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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VCS 捆绑代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捆绑代理

■

资源及其属性

■

修改代理及其资源

■

属性

■

捆绑代理的类别

■

我应该使用哪些代理？

关于 VCS 捆绑代理
捆绑代理是管理预定义资源类型的资源的 VCS 进程。 代理根据从 VCS 引擎 HAD
接收的命令管理资源。 捆绑代理是 VCS 的一部分并在安装 InfoScale Availability
或 InfoScale Enterprise 时安装。 针对每个资源类型，系统都有一个代理，该代理
监视同一类型的所有资源，例如，一个 IP 代理管理所有 IP 资源。
代理启动后，将从 VCS 获取必要的配置信息。 之后代理定期监视资源，并使用资
源状态更新 VCS。
代理通常执行下列任务：
■

使资源联机。

■

使资源脱机。

■

监视资源并将状态更改报告给 VCS。

本文档介绍 VCS 捆绑代理及其资源类型定义、属性定义和配置示例。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有关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的章节介绍了如何配置这些代理。

介绍 VCS 捆绑代理
资源及其属性

资源及其属性
资源是系统的关键部分，可根据其类型来判断，如磁盘资源、卷资源或 IP 地址资
源。 资源类型是根据属性的集合在 types.cf 文件中定义的。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包含这些资源属性的值并具有一个对 types.cf 文件的 include 指令。
有三种类别的资源：On-Off、On-Only 和 Persistent。 资源类别控制着相应代理执
行的功能。 例如，如果代理的资源类型为 On-Off，则代理可以使资源联机和脱机。
如果代理的资源类型为 On-Only，则代理可以使资源联机，但不能使其脱机。 对于
持久性资源，代理既不能使其联机，也不能使其脱机。
属性的给定值可配置资源使其以特定方式运行。 通过修改某个资源属性的值，可更
改 VCS 代理管理该资源的方式。 例如，IP 代理监视 IP 地址资源。 要监视的特定
地址由值为特定 IP 地址的 Address 属性进行标识。

修改代理及其资源
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或 VCS 命令行，可以动态地修改某个代理
所管理的资源的配置。
有关如何完成这些任务的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属性
使用属性配置 VCS 组件。 如果要使用全局群集，属性包括与群集、系统、服务组、
资源、资源类型、代理和心跳相关的数据。 每个属性均包含定义和值。某些属性还
会有默认值。

属性数据类型
下表总结了 VCS 的属性数据类型及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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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属性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明

字符串

将字符串（它是一个字符序列）括在双引号 (") 内。 如果字符串以字母开头且只包含字母、数字、
短划线 (-) 和下划线 (_)，则不必将字符串括在引号内。
例如：
■

定义网络接口的字符串（如 ashme0）就不需要引号，因为该字符串中只包含字母和数字。

■

将该字符串括在引号内也可以接受 - "ashme0"。
定义 IP 地址的字符串需要使用引号："100.101.102.1"，因为地址包含句点。

字符串可以包含双引号，但是双引号必须紧接着放在反斜杠的前面。 在字符串中，使用两个正斜
杠 (\\) 来表示一个反斜杠。
整数

带正负号的整型常数是一组从 0 到 9 的数字。这些数字的前面可以带短划线。 它们以十进制数表
示。 整型值不能超出 32 位的带正负号的整数值：21471183247。

布尔值

布尔值是一个整数，可能的值包括 0 (false) 和 1 (true)。

属性维数
下表总结了 VCS 属性的维数。
表 1-2

属性维数

维数

说明

标量

标量只有一个值。 这是默认维数。

向量

向量是值的有序列表。 使用以零开头的正整数作为各个值的索引。 一对方括号 ([]) 表示该维数是
一个向量。 在 types.cf 文件中查找在属性定义上的属性名称后面的指定方括号。

keylist

键列表是该列表中唯一字符串的无序列表。

关联

关联是名称-值对的无序列表。 用等号分隔每个对。 一对大括号 ({}) 表示某个属性是关联。 大括
号是在 types.cf 文件中在属性定义上的属性名称后面指定的，例如：str SnmpConsoles{}。

捆绑代理的类别
捆绑代理是根据它们提供的可用资源的类型分类的。

存储代理
存储代理可以使您的共享磁盘、磁盘组、卷和装入具有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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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kReservation (DiskRes) 代理 - 监视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配置的共享磁
盘。

■

Mount 代理 - 监视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配置的装入路径。

■

Volume Manager Diskgroup (VMDg) 代理 - 监视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SFW)
配置的共享磁盘。

■

MountV 代理 - 监视在 SFW 管理的共享磁盘上配置的装入点。

■

VVRSnap 代理 - 使存储可用于在灾难恢复环境中运行防火练习。

■

VMwareDisks 代理 - 在 VMware 环境的虚拟机上配置和部署的 VCS 群集中启
用 vMotion 和 VMware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DRS)。

■

VMNSDg 代理 - 管理在本地（非共享）存储和非 SCSI 存储上创建的动态磁盘
组和装入，它们可在不保留的情况下运行。

■

NativeDisks 代理 - 管理在本地（非共享）存储和非 SCSI 存储上创建的磁盘，
它们可在不保留的情况下运行。

■

NetAppSnapDrive 代理 - 监视 NetApp 文件管理器上的逻辑单元号 (LUN)。

■

NetAppFiler 代理 - 监视 NetApp 文件管理器的状态。

■

NetApp SnapMirror 代理 - 监视文件管理器设备的复制状态。

网络代理
网络代理可以使您的 IP 地址和计算机名称具有高可用性。
■

NIC 代理 - 监视 NIC（网络接口卡）。

■

IP 代理 - 监视 IP 地址。

■

Lanman 代理 - 监视虚拟计算机名称。

FileShare 代理
FileShare 代理可以使共享目录和子目录具有高可用性。
■

FileShare 代理 - 监视共享目录。

■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 - 监视多个共享目录。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可以使网站、应用程序、常规服务和进程具有高可用性。
■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 代理 - 监视 IIS 站点和服务。

■

GenericService 代理 - 监视常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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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Monitor 代理 - 监视服务或启动用户定义的脚本。

■

Process 代理 - 监视进程。

■

MSMQ 代理 - 为 MSMQ 资源创建 MSMQ 服务、使 MSMQ 资源联机、脱机并
监视其状态。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可以使与 VCS 相关的操作具有高可用性。
■

NotifierMngr 代理—监视通知程序进程。

■

注册表复制 (RegRep) 代理 - 通过监视对活动节点的注册表的更改同步群集节点
的注册表。

■

Proxy 代理 - 监视本地系统或远程系统上资源的状态。

■

Phantom 代理 - 确定仅包含 None 类型资源的服务组的状态。

■

RemoteGroup 代理 - 监视和管理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

可以使用下列代理测试 VCS 功能：
■

ElifNone 代理 - 监视文件。

■

FileNone 代理 - 监视文件。

■

FileOnOff 代理 - 创建、监视和删除文件。

■

FileOnOnly 代理 - 创建和监视文件。

我应该使用哪些代理？
通过下表中的信息，您可以根据要使其具有高可用性的资源来确定使用哪个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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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资源和相应的 VCS 代理

要使其具有高可用性的资源

要使用的代理

共享存储

对于 SFW，请使用 VMDg 和 MountV。

管理磁盘和卷。

对于 LDM，请使用 DiskRes 和 Mount。
对于灾难恢复环境，请使用 VVRSnap 代理。
请参见第 34 页的“VVRSnap 代理”。
如果需要在 VMware 环境的虚拟机上配置和
部署的 VCS 群集中启用 vMotion 和 VMware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DRS)，请
使用 VMwareDisks、VMNSDg 和 NativeDisks
代理。
请参见第 35 页的“VMwareDisks 代理”。
请参见第 40 页的“VMNSDg 代理”。
请参见第 43 页的“NativeDisks 代理”。
对于 NetApp 存储环境，请使用 NetAppFiler
和 NetAppSnapDrive。
如果要监视文件管理器设备的复制状态，请
使用 NetApp SnapMirror。

IP 地址

NIC、IP 或 IPv6

适配器和关联 IP 地址
计算机名称（虚拟名称）

Lanman

文件共享

Fileshare 或 CompositeFileShare

使用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 配置的站点

IIS

进程（*.pl、*.sh、*.exe 和 *.bat）

Process

位于 Service Control Manager (SCM) 中的 GenericService 或 ServiceMonitor
Windows 服务
Windows 注册表

注册表复制 (RegRep)

Microsoft 消息队列 (MSMQ) 服务

MSMQ

通知程序进程

NotifierMngr

本地系统或远程系统上资源的状态

Proxy

不包含 OnOff 资源的并行服务组的状态

Phan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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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其具有高可用性的资源

要使用的代理

VCS 功能

ElifNone、FileNone、FileOnOff 和
FileOnOnly

位于另一个群集中的服务组

Remot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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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的存储代理

■

DiskReservation (DiskRes) 代理

■

Mount 代理

■

Volume Manager Diskgroup (VMDg) 代理

■

MountV 代理

■

VVRSnap 代理

■

VMwareDisks 代理

■

VMNSDg 代理

■

NativeDisks 代理

关于 VCS 的存储代理
存储代理可以使您的共享存储具有高可用性。
■

使用 Disk Reservation 和 Mount 代理可为使用 Windows Logical Disk
Management (LDM) 管理的共享磁盘和卷提供高可用性。
注意：SFW 环境中不支持 Disk Reservation 和 Mount 代理。

■

使用 Volume Manager Diskgroup (VMDg) 和 MountV 代理可为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的共享磁盘和卷提供高可用性。

存储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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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etApp 存储环境，分别使用 NetApp 文件管理器和 NetApp SnapDrive 代理
（而不是 VMDg 和 MountV 代理）可以使 NetApp 文件管理器上的逻辑单元号 (LUN)
具有高可用性。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 NetApp 的硬件复制代理”。

DiskReservation (DiskRes) 代理
DiskReservation 代理可监视共享磁盘。 该代理还可以防止网络分裂（在这种情况
下，两个群集系统将同时提供相同的服务）造成的数据损坏。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网络链接故障，并且可能会导致数据损坏。 代理确保只有一个群集系统持有对共
享磁盘的持久性保留。
在典型的网络分裂期间，一个系统 (SystemA) 包含 DiskRes 联机资源并持有对共享
磁盘的保留。 另一个系统 (SystemB) 尝试联机并保留共享磁盘。 为了避免网络分
裂，SystemB 将发出总线重置并等待 GracePeriod 属性中指定的时间间隔以确定
SystemA 是否正在运行。 如果 SystemA 正在运行，则 SystemA 将重新获取对共
享磁盘的保留。 否则，SystemB 将尝试保留共享磁盘。 获得磁盘保留的系统是资
源的指定所有者，并且资源将在该系统上联机。
默认情况下，如果一个系统保留了 80% 的共享磁盘，则该系统即为资源的指定所
有者。 您可以修改代理的配置以更改所有权条件。
注意：SFW 环境中不支持此代理。

代理函数
online

每秒保留共享磁盘。

offline

释放对共享磁盘的保留。

monitor (监视)

验证系统是否持有对共享磁盘的保留。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系统持有对共享磁盘的保留。

OFFLINE

指示系统未持有对共享磁盘的保留。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共享磁盘的状态。

19

存储代理
DiskReservation (DiskRes) 代理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DiskRes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Signatures, ConfigPercentage,
FailFastInterval, GracePeriod }
str Signatures[]
int ConfigPercentage = 80
int FailFastInterval = 1
int GracePeriod = 5
)

属性定义
本节概括了 DiskRes 代理的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
表 2-1

DiskRes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签名

指定各 SCSI 磁盘签名的数组。 要检索磁盘签名，请使用 VCS 实
用程序 havol 和 scsitest 选项。
有关如何使用此实用程序的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表 2-2

DiskRes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ConfigPercentage

系统要成为 DiskRes 资源的指定所有者必须保留的共享磁盘的百分
比。 当系统对其获取保留的磁盘数等于此值时，资源将在该系统上
联机。
此属性应至少设置为 51%。 如果此属性设置为低于 50% 的值，代
理会将其更改为 51%。 默认值为 80%。

注意：如果此属性设置为低于 51% 的值，代理会在内部将其视为
51%。 但是，这并未在 GUI 中进行更新。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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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FailFastInterval

资源在保留失败后将系统关闭之前等待的时间（秒）。 如果在此间
隔内资源获取了保留，它将不会关闭。 如果发生保留冲突，即另一
个系统获取了对共享磁盘的保留，则资源将会关闭。 注意，如果资
源在这些条件下关闭，则系统上的所有服务组可能会故障转移到该
群集中的其他系统。
默认值为 1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GracePeriod

代理在发出总线重置后接管磁盘保留之前等待的时间（秒）。
默认值为 5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配置示例
在下列示例中，Disk Reservation 已配置为监视三个共享磁盘。 当系统获取了对所
有磁盘的保留时，资源将在系统上联机。
DiskRes DiskRes_A (
Signatures = {2336572, 2336573, 2336574}
ConfigPercentage = 100;
)

注意，如果其他应用程序保留了共享磁盘，DiskReservation 将重置磁盘保留。 如
果您使用命令 hastop -all -force 在系统上停止 HAD，则系统将持有对磁盘的
保留，即使已经停止 HAD 也是如此，并且该磁盘在任何其他系统中都不可见。 要
从其他系统中看到该共享磁盘，请使用命令 hastop -all 正常关闭 DiskReservation
资源。 还可以使用 havol 实用程序删除共享磁盘上的保留。 有关说明，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的 havol 实用程序说明。

Mount 代理
Mount 代理可使基本磁盘装入点联机和脱机，并对其进行监视。 当一个共享磁盘故
障转移到另一个系统时，Mount 代理可确保新系统能够以故障转移之前所用的相同
方式访问卷。 Mount 代理通过在新系统上使用相同的装入路径（驱动器盘符）装入
卷来确保设备路径一致。 当资源或组脱机时，代理也会确保以适当方式从发生故障
的系统中卸载该资源或组。 在装入磁盘分区时，VCS 会创建一个管理共享以便对
磁盘进行远程管理。 请注意，不能多次装入将使用 Mount 代理进行监视的卷。
Mount 代理仅支持基本磁盘。 VCS 支持由 SFW 配置和控制的动态磁盘。 要装入
和卸载动态磁盘，请使用 MountV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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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9 页的“MountV 代理”。
Mount 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通
知。 该代理使用操作系统生成的 PnP 通知。 例如，会为卷就绪或卷分离、卷故障
和文件系统通知生成 PnP 通知。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SFW 环境中不支持此代理。

依赖关系
Mount 资源依赖于 DiskRes 资源。

代理函数
online

在指定装入路径装入分区（分配驱动器盘符或文件夹）。

offline

取消驱动器盘符或文件夹分配并卸载分区。

monitor (监视)

确认可以从指定装入路径访问分区。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系统可以从指定装入路径访问配置的分区。

OFFLINE

指示系统无法从指定路径访问配置的分区。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Mount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MountPath, PartitionNo, Signature,
ForceUnmount, ListApplications, AutoFSClean }
static int IMF{} = { Mode=2,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i18nstr MountPath
int PartitionNo
str Signature
str ForceUnmount = READ_ONLY
boolean ListApplication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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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ean AutoFSClean = 1
)

属性定义
本节概括了 Mount 代理的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
表 2-3

Mount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MountPath：

将分配给待装入分区的空 NTFS 文件夹的驱动器盘符或路径。
配置要承载装入的目录时，请确认下列条件：
■

配置的路径已存在。

■

目录为空。

■

目录所在的卷已经过 NTFS 格式化。

■

该目录不是系统目录。

可以将该属性指定为 X、X:、X:\、X:\Directory 或 X:\Directory\。
仅当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编辑属性时，这些选项才有效。 如果直接编辑配
置文件 main.cf，则必须指定双斜杠 (\\) 而不是单斜杠；例如 X:\\Directory\\。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PartitionNo：

配置用于装入的磁盘上的分区。 请注意，分区编号的基本索引是 1。 默认值为 0。 要检索
分区编号，请使用 VCS 实用程序 havol 和 getdrive 选项。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指南》中的 havol 实用程序说明。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Signature

系统指定的磁盘标识符。 要检索磁盘签名，请使用 VCS 实用程序 havol 和 getdrive 选项。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指南》中的 havol 实用程序说明。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2-4

Mount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AutoFSClean

此属性定义了代理在检测到损坏时是否通过在联机的卷上运行 Chkdsk /X 来自动清除文件
系统。 值为 1 表示代理会清除文件系统。 值为 0 表示代理不会清除文件系统。 请注意，清
除文件系统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默认值为 1。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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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ForceUnmount

定义当其他应用程序使用卷时，代理是否强制卸载该卷。 该属性可以采用以下值：
■

NONE：如果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访问卷，代理不会卸载该卷。

■

READ-ONLY：代理会正常卸载卷，即使有应用程序正在对其进行访问也如此。

■

ALL：代理会卸载卷，无论应用程序正在对卷进行何种类型的访问。

默认值为 READ_ONLY。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ListApplications

