。 要查看这些详细信息，请选择所
需的系统。
要选择安装选项和产品选件，请在所选的每个系统上执行以下任务。
注意：要将选择应用于多个系统，请选择已为其选择安装选项和产品选件的系
统，然后单击“Apply to multiple systems (应用于多个系统)”。
请参见第 28 页的“将所选的安装选项和产品选件应用于多个系统”。
■

默认情况下，此向导使用 %ProgramFiles%\Veritas 作为安装目录。 要自定
义安装目录，请单击“Browse (浏览)”，然后选择所需的位置。 单击“OK
(确定)”。
在所有系统的相同位置安装产品。
如果升级产品，默认情况下安装目录处于选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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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以下情况下安装目录必须仅包含英语字符：
- 计划为群集重新配置单一登录身份验证。
- 您的系统运行非英文区域设置的操作系统。

■

从“License key (许可证密钥)”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许可证类型。
注意：默认许可证类型为“Keyless (无密钥)”。
如果选择“Keyless (无密钥)”许可证类型，则默认情况下显示并选中所有
可用的产品选件。
如果选择“User entered license key (用户输入的许可证密钥)”作为许可证
类型，那么将默认显示“License Details (许可证详细信息)”面板。 在
“License Details (许可证详细信息)”面板上，输入许可证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您可以为要使用的各种产品选件添加多个许可证。
此向导会验证所输入的许可证密钥，如果未通过验证，它将显示相关的错
误。 验证完毕后，请单击“OK (确定)”。

■

7

从产品选件列表中选择要安装的选件。
具体的选件根据您安装的产品而异。
有关可用选件的列表以及可以使用这些选件的情形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请参见第 31 页的“可用的产品选件和支持的 DMP DSM”。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单击“Next (下一步)”。
请注意，除非所有选定系统都已通过验证检查并做好了安装准备，否则此向导
将无法继续进行安装。 如果对任意系统的验证检查失败，请查看详细信息并纠
正问题。 在选择继续进行安装前，请选择此系统，然后单击“Re-verify (重新
验证)”以重新启动对此系统的验证检查。

8

在“Pre-install Summary (安装前摘要)”面板上，查看摘要，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新启动系统)”复选框处
于选中状态。 此选择将在所有选定的远程系统上的安装完成后立即重新启动各
个系统。 如果不希望向导启动此自动重新启动，则清除“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
新启动系统)”复选框的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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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Installation (安装)”面板上，查看安装进度，安装完成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如果在任何系统上安装不成功，状态屏幕将显示安装失败。
注意：在升级过程中，“Installation (安装)”面板显示在系统上运行的服务和
进程的列表。 选择一个系统，以查看在该系统上运行的服务和进程以及列表。
向导停止系统上运行的产品特定服务并发现系统正在运行的进程（如果有）。
需要停止这些进程，才可继续执行其他操作。 单击“Next (下一步)”，强制停
止这些进程并继续执行其他操作。 或者，您可以手动停止这些进程。 如果无
法停止服务或进程，操作会失败。 纠正该错误，然后单击“Retry (重试)”，
重新验证受影响的系统。 单击“Retry All (全部重试)”，重新验证所有系统。
如果希望在不停止特殊进程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升级操作，请与 Veritas 技术支
持部门联系。

10 在“Post-install Summary (安装后摘要)”面板上，查看安装结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在任何系统上安装失败，请参考日志文件了解详细信息。 此时您可能需要
重新安装此软件。

11 在“Finish (完成)”面板上，单击“Finish (完成)”。
如果已选择启动自动重新启动，则显示重新启动本地系统的确认消息。 单击
“Yes (是)”立即重新启动，或单击“No (否)”以后重新启动。
如果您未选择进行自动重新启动，请确保您手动重新启动这些系统。
此时即完成产品安装。 请检查 SORT 网站，查看是否有适合安装的修补程序、代
理或阵列特定模块：
https://sort.veritas.com/
现在可以继续配置所需的组件。有关配置任务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特定于组件
的指南。
注意：如果已随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安装了 InfoScale Storage，但尚未配置群
集，则必须在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软件后注册 InfoScale Storage 资源。
请参见第 34 页的“注册 InfoScale Storage 资源 DLL”。
但是，如果在活动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安装了 InfoScale Storage，则必须
删除所有基本磁盘的物理磁盘资源。 您必须先进行此设置，再配置 SFW 群集磁盘
组。 否则，会出现保留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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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选的安装选项和产品选件应用于多个系统
要将所选的安装选项和产品选项应用于多个系统，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单击任意一个选定的系统，然后选择所需的安装选项和产品选项。

2

单击“Apply to multiple systems (应用于多个系统)”。

3

在“Apply Installation Options (应用安装选项)”面板上，选择要应用的安装选
项，然后选择所需的系统。 单击“OK (确定)”。
注意：在要升级此产品的系统上，默认情况下已选择安装目录。 所选的“Install
Directory (安装目录)”选项不适用于这些系统。

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InfoScale 产品的命令行安装程序 (Setup.exe) 可以让您执行静默安装。每次仅可在
一个系统上执行静默安装。
在开始安装此产品前，请确保您已查看以下主题并执行所需操作：
■

请参见第 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套件”。

■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 InfoScale 许可证”。

■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InfoScale 产品共存”。

采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在命令窗口中运行所有命令。
执行服务器组件的静默安装

1

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导航到 Setup.exe 所在的文件夹。

2

使用以下命令语法安装产品软件。
Setup.exe /s SOLUTIONS="1" INSTALL_MODE=InstallMode
Telemetry=Telemetry [INSTALLDIR="InstallDirPath"]
[REBOOT=RebootMode] [NODE="SysA"] [LICENSEKEY="LicenseKey"]
[OPTIONS="a,b,c,..."] NoOptionDiscovery= NoOptionDiscovery

参数字符串的最大长度为 2048 个字符，并且语法不区分大小写。
请参见第 29 页的“Setup.exe 的参数”。
安装完成后，请检查 SORT 网站，以查看是否有适合安装的修补程序、代理或阵列
特定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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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rt.veritas.com/

关于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如果您计划在活动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安装 InfoScale Storage，请确保已
满足相应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4 页的“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的要求”。
然后，按如下所示使用滚动安装方法：
1.

在每个非活动群集节点上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2.

将群集资源从活动节点移到任何其他非活动节点。

3.

在当前非活动节点上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安装 InfoScale Storage 之后，执行以下任务：
■

如果已在系统中安装“Failover Clustering(故障转移群集)”功能但尚未创建群
集，请在创建群集之后注册 InfoScale Storage 资源。
请参见第 34 页的“注册 InfoScale Storage 资源 DLL”。

■

如果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已处于活动状态，请在配置 SFW 群集磁盘组之前，
先删除所有基本磁盘的物理磁盘资源。否则，会出现磁盘保留冲突。

Setup.exe 的参数
下表介绍了可与 Setup.exe 命令结合使用的参数。
参数

用途

/s

设置为静默模式。 如果未设置，则启动产品安装向导。

INSTALL_MODE

用于指示是安装还是卸载。
1 = 安装
5 = 卸载
例如： INSTALL_MODE=1

注意：参数 INSTALL_MODE=1 同时用于全新安装和升级。 安装
程序根据已在所选系统上安装的内容切换到正确模式（安装或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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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用途

SOLUTIONS

设置为安装的类型。
1 =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2 =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3 =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4 =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例如： SOLUTIONS=1

Telemetry

设置此参数以通过匿名提交系统和使用信息 参与 Veritas 产品改进
计划。
产品改进计划支持产品安装程序收集安装、部署和使用数据，并将
这些数据匿名提交给 Veritas。 收集的信息帮助识别客户如何部署
和使用该产品。 如果您不希望加入产品改进计划，请将此参数设
置为 0。

INSTALLDIR

设置安装目录路径。 该路径必须以引号开始和结束。
默认设置为 SystemDrive: \Program files\Veritas
例如： INSTALLDIR="C:\InstallationDirectory"
这是可选参数。

注意：如果计划配置群集进行单一登录身份验证，并且系统运行
非英文区域设置的操作系统，请确保安装目录仅包含英文字符。
Reboot

设置在安装完成时自动重新启动系统。
0 = 不重新启动
1 = 重新启动
默认设置为 0，表示不重新启动系统。
例如： Reboot=1

注意：这是可选参数。
Node

设置节点名称。 每次仅指定一个节点。
未指定节点时，本地节点为默认设置。
节点的机器名必须以引号 (") 开始和结束。
例如：Node="PC177V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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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用途

LICENSEKEY

设置用于安装的许可证密钥。 输入多个密钥，用逗号分隔这些密
钥（例如 123-345-567-789-123, 321-543-765-789-321 等）。许
可证密钥必须以引号 (") 开始和结束。
LicenseKey 没有默认设置。
例如：
LICENSEKEY="123-234-123-234-345"

注意：只有在计划使用“User entered license key (用户输入的许
可证密钥)”作为许可证类型时，此参数才适用。 不需要针对
“Keyless (无密钥)”许可证类型指定此参数。
有关 InfoScale 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 InfoScale 许可证”。
Options

设置所需的选件（如果有）。 选件必须以引号 (") 开始和结束。
可使用逗号作为分隔符输入多个选件。
根据您的产品和环境，选件会有所不同。
无默认设置。
有关可用产品选件及其用法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1 页的“可用的产品选件和支持的 DMP DSM”。

NoOptionDiscovery

在升级过程中，设置此参数以卸载先前安装的选件。
默认值为 0。
如果此参数设置为 0，则设置会发现未在 OPTIONS 参数中指定的
先前安装的选件，并且设置会退出。 重新运行此设置，并在
OPTIONS 参数中单独加入先前安装的选件或在 OPTIONS 参数中
指定“已安装”。
如果在升级过程中将此参数设置为 1，则设置会卸载未在 OPTIONS
参数中指定的先前安装的选件。

可用的产品选件和支持的 DMP DSM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和 DMP DSM 作为可选产品选件提供。 这些产品选件可用
与否取决于安装的产品。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选件会安装要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所需的 SFW 组
件。
下表提供关于这些选件是否适用于各个产品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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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InfoScale 产品选件

产品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 DMP DSM
集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X

✓

Veritas InfoScale Availability

X

X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

✓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X

✓

下表提供可用的 DMP DSM 的列表。
表 2-3

可用的 DSM 列表

DMP 设备特定模块 (DSM)

■

3PARDATA (V3PARAA)

■

Compellent 阵列 (VCOMPLNT)

■

Dell EqualLogic 阵列 (VEQLOGIC)

■

Dell PowerVault MD3xxx (VDELLMD)

■

EMC Clarion (VEMCCLAR)

■

EMC Symmetrix/DMX (VEMCSYMM)

■

EMC VPLEX 阵列 (VEMCVPLX)

■

EMC XTREMEIO (VXTREMIO)

■

FUJITSU ETERNUS 2000 阵列 (VFUJITSUAA)

■

Hitachi 95xx-AMS-WM (VHDSAP)

■

Hitachi TagmaStore/HP XP (VHDSAA)

■

HP 2000 阵列 (VHPMSA2)

■

HP EVA-MSA (VHPEVA)

■

HUAWEI S5300/S2300 阵列 (VHUAWEIAP)