定义代理是否列出卸载时正在访问卷的应用程序。 默认值为 1。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示例配置
下列示例介绍了带有一个分区的 DiskRes 资源。
DiskRes Disk_0 (
Signatures = { 10003330 }
)
Mount MOUNT_W (
MountPath = W
PartitionNo = 1
Signature = 10003330
)
Mount_W requires Disk_0

下一个示例介绍了两个 DiskRes 资源，配置了一个磁盘，该磁盘是从另一个磁盘的
装入点装入的。装入点 X 是为磁盘 0 的分区 1 创建的。Mount 资源
MOUNT_USERDATA 在装入路径 X:\USERS\DATA 装入磁盘 1 的分区 1。
DiskRes Disk_0 (
Signatures = {10003330,398787651}
)
Mount MOUNT_X (
MountPath = X
PartitionNo = 1
Signature = 10003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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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MOUNT_USERDATA (
MountPath = "X:\\USERS\\DATA"
PartitionNo = 1
Signature = 398787651
ForceUnmount = 1
ListApplications = 1
AutoFSClean = 1
)
MOUNT_X requires Disk_0
MOUNT_USERDATA requires MOUNT_X

Volume Manager Diskgroup (VMDg) 代理
Volume Manager Diskgroup 代理可导入、监视并逐出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配
置的群集磁盘组。 该代理使磁盘组具有高可用性。 Volume Manager Diskgroup 代
理支持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并在 SAN 环境下工作。 该代理由 VMDg 资
源类型表示。
此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通知。
此代理依赖由 Storage Foundation (SFW) 引发的与磁盘组相关的 PnP 通知。 例
如，SFW 将针对磁盘组导入状态更改、磁盘组逐出状态更改以及磁盘组访问状态更
改（只读、读取/写入）引发 PnP 通知。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使用此代理管理采用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的磁盘组上的卷。 如果使用
其他软件管理共享存储，则不要使用此代理。

代理函数
online

导入配置的磁盘组。

offline

逐出配置的磁盘组。

monitor (监视)

确认配置的磁盘组已导入。

ONLINE

指示配置的磁盘组已导入。

状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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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

指示配置的磁盘组未导入。

UNKNOWN

指示代理检测不到磁盘组。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VMDg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DiskGroupName, ForceImport,
ForceDeport, ListMountedVolumes, ListApplications, VxSVCFailAction,
VxSVCRestartAttempts, DetailMonitorFreq, DGGuid, FastFailOver,
ForFireDrill }
static int IMF{} = { Mode=2,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static i18nstr IMFRegList[] = { DiskGroupName, DGGuid }
str DiskGroupName
boolean ForceImport = 0
boolean ForceDeport = 0
boolean ListMountedVolumes = 0
boolean ListApplications = 0
int DetailMonitorFreq = 10
str DGGuid
str VxSVCFailAction = RESTART_VXSVC
int VxSVCRestartAttempts = 10
boolean FastFailOver = 0
boolean ForFireDrill = 0
)

属性定义
本节概括介绍了 VMDg 代理的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
表 2-5

VMDg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DiskGroupName

使用 SFW 配置的群集磁盘组的名称。 可以通过运行命令 vxdg list 或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从 SFW 控制台中检索磁盘组名称。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
指南》中的 VMGetDrive 实用程序说明。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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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VMDg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DetailMonitorFreq

监视周期的次数，达到该次数后代理便会详细监视资源。 将此值设置为 0 便会禁用详
细监视。 默认值为 1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DGGuid

使用 SFW 配置的群集磁盘组的磁盘组 ID。 可通过运行 vxdg list 命令或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检索磁盘组 GUID。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中的 VMGetDrive 实用程序说明。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ForceImport

定义正好有半数磁盘可用时，代理是否强制导入磁盘组。 值为 1 表示当半数磁盘可用
时，代理会导入配置的磁盘组。 值为 0 表示代理不会导入配置的磁盘组。 默认值为 0。
这表示只有在 SFW 获取了对大多数磁盘的控制权时才导入磁盘组。

注意：仅在确认了数据完整性之后才将此属性设置为 1。 在将该属性设置为 1 之前一
定要格外小心，否则可能会导致裂脑情况，从而造成数据丢失。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ForceDeport

定义代理是否强制逐出磁盘组，即使磁盘组内的磁盘正处于使用状态也如此。 值为 1
表示代理将强制逐出磁盘组。 值为 0 表示代理不会强制逐出磁盘组。 默认值为 0。

注意：仅在确认了数据完整性之后才将此属性设置为 1。 在将该属性设置为 1 之前一
定要格外小心，否则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ListApplications

定义代理是否列出逐出时正在访问磁盘组的应用程序。 值为 1 表示代理将列出应用程
序。 值为 0 表示代理不会列出应用程序。 默认值为 0。

注意：可以在代理日志中查看应用程序列表。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ListMountedVolumes

定义代理是否列出磁盘组中所有已装入的卷。 值为 1 表示代理将列出装入的卷。 值为
0 表示代理不会列出装入的卷。 默认值为 0。

注意：可以在代理日志中查看装入的卷列表。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VxObFailAction

该属性已被废弃。 改为使用 VxSVCFailAction。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xObRestartAttempts

该属性已被废弃。 改为使用 VxSVCRestartAttempts。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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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VxVMFailAction

该属性已被废弃。 改为使用 VxSVCFailAction。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xVMRestartAttempts

该属性已被废弃。 改为使用 VxSVCRestartAttempts。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VxSVCFailAction

定义了 Veritas Storage Agent (VxSVC) 发生故障时的代理行为。
值 RESTART_VXSVC 指示代理在每个监视周期内尝试重新启动 VxSVC 服务。
值 SHUTDOWN 指示代理尝试重新启动属性 VxSVCRestartAttempts 中定义的 VxSVC 服
务启动次数。
如果重新启动 VxSVC 失败，则代理会关闭系统。 发生这种情况时，系统中所有联机的
服务组都会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另一个系统。 例如，如果 VxSVCRestartAttempts 设置
为 5，则代理会尝试启动服务五次，然后再关闭系统。
默认值为 RESTART_VXSVC。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xSVCRestartAttempts

关闭系统前代理尝试重新启动失败的 VxSVC 服务的次数。 仅当 VxSVCFailAction 设置
为 SHUTDOWN 时才考虑此属性。
默认值为 1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FastFailOver

此属性确定是否针对磁盘组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值 1 表示代理对配置的磁盘组启用了快速故障转移。 值 0 表示对磁盘组禁用快速故障
转移。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ForFireDrill

定义代理监视的磁盘组是否为防火练习磁盘组。
值 1 表示监视的磁盘组是防火练习磁盘组。
默认值为 0，表示监视的磁盘组不是防火练习磁盘组。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配置示例
VMDg DG_VCSDG (
DiskGroupName = VCSDG
ListMountedVolume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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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Guid = fb69e244-930f-479e-b9f5-c54449fe2fc0
)

MountV 代理
MountV 代理可以在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导入的群集磁盘组上装入、监视和卸
载卷。 该代理支持使用 NTFS、FAT 和 FAT32 文件系统格式化的卷。
当某个群集磁盘组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统时，MountV 代理可确保新系统通过故障
转移之前所用的相同方式访问该卷。 MountV 代理通过在新系统上使用相同的装入
点（驱动器盘符）装入磁盘组来确保设备路径一致。 该代理还会装入一个卷作为
NTFS 文件夹。 当资源或组脱机时，该代理可以确保从发生故障的系统正确进行卸
载。 装入卷后，VCS 会创建管理共享以启用对磁盘的远程管理。
当代理使资源联机时，会执行文件系统检查。 如果已将驱动器盘符分配给卷，则代
理会跳过文件系统检查，并声明资源联机。 请注意，不能多次装入要使用 MountV
代理监视的卷。
此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通知。
该代理使用由操作系统生成的 PnP 通知。 此外，代理还可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SFW) 生成的自定义通知。 例如，会为卷就绪或卷分离、卷故障和文件系统通知生
成 PnP 通知。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使用此代理管理采用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的磁盘组上的卷。 如果使用
其他软件管理共享存储，则不要使用此代理。

依赖关系
MountV 资源依赖于 VMDg 资源。

代理函数
online

装入卷，使其成为一个驱动器盘符或 NTFS 文件夹。

offline

卸载配置的卷。

monitor (监视) 确认卷已按配置装入。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配置的卷已装入且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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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

指示装入的驱动器不可访问。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配置的卷的状态。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MountV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MountPath, VolumeName,
"VMDGResName:DiskGroupName", ForceUnmount, ListApplications,
AutoFSClean, "VMDGResName:DGGuid", PurgeStaleMountPoints,
CheckFSAccess, ForFireDrill, BlockMountPointAccess }
static int IMF{} = { Mode=2,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i18nstr MountPath
str VolumeName
str VMDGResName
str ForceUnmount = READ_ONLY
boolean ListApplications = 1
boolean AutoFSClean = 1
str MountResName
boolean PurgeStaleMountPoints = 1
boolean CheckFSAccess = 0
boolean ForFireDrill = 0
boolean BlockMountPointAccess = 0
)

属性定义
本节概括了 MountV 代理的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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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V 代理必需属性

表 2-7
必需属性

说明

MountPath：

将指定给待装入卷的空 NTFS 文件夹的驱动器盘符或路径。
配置要承载装入的目录时，请确认下列条件：
■

配置的路径已存在。

■

目录为空。

■

目录所在的卷已经过 NTFS 格式化。

■

该目录不是系统目录。

可以将该属性指定为 X、X:、X:\、X:\Directory 或 X:\Directory\。
这些选项仅当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中编辑属性时有效。 如果直接编辑配
置文件 main.cf，则必须指定双斜杠 (\\) 而不是单斜杠；例如 X:\\Directory\\。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olumeName

要装入的卷的名称。 例如，该名称可能是 Raid1、Stripe2、Volume01 等。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可检索卷名称。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
的 VMGetDrive 实用程序说明。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MDGResName

MountV 资源所依赖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2-8

MountV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AutoFSClean

此属性定义了代理在检测到损坏时是否通过在联机的卷上运行 Chkdsk /X 来自动清除文
件系统。 值为 1 表示代理会清除文件系统。 值为 0 表示代理不会清除文件系统。
默认值为 1。
Chkdsk /x 命令的输出存储在 %vcs_home%\log\Chkdsk_<MountVres name>.txt
中。
其中，%vcs_home% 是默认的产品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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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ForceUnmount

定义当其他应用程序使用某个卷时，代理是否卸载该卷（以正常方式或强制性方式）。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NONE：应用程序访问卷时，代理不卸载卷。

■

READ_ONLY： 代理尝试以 READ_ONLY 模式将打开的句柄枚举至已配置的装入
点，然后正常卸载装入点，即使应用程序以 READ_ONLY 模式访问这些装入点亦是
如此。
ALL：代理强制卸载卷，不管应用程序具有什么访问类型都是如此。 代理首先尝试获
得对已配置装入点的独占访问权限。 代理进行两次这类尝试，每次不成功的尝试之
间有半秒钟的延迟。 如果两次尝试之后仍不能锁定卷，代理将继续执行卸载操作。
CLOSE_FORCE：代理不尝试锁定已配置的装入点，并且不会直接继续进行强制卸
载操作。

■

■

注意： 强制卸载可能会导致数据损坏。 结合使用 ForceUnmount 和 CLOSE_FORCE
时，在切换或使 MountV 资源脱机之前，请确认所有应用程序均未正在访问已配置的
装入点。
默认值为 READ_ONLY。
如果在群集环境中启用了智能监视框架 (IMF) 和快速故障转移，则 Veritas 建议将该属性
值设置为 ALL。
这会缩短故障转移时间，因为代理不需要额外的时间来正常关闭卷上的只读句柄。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ListApplications

定义代理是否列出卸载时正在访问卷的应用程序。 值 1 表明代理列出应用程序；值 0 表
明不列出。
默认值为 0。
如果在群集环境中启用了智能监视框架 (IMF) 和快速故障转移，则 Veritas 建议将该属性
值设置为 0。
这会缩短故障转移时间，因为代理不会枚举正在访问卷的应用程序。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PurgeStaleMountPoints

该属性适用于全局群集配置。 在全局故障转移的情况下，该属性会定义在远程群集上使
文件夹装入点联机之前，代理是否清除卷装入点（NTFS 文件夹装入）属性。
默认值为 1，这意味着代理会清除卷装入点属性。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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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CheckFSAccess

定义代理是否对使用 SFW 装入的卷执行文件系统访问监视。
默认值为 0 (False)，这意味着禁用了文件系统检查。

注意：此属性替换 MountV 代理的 CheckFSAccess 函数。 CheckFSAccess 函数已废
弃。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BlockMountPointAccess

此属性定义代理块是否可访问装入点卸载后作为文件夹装入点的 NTFS 文件夹。
例如，如果 C:\temp 用作卷的文件夹装入，并且对应资源的 BlockMountPointAccess 属
性设为 1，那么，在卸载装入点之后，代理将阻止对文件夹 C:\temp 的访问。
值 1 表示不可访问文件夹。 默认值 0 表示可以访问文件夹。
在 DR 配置中，如果在作为应用程序服务组的一部分的其他卷上装入卷，则将此属性设
置为 False。

注意： 此属性仅适用于作为文件夹装入而装入的卷，不适用于驱动器盘符装入。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ForFireDrill

定义代理监视的卷是否属于防火练习磁盘组。
值 1 表示代理监视的卷属于防火练习磁盘组。
默认值是 0，表示代理监视的卷不属于防火练习磁盘组。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配置示例
在下列配置中，资源 MountV_X 配置成作为驱动器 (X:) 装入磁盘组 VCSDG。资源
MountV_X_Usrs_Data 配置成作为文件夹装入磁盘组。
MountV MountV_X (
MountPath = X
VolumeName = Volume1
VMDGResName = DG_VCSDG
)
MountV MountV_X_Usrs_Data (

MountPath = "X:\\users\\data"
VolumeName = Raid1
VMDGResName = DG_VCSD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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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Dg DG_VCSDG
DiskGroupName = VCSDG
ForceDeport = 1
ListMountedVolumes = 1
ListApplications = 1
)
MountV_X_Usrs_Data requires MountV_X
MountV_X requires DG_VCSDG

VVRSnap 代理
灾难恢复防火练习过程通过模仿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故障转移来测试配置应对故
障的能力。 VVRSnap 代理旨在支持将 Volume Replicator 用作复制方法的灾难恢
复站点的防火练习。 VVRSnap 代理使存储可用于在灾难恢复环境中运行防火练习。

代理函数
Online

从原始卷分离镜像以创建生产数据的即时点快照。
利用用于测试的应用程序数据快照在辅助站点上创建防火练习磁盘组。

Offline

将防火练习磁盘组加入至应用程序服务组磁盘组。
对快照镜像进行快照合并，以重新挂接至原始卷。

状态定义
ONLINE

表明快照已创建并可用于防火练习。

OFFLINE

表明快照不可用于防火练习。

UNKNOWN

VVRSnap 资源的属性无效。

FAULTED

VVRSnap 资源意外脱机，不受 VCS 控制。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VVRSnap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RVG, AppDiskGroupName, DiskGroupName }
str RVG
str AppDiskGroupName
str DiskGroup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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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定义
表 2-9

VVRSnap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RVGName

复制卷组名称
使其快照可用的应用程序复制卷组 (RVG) 的名称。
RVG 名称可通过运行 Volume Replicator 命令进行检索：
vxprint -V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AppDiskGroupName 应用程序磁盘组名称
辅助站点上的 SFW 群集磁盘组的名称。 它包含可供运行防火练习使
用的数据。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DiskGroupName

防火练习磁盘组名称
从 AppDiskGroupName 中指定的现有群集磁盘组中拆分的 SFW 群集
磁盘组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VVRSnap FD00_VOM-FSSG-VVRSnap (
RVG = RVG_fsdg_0
AppDiskGroupName = fsdg
DiskGroupName = FD-fsdg
)

VMwareDisks 代理
VMwareDisks 代理可以在 VMware 环境的虚拟机上配置和部署的 VCS 群集中启用
vMotion 和 VMware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DRS)。
在虚拟机上配置具备共享磁盘的 VCS 群集时，VMware 不支持 VMware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 (DRS) 和 vMotion。 因此，vMotion 和 DRS 功能会受到影响。
此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 VCS 群集中将磁盘一次只挂接到一个虚拟机。 如果用户启
动故障转移或者故障引发故障转移，则这些磁盘会与服务组一起故障转移（分离-挂
接）到目标虚拟机。VMwareDisks 代理将管理磁盘与虚拟机的挂接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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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挂接或分离操作之后，VMNSDg 代理（对于 SFW 环境）和 NativeDisks 代
理（对于 LDM 环境）会执行磁盘初始化和管理任务。
注意：必须在 ESXDetails 属性中使用加密密码。此密码用于连接到 ESX/ESXi 主
机或 vCenter Server。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的“加
密代理密码”一节。
要保证 VMwareDisks 代理能够正确运行，请验证以下要素：
■

确保 VirtualDiskMode 属性值与 VMware 磁盘挂接的模式匹配。否则，发生故
障转移后，VMwareDisks 代理会将其恢复到 VirtualDiskMode 属性中提到的模
式。

■

ESX/ESXi 主机用户帐户具有管理权限或是根用户。 如果不希望使用管理员用
户帐户或 root 用户，请使用 VMwareDisks 资源功能所需的权限创建一个角色，
并此角色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用户。
分配给用户帐户的角色必须至少具有下列权限：
■

低级文件操作

■

添加现有磁盘

■

更改资源

■

删除磁盘

如果是 vCenter 用户，则必须为其分配所需的权限，以便于其访问数据存储。

代理函数
Online

将磁盘挂接到虚拟机。

Offline

将磁盘与虚拟机分离。

Monitor

验证磁盘是否挂接到虚拟机。

ONLINE

指示磁盘已挂接到虚拟机。

OFFLINE

指示磁盘未挂接到虚拟机。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检测到磁盘状态。

状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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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定义
type VMwareDisks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ESXDetails, DiskPaths, ResourceInfo,
IsVMHAEnabled, VMRegisterWait, VirtualDiskMode, HAInfoDetails }
str DiskPaths{}
str ESXDetails{}
static int InfoInterval = 60
boolean IsVMHAEnabled = 1
int VMRegisterWait = 120
str VirtualDiskMode = persistent
str HAInfoDetails{}
)

Attributes (属性)
本节概括了 VMwareDisks 代理的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
表 2-10

VMwareDisks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ESXDetails

配置了虚拟机的 ESX 主机或 vCenter Server 的主机名和凭据列表。
此属性可以采用“关键字=值”格式的输入。
关键字是 ESX 或 vCenter 主机名或 IP 地址。
值采用“用户名=加密密码”格式的用户凭据。

注意：不要指定明文格式的密码。必须为用户指定加密密码。此密
码用于连接到 ESX/ESXi 主机或 vCenter Server。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的“加密代理密码”一节。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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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DiskPaths

将由 VMwareDisks 资源管理的磁盘路径的列表。
使用“关键字=值”格式指定此属性值。
关键字采用“[数据存储名称] 磁盘路径”格式。
值采用“SCSI 控制器关键字: 目标 ID (磁盘单位数目)”格式。例如，
0:2。
对于 RDM，请在磁盘路径中添加前缀 RDM:。
关键字也可以采用“Disk_UUID: [数据存储名称] Disk_path”格式。
对于 RDM，则为“RDM:Disk_UUID:[数据存储名称] Disk_path”。
如果没有提供磁盘 UUID，代理会发现 UUID，并修改此属性值以包
括磁盘的 UUID。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表 2-11

VMwareDisks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HAInfoDetails

确定是否启用了 vSphere HA。
此属性使用了 vCenter Server 主机名或 IP 地址来确定 vSphereHA
的状态。
值必须指定为“键=值”格式。
其中，
键= vCenter Server 主机名或 IP 地址
值= vCenter Server 登录用户凭据。这必须指定为“用户名=加密密
码”格式。
如果不指定此属性的值，代理会根据 IsVMHAEnabled 属性值确定
vSphereHA 设置。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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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IsVMHAEnabled

定义是否启用 vSphere HA。值 1 表示启用 vSphere HA。
此属性值应该与 VMware vSphere HA 群集中的 vSphere HA 设置匹
配。如果已启用 vSphere HA，请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1 (True)。如
果禁用了 vSphere HA，请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0 (False)。
仅当 HAInfoDetails 属性未设置，或代理未能根据 HAInfoDetails 属
性检索 vSphere HA 详细信息时，才会根据此属性确定 vSphereHA
设置。
默认值为 1 (True)。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VMRegisterWait

一个以秒为单位指定的时间间隔，当 ESX 主机发生故障时，VMware
HA 将在这段时间内在任何其他 ESX 主机上注册虚拟机。此属性只
在 IsVMHAEnabled 设置为 true 时适用。
默认值为 120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VirtualDiskMode

指定在挂接磁盘时要使用的模式，并采用下列值之一：
■

persistent

■

independent_persistent

■

independent_nonpersistent

您必须在配置应用程序监视后修改该值。

注意：VMwareDisks 代理无法检测到为磁盘配置的模式。故障转移
后，该挂接的磁盘处于属性值中定义的模式。有关磁盘模式的详细信
息，请参考 VMware 文档。
默认值：persistent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未向 DiskPaths 属性提供 UUID 的示例配置：
VMwareDisks VMwareDisks_1 (
ESXDetails = { "192.168.0.100" = "root=HVJtWTwVLnINjNK",
"192.168.0.101" = "root=HVJtWTwVLnINjNK",
"192.168.0.102" = "root=HVJtWTwVLnINjNK" }
DiskPaths = {
"[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1.vmdk" = "0:1",
"[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2.vmdk" = "0:2",
"RDM:[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3.vmdk" =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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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DiskMode = independent_persistent
)

已向 DiskPaths 属性提供 UUID 的示例配置：
VMwareDisks VMwareDisks_1 (
ESXDetails = { "192.168.0.100" = "root=HVJtWTwVLnINjNK",
"192.168.0.101" = "root=HVJtWTwVLnINjNK",
"192.168.0.102" = "root=HVJtWTwVLnINjNK" }
DiskPaths = {"RDM:6000C29a-11a3-7845-029d-10737a83ced7:
[SharedStorage2] VxSwapHost2_1/VxSwapHost1_3.vmdk" = "0:3" }
VirtualDiskMode = independent_persistent
)

VMNSDg 代理
VMNSDg（Volume Manager 非共享磁盘组）代理管理在本地（非共享）存储和非
SCSI 存储创建的动态磁盘组和装入，它们可在不保留的情况下运行。
代理可以导入、监视和逐出通过 SFW 配置的动态磁盘组。 该代理使磁盘组具有高
可用性。 该代理用 VMNSDg 资源类型表示。
在与 VMwareDisks 资源结合使用时，VMNSDg 代理负责：
■

在执行导入操作过程中，确保 Windows 可访问新挂接到虚拟机的磁盘。

■

在执行逐出操作过程中，准备磁盘用于与虚拟机的分离操作。

代理函数
Online

导入已配置的动态磁盘组。

Offline

逐出已配置的动态磁盘组。

Monitor

验证是否导入已配置的动态磁盘组。

ONLINE

指示已配置的动态磁盘组已导入。

OFFLINE

指示已配置的动态磁盘组未导入。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检测动态磁盘组状态。它还指示配置出现错误。

状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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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定义
type VMNSDg (
static i18nstr IMFRegList[] = { DiskGroupName, DGGuid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DiskGroupName, DGGuid,
VxSVCFailAction, VxSVCRestartAttempts, SkipStorageValidation }
str DiskGroupName
str DGGuid
str VxSVCFailAction = RESTART_VXSVC
int VxSVCRestartAttempts = 10
boolean SkipStorageValidation = 0
)

属性定义
本节概括了 VMNSDg 代理的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
表 2-12

VMNSDg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DiskGroupName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SFW) 配置的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可以通
过运行命令 vxdg list 或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从 SFW 控制台中
检索磁盘组名称。 有关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的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管理指南》中的实用程序说明。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DGGuid

使用 SFW 配置的动态磁盘组的磁盘组 ID。可通过运行 vxdg list 命令
或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检索磁盘组 GUID。 有关使用
VMGetDrive 实用程序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管理指南》中
的实用程序说明。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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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VMNSDg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VxSVCFailAction

定义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VxSVC) 发生故障时代
理的行为。
值 RESTART_VXSVC 指示代理在每个监视周期内尝试重新启动
VxSVC 服务。
值 SHUTDOWN 指示代理尝试重新启动属性 VxSVCRestartAttempts
中定义的 VxSVC 服务启动次数。
如果代理无法重新启动 VxSVC，则重新启动系统。 出现这种情况时，
群集中另一个系统上的所有服务组均变为联机状态。 例如，如果
VxSVCRestartAttempts 设为 5，那么代理将在重新启动系统前尝试
启动服务五次。
默认值为 RESTART_VXSVC。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xSVCRestartAttempts 代理在重新启动系统前尝试重新启动出现故障的 VxSVC 服务的次数。
只有当 VxSVCFailAction 值设为 SHUTDOWN 时，才考虑此属性。
默认值为 10。
类型和维数：整数
SkipStorageValidation 定义 VMNSDg 代理是否支持在外部磁盘上配置的动态磁盘组。
如果使用 SCSI 控制器，那么当磁盘端口与 OS 磁盘端口相同时，会
将磁盘视为内部（非共享）磁盘，否则将磁盘视为外部磁盘。 外部磁
盘可以为共享磁盘，也可以为非共享磁盘。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会阻
止在任何外部磁盘（共享或非共享）上配置的磁盘组。
如果您希望 VMNSDg 代理支持在外部 SCSI 磁盘上配置的磁盘组，
请将此属性设为 1。

注意：为共享存储上创建的动态磁盘组配置 VMNSDg 代理资源可能
会导致数据损坏，并且 VMNSDg 代理资源可能会在定期间隔后出现
故障。 Veritas 建议您，如果磁盘组是在共享外部磁盘上创建的，使
用 VMDg 代理；如果磁盘组是在非共享外部磁盘上创建的，使用
VMNSDg 代理。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配置示例
VMNSDg D_D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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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GroupName = DDG
DGGuid = fb69e244-930f-479e-b9f5-c54449fe2fc0)

NativeDisks 代理
NativeDisk 代理管理在本地（非共享）存储和非 SCSI 存储上创建的磁盘，它们可
在不保留的情况下运行。
代理使用 Logical Disk Manager for Windows 使磁盘联机、对磁盘进行监视以及使
其脱机。该代理使磁盘具有高可用性。
在与 VMwareDisks 资源组合时，NativeDisks 代理负责：
■

在使磁盘联机时，确保 Windows 可访问新挂接到虚拟机的磁盘。

■

在使磁盘脱机时，准备磁盘用于与虚拟机的分离操作。

代理函数
Online

使磁盘联机。

Offline

使磁盘脱机。

Monitor

验证已配置的磁盘是否为联机状态以及是否可以访问。

ONLINE

指示 Windows 可以访问已配置的磁盘。

OFFLINE

指示 Windows 不可以访问已配置的磁盘

UNKNOWN

指示代理检测不到磁盘的状态。它还指示配置出现错误。

状态定义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ativeDisks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Signatures }
str Signat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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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定义
表 2-14

NativeDisks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DiskSignatures

此代理监视的所有磁盘的磁盘签名列表。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配置示例
NativeDisks NativeDisks_1 (
Signatures = { 179335408, 16010934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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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代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网络代理

■

NIC 代理

■

IP 代理

■

IPv6 代理

■

Lanman 代理

关于网络代理
网络代理使 IP 地址和计算机名称具有高可用性。
■

NIC、IP 和 IPv6 代理组合在一起可使虚拟 IP 地址具有高可用性。

■

Lanman 代理可使虚拟计算机名称具有高可用性。 Lanman 代理需要 IP 代理才
能完成操作。

NIC 代理
NIC（Network Interface Card，网络接口卡）代理可以监视配置的 NIC。 某些 NIC
可以在系统定义的变量中保持其连接状态。 NIC 代理将使用此变量来确定 NIC 资
源的状态。 如果 NIC 未保持其连接状态，代理将使用 ping 或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回显广播来确定资源状态。
注意：NIC 代理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6 (IPv6) 网络。 但仅限混合模式（IPv4 和
IPv6）配置。 NIC 代理不适用于纯 IPv6 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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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通知。
该代理依赖于操作系统所引发的网络事件和硬件事件。 例如，当一个网络适配器被
禁用时，便会引发事件。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代理函数
online

不适用。

offline

不适用。

monitor (监视)

如果 NIC 保持其连接状态，代理会读取系统定义的变量来确定资源的状态。
如果 NIC 未保持其连接状态，代理则会确认已为 NIC 分配一个 IP 地址，
并向 PingHostList 属性中列出的所有主机发送 ping。 代理将对 ping 前后
NIC 接收到的数据包进行计数。 如果计数增加，资源将标记为 ONLINE。
如果计数保持不变，代理则对从管理 IP 地址和关联子网掩码派生的地址广
播 UDP 回显请求。 代理将对广播前后 NIC 接收到的数据包进行计数。 如
果计数增加，资源将标记为 ONLINE。 如果计数保持不变或减少，资源将
标记为 FAULTED。
NIC 代理还会计算在每个监视间隔期间传输的错误数据包的百分比。 如果
在 MaxTxErrInterval 属性中的值所指定的连续监视间隔数内，此百分比超
过 MaxTxErrorPercentage 属性中的值，NIC 资源将标记为 FAULTED。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 NIC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FAULTED

指示 NIC 出现问题或网络链路出现故障。

UNKNOWN

指示代理在监视 NIC 资源时遇到错误。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IC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MACAddress, PingTimeoutMseconds,
MaxTxErrorPercentage, MaxTxErrInterval, UseConnectionStatus,
PingHostList }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str MACAddress
int PingTimeoutMseconds = 1000
int MaxTxErrorPercentage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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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xTxErrInterval = 10
boolean UseConnectionStatus = True
str PingHostList[]
)

属性定义
表 3-1

NIC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MACAddress

要监视的 NIC 的物理地址或接口名称。 注意，此属性始终是本地属性，也就是说因系
统而异。
默认情况下，群集配置向导将该值设置为使用 MAC 地址。 要根据其名称监视接口，
您必须在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后编辑 NIC 代理的 MACAddress 属性。
使用 VCS JAVA 控制台编辑 MACAddress 属性，并输入接口名称而不是 MAC 地址。
您必须输入接口名称，并以双引号引起。
如果更改接口名称，则必须更新属性值才能指定新名称。
当编辑 "MACAddress" 属性以指定接口名称时，您必须只指定一个接口的名称。
有关修改属性默认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可以使用 ipconfig -all 命令来检索 NIC 的物理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3-2

NIC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MaxTxErrInterval

连续监视间隔数，在此间隔内，错误数据包百分比不应超过
MaxTxErrorPercentage 中指定的值。 如果超过，NIC 会声
明为 FAULTED。 默认值为 1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MaxTxErrorPercentage

两个连续监视间隔之间发送的总数据包的错误百分比阈值。
默认值为 5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PingHostList

始终可从 NIC 访问的主机的列表。 如果 UseConnectionStatus
属性设置为 0，请确保属性 PingHostList 不为空。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PingTimeoutMseconds

ping 的超时间隔，以毫秒为单位。 默认值为 1000 毫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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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UseConnectionStatus

定义 NIC 是否保持其连接状态。 值为 True 表示 NIC 保持其
状态。 值为 False 表示不保持其状态。 如果此属性设置为
False，则必须为属性 PingHostList 指定一个值。 默认值为
True。
VCS 提供一个实用程序 NICTest，可确定 NIC 是否保持其连
接状态。 可以使用 NICTest 实用程序来确定此属性是否必
需。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
NICTest 实用程序的说明。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配置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NIC 代理配置成监视 MAC 地址为 00-B0-D0-31-7D-FA 的适配器。
UseConnectionStatus 属性设置为 False。 代理通过向 PingHostList 属性中列出的
主机发送 ping 确定 NIC 资源的状态。 如果传输的错误数据包百分比在三个连续监
视间隔内超过 30%，NIC 资源会标记为 FAULTED。
NIC NIC_RL20001 (
MACAddress = "00-B0-D0-31-7D-FA"
PingTimeOutMseconds = 500
MaxTxErrorPercentage = 30
MaxTxErrInterval = 3
UseConnectionStatus = False
PingHostList = { "172.16.1.19", "172.16.1.21" }
)

IP 代理
IP 代理可以为网络接口卡 (NIC) 分配一个虚拟 IP 地址，监视该 IP 地址并将其删
除。
此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通知。
该代理依赖于操作系统所引发的网络事件和硬件事件。 例如，当 IP 地址不可用时，
会引发一个事件。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依赖关系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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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函数
online

确认没有其他系统在使用 IP 地址后，将此唯一虚拟 IP 地址分配给 NIC 上的
一个空插槽。

offline

删除分配给 NIC 的虚拟 IP 地址。

monitor (监
视)

确认指定的虚拟 IP 地址已分配给 NIC。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指定的虚拟 IP 地址已分配给 NIC。

OFFLINE

指示指定的虚拟 IP 地址未分配给 NIC。

UNKNOWN

指示代理在监视 IP 资源时遇到错误。 这可能是由无效或不正确的配置引起
的。

FAULTED

指示代理无法使 IP 地址联机。 这可能是因为 IP 地址已不在 VCS 的控制范
围内，或 IP 地址在网络中已处于联机状态。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IP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Address, SubNetMask, MACAddress}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str Address
str SubNetMask
str MACAddress
)

属性定义
表 3-3

IP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Address

要分配给 NIC 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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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SubNetMask