■

IBM DS AP (VIBMAPDS)

■

IBM DS6000 (VIBMAP)

■

IBM DS4000/SUN 6000 (VENGAP)

■

IBM DS8000/ESS (VIBMAADS)

■

IBM FlashSystem (VIBFLASH)

■

IBM XiV Storage System (VXIV)

■

NETAPP (VNETAPP)

■

■

NEXSAN SATA/SAS Beast、E60/E18 阵列
(VNEXSAN)
PILLAR (VPILLAR)

■

SUN 阵列 - (VSUN)

■

VIOLIN V3000、V6000 (VVIOLIN)

■

VORACLE

■

NFINIDAT InfiniBox (VNFINI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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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支持的 DSM 的最新信息，请参考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网址为：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注意：
■

请勿将 DMP DSM 与第三方 DSM 一起用于同一阵列。 一次只能有一个 DSM
声明拥有一个阵列中的 LUN。 根据 Microsoft 多路径 I/O (MPIO) 文档，如果安
装了多个 DSM，Microsoft MPIO 框架将与每个 DSM 联系以确定哪一个适合处
理设备。 MPIO 框架在联系 DSM 方面无特定顺序。 首个声明拥有相应设备的
DSM 将与该设备关联。 其他 DSM 无法声明拥有已经被声明拥有的设备。 因
此，为确保 DMP DSM 声明拥有某一阵列的 LUN，不应为该阵列安装任何其他
DSM。

■

如果要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产品，请勿清除要删除的 DSM 的选中状态。 如
果清除默认选中状态，将不会删除所安装的 DSM。
要删除 DSM，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开始升级群集前，使用 Windows“添加或删除程序”删除所需的 DSM。 重
新启动节点，然后执行升级。

■

升级群集，然后使用 Windows“添加或删除程序”删除 DSM。

■

升级群集，然后导航至 %ALLUSERSPROFILE%\Veritas\MPIO\。
从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
instdsm.exe –u DSMName.inf

注意：如果在升级过程中清除默认选中状态，则无法使用 Windows“添加或删
除程序”删除 DSM。 要在此种情况下删除 DSM，必须运行前面介绍的命令。

■

如果要使用 CLI 升级产品，必须在 OPTIONS 参数中指定先前安装的选件，否
则会将其卸载。 要将先前安装的选件加入到此参数中，请在 OPTIONS 参数中
单独指定这些选件或在 OPTIONS 参数中指定“已安装”，以升级所有选件（例
如：options=”Installed,flashsnap”）。

■

如果在已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并且已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的
系统上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必须先取消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并
删除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的 SFW 组件。
若要取消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若要删除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的 SFW 组件，请使用 Windows 的添加删除程
序。

■

如果在已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 的系统上安装 InfoScale Storage，则无法指
定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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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InfoScale Storage 资源 DLL
仅当已安装带有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选项的 InfoScale Storage 但未在环境中配
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时，才必须执行此任务。
■

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cmdlet：
■

导入 FailoverClusters 模块
键入以下 cmdlet：
Import-module failoverclusters

■

注册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类型
键入以下 cmdlet：
Add-ClusterResourceType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C:\Windows\Cluster\vxres.dll -DisplayName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

注册复制卷组 (RVG) 资源类型
键入以下 cmdlet：
Add-ClusterResourceType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C:\Windows\Cluster\mscsrvgresource.dll -DisplayName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

注册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类型
键入以下 cmdlet：
Add-ClusterResourceType "Volume Manager Shared Volume"
C:\Windows\Cluster\vxvolres.dll -DisplayName "Volume Manager
Shared Volume"

安装客户端组件
注意：客户端组件不能安装在 Server Core 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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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步骤以安装客户端组件

1

从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站点下载客户端
特定的 .msi 文件。
https://sort.veritas.com/
msi 名称

客户端组件名称

vrtsvcscscm.msi

VCS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VRTSobgui.msi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2

将所需的 msi 文件复制到要安装客户端组件的系统或群集节点。

3

双击 msi 文件启动安装程序，然后按照安装程序提供的说明完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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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到 InfoScale 产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

执行产品升级

■

关于 InfoScale 产品间转换

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在执行产品升级前，您必须确保执行所需的升级前任务。 这些任务准备用于产品升
级的系统。
升级前任务取决于产品部署。
以下各节详细介绍了准备用于产品升级的系统时必须执行的任务。

关于支持的升级路径和支持的最低产品版本
要升级到 InfoScale 产品，您的系统必须安装了相应的 Veritas 存储和高可用性产
品。下表列出了 Veritas 存储和高可用性/InfoScale 产品的版本，您可从这些版本升
级到 7.3 版本：
要升级的版本

升级到

6.0.2

7.2

6.x
7.0
7.0.x
7.1

升级到 InfoScale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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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现有部署设置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8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操作系统，必须首先将操作系统升级到受支持的操作系统，然后再升级产品。
如果当前安装未达到此最低要求级别，则必须先手动应用适当的产品升级，然后再
继续升级。 可在 Veritas 支持网站获取产品的中间版本：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html
要获取许可证密钥，请与 Veritas 销售部门联系。 也可以卸载较旧版本的产品，然
后安装新产品。
下表列出了支持的升级路径。
表 3-1

支持的升级路径

要升级的版本

升级到
InfoScale
Foundation

InfoScale
Availability

InfoScale
Storage

InfoScale
Enterprise

SFW
Basic/InfoScale
Foundation

✓

X

X

X

SFW/InfoScale
Storage

X

X

✓

X

SFW
HA/InfoScale
Enterprise

X

X

X

✓

VCS/InfoScale
Availability

X

✓

X

X

DMP

✓

X

X

X

VBS

✓

X

X

X

（适用于第三方
支持的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6.1）

注意：当您计划安装产品时，可能必须将 Windows 操作系统升级到支持的最低级
别。 我们建议在升级产品之前执行 Windows 升级。
请参见第 11 页的“支持的硬件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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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准备
对所有系统执行以下常规升级前检查或任务：
下表列出了常规升级前检查。
表 3-2

常规升级前检查

任务

适用于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Foundation Availability Storage Enterprise

备份配置和应用程序数据

✓

✓

✓

✓

查看授权许可详细信息

✓

✓

✓

✓

查看安装要求并执行所需的安装前任务

✓

✓

✓

✓

确保没有调度的并行快照正在执行

✓

✓

✓

✓

确保系统上安装了最新的 Microsoft Windows 更
新。

✓

X

✓

✓

验证环境中的系统是否满足升级群集的要求。 运
行 SORT 网站上提供的 Windows 数据收集器以
执行这些检查。

✓

✓

✓

✓

请确保不存在正在进行中的并行安装、实时更新
或 Microsoft Windows 更新

✓

✓

✓

✓

如果系统已安装 NetBackup 版本 6.0 或 6.5 且正
在运行，则关闭 OpsCenterServer 服务。
NetBackup 和 InfoScale 产品共享同一 AT 代理和
客户端。

✓

✓

✓

✓

保存并关闭群集配置。 该操作将最新配置保存到
磁盘，并将配置状态更改为只读模式

X

✓

X

✓

成功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Redistributable-x64 需要最新更新。如果未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Redistributable-x64，
产品安装将失败。

要保存群集配置，请执行下列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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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适用于

获取自定义代理二进制文件的备份

X

✓

X

✓

X

✓

X

✓

✓

✓

✓

✓

在产品升级期间，将升级 main.cf 的备份并获取
其他配置文件。 但是，不会获取任何代理二进制
文件的备份。
在升级期间，将会删除 %VCS_home% 文件夹的
内容。 因此，安装的所有企业代理和自定义代理
的所有二进制文件都将删除。 在完成升级后，将
重新安装企业代理的所有二进制文件。 但是，不
会重新安装自定义代理的二进制文件。 升级后还
原的 main.cf 显示已配置自定义代理资源。但
是，%VCS_home% 文件夹中未显示二进制文件。
因此，升级完成后，必须手动安装这些自定义代
理。
若要执行并行升级，请使服务组脱机
使服务组脱机

1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hagrp -offline group_name
-sys system_name
其中，group_name 是服务组的名称，
system_name 是该服务组在其上处于联机
状态的节点。

2

对联机的所有服务组重复该命令。

关闭客户端应用程序
如果计划升级产品的系统上运行的是下列任意客
户端应用程序，则停止并退出所有应用程序实例。
■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SCC)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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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适用于

导出配置的规则

✓

X

✓

✓

X

X

✓

X

如果为事件通知消息和操作配置了任何规则，则
在开始升级之前，必须将这些规则导出为 XML 格
式。
导出配置的规则

1

从“VEA Control Panel (VEA 控制面板)”
透视图的树视图中，选择 action agent 节
点，然后双击右窗格中的“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

2

在“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窗口中，
选择要导出的规则，然后单击“Export (导
出)”。

3

将规则以 XML 格式保存在任意临时位置。

停止所有群集节点上的 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仅当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和 InfoScale
Availability 共存于您的环境中时，此任务才适用。
如果您计划在共存环境中升级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必须先强制停止 HAD，然后再开始升
级。
要强制停止 HAD，请从任何群集节点运行以下命
令：
hastop -all -force

产品升级的建议和注意事项
开始升级之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

在产品升级期间如果您还计划升级操作系统，则必须先升级操作系统，然后再
升级产品。

■

升级过程中，验证所选的安装选项和产品选件。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所有已安装
的选件。
如果不想在升级环境中包括任何已安装的选件，则必须先卸载这些选件，然后
再继续升级。 使用 Windows 的“添加或删除程序”功能可卸载选件。
如果要添加任何其他选件，则必须选择这些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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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继续使用 6.0.x 或 6.x 许可证密钥。 但是，请注意，安装 6.0.x 或 6.x 许可
证密钥后可用的功能只有在产品升级后才可启用。 要启用所有可用功能，请指
定 7.3 许可证密钥。暂未提供基于功能的 7.3 许可证密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7 页的“授权许可说明”。

■

在升级到 InfoScale Foundation、InfoScale Storage 或 InfoScale Enterprise 时，
产品安装向导会将 Windows 的“计算机管理”控制台和“服务器管理器”控制
台中的“磁盘管理管理单元”替换为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要更改此默认设置，请在升级完成后访问 VEA GUI 并继续还原“磁盘管
理管理单元”。
有关使用 VEA GUI 的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如果要在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将 SFW 升级至 InfoScale Storage 或
InfoScale Enterprise，必须首先在辅助站点执行升级。 在辅助站点完成升级和
升级后任务之后，必须将应用程序从主站点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然后继续升
级主站点的节点。 主站点的节点升级完毕后，必须将应用程序迁移回主站点。
由于 Volume Replicator 5.0.x 与 Volume Replicator 5.1 版本是可互操作的，因
此可以在保持应用程序在主站点上运行的同时在辅助站点上执行升级。

■

如果您要升级 InfoScale Foundation、InfoScale Storage 或 InfoScale Enterprise，
并且已经配置 DMP，则建议在开始升级之前，将每个阵列的路径数减少为一。
如果您的现有环境中没有 DMP DSM，但计划在升级过程中添加此功能，请在执
行升级之前添加 HBA（主机总线适配器）硬件。 在执行升级和 DMP DSM 安装
之前，从新 HBA 连接到存储阵列的路径不应超过一个。 在运行安装程序时选择
DMP DSM 选件或适当的 DMP DSM。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不提供对 PROMISE 阵列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
持。 如果当前已安装对 PROMISE 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则会在升级
完成后将其删除。