与 IP 地址相关联的子网掩码。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MACAddress

接口的物理地址或将要监视的虚拟 IP 地址分配到的 NIC 的接口名
称。 注意，此属性始终是本地属性，也就是说因系统而异。
默认情况下，群集配置向导将该值设置为使用 MAC 地址。 要根据
其名称监视接口，您必须在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后编辑 NIC 代理的
MACAddress 属性。
使用 VCS JAVA 控制台编辑 MACAddress 属性，并输入接口名称
而不是 MAC 地址。 您必须输入接口名称，并以双引号引起。
如果更改接口名称，则必须更新属性值才能指定新名称。
当编辑 "MACAddress" 属性以指定接口名称时，您必须只指定一个
接口的名称。
有关修改属性默认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注意：可以使用 ipconfig -all 命令来检索 NIC 的物理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IP IP_192_168_100_20 (
Address = "192.168.100.20"
SubNetMask = "255.255.255.0"
MACAddress @SYSTEM1 = "00-60-08-08-BA-C4"
MACAddress @SYSTEM2 = "00-90-27-28-5A-7E"
)

IPv6 代理
IPv6 代理专用于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6 (IPv6)。 该代理可以为网络接口卡 (NIC)
分配一个虚拟 IPv6 地址，监视该 IPv6 地址并将其删除。 该代理还会监视 NIC 上
关联的 IPv6 前缀。
如果要监视单个适配器上的单个 IPv6 地址，可以使用该代理。 在为接口分配虚拟
IPv6 地址之前，必须使用物理（或管理）基础 IPv6 地址启用该接口上的 IPv6 设
置。
IPv6 代理当前支持下列类型的 IPv6 地址：
■

单播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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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支持全局单播和唯一本地单播地址。
■

自动配置
仅支持无状态 IPv6 地址配置。 无状态地址是基于从网络中配置的路由器获得的
信息而建立的。

依赖关系
IPv6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代理函数
online

从配置的属性检索 IPv6 地址，确认此 IPv6 地址是唯一的且尚未使用，
然后将此地址分配给 NIC。

monitor

从配置的资源检索 IPv6 地址并确认此 IPv6 地址已分配给 NIC。

offline

删除分配给 NIC 的 IPv6 地址。

clean

删除分配给 NIC 的 IPv6 地址。

状态定义
ONLINE

表示指定的虚拟 IPv6 地址已分配给 NIC。

OFFLINE

指示指定的虚拟 IPv6 地址未分配给 NIC。

UNKNOWN

指示代理在监视 IPv6 资源时遇到错误。 这可能是因无效或不正确的配
置，或不受支持的 IPv6 地址类型所导致。

FAULTED

指示代理无法使 IPv6 地址联机。 这可能是因为该 IPv6 地址已不在 VCS
控制范围内，或该 IPv6 地址在网络中已处于联机状态。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IPv6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Address, Prefix, MACAddress }
str Address
str Prefix
str MAC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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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定义
表 3-4

IPv6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Address

要分配给 NIC 的唯一虚拟 IPv6 地址。

注意：如果手动配置 IPv6 资源，则为此属性指定的 IPv6 地址不
能是群集节点的物理（或管理）基本 IP。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Prefix

与 IPv6 地址关联的前缀。
前缀通常表示为：
ipv6-address/prefix-length
ipv6-address 变量表示遵循常规 IPv6 寻址规则的 IPv6 地址（详
情请见 RFC 2373）。prefix-length 变量是一个十进制值，指示组
成地址网络部分的地址最左侧连续高序位的位数。
例如：
2001:db8:0:1::/64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MACAddress

要分配虚拟 IPv6 地址的 NIC 的物理地址。注意，此属性始终是本
地属性，也就是说因系统而异。

注意：可以使用 ipconfig -all 命令来检索 NIC 的物理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下面是 IPv6 资源的配置示例：
IPv6 IPRes (
Address = "2001:db8:0:1:d78:341e:2f7c:5879"
Prefix = "2001:db8:0:1::/64"
MACAddress @SYSTEM1= 00-50-56-9F-53-DE
MACAddress @SYSTEM2 = 00-10-18-10-CB-1F
MACAddress @SYSTEM3 = 00-10-18-10-CA-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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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man 代理
Lanman 代理通过将虚拟 IP 地址与 WINS 数据库中的虚拟计算机名称相关联，使
客户端能够访问群集节点上的数据和应用程序。 此代理提供了用于将不同子网中的
多个 IP 地址与虚拟计算机名称进行关联的选项。 另外，它还提供了在 Active
Directory 的任何组织单元中创建虚拟计算机对象的选项，并可增强 VCS 的 DNS
更新功能。
Lanman 代理向 WINS 服务器注册以下服务：
■

服务器 (20h)

■

工作站 (00h)

■

信使 (03h)

在 IPv6 环境中，Lanman 代理依靠 DNS 记录检查网络上是否有重复的服务器名
称。 如果使用 IPv6 地址的虚拟服务器名称的 DNS 项不存在，则此代理无法验证服
务器名称在网络上是否重复。 如果虚拟 IP 是 IPv6 地址，必须在网络适配器属性中
或 Lanman 代理的 AdditionalDNSServers 属性中指定 DNS 服务器 IP 地址。
此代理可以将虚拟计算机名称添加到 Active Directory 并将虚拟 IP 地址添加到 DNS，
因此支持 Kerberos 身份验证。 此代理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更新 AD
和 DNS。
跨子网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执行广域故障转移）时，Lanman 代理会更新并
监视域名服务器中的规范名称 (CNAME) 映射。 Lanman 代理还支持在不同的 DNS
区域中创建 DNS 记录。
如果启用安全策略，请确保服务器服务的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

依赖关系
Lanman 资源依赖于 IP（如使用 IPv4）和 IPv6（如使用 IPv6）资源。
如果将 Lanman 资源依赖关系更改为新 IP 资源并使 Lanman 资源联机，则在下一
次 WINS 广播之前，先前 IP 资源的 IP 地址可能会响应对虚拟名称执行的 ping 操
作。 WINS 广播使用更改后的关联更新 WINS 数据库。
例如，如果将 Lanman 资源脱机，再将 Lanman 资源依赖关系从 IP_A 更改为 IP_B，
然后又使 Lanman 资源联机，则 IP_A 可能仍会响应对虚拟名称执行的 ping 操作。
请注意，在此过程中，IP_A 资源始终保持联机状态。 在下次 WINS 广播更新 WINS
数据库之后，IP_B 将会响应此 ping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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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函数
Online

将 IP 地址与指定虚拟计算机名称绑定。此代理还可以在域的名称服务
器中查询主机 (A)、PTR 和 CNAME 记录，向名称服务器添加相应的记
录或加以更新。

Offline

删除 IP 地址与虚拟计算机名称的绑定。

Monitor

验证 IP 地址是否已绑定到虚拟计算机名称。 如果 DNSUpdateRequired
已启用且资源已联机，则 Lanman 代理将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资源记
录。此代理在名称服务器中查询 DNS 记录。如果来自所有名称服务器
的响应均包含主机 (A)、PTR 和 CNAME 记录，则代理会报告 ONLINE。
如果服务器均未返回相应的记录，则监视程序会将此资源报告为
OFFLINE。

ONLINE

指示 IP 地址已绑定到虚拟计算机名称，并且 DNS 记录如预期一样。

OFFLINE

指示 IP 地址未绑定到虚拟计算机名称、代理无法创建 DNS 记录，或者
未找到预期的 DNS 记录。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状态定义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Lanman (
static keylist LogDbg = {DBG_21}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VirtualName,
MultiNet, "IPResName:Address", "IPResName:SubNetMask",
"IPResName:MACAddress", MultiNetInfo, DNSUpdateRequired,
ADUpdateRequired, DNSCriticalForOnline,
ADCriticalForOnline, ADContainer, DNSOptions,
AdditionalDNSServers, DNSRefreshInterval, DNSZones, AliasName,
TSIGKeyFile, TTL}
str VirtualName
str IPResName
boolean MultiNet = 0
str MultiNetInfo[]
boolean DNSUpdateRequired = 0
boolean ADUpdateRequired = 0
boolean DNSCriticalForOnline = 0
boolean ADCriticalForOnlin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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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str
str
int
str
str
str
int

ADContainer
DNSOptions[]
AdditionalDNSServers{}
DNSRefreshInterval = 0
DNSZones{}
AliasName = ""
TSIGKeyFile = ""
TTL = 0

)

属性定义
表 3-5

Lanman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IPResName

Lanman 资源所依赖的 IP 资源的名称。 如果 MultiNet 属性设置为
1，则不为此属性定义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irtualName

要分配给服务器的虚拟计算机名称。 虚拟名称必须少于 15 个字符。
请注意，如果使用小写字母指定虚拟计算机名称，则该代理会将此
名称转换为大写形式。 例如，会将名称 VCSServer 转换为
VCSSERVER。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3-6

Lanman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ADContainer

为新创建的计算机对象指定 Active Directory 容器或组织单元
(OU) 的标识名。 如果没有为此属性指定任何值，Lanman 资源
将在默认容器 Computers 中创建计算机对象。
请注意，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在指定容器上具有足
够的权限才能创建和更新计算机帐户。
有关为用户分配容器权限的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不包含任何值。

注意：仅当 ADUpdateRequired 设置为 1 时，为此属性指定
的值才生效。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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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ADCriticalForOnline

定义在代理无法更新 Active Directory 时 Lanman 资源是否出
现故障。 值为 1 表示在无法更新 Active Directory 时资源出现
故障。 值为 0 表示资源未出现故障。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AdditionalDNSServers

一个数组，用于指定将由 Lanman 资源更新的其他 DNS 服务
器的 IP 地址。 对于所有 Windows DNS 服务器，必须配置正
向和反向查找区域。 对于所有 Berkeley Internet 域名系统
(BIND) 服务器，只需配置正向查找区域。
默认情况下，其他所有 DNS 服务器均视为 Windows DNS 服
务器。 如果有任何其他 DNS 服务器是 Berkeley Internet 域名
系统 (BIND) 服务器，则必须在此属性值中加以指定。
例如：
{"10.212.108.9" = "","10.212.108.10" = "BIND"}
其中，10.212.108.9 是 Windows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10.212.108.10 是 BIND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不包含任何值。 仅当 DNSUpdateRequired
设置为 1 时，为此属性指定的值才生效。
Lanman 代理在 BIND 服务器上仅创建 CNAME 记录。 对于
BIND 服务器更新，还必须指定 AliasName 属性。

注意：Lanman 代理支持 BIND 版本 8 及更高版本。
注意：如果默认 DNS 是 BIND DNS 服务器，则将 DNSOptions
属性的值设置为 IgnoreDefault，并在此属性中指定 BIND DNS
服务器详细信息。

注意：如果配置了 BIND DNS 服务器来获取安全更新，则必
须在 DNSZones 属性或 TSIGKeyFile 属性中配置 TSIG 密钥。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ADUpdateRequired

定义 Lanman 资源是否使用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值为 1 表示代理更新 Active Directory。 值为 0 表示代理不更
新 Active Directory。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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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DNSCriticalForOnline

定义在代理无法更新 DNS 时 Lanman 资源是否出现故障。 值
为 1 表示在无法更新 DNS 时资源出现故障。 值为 0 表示资源
未出现故障。
默认值为 0。
在 IPv6 环境中，此属性对 Lanman 代理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
即使将此属性设置为 0，在代理无法更新 DNS 时 Lanman 资
源也会出现故障。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DNSOptions

用于指定 Lanman 资源对 DNS 服务器的更新方式的数组。
此属性可以使用下列一个或全部值：
■

■

■

■

UpdateAll：更新在群集节点的 TCP/IP 属性中指定的所有默
认 DNS 服务器以及在 AdditionalDNSServers 属性中指定
的其他 DNS 服务器。
IgnoreDefault：忽略默认 DNS 服务器并只更新其他 DNS
服务器。
PurgeDuplicate：从 DNS 服务器删除重复 DNS 项。 对于
配置了广域故障转移的服务组，Veritas 建议设置此值。
SkipPtrRecords：在更新指定 DNS 服务器上的资源记录时，
Lanman 资源会排除 PTR 记录。

可以为该属性指定上述值的任意组合。 仅当 Lanman 资源联机
时，此属性才生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更新 DNS 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不包含任何值。 仅当 DNSUpdateRequired
设置为 1，并且在 AdditionalDNSServers 属性中指定了其他
DNS 服务器时，为此属性指定的值才会生效。

注意：如果默认 DNS 是 BIND DNS 服务器，则将此属性值设
置为 IgnoreDefault，并在 AdditionalDNSServers 属性中指定
BIND DNS 服务器详细信息。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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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DNSUpdateRequired

定义 Lanman 资源是否使用虚拟 IP 地址更新 DNS。 值为 1 表
示此资源更新 DNS。 值为 0 表示此资源不更新 DNS。
默认值为 0。
如果您设置了此属性，但是未在 TCP/IP 属性中指定 DNS 服务
器，则必须在 AdditionalDNSServers 属性中指定要更新的 DNS
服务器。
如果禁用了基于 TCP 的 NetBios，则将此属性值设置为 1。
在 IPv6 环境中，此属性对 Lanman 代理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
即使此属性设置为 0，Lanman 代理也会默认使用虚拟 IPv6 地
址项更新 DNS。

注意：如果虚拟 IP 是 IPv6 地址，必须在网络适配器属性中或
Lanman 代理的 AdditionalDNSServers 属性中指定 DNS 服务
器 IP 地址。

注意：对于手动 DNS 项，Lanman 资源不更新 DNS。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更新手动 DNS 条目。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DNSRefreshInterval

此属性表示一个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经过此时间间隔后，
Lanman 代理将尝试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资源记录 (RR)。 如
果您希望 Lanman 代理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记录，则必须为
此属性设置一个值。
默认值 0 表示 Lanman 代理不会尝试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记
录。
如果 Lanman 代理无法刷新 DNS 记录，它会记录警告消息。
尝试 3 次操作失败后，Lanman 代理会记录后续失败的错误消
息。
如果 Lanman 代理无法刷新 DNS 记录，并且这些记录已经因
执行清理操作而被删除或者已被 DNS 管理员删除，Lanman 资
源将进入故障状态。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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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DNSZones

一个数组，用于指定 Lanman 资源应在父域的 DNS 服务器中
创建和更新地址 (A) 记录和规范名称 (CNAME) 记录的 DNS 区
域列表（对于采用父子配置的多域环境）。
例如：{"child1.company.com", "child2.company.com"}
其中，child1.company.com 和 child2.company.com 是代表不
同子域的 DNS 区域。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不包含任何值。 这意味着，Lanman 代理
将在 DNS 名称服务器中仅为节点所在的区域创建和更新资源
记录。
如果要在配置了安全更新的 BIND DNS 服务器上更新多个区
域，则每个区域可能需要一个不同的 TSIG 密钥。 在这种情况
下，您必须在此属性值中指定 TSIG 密钥文件的绝对路径。
例如：
{"child1.company.com" = "C:\TSIGKey1.key",
"child2.company.com" = "C:\TSIGKey2.key"}
其中，TSIGKey1.key 是 DNS 区域 child1.company.com 的
TSIG 密钥，TSIGKey2.key 是 DNS 区域 child2.company.com
的 TSIG 密钥。

注意：Lanman 代理支持 BIND 版本 8 及更高版本。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AliasName

表示规范名称别名的字符串。 Lanman 代理使用在此属性中指
定的值创建 CNAME 记录。
例如：www
其中 www 是规范名称 mtv.veritas.com 的别名。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不包含任何值。

注意：在 AdditionalDNSServers 属性中指定 BIND DNS 服务
器时，需要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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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TSIGKeyFile

配置 BIND DNS 安全更新时需要。 指定包含事务签名 (TSIG)
私有密钥的文件的绝对路径。 nsupdate 实用程序使用此密钥
来执行 BIND DNS 安全更新。
有关 DNS 安全更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BIND 手册页。
必须在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列出的所有节点上复制包含这些
密钥的文件（通常为 .key 和 .private 文件）。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不包含任何值。
例如：
C:\TSIG\Kveritas.com.+157+00000.key

注意：Lanman 代理支持 BIND 版本 8 及更高版本。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TTL

该值定义在代理创建的 DNS 记录中存储的生存时间 (TTL) 值
（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0
例如：TTL = 720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MultiNet

定义 Lanman 资源是否将多个 IP 地址与虚拟名称绑定在一起。
值为 1 表示资源将在 MultiNetInfo 中指定的多个 IP 地址与虚拟
计算机名称绑定在一起。 值为 0 表示资源绑定 IPResName 中
指定的一个 IP 地址。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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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MultiNetInfo

用于指定要绑定到虚拟计算机名称的 IP 地址的详细信息的数
组。 如果 MultiNet 设置为 1，请按以下格式配置此属性：
MultiNetInfo = { "IP=ip_address1
Mask=subnetmask1
WINS=wins_ip_address1
MACAddress=macaddress1",
"IP=ip_address2 Mask=subnetmask2
WINS=wins_ip_address2
MACAddress=macaddress2" }

注意：指定 Mask 和 MACAddress 是可选的。 如果未指定，
Lanman 代理将从当前配置中查找子网掩码。

注意：如果对 IP 地址禁用了 NetBios，则需要 MACAddress。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更新手动 DNS 条目
执行以下步骤来为手动 DNS 条目更新 DNS。
为手动 DNS 条目更新 DNS