执行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任务基于您部署的配置类型。
通常，升级情景可分为以下几类：
■

在非群集环境中升级 SFW Basic 或 SFW

■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升级 SFW Basic 或 SFW

■

升级 VCS

■

升级 SFW HA

■

在配置复制的安装环境中升级 SFW HA

■

升级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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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仅安装了 SFW 或 VCS 客户端，则无法将它们升级至当前版本。 若要
仅安装最新版本的客户端，请卸载早期版本，然后再安装当前版本。
请参见第 34 页的“安装客户端组件”。
以下几节提供有关上述各情景涉及的任务及要升级到的相应 InfoScale 产品的详细
信息。
注意：开始产品升级之前，请确保已查看支持的升级路径、安装先决条件及授权许
可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在非群集环境中升级 SFW 或 SFW Basic
本节介绍在非群集环境中升级 SFW Basic 或 SFW 时需要执行的任务。

支持以下升级：
■

从 SFW Basic 升级到 InfoScale Foundation

■

从 SFW 升级到 InfoScale Storage

升级任务取决于您的环境中是否配置复制。
下图说明在未配置复制的非群集环境中升级 SFW 时需要执行的任务。
注意：如果在 InfoScale Availability 共存的计算机上安装了 InfoScale Storage，则
在开始升级产品之前，必须先使用 Backup_HA.xml 作为输入参数运行
BackupRestoreUtil.exe，然后卸载 InfoScale Availability。
产品升级完成后，必须先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然后使用 Restore_HA.xml 作
为输入参数运行 BackupRestoreUtil.exe。
要运行 BackupRestoreUtil.exe，请使用命令提示符导航到以下位置：
InfoScale-7.1\Installer>BackupRestoreUtil.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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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群集环境中的 SFW 升级任务

图 3-1

参考
任务

参考资料

1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2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3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下图说明在已配置复制的非群集环境中升级 SFW 时需要执行的任务。
注意：如果在 InfoScale Availability 共存的计算机上安装了 InfoScale Storage，则
在开始升级产品之前，必须先使用 Backup_HA.xml 作为输入参数运行
BackupRestoreUtil.exe，然后卸载 InfoScale Availability。
产品升级完成后，必须先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然后使用 Restore_HA.xml 作
为输入参数运行 BackupRestoreUtil.exe。
要运行 BackupRestoreUtil.exe，请使用命令提示符导航到以下位置：
InfoScale-7.1\Installer>BackupRestoreUtil.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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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已配置复制的非群集环境中的 SFW 升级任务

参考
任务

参考资料

1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2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3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4

请参见第 45 页的“主站点的升级准备工作（非群集 SFW 环境）”。

5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6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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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站点的升级准备工作（非群集 SFW 环境）
请执行以下步骤，以在主站点上准备用于在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升级 SFW 的
系统。
注意：在主站点上准备节点之前，请确保已在辅助站点上升级 SFW 并执行升级后
任务。
要在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升级群集，必须首先停止复制卷组 (RVG)，以分离
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链接并取消关联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日志。
为主站点做准备

1

在主站点上，停止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在站点之间复制数据的应用程序。

2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vxprint -lVP [-g diskgroup_name]

此命令列出 RLINK 和 RVG 记录。

3

通过在主站点上运行以下命令，验证复制器日志中的数据是否已写入辅助站
点：
vxrlink [-g diskgroup_name] status rlink_to_secondary

此命令显示由指定 RLINK 表示的辅助站点的复制状态。
在继续执行下一个步骤之前，请验证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卷是否与主站点一致并
处于最新状态。

4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之一迁移主 RVG：
■

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主 RVG，然
后选择“Migrate (迁移)”选项。 从“Secondary Name (辅助节点名称)”
选项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辅助节点主机。
单击“OK (确定)”将主节点角色迁移到辅助节点。 主节点角色和辅助节点
角色将互换。

■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vxrds [-g diskgroup_name] migrate local_rvg
new_primary_hostname

其中，辅助主机由 new_primary_hostname 参数指定。

5

执行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在新的主站点（旧的辅助站点）上启动应用程序。

6

如果现有的复制设置配置为使用 TCP，请将设置更改为使用 UDP。 主站点和
DR 站点全部升级完毕后，可以将复制设置切换回 TCP。
此时便可以继续升级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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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升级 SFW 或 SFW Basic
本节介绍在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升级 SFW 时要执行的任务。

支持的升级路径：
■

从 SFW 升级到 InfoScale Storage

■

从 SFW Basic 升级到 InfoScale Foundation
注意：InfoScale Foundation 不支持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下图列出在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升级 SFW 时要执行的任务
图 3-3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中的 SFW 升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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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升级完成后，安装程序向导将执行某些清理任务，并在一定的时间内显示命
令提示符。 请忽略命令提示并继续进一步执行任务。 清理任务完成后，将关闭命
令提示符。 在清理任务完成之前，不要关闭命令提示符。 如果关闭命令提示，清
理任务将会中止。

参考
任务

参考

1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2

请参见第 47 页的“辅助站点的 SFW 升级准备工作（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
群集环境）”。

3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4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5

请参见第 48 页的“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至辅助站点”。
请参见第 48 页的“主站点的 SFW 升级准备工作（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
集环境）”。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6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7

辅助站点的 SFW 升级准备工作（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
集环境）
在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执行以下步骤以便
为辅助站点上的节点做好 SFW 升级准备。
为辅助站点做准备

1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之一，使 RVG 资源脱机：
■

在“Cluster Administrator (群集管理员)”控制台中右键单击 RVG 资源，然
后选择“Offline (脱机)”选项。

■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cluster resourcename] /Offline [:node name] [/Wait[:timeoutin
seconds]]

2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之一，使“Disk Group (磁盘组)”资源在辅助站点上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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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luster Administrator (群集管理员)”控制台中右键单击“Disk Group
(磁盘组)”资源，然后选择“Offline (脱机)”选项。

■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luster resourcename] /Offline [:node name] [/Wait[:timeoutin
seconds]]

重复步骤 2 依次使 IP 资源和“Network Name (网络名称)”资源脱机。
警告：使 DG（“Disk Group (磁盘组)”）资源脱机会暂停复制，如果应用
程序在主站点上持续运行的时间过长，此操作可能会导致复制器日志溢出。

3

如果现有的复制设置配置为使用 TCP，请将设置更改为使用 UDP。 主站点和
DR 站点全部升级完毕后，可以将复制设置切换回 TCP。

此时便可以继续在辅助站点的所有节点上升级 SFW。

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至辅助站点
执行下列步骤可以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至辅助站点。
故障转移应用程序

1

在“Failover Cluster (故障转移群集)”控制台中，导航到“Cluster Group (群
集组)”。

2

右键单击“Cluster Group (群集组)”，然后单击“Move Group (移动组)”。

此步骤将移动资源，“Resource Owner (资源所有者)”将更改为辅助站点上的节
点。

主站点的 SFW 升级准备工作（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环境）
辅助站点升级后，便可以通过将主站点角色迁移到 DR 站点，为主站点做好升级准
备。
要在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升级群集，必须首先停止复制卷组 (RVG)，以分离
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链接并取消关联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日志。
执行以下步骤为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的主站
点做准备。
为主站点做准备

1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之一，使主站点上的“Application (应用程序)”资源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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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luster Administrator (群集管理员)”控制台中右键单击“Application
(应用程序)”资源，然后选择“Offline (脱机)”选项。

■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cluster resourcename] /Offline [:node name] [/Wait[:timeoutin
seconds]]

2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vxprint -lVP [-g diskgroup_name]

此命令列出 RLINK 和 RVG 记录。

3

通过在主站点上运行以下命令，验证复制器日志中的数据是否已写入辅助站
点：
vxrlink [-g diskgroup_name] status rlink_to_secondary

此命令显示由指定 RLINK 表示的辅助站点的复制状态。
在继续执行下一个步骤之前，请验证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卷是否与主站点一致并
处于最新状态。

4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之一迁移主 RVG：
■

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主 RVG，然
后选择“Migrate (迁移)”选项。 从“Secondary Name (辅助节点名称)”
选项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辅助节点主机。
单击“OK (确定)”将主节点角色迁移到辅助节点。 主节点角色和辅助节点
角色将互换。

■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vxrds [-g diskgroup_name] migrate local_rvg
new_primary_hostname

其中，辅助主机由 new_primary_hostname 参数指定。

5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之一，使新的主站点上的“Application (应用程序)”资源联
机：
■

在“Cluster Administrator (群集管理员)”控制台中右键单击“Application
(应用程序)”资源，然后选择“Online (联机)”选项。

■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cluster resourcename] /Online [:node name] [/Wait[:timeoutin
seconds]]

6

如果使服务组联机未能启动应用程序，请执行所有必要的任务来启动该应用程
序。 这些任务可能包括装入数据库或手动启动应用程序，具体情况取决于环境
中的可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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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VCS
本节介绍升级 VCS 要执行的任务。
支持的升级路径：VCS 到 InfoScale Availability
升级任务取决于您的环境中是否配置复制。
下图列出了在未配置复制的情况下升级 VCS 要执行的任务。
注意：如果在 InfoScale Availability 共存的计算机上安装了 InfoScale Storage，则
在开始升级产品之前，必须先使用 Backup_HA.xml 作为输入参数运行
BackupRestoreUtil.exe，然后卸载 InfoScale Availability。
产品升级完成后，必须先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然后使用 Restore_HA.xml 作
为输入参数运行 BackupRestoreUtil.exe。
要运行 BackupRestoreUtil.exe，请使用命令提示符导航到以下位置：
InfoScale-7.1\Installer>BackupRestoreUtil.exe
图 3-4

VCS 升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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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任务

参考

1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2

在所有节点上使服务组脱机。
请使用以下命令：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3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4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5

使服务组联机。
请使用以下命令：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下图列出了在配置复制的情况下升级 VCS 要执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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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群集中的 VCS 升级任务

图 3-5

参考
任务

参考

1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2

请参考特定于第三方复制技术的文档

3

在所有节点上使服务组脱机。
请使用以下命令：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4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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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参考

5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6

请参考特定于第三方复制技术的文档

7

使服务组联机。
请使用以下命令：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升级 SFW HA
本节介绍在升级 SFW HA 期间执行的任务。
支持的升级路径：SFW HA 到 InfoScale Enterprise
升级任务取决于您的环境中是否配置复制。
注意：升级完成后，安装程序向导将执行某些清理任务，并在一定的时间内显示命
令提示符。 请忽略命令提示并继续进一步执行任务。 清理任务完成后，将关闭命
令提示符。 在清理任务完成之前，不要关闭命令提示符。 如果关闭命令提示，清
理任务将会中止。
下图列出了在未配置复制的情况下升级 VCS 要执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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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W HA 升级任务

图 3-6

参考：
任务

参考

1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2

在所有节点上使服务组脱机。
请使用以下命令：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3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4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5

使服务组联机。
请使用以下命令：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下图列出了在配置复制的情况下升级 SFW HA 要执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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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复制群集中的 SFW HA 升级任务

参考：
任务

参考资料

1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2

请参见第 56 页的“为在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升级 SFW HA 准备好主站点和
辅助站点”。

3

在所有节点上使服务组脱机。
请使用以下命令：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4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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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参考资料

5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6

请参见第 57 页的“在 VCS 群集中重新启用 Volume Replicator”。

7

使服务组联机。
请使用以下命令：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为在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升级 SFW HA 准备好主站点和
辅助站点
要在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升级 SFW HA 群集，必须首先停止复制卷组 (RVG)，
以分离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链接并取消关联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
日志。
请在主站点的某个群集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1

让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在站点之间复制数据的应用程序脱机。

2

在命令提示符处运行 vxprint -lVP 命令。

3

验证复制器日志中的数据是否已写入辅助站点，以及 RLINKS 是否处于最新状
态。
vxrlink [-gdiskgroup] status rlink_to_secondary

4

使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服务组中的 VvrRvg 资源脱机。

5

分离 RLINK 以避免 Volume Replicator 将数据复制到辅助站点。 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辅助 RVG，然后选择“Stop
Replication (停止复制)”选项以使 Volume Replicator 停止复制到辅助站点。

6

将复制器日志与 RVG 分离。 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中右
键单击“Replicator Log (复制器日志)”，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Dissociate
Replicator Log (分离复制器日志)”选项。

请在辅助站点的某个群集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1

使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服务组中的 VvrRvg 资源脱机。

2

在命令提示符处运行 vxprint -lVP 命令。

3

将复制器日志与 RVG 分离。 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中右
键单击“Replicator Log (复制器日志)”，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Dissociate
Replicator Log (分离复制器日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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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复制日志并开始复制
如果已在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中升级 SFW HA，则必须执行此任务。 在任何一
个升级后的节点上执行此任务。
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中右键单击辅助 RVG 资源，然后从显示的菜单
中选择“Associate Replicator Log (关联复制器日志)”选项。 此外，选择“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选项以允许 Volume Replicator 开始复制。

在 VCS 群集中重新启用 Volume Replicator
按照下列步骤在辅助站点上启用更新后的对象。
在辅助站点上启用更新后的对象

1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之一，使“Disk Group (磁盘组)”资源在辅助站点上联机：
■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
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选择“Manage (管理)”选项卡，找
到群集并展开，然后选择所需的服务组。然后，在“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上，右键单击所需的磁盘组资源，然后单击“Online (联机)”。

■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nline resource_name -sys system_name

2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之一，使 RVG 服务组联机：
■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
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后在“Manage (管理)”选项卡
上，找到群集并展开，然后右键单击 RVG 服务组并单击“Online (联机)”。

■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hagrp -online group_name -sys system_name

对于包含多个辅助站点的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应在所有辅助站点上重复
执行需要在某一辅助站点上执行的所有操作。

升级 DMP
本节介绍在升级 DMP 期间执行的任务。
支持的升级路径：DMP 到 InfoScal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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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升级完成后，安装程序向导将执行某些清理任务，并在一定的时间内显示命
令提示符。 请忽略命令提示并继续进一步执行任务。 清理任务完成后，将关闭命
令提示符。 在清理任务完成之前，不要关闭命令提示符。 如果关闭命令提示，清
理任务将会中止。
下图列出了在未配置复制的情况下升级 DMP 要执行的任务。
DMP 升级任务

图 3-8

参考：
任务

参考

1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2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8 页的“使用命令行安装程序安装服务器组件”。

3

请参见第 60 页的“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关于 InfoScale 产品间转换
您可以在 InfoScale 系列产品间转换。
要在已安装某个 InfoScale 产品的系统上转换为另一个产品，请运行要转换到的
InfoScale 产品的产品安装程序。
注意：基本产品版本和要转换到的产品的版本必须相同。

支持的路径：
下表列出了从一款 InfoScale 产品转换为另一款 InfoScale 产品的支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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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支持的转换路径

基础产品

转换为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Foundation Availability Storage

InfoScale Enterprise

InfoScale
Foundation

X

X

✓

✓

InfoScale
Availability

X

X

X

✓

InfoScale
Storage

X

X

X

✓

注意：如果已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
集，必须在转换为 InfoScale Enterprise
之前取消配置并删除故障转移群集的 SFW
组件。
若要取消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
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若要删除故障转
移群集的 SFW 组件，请使用“Windows
Add Remove Programs (Windows 添加
删除程序)”。

InfoScale
Enterprise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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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执行升级后任务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

在非群集环境中重新启用 Volume Replicator

■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重新启用 Volume Replicator

■

升级后重新连接 DMP DSM 路径

■

重新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

■

导入配置的规则

■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

升级群集以加强安全性

■

重新安装自定义代理

■

包括自定义资源

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升级后任务基于您部署的配置类型。
下表列出了典型产品升级情景和对应的升级后任务。

执行升级后任务
部署情景和适用的升级后任务

表 4-1

SFW Basic/ SFW
（非群集环境）

典型产品升级情景和对应的升级后任务
SFW HA

SFW Basic/ SFW
（Microsoft 故障转 VCS
移群集环境）

---

重新启用复制

重新启用复制

请参见第 63 页的“在
非群集环境中重新启
用 Volume
Replicator”。

请参见第 64 页的“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
集环境中重新启用
Volume Replicator”。

SFW HA

（Volume
Replicator 环
境）

DMP

---

已在升级工作流程 --中重新启用复制

重新连接 DSM
路径（如果适
用）

重新连接 DSM 路
径（如果适用）

---

重新连接 DSM 路径
（如果适用）

重新连接 DSM 路径
（如果适用）

请参见第 64 页的“升
级后重新连接 DMP
DSM 路径”。

请参见第 64 页的“升
级后重新连接 DMP
DSM 路径”。

请参见第 64 页的
请参
“升级后重新连接
见第 64 页的“升 DMP DSM 路径”。
级后重新连接
DMP DSM 路
径”。
---

---

重新配置服务

重新配置服务

重新配置服务

请参见第 65 页的“重
新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

请参见第 65 页的“重
新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

请参
见第 65 页的“重
新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

重新连接
DSM 路径
请参
见第 64 页的
“升级后重新连
接 DMP DSM
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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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W Basic/ SFW
（非群集环境）

SFW HA

SFW Basic/ SFW
（Microsoft 故障转 VCS
移群集环境）

SFW HA

（Volume
Replicator 环
境）

---

---

导入规则

导入规则

导入规则

请参见第 65 页的“导
入配置的规则”。

请参见第 65 页的“导
入配置的规则”。

请参
请参见第 65 页的
见第 65 页的“导 “导入配置的规
入配置的规
则”。
则”。

导入规则

---

升级磁盘组

升级磁盘组

---

---

升级磁盘组

请参见第 65 页的“升 请参见第 65 页的“升
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DMP

升级磁盘组

请参
请参见第 65 页的
见第 65 页的“升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
级动态磁盘组版 本”。
本”。

---

---

重新安装自定义 重新安装自定义 重新安装自定义代
代理
代理
理
请参
见第 68 页的“重
新安装自定义代
理”。
---

请参
请参见第 68 页的
见第 68 页的“重 “重新安装自定义代
新安装自定义代 理”。
理”。

---

---

包括自定义资源 包括自定义资源 包括自定义资源
请参
请参
请参见第 68 页的
见第 68 页的“包 见第 68 页的“包 “包括自定义资
括自定义资源”。 括自定义资
源”。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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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群集环境中重新启用 Volume Replicator
在非群集环境中完成升级（Volume Replicator 将数据从主站点复制到辅助站点）之
后，必须重新启用 Volume Replicator。
在为主站点做好升级准备的过程中，已将主站点角色迁移到辅助站点。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全部升级完毕后，可能需要将主站点角色迁移回原始主站点。 为
此，请按下列步骤的说明再次执行迁移操作。
将应用程序迁移回原始主站点

1

在当前主站点上，停止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在站点之间复制数据的应用程
序。

2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vxprint -lVP [-g diskgroup_name]

此命令列出 RLINK 和 RVG 记录。

3

通过在主站点上运行以下命令，验证复制器日志中的数据是否已写入辅助站
点：
vxrlink [-g diskgroup_name] status rlink_to_secondary

此命令显示由指定 RLINK 表示的辅助站点的复制状态。
在继续执行下一个步骤之前，请验证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卷是否与主站点一致并
处于最新状态。

4

要迁移主站点 RVG，请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

在 VEA 中右键单击主站点 RVG，然后选择“Migrate (迁移)”选项。 从
“Secondary Name (辅助节点名称)”选项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辅助节点主
机。 单击“OK (确定)”将主节点角色迁移到辅助节点。
主节点角色和辅助节点角色将互换。

■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vxrds [-g diskgroup_name] migrate local_rvg
new_primary_hostname

其中，辅助主机由 new_primary_hostname 参数指定。

5

执行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在新的主站点（旧的辅助站点）上启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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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重新启用 Volume
Replicator
在 Microsoft 群集环境中完成所有群集节点上的 SFW 升级之后，应在活动群集节点
上重新启用 Volume Replicator。
警告：如果未按指定顺序执行下面列出的步骤，则必须进行完全自动同步。
在辅助 (DR) 站点上启用更新后的对象

1

使“Windows Server Failover Cluster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资源
组中的“Disk Group (磁盘组)”、IP 和“Network Name (网络名称)”资源联
机。

2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之一，使 RVG 资源联机：
■

在“Cluster Administrator (群集管理员)”控制台中右键单击 RVG 资源，然
后在辅助站点上选择“Online (联机)”选项。

■

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cluster resourcename] /online [:node name] [/wait[:timeoutin
seconds]]

注意：有关如何通过命令行界面使资源脱机和联机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
应的 Microsoft 文档。
对于包含多个辅助站点的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应在所有辅助站点上重复执行
需要在某一辅助站点上执行的所有操作。

升级后重新连接 DMP DSM 路径
如果完成了现有 DMP DSM 环境的升级或在升级过程中添加了 DMP DSM，请继续
重新连接 DMP DSM 路径：
升级后重新连接 DMP DSM 路径

1

实际连接在升级之前断开连接的所有附加路径。

2

从 VEA 控制台重新扫描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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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
升级 InfoScale Storage 或 InfoScale Enterprise 后，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 将配置在“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下。
必须在具有所有系统的管理员权限的域用户帐户下重新配置此服务。
重新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 的用户帐户

1

从 Windows“计算机管理”或 Windows“管理工具”中，访问“服务”，然
后选择 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

2

右键单击 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Properties (属性)”。

3

在“Log On (登录)”选项卡中，选择“This Account (此帐户)”并输入域用户
ID 和密码。
该用户帐户必须具有所有群集系统的管理员权限。

4

确认密码并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5

在 Windows 服务用户命令行界面中，重新启动 Veritas InfoScale Messaging
Service 以使更改生效。

导入配置的规则
如果导出了为事件通知消息和操作配置的规则，则在升级完成后，必须导入这些规
则。
导入配置的规则

1

在“VEA Control Panel (VEA 控制面板)”透视图的左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2