1

对于手动添加的 DNS 条目，添加在其上下文中运行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

2

为新添加的用户分配“Full Control (完全控制)”权限。

有关添加用户和分配权限的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更新 DNS 服务器
下表显示了 DNSOptions 属性的可能值组合，以及每个值集所对应的 Lanman 资源
影响的更新。
表 3-7

DNSOptions 属性和 Lanman 代理行为

UpdateAll

忽略默认值 清除重复项

影响

-

-

-

更新任一默认 DNS 服务器。

-

-

✓

更新任一默认 DNS 服务器并删除重复条
目（如果有）。

-

✓

-

更新任一附加 DN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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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All

忽略默认值 清除重复项

影响

-

✓

✓

更新任一附加 DNS 服务器并删除重复条
目（如果有）。

✓

-

-

更新所有默认值和附加 DNS 服务器。

✓

-

✓

更新所有默认和附加 DNS 服务器并删除
重复条目（如果有）。

✓

✓

-

更新所有附加 DNS 服务器。

✓

✓

✓

更新所有附加 DNS 服务器并删除重复条
目（如果有）。

示例配置
在以下示例中，Lanman 代理被配置为将一个 IP 地址与虚拟计算机名称 VNAMEX1
绑定在一起。Lanman 代理还会将此计算机对象添加到指定的 Active Directory 容器
并更新其他 DNS 服务器。
IP VIP1 (
Address = "172.29.9.159"
SubNetMask = "255.255.254.0"
MACAddress @SYSTEM1 = "00-B0-D0-AB-4E-22"
MACAddress @SYSTEM2 = "00-B0-D0-D1-69-7D"
)
Lanman VNAMEX1 (
VirtualName = VNAMEX1
IPResName = VIP1
ADContainer = "OU=myUnit,DC=myCompanny,DC=com"
DnsOptions = { UpdateAll, PurgeDuplicate }
AdditionalDNSServers = {"10.212.100.20", "10.212.100.21"}
)
VNAMEX1 requires VIP1

在下面的示例中，Lanman 代理被配置为将多个 IP 地址与虚拟计算机名称 VNAMEX1
绑定在一起。
IP IP_RES1 (
Address = "11.212.96.182"
SubNetMask = "255.255.254.0"
MACAddress @SYSTEM3 = "00-D0-B7-4A-03-D8"
MACAddress @SYSTEM4 = "00-D0-B7-4A-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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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IP_RES2 (
Address = "11.212.99.214"
SubNetMask = "255.255.254.0"
MACAddress @SYSTEM3 = "00-D0-B7-4A-03-71"
MACAddress @SYSTEM4 = "00-D0-B7-4A-03-7D"
)
Lanman LANMAN_VNAMEX1 (
VirtualName = VNAMEX1
MultiNet = 1
MultiNetInfo = {
"IP=11.212.96.182 MASK=255.255.254.0
MACAddress=00-D0-B7-4A-03-D8 WINS=10.212.100.120",
"IP=11.212.99.214 MASK=255.255.254.0
MACAddress=00-D0-B7-4A-03-D8 WINS=10.212.100.120" }
)
NIC NIC-EXCH_GRP1 (
MACAddress @SYSTEM3 = "00-D0-B7-4A-03-D8"
MACAddress @SYSTEM4 = "00-D0-B7-4A-04-19"
)
NIC NIC-EXCH_GRP2 (
MACAddress @SYSTEM3 = "00-D0-B7-4A-03-71"
MACAddress @SYSTEM4 = "00-D0-B7-4A-03-7D"
)
IP_RES1 requires NIC-EXCH_GRP1
IP_RES2 requires NIC-EXCH_GRP2
LANMAN_VNAMEX1 requires IP_RES2
LANMAN_VNAMEX1 requires IP_R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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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hare 代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FileShare 代理

■

FileShare 代理

■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

关于 FileShare 代理
FileShare 代理可使文件共享具有高可用性。 FileShare 代理包括 FileShare 和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 FileShare 代理可确保共享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的高可
用性。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可确保多个子文件夹的高可用性。

FileShare 代理
通过 FileShare 代理，系统可以共享某个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从而使共享文件夹
具有高可用性。 要共享的文件夹存储在共享磁盘上。
使用 FileShare 代理，还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为特定共享或子文件夹创建隐藏的共享。

■

动态共享在资源联机后创建的子文件夹。

■

配置并控制现有共享。

FileShare 代理支持共享在 VCS 外部共享的文件夹。 但是，不能向 VCS 配置添加
特殊共享（由操作系统创建的供管理和系统使用的共享）。 例如，不能向 VCS 配
置添加共享项 ADMIN$、print$、IPC$ 和 DriveLetter$。
可以使用“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配置文件共享服
务组。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FileShare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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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共享多个子文件夹，请使用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
请参见第 73 页的“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FileShare 资源依赖于 MountV 资源。FileShare 服务组也需要依赖于 IP 资源的
Lanman 资源，如下面的依赖关系图所示。
文件共享服务组依赖关系图

图 4-1

myshare

FileShare
vname

MountV

Lanman

mountv_z

Ip_a
IP

Vmdg_1

nic_rl20001

VMDg

NIC

注意：在 NetApp 存储环境中，分别使用 NetApp 文件管理器和 NetApp SnapDrive
代理取代 VMDg 和 MountV 代理。 如果使用逻辑磁盘管理 (LDM) 配置存储，则使
用 Mount 和 DiskRes 代理。

代理函数
Online

共享具有指定权限的指定文件夹。

Offline

删除指定文件夹的共享。

Monitor

验证至少共享一个具有指定权限的指定文件夹。

ONLINE

指示至少共享一个指定文件夹。

OFFLINE

指示未共享任何指定文件夹。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状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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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共享包含大量子文件夹的文件夹并启用 ShareSubdirectories 属性可能会延
长故障转移时间并占用大量 CPU 和内存。

关于 ForceControl 函数
ForceControl 是一个允许您根据 VCS 配置中所定义的内容重置文件共享属性的
FileShare 代理函数。 该代理会重写对文件共享属性所做的全部修改（无论是外部
修改还是 VCS 内部修改），并根据您在 VCS 中配置文件共享时所定义的内容设置
属性。 此函数会覆盖 FileShare 代理的 AutoControl 属性设置。
您可以从命令行运行 ForceControl 函数。 要对 FileShare 资源运行 ForceControl
函数，请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action <fileshare_resource_name> ForceControl
-sys <system_name>

此处，<fileshare_resource_name> 是要为其重置属性的文件共享资源的名称，
<system_name> 是文件共享资源处于联机状态的群集节点的名称。
例如，要对群集节点 Node1 上当前处于联机状态的 FileShare 资源 A_fileshare 运
行 ForceControl 函数，请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action A_fileshare ForceControl -sys Node1

更改将在下一个 monitor 代理函数中生效。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FileShare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ForceControl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PathName, ShareName,
"LanmanResName:VirtualName", MaxUsers, "MountResName:MountPath",
HiddenShare, ShareSubdirectories, HideChildShares, AutoShare,
AutoControl, ClientCacheType, UserPermissions,
AccessBasedEnumeration, ShareComment }
i18nstr PathName
i18nstr ShareName
str LanmanResName
str MaxUsers
str MountResName
i18nstr UserPermissions{} = { Everyone=READ_ACCESS }
boolean HiddenShare = 0
boolean ShareSubdirectories = 0
boolean HideChildShares = 0
boolean AutoShar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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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ean AutoControl = 1
str ClientCacheType = MANUAL
boolean IgnorePermissions = 0
boolean AccessBasedEnumeration = 0
str ShareComment
)

属性定义
表 4-1

FileShare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LanmanResName

FileShare 资源依赖的 Lanman 资源的名称。
如果未指定此属性，代理将忽略此属性并使用 localhost。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MountResName

FileShare 资源依赖的 MountV 资源的名称。
对于 NetApp 存储，这是 NetAppSnapDrive 资源名称。
对于逻辑磁盘管理，这是 Mount 资源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PathName

要共享的文件夹的路径。
要共享某个驱动器，请将 PathName 指定为 \。 例如，要共享驱动
器 X:，PathName 应为 \。
要在装入的驱动器上共享某个文件夹，请将 PathName 指定为
\directoryname。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hareName

客户端能够识别的共享名称。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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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FileShare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AutoControl

定义在 FileShare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的情况下修改共享属性（在
VCS 内部或外部）时的代理行为。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将对共享属性所做的更改与在群集中配置文
件共享服务组时定义的更改进行同步。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按照群集配置中定义的那样同步共享属
性。
此属性设置为 0 时，如果修改共享属性（在 VCS 内部或外
部），FileShare 资源将变为 UNKNOWN 状态。 在资源处于
UNKNOWN 状态之前，对共享属性所做的更改将一直有效。
要还原此状态，必须先将 FileShare 资源脱机，然后再重新使
其联机。 资源联机后，此代理会按照群集配置中定义的那样还
原共享属性。
默认值为 1。
要使现有共享具有高可用性，配置文件中的共享名称和共享权
限必须与文件共享相同。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AutoShare

定义将包含共享子文件夹的文件夹添加到 VCS 文件共享时的
代理行为。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将自动在其下一个监视周期内
共享新添加的子文件夹。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共享这些子文
件夹。
默认值为 1。
仅当 ShareSubdirectories 属性设置为 1 时才会考虑该属性。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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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ClientCacheType

一个字符串，用于指定在用户访问共享文件夹中的文件和程序
时是否将这些文件和程序本地缓存到客户端计算机上。 该属性
还指定文件的缓存方式。 缓存的文件随后可供脱机访问，即使
用户未连接到共享也是如此。

注意：此代理不会缓存文件或程序本身。 设置该值是为了使
服务器和客户端接口执行所需操作。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MANUAL：表示仅缓存用户指定的文件和程序。

■

NONE：表示不缓存共享中的文件和程序。

■

DOCS：表示自动缓存用户从共享中打开的所有文件和程
序。 未打开的文件和程序不能脱机访问。
PROGRAMS：表示自动缓存用户从共享中打开的所有文件
和程序并进行性能优化。 下次用户访问可执行文件时，将
从本地缓存启动它们。
未访问的文件和程序不可脱机访问。

■

默认值为 MANUAL。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HiddenShare

定义此代理是否隐藏文件共享。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隐藏文件
共享。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隐藏子文件夹共享。
默认值为 0。

注意：要创建隐藏共享项，请将 HiddenShare 属性设置为 1。
不要在共享名称末尾追加 $（美元）符号。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HideChildShares

定义此代理是否隐藏子文件夹共享。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隐藏
子文件夹共享。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隐藏子文件夹共享。
默认值为 0。
仅当 ShareSubdirectories 属性设置为 1 时才会考虑该属性。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IgnorePermissions

该属性已被废弃。
请改用 AutoControl 属性。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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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MaxUsers

可以访问此文件共享的最大用户数。 默认值为 null，表示对
Windows 上允许的最大用户数授予访问权限。
如果此属性设置为零或大于 Windows 上允许的最大用户数，
则对 Windows 上允许的最大用户数授予访问权限。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hareSubdirectories

定义此代理是否共享在 PathName 和 ShareName 属性中定义
的文件共享的子文件夹。 子文件夹使用其自己的名称进行共
享，即，子文件夹的共享名称与该子文件夹的名称相同。 如果
存在同名的共享，将不共享子文件夹。 但这不会影响资源的状
态。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共享子文件夹。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共享
子文件夹。
默认值为 0。

注意：共享包含大量子文件夹的文件夹并启用
ShareSubdirectories 属性可能会延长故障转移时间并占用大量
CPU 和内存。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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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UserPermissions

用户的文件夹共享权限。
以下权限与 FileShare 资源关联：
■

■
■

■

FULL_CONTROL：读取、写入、创建、执行和删除资源
以及修改其属性和权限的权限。
READ_ACCESS：读取和执行资源的权限。
CHANGE_ACCESS：读取、写入、执行及删除资源的权
限。
NO_ACCESS：没有访问资源的权限。

UserPermissions 按以下格式指定
‘Domain_Name\Username’=Permission。
例如，要对属于 vcs_domain 域的 John 用户授予完全控制权
限，请使用语法 ‘VCS_DOMAIN\John’=FULL_CONTROL。
域名和用户名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默认值是 {‘Everyone’ = READ_ACCESS}。
最多可以为每个文件共享配置 50 个用户。 要为文件共享配置
50 个以上用户，请配置用户组。
请注意，此代理只监视在 VCS 配置中定义的用户和权限。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AccessBasedEnumeration

定义此代理是否为指定的文件共享启用“Windows
Access-based Enumeration (基于 Windows 访问权限的枚举)”
选项。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启用此选项；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
启用此选项。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ShareComment

描述共享的字符串。 可以使用此属性将注释添加到文件共享资
源。
如果此属性为空白，则此代理将使用默认 VCS 注释。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使用 SFW 代理 (MountV/VMDg) 的文件共享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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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hare FileShare_SG-FileShare (
PathName = "\\ToShare"
ShareName = ToShare
LanmanResName = FileShare_SG-Lanman
MaxUsers = 100
MountResName = FileShare_SG-MountV
UserPermissions = { "VCSNET\\Administrator" = READ_ACCESS }
ShareSubdirectories = 1
HideChildShares = 1
AccessBasedEnumeration = 1
)
IP FileShare_SG-IP (
Address = "10.212.100.184"
SubNetMask = "255.255.254.0"
MACAddress @SYSTEM1 = "00-02-B3-AD-CE-E4"
MACAddress @SYSTEM2 = "00-02-B3-AD-CB-D0"
)
Lanman FileShare_SG-Lanman (
VirtualName = VNAME
IPResName = FileShare_SG-IP
)
MountV FileShare_SG-MountV (
MountPath = "J:"
VolumeName = PS-SPOOL
VMDGResName = FileShare_SG-VMDg
)
NIC FileShare_SG-NIC (
MACAddress @SYSTEM1 = "00-02-B3-AD-CE-E4"
MACAddress @SYSTEM2 = "00-02-B3-AD-CB-D0"
)
VMDg FileShare_SG-VMDg (
DiskGroupName = FILESHARE_DG
DGGuid = e40b8ab5-88ac-42e3-ae61-cbea3a164af2
)
FileShare_SG-Lanman requires FileShare_SG-IP
FileShare_SG-MountV requires FileShare_SG-VMDg
FileShare_SG-FileShare requires FileShare_SG-Lan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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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hare_SG-FileShare requires FileShare_SG-MountV
FileShare_SG-IP requires FileShare_SG-NIC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使系统可以共享每个共享文件夹的多个子文件夹。 要共
享的文件夹存储在共享磁盘上。 使用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还可以执行以下操
作：
■

为共享文件夹或子文件夹创建隐藏共享。

■

动态共享在资源联机后创建的子文件夹。

■

配置并控制现有共享。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支持共享在 VCS 外部共享的文件夹。 但是，不能向 VCS
配置添加特殊共享（由操作系统创建的供管理和系统使用的共享）。 例如，不能添
加 ADMIN$、print$、IPC$ 和 DriveLetter$ 共享。
该代理简化了配置多个文件共享的过程。 它在阵列中定义文件共享，因此无需为每
个 FileShare 资源指定依赖关系。 每个 CompositeFileShare 资源可最多配置用于
50 个文件共享。
有关配置复合文件共享服务组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CompositeFileShare 资源依赖于 MountV 资源。 CompositeFileShare 服务组还需
要依赖于 IP 资源的 Lanman 资源。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CompositeFileShare 资源依赖于 MountV 资源。 CompositeFileShare 服务组也需
要依赖于 IP 资源的 Lanman 资源，如下面的依赖关系图所示。
CompositeFileShare 服务组依赖关系图

图 4-2

c1_0

CompositeFileShare
vname

mountv_z
MountV

Lanman
ip_a
IP

vmdg_1

nic_rl20001
VMDg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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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 NetApp 存储环境中，分别使用 NetApp 文件管理器和 NetApp SnapDrive
代理取代 VMDg 和 MountV 代理。 如果使用逻辑磁盘管理 (LDM) 配置存储，则使
用 Mount 和 DiskRes 代理。

代理函数
Online

共享具有指定权限的指定文件夹。

Offline

删除指定文件夹的共享。

Monitor

验证至少共享一个具有指定权限的指定文件夹。

ONLINE

指示至少共享一个指定文件夹。

OFFLINE

指示未共享任何指定文件夹。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状态定义

注意：共享包含大量子文件夹的文件夹并启用 ShareSubdirectories 属性可能会延
长故障转移时间并占用大量 CPU 和内存。

关于 ForceControl 函数
ForceControl 是一个允许您根据 VCS 配置中所定义的内容重置文件共享属性的
FileShare 代理函数。 该代理会重写对文件共享属性所做的全部修改（无论是外部
修改还是 VCS 内部修改），并根据您在 VCS 中配置文件共享时所定义的内容设置
属性。 此函数会覆盖 FileShare 代理的 AutoControl 属性设置。
您可以从命令行运行 ForceControl 函数。 要对 FileShare 资源运行 ForceControl
函数，请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action <fileshare_resource_name> ForceControl
-sys <system_name>