双击右窗格中的“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

3

在“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窗口中，单击“Import (导入)”。

4

浏览到临时位置，并选择您保存的 XML 文件。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仅当从 6.1 之前的版本升级该产品时，此任务才适用。
升级 SFW 或 SFW HA 后，动态磁盘组版本不会随之自动升级。 如果原有配置中的
服务组包含动态磁盘组，则在完成 SFW 或 SFW HA 的升级后，必须升级该磁盘组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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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新的磁盘组版本引入了下列功能和操作，因此，如果不升级磁盘组版本，
将不支持这些功能和操作：
■

快照功能（准备、快照、快照合并、快照中止和快照清除操作）

■

脏区记录 (DRL) 功能（添加日志和删除日志操作）

■

适用于卷的快速重同步和快速文件重同步功能（添加日志和删除日志操作）

■

导入磁盘组（导入旧磁盘组作为共享磁盘组操作)

■

SSD 缓存

注意：当卷中包含脏区日志记录 (DRL) 日志的旧磁盘组升级时，DRL 日志将在升级
时删除。您需要在升级后手动添加 DRL 日志。

注意：磁盘组版本升级后，无法将其改回早期的磁盘组版本，并且无法将其导入到
其他运行 SFW 任何早期版本的服务器。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升级磁盘组版本。必须先将磁盘组转换为
SFW 动态磁盘组，然后再升级 SFW 动态磁盘组。

注意：将磁盘组升级到最新版本并导入一个磁盘组作为群集共享磁盘组 (CSDG)
后，您需要为磁盘组中的每个卷手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可以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或 CLI 升级动态磁盘组。
从命令行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1

要使用 CLI 升级磁盘组，请运行以下命令。 必须分别针对每个动态磁盘组运行
此命令。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T version] upgrade

其中，
DynamicDiskGroupName =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version = 动态磁盘组的目标版本

2

成功升级磁盘组版本后，其版本应为 171。 运行以下命令验证升级后的版本：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dg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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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EA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1

在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磁盘组。 必须分别针对每个动态磁盘组执行这些
步骤。

2

选择“Upgrade Dynamic Disk Group Version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警报日志中将显示一则通知，表明磁盘组版本已升级。 成功升级磁盘组版本
后，其版本应为 171。 可以验证磁盘组属性以确认升级后的版本。 成功升级磁
盘组版本后，其版本应为 171。

升级群集以加强安全性
如果已在环境中配置任何安全群集，请将其升级以使用 2048 位密钥和 SHA-256 签
名证书，这样可以增强安全性。
注意：如果已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7.0.1 修补程序且稍后已升级现有群集，则无
需执行此过程。
使用向导升级群集

1

从要升级的群集的任意节点中启动“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群集配置向
导)”。

2

按照向导提示，选择要重新配置的群集。

3

在“Reconfigure Cluster Options (重新配置群集选项)”面板上，选择
“Configure/Reconfigure Single Sign-on (配置/重新配置单一身份登录)”。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员指南》。

使用静默配置实用程序升级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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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删除该群集。

■

创建新群集。

语法如下：
VCWsilent XML_file_name_including_path

有关 VCWsilent 实用程序及其使用的 XML 文件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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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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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安装自定义代理
执行产品升级之后，安装程序不会升级安装在现有产品版本上的自定义代理。 因
此，升级完成后，必须重新安装这些自定义代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包括自定义资源
产品安装程序不会升级自定义资源。 如果先前配置中的某一服务组包含自定义资
源，则向导不会在升级后的群集中包含该服务组。
在升级后的群集中包含具有自定义资源的服务组

1

确保自定义代理的代理二进制文件位于 %VCS_HOME%\bin 下，其中变量
%VCS_HOME% 表示 VCS 安装目录，该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2

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停止 VCS 引擎 (HAD)。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 hastop -all -force

3

在安装期间，安装程序会将先前的配置文件复制到一个备份位置。 在以下位置
找到备份的 types.cf 和 main.cf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Veritas\cluster server\vpibackup。

4

将自定义资源的资源类型定义从备份的 types.cf 文件复制到 VCS 群集的 types.cf
文件。

5

如果自定义资源类型的资源依赖于与 VCS 捆绑在一起的代理的资源，则必须
更新与 VCS 捆绑的代理的资源定义，以包含新属性或删除废弃的属性。
有关属性值及说明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68

执行升级后任务
包括自定义资源

6

验证配置。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 hacf -verify config_directory

变量 config_directory 指包含 main.cf 和 types.cf 的目录的路径。

7

在更改了配置的节点上启动 VCS 引擎 (HAD)。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 hastart

8

在所有其他群集节点上启动 VCS 引擎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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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添加或删除产品选件

■

管理 InfoScale 许可证

■

修复 InfoScale 产品安装

■

关于重新安装 InfoScale 产品

添加或删除产品选件
安装 InfoScale 产品后，可能需要添加或删除产品选件。 通过产品安装程序向导，
您可以添加或删除已安装的选件和管理产品许可证。
本节提供有关添加或删除产品选件的详细信息。 有关管理产品许可证的详细信息，
请参考：
请参见第 72 页的“管理 InfoScale 许可证”。
请记下以下几点，然后再开始添加或删除产品选件：
■

无法在运行 Server Core 操作系统的系统上添加或删除产品选件。 要在这些系
统上添加或删除产品选件，必须卸载并重新安装产品。

■

只能在本地系统上添加或删除产品选件。

■

只有在已安装服务器组件后才能添加或删除产品选件。

如果要将 DSM 添加到包括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或 VCS 群集的部署设
置，请确保将资源移至另一节点或使资源脱机。 然后安装所需的硬件驱动程序并执
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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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或删除功能

1

打开 Windows“控制面板”，然后单击“程序和功能”。

2

选择 InfoScale 产品条目并单击“Change (更改)”。

3

在“Mode Selection (模式选择)”面板上，选择“Add or Remove (添加或删
除)”，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向导执行验证检查，并显示可用
的产品选件。 要添加或删除选件，请选择或清除对应复选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注意，只有在系统通过验证检查后向导才能继续。 如果验证检查失败，请查
看详细信息并纠正问题。 选择继续安装前，请单击“Re-verify (重新验证)”以
重新启动验证检查。

5

在“Pre-install Summary (安装前摘要)”面板上，查看摘要，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新启动系统)”复选框处
于选中状态。 这样，所有选定的远程系统在其上的安装完成后都将立即重新启
动。 如果不希望向导启动此自动重新启动，则清除“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
新启动系统)”复选框的选中状态。

6

在“Installation (安装)”面板上，查看安装进度，安装完成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如果安装不成功，则状态屏幕显示安装失败。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安装
后摘要。 纠正问题，然后继续重新安装组件。

7

在“Post-install Summary (安装后摘要)”面板上，查看安装结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安装失败，请参考日志文件以了解详细信息。

8

在“Finish (完成)”面板上，单击“Finish (完成)”。
如果已选择启动自动重新启动，则显示重新启动本地系统的确认消息。 单击
“Yes (是)”立即重新启动，或单击“No (否)”以后重新启动。
如果您未选择进行自动重新启动，请确保您手动重新启动这些系统。

添加 DSM 时，如果已断开除一条路径以外的所有路径，则必须立即重新连接其他
物理路径。
现在即可继续为新添加的选件配置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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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管理 InfoScale 许可证
安装 InfoScale 产品后，可能需要管理产品许可证以修改许可证类型。
可通过以下任意一个方法管理许可证：
■

使用 Windows 的“添加或删除程序”

■

使用 VMware vSphere Client
注意：仅在 VMware 环境中已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 或 InfoScale Enterprise
且已安装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Console 用于管理虚拟机时，才可以使用
此方法。

开始管理许可证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

无法在运行 Server Core 操作系统的系统上管理许可证。 要在这些系统上管理
许可证，必须先卸载产品，然后再使用新许可证重新安装产品。

■

只能在本地系统上管理许可证。

■

只有在已安装服务器组件时，才能管理许可证。

使用 Windows 的“添加或删除程序”管理许可证

1

打开 Windows“控制面板”，然后单击“程序和功能”。

2

选择 InfoScale 产品条目并单击“Change (更改)”。

3

在“Mode Selection (模式选择)”面板上，选择“Add or Remove (添加或删
除)”，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向导执行验证检查，并显示适用
的安装选项和产品选件。 如果验证检查失败，请查看详细信息并纠正问题。
选择继续安装前，请单击“Re-verify (重新验证)”以重新启动验证检查。
请注意，只有在系统通过验证检查后向导才能继续。
要管理许可证，请执行以下适用任务中的任意一项：
■

要更改许可证类型，请从“License key (许可证密钥)”下拉列表中选择所
需的许可证类型。
如果将许可证类型更改为“User entered license key (用户输入的许可证密
钥)”，则默认情况下显示“License Details (许可证详细信息)”面板。 继
续执行步骤 5 以添加许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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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要添加或删除许可证，请单击“Edit (编辑)”。

在“License Details (许可证详细信息)”面板上，输入许可证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此向导会验证所输入的许可证密钥，如果未通过验证，它将显示相关的错误。

6

在“License Details (许可证详细信息)”面板上，单击“Ok (确定)”。
向导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显示适用的安装选项和产品选
件。

7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选择或清除所需的产品选件，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向导执行验证检查，然后转到“Pre-install Summary (安装前摘要)”面板。 如
果验证检查失败，请查看详细信息并纠正问题。 选择继续安装前，请单击
“Re-verify (重新验证)”以重新启动验证检查。
请注意，只有在通过验证检查后向导才能继续。

8

在“Pre-install Summary (安装前摘要)”面板上，查看摘要，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新启动系统)”复选框处
于选中状态。 这样，所有选定的远程系统在其上的安装完成后都将立即重新启
动。 如果不希望向导启动此自动重新启动，则清除“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
新启动系统)”复选框的选中状态。

9

在“Installation (安装)”面板上，查看安装进度，安装完成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如果安装不成功，则状态屏幕显示安装失败。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安装
后摘要。 纠正问题，然后继续重新安装组件。

10 在“Post-install Summary (安装后摘要)”面板上，查看安装结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安装失败，请参考日志文件以了解详细信息。

11 在“Finish (完成)”面板上，单击“Finish (完成)”。
如果已选择启动自动重新启动，则显示重新启动本地系统的确认消息。 单击
“Yes (是)”立即重新启动，或单击“No (否)”以后重新启动。
如果您未选择进行自动重新启动，请确保您手动重新启动这些系统。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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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 InfoScale Foundation、InfoScale Storage 或 InfoScale Enterprise
许可证做出任何更改，则再次启动 vxsvc 服务时更改将会生效。 如果删除
所有许可证，则 vxsvc 服务无法启动并且服务恢复选项将更改为“Take No
Action (不执行任何操作)”。 要启动该服务，必须输入许可证，然后手动启
动该服务，并将服务恢复选项更改为“Restart the Service (重新启动服
务)”。

■

如果对 InfoScale Availability 许可证进行了任何更改，必须重新启动 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服务才能使这些更改生效。 如果删除所有许可证，则
HAD 服务将无法启动。 要启动 HAD 服务，必须输入所需的许可证，然后
运行 hastart 命令或手动启动 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服务。

注意：仅在 VMware 环境中已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 或 InfoScale Enterprise 且
已安装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Console 用于管理虚拟机时，才可以使用以下方
法。
通过 vSphere Client 菜单管理许可证