此处，<fileshare_resource_name> 是要为其重置属性的文件共享资源的名称，
<system_name> 是文件共享资源处于联机状态的群集节点的名称。
例如，要对群集节点 Node1 上当前处于联机状态的 FileShare 资源 A_fileshare 运
行 ForceControl 函数，请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action A_fileshare ForceControl -sys No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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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将在下一个 monitor 代理函数中生效。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CompositeFileShare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ForceControl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LanmanResName:VirtualName", MaxUsers,
"MountResName:MountPath", HiddenShare, ShareSubdirectories,
HideChildShares, AutoShare, AutoControl, ClientCacheType,
PathAndShareName, UserPermissions, AccessBasedEnumeration,
ShareComment }
str LanmanResName
str MaxUsers
str MountResName
i18nstr UserPermissions{} = { Everyone=READ_ACCESS }
boolean HiddenShare = 0
boolean ShareSubdirectories = 0
boolean HideChildShares = 0
boolean AutoShare = 1
boolean AutoControl = 1
i18nstr PathAndShareName{}
str ClientCacheType = MANUAL
boolean IgnorePermissions = 0
boolean AccessBasedEnumeration = 0
str ShareComment
)

属性定义
表 4-3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LanmanResName

CompositeFileShare 资源所依赖的 Lanman 资源的名称。
如果未指定此属性，代理将忽略此属性并使用 localhost。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MountResName

CompositeFileShare 资源所依赖的 MountV 资源的名称。
对于 NetApp 存储，这是 NetAppSnapDrive 资源名称。
对于逻辑磁盘管理，这是 Mount 资源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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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PathandShareName

指定要共享的各文件夹的相应路径和共享名称的列表。 如果共享
文件夹的路径为 \Documents，且共享名称为 UserDocs，则在配
置文件中将该属性定义为
{"\\Documents" = "UserDocs"}。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或命令行编辑该属性时，
为共享文件夹指定单斜杠。 直接编辑配置文件 main.cf 时，应指
定二条斜杠 (\\)；例如，\\Documents。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表 4-4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AutoControl

定义在 FileShare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的情况下修改共享属性（在
VCS 内部或外部）时的代理行为。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将对共享属性所做的更改与在群集中配置文
件共享服务组时定义的更改进行同步。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按照群集配置中定义的那样同步共享属
性。
此属性设置为 0 时，如果修改共享属性（在 VCS 内部或外
部），FileShare 资源将变为 UNKNOWN 状态。 在资源处于
UNKNOWN 状态之前，对共享属性所做的更改将一直有效。
要恢复该状态，必须使 CompositeFileShare 资源脱机，之后
重新联机。 资源联机后，此代理会按照群集配置中定义的那样
还原共享属性。
默认值为 1。
要使现有共享具有高可用性，配置文件中的共享名称和共享权
限必须与文件共享相同。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AutoShare

定义将文件夹添加到具有共享子文件夹的 VCS 文件共享中时
的代理行为。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将自动在其下一个监视周期
内共享新添加的子文件夹。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共享这些子
文件夹。
默认值为 1。
仅当 ShareSubdirectories 属性设置为 1 时才会考虑该属性。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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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ClientCacheType

一个字符串，用于指定在用户访问共享文件夹中的文件和程序
时是否将这些文件和程序本地缓存到客户端计算机上。 该属性
还指定文件的缓存方式。 缓存的文件随后可供脱机访问，即使
用户未连接到共享也是如此。

注意：此代理不会缓存文件或程序本身。 设置该值是为了使
服务器和客户端接口执行所需操作。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MANUAL：表示仅缓存用户指定的文件和程序。

■

NONE：表示不缓存共享中的文件和程序。

■

DOCS：表示自动缓存用户从共享中打开的所有文件和程
序。 未打开的文件和程序不能脱机访问。
PROGRAMS：表示用户从该共享打开的所有文件和程序都
会自动缓存并针对性能进行优化。 未打开的文件和程序不
能脱机访问。

■

默认值为 MANUAL。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HiddenShare

定义此代理是否隐藏文件共享。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隐藏文件
共享。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隐藏子文件夹共享。
默认值为 0。

注意：要创建隐藏共享项，请将 HiddenShare 属性设置为 1。
不要在共享名称末尾追加 $（美元）符号。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HideChildShares

定义此代理是否隐藏子文件夹共享。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隐藏
子文件夹共享。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隐藏子文件夹共享。
默认值为 0。
仅当 ShareSubdirectories 属性设置为 1 时才会考虑该属性。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IgnorePermissions

该属性已被废弃。
请改用 AutoControl 属性。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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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MaxUsers

可以访问此文件共享的最大用户数。 默认值为 null，表示对
Windows 上允许的最大用户数授予访问权限。
如果此属性设置为零或大于 Windows 上允许的最大用户数，
则对 Windows 上允许的最大用户数授予访问权限。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hareSubdirectories

定义代理是否共享在 PathAndShareName 属性中定义的文件
共享的子文件夹。 子文件夹使用其自己的名称进行共享，即，
子文件夹的共享名称与该子文件夹的名称相同。 如果存在同名
的共享，将不共享子文件夹。 但这不会影响资源的状态。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共享子文件夹。 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共享
子文件夹。
默认值为 0。

注意：共享包含大量子文件夹的文件夹并启用
ShareSubdirectories 属性可能会延长故障转移时间并占用大量
CPU 和内存。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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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UserPermissions

用户的文件夹共享权限。 用户权限不适用于单个文件共享。
用户权限适用于构成 CompositeFileShare 资源的所有文件共
享。
下列权限与 CompositeFileShare 资源关联：
■

■
■

■

FULL_CONTROL：读取、写入、创建、执行和删除资源
以及修改其属性和权限的权限。
READ_ACCESS：读取和执行资源的权限。
CHANGE_ACCESS：读取、写入、执行及删除资源的权
限。
NO_ACCESS：没有访问资源的权限。

UserPermissions 按以下格式指定
‘Domain_Name\Username’=Permission。
例如，要完全控制属于 vcs_domain 域的用户 John，语法为
‘VCS_DOMAIN\\John’=FULL_CONTROL
域名和用户名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默认值是 {‘Everyone’ = READ_ACCESS}。
最多可以为每个文件共享配置 50 个用户。 要为文件共享配置
50 个以上用户，请配置用户组。
请注意，此代理只监视在 VCS 配置中定义的用户和权限。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AccessBasedEnumeration

定义此代理是否为指定的文件共享启用“Windows
Access-based Enumeration (基于 Windows 访问权限的枚举)”
选项。 值为 1 表示此代理启用此选项；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
启用此选项。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ShareComment

描述共享的字符串。 使用此属性将注释添加到
compositefileshare 资源。
如果此属性为空白，则此代理将使用默认 VCS 注释。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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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示例
CompositeCFS CFS-RES (
Critical = 1
LanmanResName = CFS_SG-Lanman
MountResName = CFS_SG-MountV
UserPermissions = { Everyone = READ_ONLY }
ShareSubdirectories = 1
PathAndShareName = { "\\share2" = share2,
"\\share3" = share3 }
AccessBasedEnumeration = 1
)
IP CFS_SG-IP (
Address = "10.212.100.184"
SubNetMask = "255.255.254.0"
MACAddress @SYSTEM1 = "00-02-B3-AD-CE-E4"
MACAddress @SYSTEM2 = "00-02-B3-AD-CB-D0"
)
Lanman CFS_SG-Lanman (
VirtualName = VNAME
IPResName = CFS_SG-IP
)
MountV CFS_SG-MountV (
MountPath = "J:"
VolumeName = PS-SPOOL
VMDGResName = CFS_SG-VMDg
)
NIC CFS_SG-NIC (
MACAddress @SYSTEM1 = "00-02-B3-AD-CE-E4"
MACAddress @SYSTEM2 = "00-02-B3-AD-CB-D0"
)
VMDg CFS_SG-VMDg (
DiskGroupName = FILESHARE_DG
DGGuid = e40b8ab5-88ac-42e3-ae61-cbea3a164af2
)
CFS_SG-Lanman requires CFS_SG-IP
CFS_SG-MountV requires CFS_SG-VM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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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RES requires CFS_SG-Lanman
CFS-RES requires CFS_SG-MountV
CFS_SG-IP requires CFS_SG-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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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

Internet 信息服务代理

■

GenericService 代理

■

ServiceMonitor 代理

■

Process 代理

■

MSMQ 代理

关于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可以使常规服务和其他应用程序具有高可用性。
■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 代理可使 IIS 站点和服务联机、监视它们的状态以及使它
们脱机。

■

GenericService 代理可使服务联机、监视它们的状态以及使它们脱机。

■

ServiceMonitor 代理仅监视服务，或启动用户定义的脚本并解释脚本的退出代
码。

■

Process 代理可使进程联机、监视它们的状态以及使它们脱机。

■

MSMQ 代理与 Microsoft 消息队列 (MSMQ) 服务一起使用。 MSMQ 代理为
MSMQ 资源创建 MSMQ 服务、使 MSMQ 服务联机、脱机以及监视其状态。

Internet 信息服务代理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 代理为通过 Microsoft IIS 配置的站点提供高可用性。 具体来
说，该代理可使 IIS 站点联机、监视它们的状态以及使它们脱机。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Internet 信息服务代理

该代理提供两种与 IIS 网站关联的应用程序池的监视方法：
■

一个 IIS 资源配置网站并设置与该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的监视选项。

■

一个 IIS 资源配置网站；其他资源配置各自的应用程序池。

IIS 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通知。
基于 IMF 的监视支持仅可以监视运行 IIS 所必需的 IIS 服务（FTP 服务、全球 Web
发布服务）。 此代理捕获与 Windows 服务相关的事件，并在已配置的服务停止响
应或响应失败时采取适当的操作。IMF 不用于监视已配置站点的可用性。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IIS 代理对 IIS 6.0 或更早版本不支持 IPv6。

代理函数
online

启动配置的站点或应用程序池。

offline

停止配置的站点或应用程序池。

monitor

验证配置的站点或应用程序池是否正在运行。

ONLINE

指示配置的站点或应用程序池可用。

OFFLINE

指示配置的站点或应用程序池不可用。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状态定义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IIS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SiteType, SiteName,
"IPResName:Address", PortNumber, AppPoolMon, DetailMonitor,
DetailMonitorInterval }
static int IMF{} = { Mode=2, MonitorFreq=1, RegisterRetryLimit=3
}
str SiteType
i18nstr SiteName
int PortNumber = 80
str AppPoolMon = NONE
boolean DetailMonitor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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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DetailMonitorInterval = 5
str IPResName
)

属性定义
要将代理配置为监视应用程序池，只需配置 SiteType 和 SiteName 属性。将代理配
置为监视应用程序池时，它会忽略其他属性。
表 5-1

IIS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SiteType

定义是否将资源配置为监视 IIS 站点或应用程序池。
如果将资源配置为监视应用程序池，请将此属性设置为 APPPOOL。
如果将资源配置为监视 IIS 站点，请将此属性设置为与该站点关联
的 IIS 服务的名称。此属性可以使用下列任意值：
■

W3SVC

■

MSFTPSVC

■

SMTPSVC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iteName

代理将要监视的 IIS 站点、虚拟服务器或应用程序池的名称。
此属性的值取决于 SiteType 属性的值。 SiteName 属性可以使用
以下值：
■

站点的名称（如果 SiteType 为 W3SVC 或 MSFTPSVC）

■

虚拟服务器的名称（如果 SiteType 为 SMTPSVC）

■

应用程序池的名称（如果 SiteType 为 APPPOOL）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IPResName

为站点所绑定到的 IP 配置的 IP 资源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PortNumber

站点绑定到的端口。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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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IIS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AppPoolMon

定义与受到监视的网站关联的应用程序池的监视模式。
仅当 SiteType 为 W3SVC 且 IIS 配置为在工作进程隔离模式下运
行时，才配置此属性。
此属性可以使用下列值之一：
■

NONE：指示代理将不监视与网站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

DEFAULT：指示代理将监视与网站关联的根应用程序池。如果
设置了此属性，代理将启动、停止和监视与网站关联的根应用
程序池。如果根应用程序池在外部停止，代理将故障转移到服
务组。
ALL：指示代理将启动与网站关联的所有应用程序池，但仅监视
和停止根应用程序池。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DetailMonitor

定义代理是否对站点进行详细监视。 值为 1 表示代理将通过尝试
与端口的实际套接字连接来详细监视每个站点。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DetailMonitorInterval

代理尝试详细监视之前经过的监视周期数。 例如，值为 5 表示代
理将每隔 5 个监视周期详细监视一次资源。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示例配置
本节介绍了两个配置示例。第一种配置说明如何将一个 IIS 资源配置为监视网站及
其关联应用程序池。第二种配置说明如何将单独的 IIS 资源配置为监视网站和应用
程序池。

配置示例 I
在以下配置中，IIS 站点位于共享磁盘组中，该磁盘组使用 VMDg 资源类型加以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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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 服务组依赖关系图

图 5-1

IIS-SMTP
IIS

IIS-W3SVC
IIS

IIS-MountV

IIS-Lanman
MountV

Lanman

VMDg

IP

IIS-VMDg

IIS-IP

IIS-NIC
NIC

MountV 资源配置共享磁盘组的驱动器盘符。IIS 站点共享虚拟名称和 IP 地址，它
们分别使用 Lanman 和 IP 资源类型加以配置。IIS 资源依赖于 Lanman 和 MountV
资源，可以在这些资源联机后启动。
注意：如果是在 NetApp 存储环境中，请分别使用 NetApp Filer 和 NetApp SnapDrive
代理，而不是 VMDg 和 MountV 代理。
main.cf 示例文件
IIS IIS-W3SVC (
SiteType = W3SVC
SiteName = "My Site"
AppPoolMon = DEFAULT
DetailMonitor = 1
IPResName = IIS-IP
)
IIS IIS-SMTP (
SiteType = SMTPSVC
SiteName = "Default SMTP Virtual Server"
PortNumber = 25
DetailMonitor = 1
IPResName = IIS-IP
)

IP IIS-IP (
Address = "10.182.14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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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NetMask = "255.255.252.0"
MACAddress @SYSTEM1 = "00-50-04-1E-62-E0"
MACAddress @SYSTEM2 = "00-50-04-25-0E-C0"
)
Lanman IIS-Lanman (
VirtualName = VNAME
IPResName = IIS-IP
)
MountV IIS-MountV (
MountPath = "X:"
VolumeName = web
VMDGResName = IIS-VMDg
ForceUnmount = ALL
)
NIC IIS-NIC (
MACAddress @SYSTEM1 = "00-50-04-1E-62-E0"
MACAddress @SYSTEM2 = "00-50-04-25-0E-C0"
)
VMDg IIS-VMDg (
DiskGroupName = DG_1
)
IIS-W3SVC requires IIS-Lanman
IIS-W3SVC requires IIS-MountV
IIS-SMTP requires IIS-Lanman
IIS-SMTP requires IIS-MountV
IIS-IP requires IIS-NIC
IIS-Lanman requires IIS-IP
IIS-MountV requires IIS-VMDg

配置示例 II
在以下配置中，IIS 网站位于共享磁盘组中，该磁盘组使用 VMDg 资源类型加以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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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S 服务组依赖关系图

图 5-2

IIS-AppPoolGB

IIS-AppPool
IIS

IIS

IIS-W3SVC
IIS
IIS-MountV

IIS-Lanman
MountV

Lanman
IIS-IP
IP

IIS-VMDg
VMDg

IIS-NIC
NIC

MountV 资源配置共享磁盘组的驱动器盘符。IIS 资源的虚拟名称和 IP 地址分别使
用 Lanman 和 IP 资源类型加以配置。与网站关联的应用程序池配置为单独的 IIS 类
型资源。
注意：如果是在 NetApp 存储环境中，请分别使用 NetApp Filer 和 NetApp SnapDrive
代理，而不是 VMDg 和 MountV 代理。
main.cf 示例文件
IIS IIS-W3SVC (
SiteType = W3SVC
SiteName = "My Site"
AppPoolMon = DEFAULT
DetailMonitor = 1
IPResName = IIS-IP
)
IIS IIS-APPPOOL (
SiteType = APPPOOL
SiteName = DefaultAppPool
)
IIS IIS-APPPOOL_GB (
SiteType = APPPOOL
SiteName = Guest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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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IIS-IP (
Address = "10.182.145.223"
SubNetMask = "255.255.252.0"
MACAddress @SYSTEM1 = "00-50-04-1E-62-E0"
MACAddress @SYSTEM2 = "00-50-04-25-0E-C0"
)
Lanman IIS-Lanman (
VirtualName = VNAME
IPResName = IIS-IP
)
MountV IIS-MountV (
MountPath = "X:"
VolumeName = web
VMDGResName = IIS-VMDg
ForceUnmount = ALL
)
NIC IIS-NIC (
MACAddress @SYSTEM1 = "00-50-04-1E-62-E0"
MACAddress @SYSTEM2 = "00-50-04-25-0E-C0"
)
VMDg IIS-VMDg (
DiskGroupName = DG_1
)
IIS-W3SVC requires IIS-Lanman
IIS-W3SVC requires IIS-MountV
IIS-IP requires IIS-NIC
IIS-Lanman requires IIS-IP
IIS-MountV requires IIS-VMDg
IIS-APPPOOL requires IIS-W3SVC
IIS-APPPOOL_GB requires IIS-W3SVC

GenericService 代理
GenericService 代理可使服务联机、脱机以及监视其状态。 请注意，服务是 Windows
支持的应用程序类型，符合“服务控制管理器”(SCM) 的界面规则。
服务被定义为 GenericService 类型的资源。 可以通过为每个受到监视的服务定义
一个资源来将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为监视多个服务。 可以通过指定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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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和域在用户上下文中监视服务。 可以通过启用 UseVirtualName 属性在虚拟计
算机上下文中启动和监视服务。
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为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组，如《Cluster Server 管
理指南》中所述。
此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通知。
此代理捕获与 Windows 服务相关的事件，并在已配置的服务停止响应或响应失败
时采取适当的操作。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要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的服务的状态必须为“已停止”，启动类型
为须为“手动”。

代理函数
online

启动已配置的服务。

offline

停止已配置的服务。

monitor (监视)

检索已配置服务的当前状态。 如果适用，还将验证用户上下文。

ONLINE

指示受监视的服务处于联机状态。

OFFLINE

指示受监视的服务处于脱机状态。

UNKNOWN

指示服务操作处于挂起状态，或者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状态定义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GenericService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ServiceName, DelayAfterOnline,
DelayAfterOffline, UserAccount, Password, Domain, service_arg,
UserVirtualName, "LanmanResName:VirtualName" }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i18nstr ServiceName
int DelayAfterOnline = 10
int DelayAfterOffline = 10
i18nstr User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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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Password
i18nstr Domain
str service_arg[]
boolean UseVirtualName
str LanmanResName
)

属性定义
表 5-3

GenericService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ServiceName

要监视的服务的名称。服务名称可以是“Service Display Name
(服务显示名称)”或“Service Key Name (服务键值名称)”。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5-4

GenericService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DelayAfterOffline

服务脱机之前脱机例程等待的秒数。
根据资源在环境中脱机后配置的服务停止所需的时间来修改此值。
默认值为 10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DelayAfterOnline

服务联机之前联机例程等待的秒数。
根据资源在环境中联机后配置的服务启动所需的时间来修改此值。
默认值为 10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Domain

在 UserAccount 属性中指定的用户所属的域。如果未指定该域名，
代理将假设用户属于本地计算机。
如果未指定 UserAccount 属性，或者域名是在 UserAccount 属性
本身中指定的，则会忽略此属性。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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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Password

将在其上下文中启动服务的用户的密码。如果 UserAccount 属性
为空或包含内置服务帐户，则会忽略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ervice_arg

传递到服务的参数的阵列。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UserAccount

将在其上下文中监视服务的有效用户帐户。用户名的格式可以为
username@domain.com 或 domain.com\username。
如果没有为该属性指定值，则忽略 SCM 中服务的用户帐户。要使
用内置帐户监视服务，必须提供显式值。例如：
UserAccount = LocalSystem、Local Service 或 Network Service。
Domain = NT Authority。
NT Authority 域不适用于 LocalSystem 帐户。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UseVirtualName

设置此值可以使 ServiceName 属性所指定的服务继承在
LanmanResName 属性中指定的 Lanman 资源的虚拟服务器上下
文。如果设置了此属性，LanmanResName 将成为强制性属性。

注意：不建议为系统服务设置此属性。如果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系统服务，则此属性不受支持。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LanmanResName

GenericService 资源所依赖的 Lanman 资源的名称。

注意：不建议为系统服务设置此属性。如果使用 GenericService
代理配置系统服务，则此属性不受支持。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GenericService Telephony_Service (
ServiceName = "Telephony Service"
DelayAfterOnline = 10
DelayAfterOffline = 10
UserAccount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 bphNepE
Domain = VCS-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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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_arg = { 3 }
)

ServiceMonitor 代理
ServiceMonitor 代理可监视服务，或启动用户定义的脚本并解释脚本的退出代码。
服务是 Windows 支持的应用程序类型，符合 SCM 的界面规则。 可以将该代理配
置为使用“服务控制管理器”(SCM) 或通过用户定义的脚本监视服务。
配置为使用 SCM 进行监视时，代理将在 SCM 数据库中查询服务的状态。 配置为
使用脚本或可执行文件进行监视时，代理将对群集中的每个系统执行脚本，每个监
视周期执行一次。 代理返回 ONLINE、OFFLINE 或 UNKNOWN，具体视脚本的退出代
码而定。 退出代码必须符合 VCS 标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中关于代理函数的章节。
ServiceMonitor 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
态更改通知。 此代理捕获与 Windows 服务相关的事件，并在已配置的服务停止响
应或响应失败时采取适当的操作。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可以通过指定用户名、密码和域在用户上下文中监视服务或运行脚本。 使用应用程
序配置向导为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组。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在《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进行了介绍。
注意：ServiceMonitor 资源不能依赖于其他资源。

代理函数
online

不适用。

offline

不适用。

monitor

如果将代理配置为监视服务，代理将在 SCM 中查询服务的状态。如果将
代理配置为启动脚本，代理将产生指定的脚本并解释该脚本的退出代码。

ONLINE

指示指定的服务正在运行，或配置的脚本返回了联机退出代码。

FAULTED

指示指定的服务未在运行，或配置的脚本返回了脱机退出代码。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状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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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定义
type ServiceMonitor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MonitorService, ServiceOrScriptName,
MonitorProgTimeout, UserAccount, Password, Domain }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boolean MonitorService = 1
i18nstr ServiceOrScriptName
int MonitorProgTimeout = 30
i18nstr UserAccount
str Password
i18nstr Domain
)

属性定义
表 5-5

ServiceMonitor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ServiceOrScriptName

要监视的服务的名称，或产生的用于监视服务的脚本的名称。 必
须指定脚本的完整路径，包括所有命令行参数。
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注意：脚本的退出代码必须符合 VCS 约定：110 代表 ONLINE，
100 代表 OFFLINE。 对于 100-110 范围之外的退出值，状态被
视为 UNKNOWN。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5-6

ServiceMonitor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Domain

UserAccount 属性指定的用户所属的域。 如果未指定该域名，代
理将假设用户属于本地计算机。
如果未指定 UserAccount 属性，或者域名是在 UserAccount 属性
本身中指定的，则会忽略此属性。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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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MonitorProgTimeout：

代理从监视脚本收到返回值的最长等待时间（以秒为单位）。 如
果将 MonitorService 属性设置为 1，则会忽略该属性。 默认值为
30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MonitorService:

定义代理是否监视服务或启动脚本。 如果将该属性设置为 1，则
代理将监视由属性 ServiceOrScriptName 指定的服务。 如果将该
属性设置为 0，则代理将启动由属性 ServiceOrScriptName 指定
的脚本。 默认值为 1。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Password

用户帐户的密码，使用 VCS 加密实用程序进行加密。 仅当
MonitorService 设置为 0 且 UserAccount 不为空时，此属性才有
效。
有关 VCS 加密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
理指南》。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UserAccount

将在其上下文中监视服务的有效用户帐户。 用户名的格式可以为
username@domain.com 或 domain.com\username。
如果没有为该属性指定值，则忽略 SCM 中服务的用户帐户。 要
使用内置帐户监视服务，必须提供显式值。例如：
User Account = LocalSystem、Local Service 或 Network Service。
Domain = NT Authority。
NT Authority 域不适用于 LocalSystem 帐户。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示例配置
在以下示例中，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为生成脚本并解释该脚本的退出代码。
ServiceMonitor ScriptBasedMonitor (
MonitorService = 0
ServiceOrScriptName = "C:\\Programs\\monitor-script.bat"
MonitorProgTimeout = 15
)

在下一个示例中，代理配置为监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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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Monitor Telephony_Service (
MonitorService = 1
ServiceOrScriptName = "Telephony Service"
UserAccount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 bphNepE
Domain = VCS-DOMAIN7
)

注意：监视服务时，将忽略 Password 属性。

Process 代理
Process 代理可使进程联机、脱机以及监视其状态。 可以为每个进程例程指定不同
的可执行文件。 可以将 Process 代理配置为在虚拟服务器上下文中监视进程。 默
认情况下，在 LocalSystem 帐户上下文中监视进程。 您可以通过指定用户名、密
码和域来使用用户权限运行进程。
可以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或手动使用命令行，为 Process 代理配置一个服务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Process 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
通知。 只有当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 代理才会支持基于 IMF 的监视。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Process 代理不使用 IMF 通知来监视 Monitor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程序。

代理函数
online

启动配置为启动程序的进程。

offline

终止进程或启动配置为停止程序的进程。

monitor

验证进程的状态，或启动配置为监视程序的进程。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所监视的进程正在正常运行。

OFFLINE

指示所监视的进程没有正常运行。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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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类型定义
type Process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StartProgram, StopProgram,
MonitorProgram, UserName, Password, Domain,
MonitorProgramTimeout,InteractWithDesktop, CleanProgram,
StartupDirectory, StopProgramTimeout, CleanProgramTimeout,
"LanmanResName:VirtualName" }
static int IMF{} = { Mode=2,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i18nstr StartProgram
i18nstr StartupDirectory
i18nstr StopProgram
i18nstr CleanProgram
i18nstr MonitorProgram
i18nstr UserName
str Password
i18nstr Domain
int MonitorProgramTimeout = 30
boolean InteractWithDesktop = 0
int StopProgramTimeout = 30
int CleanProgramTimeout = 30
str LanmanResName
)

属性定义
表 5-7

Process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StartProgram

要由代理监视的进程。 必须指定可执行文件的完整路径、文件
扩展名以及命令行参数（如果有）。 如果将启动程序定义为批
处理文件或启动其他程序的脚本，则必须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监视
程序。
如果将启动程序定义为脚本（perl 脚本或 vbs 脚本），则启动程
序应该是解释脚本的程序（perl.exe 或 cscript.exe），且脚本自
身应该作为参数进行传递。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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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Process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CleanProgram

资源需要强制性脱机时启动的清除进程的完整路径。 如果没有
为此属性指定值，则为了运行清除，代理会终止 StartProgram
属性指示的进程。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CleanProgramTimeout

终止 Clean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进程前代理必须等待的最长
时间（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为 30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Domain

在 UserName 属性中指定的用户所属的域。 如果未指定该域
名，代理将假设用户属于本地计算机。
如果未指定 UserName 属性，或者域名是在 UserName 属性本
身中指定的，则会忽略此属性。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InteractWithDesktop

定义配置的进程是否与桌面交互。 启用桌面交互后，用户便可
以干预进程。 值为 1 表示进程将与桌面交互。 值为 0 表示不交
互。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MonitorProgram

用于监视指定为启动程序的进程的程序。 必须指定可执行文件
的完整路径、文件扩展名以及命令行参数（如果有）。 如果您
未指定该属性的值，VCS 将监视启动程序。 但是，如果启动程
序是启动其他程序的批处理文件或脚本，则必须指定监视程序。
Process 代理支持智能监视框架 (IMF)。 但 MonitorProgram 属
性不支持 IMF。 如果为此属性指定了脚本或批处理文件，则
Process 代理不会使用 IMF 通知来监视程序。 代理仅检测在
monitor 函数常规运行期间出现的故障。
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注意：每个监视周期都会产生监视程序，此监视程序必须在
MonitorProgram 中指定的程序超时前返回。 监视程序的返回值
必须符合 VCS 约定：110 表示 ONLINE，100 表示 OFFLINE。
对于 100-110 范围之外的退出值，状态被视为 UNKNOWN。 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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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MonitorProgramTimeout

代理从监视例程收到返回值的最长等待时间（以秒为单位）。
如果未指定监视程序，则会忽略该属性。 默认值为 30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Password

UserName 所指定的用户的加密密码。 请注意，密码必须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加密。 有关该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如果未指定用户名，则会忽略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tartupDirectory

StartProgram 属性指定的进程的启动目录。 所输入的启动目录
名称必须用双引号引起来。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topProgram

用于停止指定为启动程序的进程的程序。 必须指定该程序的完
整路径、文件扩展名以及命令行参数（如果有）。 如果未指定
该属性的值，VCS 将停止启动程序。
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注意：如果成功，StopProgram 将返回一个正值。 在经过
StopProgram 所返回的秒数后，代理框架将调用 Monitor 例程。
并且，在编写停止程序时，请务必停止启动程序启动的所有进
程。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topProgramTimeout

终止 Stop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进程前代理必须等待的最长时
间（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为 30 秒。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UserName

将在其上下文中执行配置的进程的用户名。 用户名的格式可以
为 username@domain.com 或 domain.com\username。
如果未指定用户名，则配置的进程会在 VC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所使用的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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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LanmanResName

Lanman 资源的名称。
Process 代理将监视 Lanman 资源所指定的虚拟名称上下文中
的已配置进程。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注意：在定义 StartProgram、StopProgram、CleanProgram 或 MonitorProgram
属性时，请用双引号将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引起来。 不要用双引号将参数引起来。

配置示例
示例 1
在以下配置中，online 函数会产生将 online 作为命令行参数的可执行文件 test.exe。
offline 函数会产生将 offline 作为命令行参数的可执行文件 test.exe。monitor
函数将监视 StartProgram（即 test.exe）的属性值并检查状态。
Process Process_Test (
StartProgram = "\"X:\\bin\\test.exe\" /online"
StopProgram = "\"X:\\bin\\test.exe\" /offline"
UserName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 bphNepE
Domain = "VCS_DOMAIN"
)

示例 2
在以下配置中，批处理文件 start.bat 将启动可执行文件 process.exe 的一个实例
MyProcess。批处理文件 stop.bat 将停止 process.exe 的进程实例。批处理文件
monitor.bat 将监视 StartProgram 的属性值，并检查 process.exe 的状态。 请注意，
可执行文件 process.exe 位于指定为 StartupDirectory 的 C:\batchfiles 目录中。
为了通过直接编辑配置文件 main.cf 来配置 Process 代理，配置如下所示：
PROCESS-Process_SG (
StartProgram = "\"C:\\batchfiles\\start.bat\" MyProcess"
StartupDirectory = "C:\\batchfiles"
StopProgram = "\"C:\\batchfiles\\stop.bat\" MyProcess"
MonitorProgram = "\"C:\\batchfiles\\monitor.bat\" MyProcess"
UserName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 jxpVmxM
Domain = "mydomain.mycompany.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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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Cluster Manager 配置 Process 代理，请输入如下属性：

StartProgram = "C:\batchfiles\start.bat" MyProcess
StartupDirectory = "C:\batchfiles"
StopProgram = "C:\batchfiles\stop.bat" MyProcess
MonitorProgram = "C:\batchfiles\monitor.bat" MyProcess
UserName = Administrator
Password = jxpVmxM
Domain = "mydomain.mycompany.com"

MSMQ 代理
MSMQ 代理是一个与 Microsoft 消息队列 (MSMQ) 服务一起使用的捆绑代理。
MSMQ 代理会为 MSMQ 资源创建 MSMQ 服务，使该服务联机和脱机以及监视其
状态。 代理可以在群集环境中为 MSMQ 服务以及由该服务承载的队列提供高可用
性。
可以使用命令行配置 MSMQ 资源。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MSMQ 资源在操作方面依赖于 MountV、Lanman 和 Registry Replication 资源。在
这些资源全部联机后，MSMQ 资源才可以启动。
下图说明了代理的依赖关系图。
MSMQ 代理依赖关系图

图 5-3

MSMQ
Lanman

IP

RegRep
MountV
（MSMQ 存储）
MountV

NIC

VMDg

注意：如果是在 NetApp 存储环境中，请分别使用 NetApp Filer 和 NetApp SnapDrive
代理，而不是 VMDg 和 MountV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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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函数
online

启动 MSMQ 服务。

offline

停止 MSMQ 服务。

monitor (监视)

验证 MSMQ 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ONLINE

指示 MSMQ 服务正在正常运行。

OFFLINE

指示 MSMQ 服务已停止。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 MSMQ 服务的状态。

状态定义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MSMQ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IPResName:Address",
"LanmanResName:VirtualName","MountResName:MountPath",
StoragePath, DetailMonitor }
str IPResName
str LanmanResName
str MountResName
i18nstr StoragePath
boolean DetailMonitor = 0
)

属性定义
表 5-9

MSMQ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IPResName

IP 资源的名称。
将 IP 资源配置成为 MSMQ 服务提供虚拟的 IP 绑定。

注意：每次对此属性执行更改时，都必须禁用 MSMQ 资源，然
后再启用它。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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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LanmanResName

Lanman 资源的名称。
MSMQ 将使用此指定 Lanman 资源中配置的虚拟名称来为 MSMQ
服务设置虚拟环境。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MountResName