1

连接到 vCenter Server 并导航至“Home (主页)”>“Solutions and
Applications (解决方案和应用程序)”>“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Symantec 高可用性)”

2

单击“License Management (许可证管理)”选项卡。

3

选择所需的虚拟机并单击“Next (下一步)”。
仅可选择正在运行的计算机。

4

选择一台虚拟机并单击“Add License (添加许可证)”。
使用 CTRL 键选择多台虚拟机。

5

在“Add License (添加许可证)”面板上，在“New License Key (新的许可证
密钥)”文本框中输入许可证密钥并单击“Validate Key (验证密钥)”。
安装程序将验证该许可证密钥。 如果验证成功，状态将显示“New license
applied (已应用新许可证)”。 如果验证失败，状态将显示“Validation Failed.
Enter a valid license key (验证失败。输入有效的许可证密钥)”。 单击“OK
(确定)”。

6

单击“Apply (应用)”。

指定的许可证密钥将立即生效。
要查看现有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选择单个虚拟机。 “Existing License Details
(现有许可证详细信息)”表将显示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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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 InfoScale 产品安装
产品安装程序可修复目前已安装的 InfoScale 产品。
“Repair (修复)”选项可将安装还原至其原始状态。 此选项可修复本地系统上缺少
或损坏的文件、快捷方式和注册表项。
只能在本地系统上修复安装。
注意：继续修复安装前，必须将配置保存到其他系统，并将应用程序的服务组故障
转移到其他节点。
修复安装

1

打开 Windows“控制面板”，然后单击“程序和功能”。

2

选择 InfoScale 产品条目并单击“Change (更改)”。

3

在“Mode Selection (模式选择)”面板上，选择“Repair (修复)”。 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安装程序执行验证检查。 状态为
“Ready for repair (准备好修复)”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验证检查失败，请查看详细信息并纠正问题。 选择继续安装前，请单击
“Re-verify (重新验证)”以重新启动验证检查。
注意：无法选择安装选项和产品选件。

5

在“Pre-install Summary (安装前摘要)”面板上，查看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以开始修复过程。
请注意，如果修复服务器安装，则默认情况下“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新启动系
统)”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这样将在修复操作完成后立即重新启动系统。 如
果不希望向导启动此自动重新启动，则清除“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新启动系
统)”复选框的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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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Installation (安装)”面板上，查看在系统上运行的服务和进程的列表。 选
择一个系统，以查看在该系统上运行的服务和进程。
向导停止系统上运行的产品特定服务并发现系统正在运行的进程（如果有）。
需要停止这些进程，才可继续执行其他操作。 单击“Next (下一步)”，强制停
止这些进程并继续执行其他操作。 或者，您可以手动停止这些进程。
如果无法停止服务或进程，操作会失败。 纠正该错误，然后单击“Retry (重
试)”，重新验证受影响的系统。 单击“Retry All (全部重试)”，重新验证所
有系统。

7

在“Post-install Summary (安装后摘要)”面板上查看摘要，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8

在“Finish (完成)”面板上，单击“Finish (完成)”。
如果未选择启动自动重新启动，请确保手动重新启动该节点。

关于重新安装 InfoScale 产品
如果产品安装因某种原因失败，则可选择重新安装产品，而不必卸载失败的尝试过
程中安装的组件。
注意：必须先重新启动系统，然后才能开始重新安装产品。
要重新安装产品，请纠正失败的原因，然后再继续安装。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如果选择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向导安装产品，则在安装过程中“System Selection (系
统选择)”面板上将显示一条确认消息。 单击“Yes (是)”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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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卸载 InfoScale 产品

■

使用安装向导卸载 InfoScale 产品

关于卸载 InfoScale 产品
可使用产品安装向导完全卸载该产品或其选项。要启动产品安装程序，请选择
Windows 的“添加或删除程序”功能。
如果已部署群集配置，则必须在开始卸载产品之前取消配置。
此外，如果正在运行 NetBackup，则必须停止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服务。

使用安装向导卸载 InfoScale 产品
通过 Veritas 产品安装程序，可以卸载此产品。 可从多个远程节点同时卸载产品。
要从远程节点卸载产品，请确保本地节点上安装了该产品。
卸载服务器组件将同时卸载客户端组件和适用的高可用性、复制和数据库代理（如
果有）。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卸载

1

在 Windows“控制面板”中，选择“程序和功能”。

2

选择 InfoScale 产品条目并单击“卸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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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面板上，添加要从中卸载产品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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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默认情况下，选择本地系统进行卸载。 如果要执行远程卸载，而不希望
从本地系统卸载软件，则必须从列表中删除该系统。
可通过以下某种方式添加系统：
■

在“System Name or IP (系统名称或 IP)”文本框中，手动键入系统名称，
然后单击“Add (添加)”。
注意：此向导不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6。要添加采用 Internet 协议版本 6
的系统，您必须键入系统名称。

■

另外，也可以通过浏览的方式来选择系统。
“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列表中列出了属于您已登录的域的系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即可将其移至“Selected Systems
(选定的系统)”列表中。 单击“OK (确定)”。 添加或选择系统后，向导即
执行验证检查，并记下验证详细信息。

5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注意，除非选定的所有系统都已通过验证检查并已准备好卸载，否则向导无
法进行卸载。 如果对任意系统的验证检查失败，请查看详细信息并纠正问题。
选择继续卸载前，请单击“Re-verify (重新验证)”以重新启动此节点的验证检
查。

6

在“Pre-install Summary (安装前摘要)”面板上，查看摘要，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新启动系统)”复选框处
于选中状态。 此选项将在各自的系统上完成安装后立即重新启动远程系统。如
果不希望向导启动此自动重新启动，则清除“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er completes operation (在安装程序完成操作后自动重新启动系
统)”复选框的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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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Uninstallation (卸载)”面板上，查看在系统上运行的服务和进程的列表。
选择一个系统，以查看在该系统上运行的服务和进程。
向导停止系统上运行的产品特定服务并发现系统正在运行的进程（如果有）。
需要停止这些进程，才可继续执行其他操作。 单击“Next (下一步)”，强制停
止这些进程并继续执行其他操作。 或者，您可以手动停止这些进程。
如果无法停止服务或进程，操作会失败。 纠正该错误，然后单击“Retry (重
试)”，重新验证受影响的系统。 单击“Retry All (全部重试)”，重新验证所
有系统。

8

在“Post-uninstall Summary (卸载后摘要)”面板上，查看卸载结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在任意系统上卸载失败，请查看其摘要报告并检查日志文件以了解详细信
息。

9

在“Finish (完成)”面板上，单击“Finish (完成)”。
如果未选择启动远程系统的自动重新启动，请确保手动重新启动这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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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InfoScale 环境中执行应
用程序升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升级 Microsoft SQL Server

■

升级 Oracle

■

在 InfoScale 环境中升级应用程序 Service Pack

升级 Microsoft SQL Server
下表列出了 InfoScale 环境中支持的 SQL Server 升级方案以及提供详细信息的章
节：
升级方案
■

■

请参考

将 SQL Server 2008 或 2008 R2 升级到 请参见第 81 页的“升级至最新版 SQL
SQL Server 2012
Server”。
将 SQL Server 2012 升级到 SQL Server
2014

升级 SQL Server 及其兼容的 Service Pack

请参见第 90 页的“升级 SQL Server Service
Pack”。

注意：如果您计划升级 InfoScale 产品和您的应用程序，必须首先升级 InfoScale 产
品然后升级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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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至最新版 SQL Server
本节介绍如何在 InfoScale 环境中升级下列应用程序版本：
■

SQL Server 2008 或 2008 R2 至 SQL Server 2012

■

SQL Server 2012 至 SQL Server 2014

开始升级之前，请执行下列任务：
■

对 SQL 数据库进行了备份。

■

对于灾难恢复 (DR) 配置：
■

确保已使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库同步，然后停止这两个站点之间的复
制。

■

记下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配置的 SQL 虚拟服务器名称和所有 IP 地址。 稍
后会需要这些详细信息。

在较高级别，升级过程涉及下列任务：
1.

在第一个群集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

2.

在其他每个故障转移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

3.

对于 DR 配置，在辅助站点的各个节点上重复升级过程。 首先在 DR 站点的第
一个群集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然后在其他故障转移节点上升级应用程序。

4.

删除现有 SQL Server 服务组，其中包括 DR 站点上的服务组（如果适用）。

5.

使用“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Wizard (SQL Server 配置向导)”为升级的
SQL Server 版本创建服务组。 对于 DR 设置，还要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服务组。

注意：对于 DR 配置，必须首先在主站点的群集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然后继续
在辅助站点的节点上执行升级。 在两个站点上必须按照相同的顺序执行升级，并按
照本部分中的说明先升级第一个节点，然后再升级其他节点。

在第一个群集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
此过程假设在多节点群集中配置单一 SQL Server 实例。
在第一个群集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

1

在应用程序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仅使 SQL Server 资源脱机并予以
删除。 使存储资源联机。

2

如果存储资源已脱机，则使此类资源联机。

3

从共享磁盘获取现有的 SQL Server 数据库的备份，并将其存储在一个临时位
置。
稍后在其他故障转移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 时需要使用备份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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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动适当版本的 SQL Server 安装程序以在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出现提示
时，选择该选项以升级现有的 SQL Server 实例。 然后，安装程序会自动将
SQL Server 数据文件放置在相应位置。
有关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SQL Server 文档。

5

在节点上使整个服务组脱机。
第一个群集节点上的升级步骤现已完成。 接下来继续在其他故障转移节点上升
级 SQL Server。

在其他故障转移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
请在属于 SQL Server 服务组的其他每个故障转移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在其他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

1

使存储资源联机。

2

重命名共享磁盘上的 SQL Server 数据目录。 在第一个节点上安装 SQL Server
时，将会更新这些目录。 您可以也删除这些目录。

3

将备份的 SQL Server 数据目录从临时位置复制到共享磁盘。
这些目录是之前在第一个群集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 时备份的目录。

4

启动适当版本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安装程序以在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当
系统提示您升级现有 SQL Server 实例时选择该选项。 然后，安装程序会自动
将 SQL Server 数据文件放置在相应位置。
有关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SQL Server 文档。

5

在节点上使整个服务组脱机。
注意：如果没有要升级的其他节点，则不需要使服务组脱机。
现在已完成其他群集节点上的升级步骤。 删除现有的 SQL Server 服务组，并
继续在群集中为升级的 SQL Server 版本创建服务组。

创建新的 SQL Server 服务组
要为升级的 SQL Server 版本创建服务组，请在最后升级的节点上运行“SQL Server
Configuration Wizard (SQL Server 配置向导)”。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特定于应用程序的操作指南或解决方案指南。
注意：在灾难恢复 (DR) 配置中，请在辅助站点的第一个群集节点上重复这些步骤，
然后重新配置 DR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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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升级的 SQL Server 版本创建服务组

1

重命名共享磁盘上的 RegRep 目录（如果存在）。

2

使用“ Configuration Wizard (SQL Server 配置向导)”创建 SQL Server 2012
服务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特定于应用程序的操作指南或解决方案指南。

3

创建 SQL Server 服务组之后，通过将服务组切换至群集中的另一个节点来验
证配置。

4

删除在第一个步骤中重命名的 RegRep 目录。

升级 Oracle
本节介绍在 InfoScale 环境中升级 Oracle 时需要执行的任务。
注意：如果您计划在升级 InfoScale 产品期间升级应用程序，必须先升级 InfoScale
产品，然后才能开始升级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36 页的“准备系统进行升级”。
升级 Oracle 的过程涉及下列步骤：
■

升级 Oracle 二进制文件

■

使 Oracle 服务组联机

■

使用 hastop -local -force 命令停止 HAD

■

升级 Oracle 数据库

■

执行升级后任务

有关支持的 Oracle 升级路径的信息以及升级 Oracle 二进制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
考 Oracle 产品文档。

执行升级后任务
要在 InfoScale 环境中配置 Oracle，请执行下列任务：
■

将更新的数据库与 Oracle 10g 和 11g 的侦听器关联。
请参见第 84 页的“将更新的 Oracle 数据库与侦听器关联”。

■

配置数据库和侦听器以使用虚拟 IP 地址。
请参见第 84 页的“配置 Oracle 数据库和侦听器以使用虚拟 IP 地址”。

■

配置 Oracle 和侦听器服务。
请参见第 87 页的“配置 Oracle 和侦听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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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 Netlsnr 资源的 ServiceName 属性。
请参见第 88 页的“修改 netlsnr 资源的 ServiceName 属性”。

将更新的 Oracle 数据库与侦听器关联
将数据库与侦听器关联起来

1

请确保初始化参数文件包含以下条目：
■

SERVICE_NAMES（数据库服务的名称）

■

INSTANCE_NAME（数据库实例的名称）

这两个参数是在安装期间或数据库创建期间创建的。

2

使用下列过程之一配置新属性 listener_alias：
运行以下 SQL 命令：
SQL> ALTER SYSTEM SET LOCAL_LISTENER=’<listener_alias>’ scope=spfile;

或
将以下条目添加到初始化参数文件（pfile 或 spfile）中：
LOCAL_LISTENER = <listener_alias>

3

定义 listener_alias 参数。 如果 Oracle 配置使用文件 tnsnames.ora，请按以
下说明编辑该文件。 tnsnames.ora 的默认位置是
%ORACLE_HOME%\NETWORK\ADMIN。
将以下内容添加到 tnsnames.ora 文件：
<listener_alias>=
(DESCRIPTION =
(ADDRESS=(Protocol=TCP)(HOST=virtual_IP_address)(Port=1521))
)

4

停止此数据库，然后重新启动它。
默认情况下，listener_alias 参数会追加文件 sqlnet.ora 中指定的默认域名作
为后缀。

配置 Oracle 数据库和侦听器以使用虚拟 IP 地址
所有配置的数据库和侦听器必须使用同一虚拟 IP。 更新 Oracle 文件可设置虚拟 IP
地址。
设置虚拟 IP 地址的过程涉及下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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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虚拟 IP 地址。

■

验证初始化文件设置。

■

更新 Oracle 配置文件。

使用下列过程配置 Oracle 数据库和侦听器。
创建虚拟 IP 地址

1

打开“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2

右键单击要使用的公共网络连接，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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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Advanced (高级)”。

5

在“IP Settings (IP 设置)”选项卡中，单击“Add (添加)”以添加虚拟 IP 地
址和子网掩码。

验证初始化文件设置（如果使用 PFILE）

1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从“开始”菜单中，选择“运行”。 在“打开”字段中，输入 regedit，然后
单击“确定”。

2

双击位于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ORACLE\HOME_ID\ 的
ORA_SID_PFILE 注册表项。
变量 SID 表示数据库实例。

3

验证“值”数据字段是否指定了初始化文件 init.ora 所在的正确路径。

验证初始化文件设置（如果使用 SPFILE）

1

运行 sqlplus.exe。

2

连接到数据库。

3

验证以下查询是否返回 SPFILE 的正确路径。
select value from v$parameter where name = ‘sp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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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Oracle 配置文件

1

在 listener.ora 和 tnsnames.ora 文件中，将所有 TCP 协议地址数据库的主
机名更改为所创建的虚拟 IP 地址。
将
HOSTNAME=machine_name

替换成
HOSTNAME=virtual_IP_address

2

在初始化文件中，更改调度程序参数。
Oracle 需要使用初始化文件（PFILE 或 SPFILE）来启动数据库实例。 请根据
所使用的初始化文件，选择适当的参考。
请参见第 86 页的“在 PFILE 中设置调度程序参数”。
请参见第 86 页的“在 SPFILE 中设置调度程序参数”。

3

重新启动 Oracle 和侦听器服务。

在 PFILE 中设置调度程序参数
在 PFILE 中，将所有 TCP 协议地址调度程序的主机名设置为所创建的虚拟 IP 地
址。
仅针对主机名编辑调度程序参数，按原样保留配置的其余部分。 按如下所示设置
值：
dispatchers = ‘(ADDRESS = (Protocol=TCP)
(HOST=virtual_IP_address)
(any other previously existing entry))’

virtual_IP_address 变量表示您创建的虚拟 IP 地址。
例如：
dispatchers = ‘(ADDRESS = (Protocol=TCP)(HOST=10.210.100.110)
(SERVICE=Data1XDB)’

在 SPFILE 中设置调度程序参数
使用下列步骤在 SPFILE 中设置调度程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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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PFILE 中设置调度程序参数

1

将 SPFILE 转换为 PFILE。

2

修改 PFILE。
请参见第 86 页的“在 PFILE 中设置调度程序参数”。

3

将 PFILE 转换为 SPFILE。

4

将 SPFILE 保存到共享磁盘上的原始位置。
有关转换 PFILE 或 SPFILE 的特定信息，请参考 Oracle 文档。

配置 Oracle 和侦听器服务
配置 Oracle 和侦听器服务的过程涉及下列任务：
■

将 Oracle 和 Netlsnr 服务设置为手动。

■

为 Oracle 服务配置登录属性。

使用下列过程配置 Oracle 和侦听器服务。
将服务设置为手动

1

从“开始”>“所有程序”>“管理工具”>“服务”打开“服务”小程序，或
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开始”屏幕中的“应用程序”菜单打
开。

2

双击 Oracle 服务。 在 SCM 中，将出现如下显示方式：
■

Oracle 服务将显示为 OracleServiceSID，其中 SID 表示数据库实例。

■

侦听器服务以 OracleOra_HomeTNSListenerName 形式显示，其中
Ora_Home 表示 Oracle 主目录，ListenerName 是在安装期间设置的侦听
器的名称。

3

在“Properties (属性)”窗口中，单击“General (常规)”选项卡。

4

从“Startup Type (启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Manual (手动)”。

5

单击“OK (确定)”。

配置 Oracle 服务的登录属性

1

从“开始”>“所有程序”>“管理工具”>“服务”打开“服务”小程序，或
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开始”屏幕中的“应用程序”菜单打
开。

2

双击 Oracle 服务。 在 SCM 中，Oracle 服务的名称显示为 OracleServiceSID，
其中 SID 表示数据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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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Properties (属性)”窗口的“General (常规)”选项卡中，单击“Stop (停
止)”以停止服务。

4

单击“Log On (登录)”选项卡。

5

选择“This Account (此帐户)”。

6

输入在其上下文中安装 Oracle 的用户的凭据。

7

单击“General (常规)”选项卡，然后单击“Start (启动)”以启动具有新“Log
On (登录)”属性的服务。 单击“OK (确定)”。

修改 netlsnr 资源的 ServiceName 属性
执行下列步骤修改 Netlsnr 资源的 ServiceName 属性。
修改 ServiceName 属性

1

启动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start

2

使 Netlsnr 资源脱机。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ffline resource_name -sys system_name

3

修改 Netlsnr 资源的 ServiceName 属性。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attribute_name attribute_value

例如，要修改 Netlsnr 资源 Netlsnr_res 的 ServiceName 属性，请键入：
hares -modify Netlsnr_res ServiceName

attribute_value

其中，attribute_value 是 Oracle 9i 或 10g 版本中侦听器服务的名称。

4

使 Netlsnr 资源联机。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nline resource_name -sys system_name

在 InfoScale 环境中升级应用程序 Service Pack
本节介绍当您计划在 InfoScale 环境中升级应用程序或其兼容 Service Pack 时需要
执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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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89 页的“升级 Exchange Server Service Pack”。
请参见第 90 页的“升级 SQL Server Service Pack”。
请参见第 93 页的“将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升级至 Service Pack”。
注意：如果您计划在升级 InfoScale 产品期间升级应用程序，必须先升级 InfoScale
产品，然后才能开始升级应用程序。

升级 Exchange Server Service Pack
本节介绍如何将 Microsoft Exchange 服务器升级到其相应的 Service Pack。 仅当
InfoScale 环境中已安装 Exchange 时，列出的步骤才适用。
Exchange Server Service Pack 请参考
升级方案
Microsoft Exchange 2010 升级到
2010 SP1、SP2 或 SP3

请参见第 89 页的“将 Exchange Server 2010 升级至
Service Pack”。

将 Exchange Server 2010 升级至 Service Pack
本节介绍如何将 Exchange Server 2010 升级到任一 2010 Service Pack。 仅当
InfoScale 环境中已安装 Exchange 2010 时，这些说明才适用。
继续升级至 Service Pack 之前，请确保已经满足在要升级 Exchange 的所有群集节
点上安装 Service Pack 的所有必备先决条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将 Exchange 2010 升级至 Service Pack

1

使 Exchange 服务组联机。
在群集节点的命令提示符中键入以下命令：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2

在要升级 Exchange 安装的所有群集节点上停止 HAD。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hastop -local -force

3

启动 Exchange 2010 Service Pack 安装程序，然后安装 Service Pack。
可以在要升级 Exchange 的所有节点上并行安装 Service Pack。 对于灾难恢
复，可以同时升级两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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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SQL Server Service Pack
本节介绍如何将 Microsoft SQL Server 升级到其相应的 Service Pack。 仅当
InfoScale 环境中已安装 SQL Server 时，列出的这些步骤才适用。
SQL Server Service Pack 升级 请参考
方案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 或 SQL
Server 2014 升级到最新 Service
Pack

请参见第 90 页的“将 SQL Server 2012 或 SQL Server
2014 升级至 Service Pack ”。

将 SQL Server 2012 或 SQL Server 2014 升级至 Service Pack
本节介绍在 InfoScale 灾难恢复环境中升级 SQL Server 2012 或 SQL Server 2014
的任务。

升级 SQL Server 前
开始升级之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

确保已安装并配置 SQL Server。

■

确保已登录用户具有待升级 SQL 实例的管理权限。

■

确保您近期从共享存储对系统、用户数据库和 SQL Server 目录进行了备份。

■

有关与 SQL Server Service Pack 安装相关的先决条件，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升级 SQL Server
考虑三节点灾难恢复群集设置：节点 A、节点 B 和节点 C。节点 A 和节点 B 位于
主站点上，节点 C 位于辅助站点上。SQL 服务组在节点 A 上处于联机状态。
升级包括首先在主站点的所有节点上升级 SQL Server，然后在辅助站点的节点上进
行升级。Veritas 建议您按指定顺序执行升级，一次升级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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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 SQL Server 升级到 Service Pack，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停止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
如果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进行复制，请从 VEA 控制台右键单击“Secondary
RVG (辅助 RVG)”，并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Stop Replication (停止复制)”。

2

在 SQL Server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 A 上，使 SQLServer、MSOlap 和
SQLServer-Agent 资源脱机。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
hares -offline [-parentprop] resource -sys system

此处，resource 是 SQL 资源的名称，system 是 SQL Server 服务组处于联机
状态的节点的名称。

3

从 Services.msc 中，确保所有 SQL 服务和配置 VCS 资源的 SQL 服务均已停
止。

4

对节点 A（活动节点）的 SQL Server 2012 服务组执行下列步骤：
■

使 Regrep 资源脱机。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ffline [-parentprop] resource -sys system

■

禁用 RegRep 资源。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Enabled 0

■

使存储资源（MountV 和 VMDg）除外的所有资源脱机。

■

冻结该服务组。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grp -freeze service_group [-persistent]

5

在节点 A 上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Service Pack

6

如果在 SQL Server 服务组中配置 FILESTREAM 资源，请验证该节点上是否
存在 FILESTREAM 共享，然后将其删除。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
■

net share

此命令将列出该节点上的所有共享。
■

net share share_name /delete

此处，share_name 是 FILESTREAM 共享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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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取消冻结 SQL Server 服务组。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grp -unfreeze service_group [-persistent]

8

9

将服务组故障转移至节点 B，并在节点 B 上按给定顺序执行下列步骤：
■

使存储资源（MountV 和 VMDg）除外的所有资源脱机。

■

从 Services.msc 中，确保所有 SQL 服务和配置 VCS 资源的 SQL 服务均
已停止。

■

冻结该服务组。

对共享存储上的 SQL 文件夹重命名，并将备份的 SQL Server 目录复制到共享
存储。
在节点 A 上，SQL 升级过程中将一并升级共享存储上可用的 SQL Server 数据
文件。在节点 B 上开始升级 SQL 之前，必须对包含已升级 SQL 数据文件的文
件夹重命名，并还原最初备份的 SQL Server 目录。 如果您不还原最初备份的
SQL Server 目录，节点 B 上的 SQL 升级可能会失败，表明 SQL Server 数据
文件已经升级。

10 在节点 B 上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Service Pack。
11 如果在 SQL Server 服务组中配置 FILESTREAM 资源，请验证该节点上是否
存在 FILESTREAM 共享，然后将其删除。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
■

net share

■

net share share_name /delete

此处，share_name 是 FILESTREAM 共享的名称。

12 取消冻结节点 B 上的服务组，并启用 RegRep 资源。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
■

hagrp -unfreeze service_group [-persistent]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Enabled 1

13 使节点 B 上的服务组联机。
14 启动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
15 将服务组切换至 DR 站点上的节点（节点 C）。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hagrp -switch service_group -site site_name

16 再次停止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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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节点 C 上按给定顺序执行下列步骤：
■

使存储资源（MountV 和 VMDg）除外的所有资源脱机。

■

禁用 RegRep 资源并冻结服务组。

■

对共享存储上的 SQL 文件夹重命名，并将备份的目录复制到共享存储。

■

在节点 C 上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Service Pack。

■

如果在 SQL Server 服务组中配置 FILESTREAM 资源，请验证该节点上是
否存在 FILESTREAM 共享，然后使用以下命令删除该共享：
net share
net share share_name /delete

■

取消冻结服务组，并启用 RegRep 资源。

18 启动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之间的复制。
19 将服务组切回至主站点的节点 B（上次升级的节点）。
SQL Server 升级完成。
注意：您必须首先使节点 B 上的 SQL 服务组联机。 这是因为复制服务组在节
点 B 上联机，然后可以切换主站点的任意节点上的 SQL 服务组。

将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升级至 Service Pack
本节介绍如何将 Microsoft SharePoint Server 升级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P1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P2。 仅当 InfoScale 环境中已安装 SharePoint Server
时，列出的这些步骤才适用。
在继续升级 SharePoint Server 前，确保满足在进行 SharePoint Server 升级的所有
节点上安装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P1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P2 的所有
所需先决条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将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升级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P1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P2

1

使与 SharePoint 应用程序相对应的所有服务组联机。

2

在要升级 SharePoint Server 安装的所有群集节点上停止 HAD。 在命令提示符
下键入：
hastop -al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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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SharePoint Server 2010 升级到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P1 或 SharePoint
Server 2010 SP2。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4

启动 HAD。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hastar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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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服务和端口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InfoScale 端口和服务

InfoScale 端口和服务
如果您配置了防火墙，请确保防火墙设置允许访问 InfoScale 产品所使用的服务和
端口。
下表显示了 InfoScale 产品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
请确保同时为入站和出站通信启用端口和服务。
注意：以星号进行标记的端口号是配置 InfoScale 产品所必需的。
表 A-1

InfoScale 服务和端口

组件名称/端口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Foundation Availability Storage

InfoScale
Enterprise

vxsvc.exe

✓

X

✓

✓

X

✓

✓

X

2148*、3207/TCP/UDP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服务器
CmdServer.exe
14150*/TCP
Veritas Command Server

服务和端口
InfoScale 端口和服务

组件名称/端口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Foundation Availability Storage

had.exe

X

✓

X

✓

X

✓

✓

✓

X

✓

X

✓

X

X

✓

✓

X

X

✓

✓

✓

X

✓

✓

✓

X

✓

✓

vxio.sys 文件在内核级别创建的用 ✓
户可配置端口

X

✓

✓

InfoScale
Enterprise

14141*/TCP
Veritas 高可用性引擎
Plugin_Host.exe
7419*/TCP
Veritas Plugin Host Service
vcsauthserver.exe
14149/TCP/UDP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vras.dll
8199/TCP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ive
Service
vxrserver.exe
8989/TCP
Volume Replicator Resync 实用程
序
vxio.sys
4145/TCP/UDP
Volume Replicator Connection
Server
VxSchedService.exe
4888/TCP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用于启动配置的调度。

49152-65535/TCP/UDP
Volume Replicator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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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端口

InfoScale InfoScale InfoScale
Foundation Availability Storage

Notifier.exe

X

✓

X

✓

X

✓

X

✓

✓

X

✓

✓

InfoScale
Enterprise

14144/TCP/UDP
VCS 通知
wac.exe
14155/TCP/UDP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xprtld.exe
5634/HTTPS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Messag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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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方多路径处理解决
方案迁移到 DMP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从 EMC PowerPath 迁移

■

从 Hitachi Dynamic Link Manager (HDLM) 迁移

■

在群集中为“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负载平衡配置 DMP

从 EMC PowerPath 迁移
从 EMC PowerPath 迁移包括以下任务：从 EMC PowerPath (PP) 控件中删除设
备，然后在设备上启用 InfoScale Foundation。
迁移流程要求您：
■

停止应用程序

■

停止 VCS 服务（如果使用 VCS）

因此，迁移流程会为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造成一定的停机时间。
要卸载 EMC PowerPath 并安装 InfoScale Foundation，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禁用/断开从系统到存储的一条路径之外的所有路径。

2

删除 EMC PowerPath (PP)。
请参考 EMC 有关删除 PowerPath 的说明。

3

删除 PowerPath 后重新启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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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 InfoScale Foundation。
安装期间，选择所连接存储（例如 EMC CLARiiON 和 Hitachi AMS）的 MPIO
设备特定模块 (DSM)。

5

重新启动系统。

从 Hitachi Dynamic Link Manager (HDLM) 迁移
从 HDLM 迁移涉及从 HDLM 控件中删除设备和在设备上启用 InfoScale Foundation。
迁移流程要求您：
■

备份装有 HDLM 的主机和管理目标设备上的所有数据

■

停止应用程序

■

停止 VCS 服务（如果使用 VCS）

■

卸载 HDLM 后重新启动一个或多个主机

卸载 HDLM 后，有时不会删除下列文件。 重新启动主机时将删除下列文件：
■

HDLM-installation-folder\DLMTools\perfhdlm\provhdlm.dll

■

HDLM-installation-folder\lib\libdlm.dll

■

HDLM-installation-folder\lib\hdlmhcc60.dll

HDLM 的默认安装文件夹为 Windows 安装驱动器：
C: \Program Files\HITACHI\DynamicLinkManager。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HDLM 文档。

在非群集环境中卸载 HDLM
要在非群集环境中卸载 HDLM，请执行以下步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HDLM
文档：

1

以“Administrators (管理员)”组成员的身份登录 Windows。

2

停止所有使用 HDLM 管理目标路径的进程和服务。
停止任何使用 HDLM 管理目标路径的进程或应用程序服务（如 DBMS）。

3

如果通过多条路径连接主机和存储子系统，则重新配置它，以使仅有一条路径
将主机连接到存储子系统。
卸载 HDLM 后，如果在多路径配置中启动主机，则磁盘内容可能会损坏。

4

开始卸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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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载完成后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提示您重新启动主机。
单击“OK (确定)”以重新启动主机。

6

现在，安装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在群集（MSCS 或 VCS）环境中卸载 HDLM
要在 MSCS 或 VCS 环境中卸载 HDLM，请执行以下步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HDLM 文档。
在群集（MSCS 或 VCS）环境中卸载 HDLM

1

以“Administrators (管理员)”组成员的身份登录 Windows。

2

停止所有使用 HDLM 管理目标路径的进程和服务。
停止任何使用 HDLM 管理目标路径的进程或应用程序服务（如 DBMS）。

3

在组成群集的所有主机上停止 MSCS 或 VCS。
使用 MSCS 时，请执行此步骤：
选择“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然后选择“Services (服务)”。
在服务列表中，右键单击“Cluster Service (群集服务)”，然后从“Action
(操作)”菜单中选择“Stop (停止)”以停止该服务。
此时可能会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重新启动系统。 如果出现此情况，请选择
“No (否)”。

4

如果通过多条路径连接主机和存储子系统，则重新配置它，以使仅有一条路径
将主机连接到存储子系统。
在多路径配置中卸载 HDLM 可能会使磁盘内容在重新启动主机时损坏。 确保
仅从单路径配置中卸载 HDLM。

5

开始卸载过程。

6

卸载完成后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提示您重新启动主机。
单击“OK (确定)”以重新启动主机。

7

安装 InfoScale Foundation。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安装向导安装服务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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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集中为“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负载平衡配
置 DMP
在群集环境中配置“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A/A) 负载平衡时需要 SCSI-3。 当
在群集环境中安装 DMP 时，默认情况下会启用 SCSI-3。
如果在阵列级别设置 SCSI-3 支持前已创建了磁盘资源，则使用 SCSI-2 保留这些
磁盘资源，而 A/A 负载平衡策略将不在这些磁盘上起作用。
要使用 A/A 负载平衡，请使用 vxdmpadm setarray 命令对阵列下的所有磁盘启用
SCSI-3 保留。 这样将确保使用 SCSI-3 保留所选阵列下的磁盘，即使群集应用程
序对这些磁盘发出 SCSI-2 保留也是如此。
vxdmpadm setarray 命令的语法：
vxdmpadm setarrayscsi3 scsi3support=1 Harddisk name。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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