MountV 资源的名称。
将 MountV 资源配置成监视 MSMQ 服务在其上存储其队列相关数
据的卷。
如果是在 NetApp 存储环境中，这将是 NetAppSnapDrive 资源的
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toragePath

MSMQ 服务的根存储路径。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DetailMonitor

用于为 MSMQ 服务启用详细信息监视。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配置示例
以下配置创建了一个具有 Lanman、MountV 和 RegRep 必需资源的 MSMQ 资源。
MSMQ test (
IPResName=msmqip
LanmanResName=msmqlanman
MountResName=msmqMountV
StoragePath=\\msmqStor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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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

NotifierMngr 代理

■

Registry Replication (RegRep) 代理

■

Proxy 代理

■

Phantom 代理

■

FileNone 代理

■

ElifNone 代理

■

FileOnOff 代理

■

FileOnOnly 代理

■

RemoteGroup 代理

关于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可以使与 VCS 相关的操作具有高可用性。 可以使用其中
一些代理来测试 VCS 功能。
■

NotifierMngr 代理—监视通知程序进程。

■

RegRep 代理—复制系统注册表。

■

Proxy 代理 - 监视本地系统或远程系统上资源的状态。

■

Phantom 代理 - 使 VCS 能够确定不包括 OnOff 资源的并行服务组的状态。

■

ElifNone 代理 - 监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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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None 代理 - 监视文件。

■

FileOnOff 代理—监视文件。

■

FileOnOnly 代理—监视文件。

■

RemoteGroup 代理 - 监视和管理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

NotifierMngr 代理
NotifierMngr 代理可启动、停止和监视通知程序进程，使其具有高可用性。 通知程
序进程管理从 VCS 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接收消息并将这些消息传送到
SNMP 控制台和 SMTP 服务器。 VCS 可以将通知发送到 SNMP 控制台和 SMTP
服务器。
有关生成通知的事件类型的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该代理用 NotifierMngr 资源类型表示。 请注意，群集中只能运行通知程序进程的一
个实例。 因此，通知程序进程无法在并行服务组中运行。
注意：不能使用 hares -modify 命令动态更改 NotifierMngr 代理的属性。 使用此
命令执行的更改只有在重新启动通知程序后才生效。

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所需参数启动通知程序进程。

offline

停止通知程序进程。

monitor (监视)

监视通知程序进程。

ONLINE

指示通知程序进程正在运行。

OFFLINE

指示通知程序进程未运行。

UNKNOWN

指示代理在监视 NotifierMgr 资源时遇到错误。

状态定义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otifierMngr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MessageQueue, NotifierListening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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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dTrapPort, SnmpCommunity, SnmpConsoles, SmtpServer,
SmtpServerVrfyOff, SmtpServerTimeout, SmtpReturnPath,
SmtpFromPath, SmtpRecipients }
int MessageQueue = 30
int NotifierListeningPort = 14144
int SnmpdTrapPort = 162
str SnmpCommunity = public
str SnmpConsoles{}
str SmtpServer
int SmtpServerTimeout
str SmtpReturnPath
str SmtpFromPath
str SmtpRecipients{}
boolean SmtpServerVrfyOff
)

属性定义
表 6-1

NotifierMngr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SnmpConsoles

SNMP 管理器的系统名称或 IPv4 地址以及要传送到 SNMP 管
理器的消息的严重性级别。 消息的严重性级别分为
“Information (信息)”、“Warning (警告)”（默认值）、
“Error (错误)”和“SevereError (严重错误)”。 为消息指定
一个严重性级别后，将只会传送所有严重性与之相同或更高的
消息。
例如，
172.29.10.89 = Error，
172.29.10.56 = Information

注意：不支持为此属性指定 IPv6 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SmtpServer

SMTP 服务器的系统名称。

注意：不支持为此属性指定 IPv6 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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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NotifierMngr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MessageQueue

VCS 引擎的消息队列的大小。 默认值为 30 条消息。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NotifierListeningPort

任何有效的、未使用的 TCP/IP 端口号。 默认值为 14144。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SnmpdTrapPort

发送 SNMP 陷阱 PDU 的端口。 如果指定多个 SNMP 控制台，
则会对所有控制台使用为此属性指定的值。 默认值为 162。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SnmpCommunity

SNMP 管理器的团体 ID。 默认值为 public。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mtpFromPath

如果通知程序发送的电子邮件“FROM: (发件人:)”字段中需
要自定义电子邮件地址，则必须将此属性设置成有效的电子邮
件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

SmtpRecipients

信息要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要接收的消息的严重性级
别。 消息的严重性级别分为“Information (信息)”、“Warning
(警告)”（默认值）、“Error (错误)”和“SevereError (严重
错误)”。 为消息指定一个严重性级别意味着系统将接收所有
严重性与之相同或更高的消息。
例如，
"james@veritas.com"=SevereError
"admin@veritas.com"=Warning

注意：如果指定了 SmtpServer，则 SmtpReceipents 为必需
属性。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SmtpReturnPath

如果通知程序发送的电子邮件“Return-Path: (返回路径:)”字
段中需要自定义电子邮件地址，必须将此属性设置成有效的电
子邮件地址。

注意：如果 SmtpServer 中指定的邮件服务器不支持 VRFY，
则需将 SmtpServerVrfyOff 设置为 1，以使 SmtpReturnPath
生效。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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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SmtpServerTimeout

此属性表示通知程序等待邮件服务器对发送给它的 SMTP 命令
作出响应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如果邮件服务器花费很长时
间才对通知程序发送的 SMTP 命令作出响应，请增大指定值。
默认值为 10。
类型和维数：整数

SmtpServerVrfyOff

若将此值设置为 1，发送电子邮件时，通知程序将不会向
SmptServer 属性中指定的邮件服务器发送 SMTP VRFY 请求。
如果邮件服务器不支持 SMTP VRFY 命令，则将该值设置为
1。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

配置示例
NotifierMngr 资源将所有事件的通知设置到 SnmpConsole，your_console。在以下
示例中，只有 SevereError 级别的消息才发送到 SmptServer
smtp.your_company.com 和收件人 vcsadmin@your_company.com。
注意：由于群集中只能运行通知程序进程的一个实例，因此此进程无法在并行组中
运行。
IP csg_ip (
Address = "10.212.100.14"
SubNetMask = "255.255.254.0"
MACAddress @SYSTEM1 = "00:B0:D0:D1:69:7D"
MACAddress @SYSTEM2 = "00:B0:D0:AB:4E:22"
)
NIC csg_nic (
MACAddress @SYSTEM1 = "00:B0:D0:D1:69:7D"
MACAddress @SYSTEM2 = "00:B0:D0:AB:4E:22"
)
NotifierMngr ntfr(
SnmpConsoles = { your_console = Information }
SmtpServer
= "smtp.your_company.com"
SmtpRecipients = { "vcsadmin@your_company.com" =
Inform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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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g_ip requires csg_nic
ntfr requires csg_nic

Registry Replication (RegRep) 代理
为了确保应用程序能够实现高效率的故障转移，使应用程序脱机的节点的注册表与
使应用程序联机的节点的注册表必须实现同步。
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通过监视指定注册表项来同步这两个节点的注册表。 当应
用程序更改了活动群集节点上的注册表项时，代理会将这些更改记录到共享磁盘。
发生故障转移时，代理会使用共享磁盘上的日志更新使应用程序联机的系统的注册
表。 RegRep 代理提供了可执行以下任务的选项：
■

在复制时排除某些子项。

■

标记要复制和排除的项，即使在配置代理时它们还不存在。

■

动态标记要复制或排除的项，即使在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

当 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启动时，它会分出一个独立的进程来监视注册表的更
改。 即使 VCS 引擎 HAD 终止，该进程仍会继续在共享磁盘中记录注册表的更改。
如果您希望复制在 VCS 之外的一个节点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的注册表，请在该特定
节点上运行实用程序 VCSRegUtil。
有关 VCSRegUtil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在本地系统用户上下文中运行，而
HKEY_CURRENT_USER (HKCU) 配置单元的值则处于当前用户上下文中。 因为本地系
统用户帐户并未映射到当前用户帐户，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不会复制 HKCU
配置单元下的项。
RegRep 代理支持智能资源监视，并使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
通知。
有关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依赖关系
RegRep 资源依赖于 MountV 资源。

代理函数
online

启动将指定注册表项更改记录到共享磁盘。

offline

停止将指定注册表项更改记录到共享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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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验证记录注册表项更改的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ONLINE

指示代理正在将指定注册表项更改记录到共享磁盘。

OFFLINE

指示代理没有将指定注册表项更改记录到共享磁盘。

UNKNOWN

指示代理无法确定资源的状态。

状态定义

注意：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仅用于故障转移服务组。不要对并行应用程序或服
务组使用该代理。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RegRep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MountResName:MountPath",
ReplicationDirectory, Keys, ExcludeKeys, ListOpenKeys,
ForceRestore, RestoreLocally, DebugMonitor }
static int IMF{} = { Mode=2,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str MountResName
i18nstr ReplicationDirectory = "\\REGREP\\DEFAULT"
i18nstr Keys{}
i18nstr ExcludeKeys[]
boolean ListOpenKeys = 1
boolean ForceRestore = 1
boolean RestoreLocally = 0
int DebugMonitor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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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定义
表 6-3

RegRep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Keys

要监视的注册表项的列表。 在注册表项的“名称-值”对中，必须
提供要同步的注册表项的名称，而不是该项的值。
定义项时，必须使用请参见第 113 页的“配置注册表项”。中列出的
缩写
代理还允许您复制注册表项，而不复制子项。请参见第 113 页的
“忽略子项”。了解相关说明。
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警告：为单个 RegRep 资源配置的项数不要超过 63 个，否则资
源将进入 UNKNOWN 状态。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Registry Replication 资源所依赖的 MountV 资源的名称。MountV
资源指定在其上创建日志文件的共享磁盘上的装入驱动器。

MountResName

如果是在 NetApp 存储环境中，这将是 NetAppSnapDrive 资源的
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ReplicationDirectory：

共享磁盘上记录注册表更改的目录。如果此目录不存在，代理会
使用指定名称创建一个。默认值为 \\REGREP\\DEFAULT。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6-4

RegRep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DebugMonitor

定义是否为监视注册表项的可执行文件 (RegRepMonitor.exe) 启
用调试日志记录。值为 0 表示日志记录已启用。值为 1 表示没有
启用。默认值为 1。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ExcludeKeys

要在复制时排除的子项列表。关于代理如何排除项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排除项。定义项时，必须使用配置注册表项中列出的缩写。

注意：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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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ForceRestore

定义在使资源联机的节点上，注册表更新失败时的代理行为。如
果要更新的任何一个项处于打开状态，注册表更新都可能失败。
如果设置为 1，则在注册表更新失败时，代理会通过执行以下操
作尝试强制恢复项：
■

备份要联机的节点上配置的注册表项。

■

从要联机的节点中删除配置的注册表项。

■

使用更改后的值更新配置的注册表项。

如果更新再次失败，代理会重新应用备份中注册表项的初始值。
如果设置为 0，则在更新失败时，代理不会尝试强制更新注册表。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ListOpenKeys

定义在注册表更新失败时，代理是否列出一组注册表项，包括有
已打开句柄的项。此列表将被记录到代理日志中。值为 1 表示代
理会列出注册表项集。值为 0 表示此代理不共享这些子文件夹。
默认值为 1。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RestoreLocally

定义代理是否恢复节点上的项（如果代理是从此相同节点脱机
的）。例如，如果代理从 SystemA 脱机，然后又在 SystemA 上
联机，则此属性可确定是否恢复 SystemA 上的注册表项。值为 1
表示代理恢复系统上的项。值为 0 表示不恢复。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排除项
本节介绍了 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在排除注册表项时使用的算法。 例如，假定
注册表项 KEY_X 具有子项 KEY_Y，而 KEY_Y 又具有子项 KEY_Z。此项在注册表编
辑器中将显示为 KEY_X\KEY_Y\KEY_Z。
下表介绍标记为要复制和要排除的项的各种情形。 “结果”列描述这些情形下的代
理行为。
表 6-5

RegRep 代理排除项和行为

要复制的项

排除项

结果

KEY_X

KEY_Y\KEY_Z

KEY_Y 被排除，KEY_Z 也被排除。

KEY_X

KEY_Y

KEY_Y 被排除，KEY_Z 也被排除。

KEY_X

KEY_X

KEY_X 未被排除，并记录一条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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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复制的项

排除项

结果

KEY_X\KEY_Y

KEY_X

KEY_X 未被排除，并记录一条错误消息。

配置注册表项
要配置需复制或排除的注册表项，请使用与注册表配置单元对应的缩写，如下表中
所示。
表 6-6

RegRep 代理注册表配置单元

注册表配置单元

缩写

HKEY_LOCAL_MACHINE

HKLM

HKEY_USERS

HKU

HKEY_CURRENT_CONFIG

HKCC

HKEY_CLASSES_ROOT

HKCR

忽略子项
使用 Keys 属性的 IgnoreSubKeys 选项可阻止 RegistryReplication 代理复制子项。
下表介绍了 Keys 属性值的可能组合。 “结果”列描述这些情形下的代理行为：
表 6-7

RegRep 代理 IgnoreSubKeys 和行为

为 Keys 属性指定的值

结果

"HKLM\SOFTWARE\VERITAS\VCS"

复制子项

"HKLM\SOFTWARE\VERITAS\VCS"=IgnoreSubKeys

不复制子项

"HKLM\SOFTWARE\VERITAS\VCS"=IgnoreSubKeys:Yes

不复制子项

"HKLM\SOFTWARE\VERITAS\VCS"=IgnoreSubKeys:No

复制子项

"HKLM\SOFTWARE\VERITAS\VCS"=<其他任何值>

复制子项

使用 IgnoreSubKeys 的其他注意事项
Veritas 建议在 RegRep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不要设置 IgnoreSubKeys 值。 即使该
值是在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设置的，更改也将在下一次联机例程之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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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示例
在以下配置示例中，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配置为复制打印后台打印程序注册表
项。

VMDg VMDg-1 (
DiskGroupName = { VCSDG }
)
IP IP-10-141-15-49 (
Address = "10.141.15.49"
SubNetMask = "255.255.248.0"
MACAddress @W2K-VCS101 = "00-02-B3-1A-13-1E"
MACAddress @W2K-VCS102 = "00-02-B3-1A-17-48"
)
Lanman Lanman-TESTSQL (
VirtualName = TESTSQL
IPResName = IP-10-141-15-49
)
MountV MountV-HDrive (
MountPath = "H:"
VMDGResName = VMDg-1
VolumeName = Volume1
)
MountV MountV-RDrive (
MountPath = "R:"
VMDGResName = VMDg-1
VolumeName = Volume2
)
RegRep SQL2008-RegRep (
MountResName = MountV-RDrive
Keys = {
"HKLM\\Software\\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1
\\MSSQLServer"="SaveRestoreFile:SQL2008-RegRep_MSSQLServer.reg",
"HKLM\\Software\\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1
\\Replication"="SaveRestoreFile:SQL2008-RegRep_Replication.reg",
"HKLM\\Software\\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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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ServerAgent"="SaveRestoreFile:SQL2008-RegRep_SQLServerAgent.reg",
"HKLM\\Software\\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1
\\PROVIDERS"="SaveRestoreFile:SQL2008-RegRep_PROVIDERS.reg",
"HKLM\\Software\\Microsoft\\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1
\\SQLServerSCP"="SaveRestoreFile:SQL2008-RegRep_SQLServerSCP.reg"
}
)
NIC NIC-test (
MACAddress @W2K-VCS101 = "00-02-B3-1A-13-1E"
MACAddress @W2K-VCS102 = "00-02-B3-1A-17-48"
)
SQLServer2008 SQLServer2008-Default (
LanmanResName = Lanman-TESTSQL
)
IP-10-141-15-49 requires NIC-test
Lanman-TESTSQL requires IP-10-141-15-49
MountV-HDrive requires VMDg-1
MountV-RDrive requires VMDg-1
SQLServer2008-Default requires MountV-HDrive
SQLServer2008-Default requires Lanman-TESTSQL
SQLServer2008-Default requires SQL2008-RegRep
SQL2008-RegRep requires MountV-RDrive

Proxy 代理
Proxy 代理可监视和镜像本地系统或远程系统上某个资源的状态。 在多个资源指向
同一物理设备的配置中，此代理可用来减少监视开销。 例如，如果多个服务组使用
同一 NIC，则将一个服务组配置为监视 NIC，并使其他服务组中的 Proxy 资源镜像
NIC 资源的状态。 此代理还可以确定不同服务组中 OnOff 资源的状态。
Veritas 建议使用 Proxy 代理来监视持久性资源，如 NIC、ServiceMonitor、ElifNone
和 FileNone。

代理函数
online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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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

不适用。

monitor

确定目标资源的状态。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目标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FAULTED

指示目标资源处于脱机状态或已发生故障。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Proxy (
static int OfflineMonitorInterval = 60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TargetResName, TargetSysName,
"TargetResName:Probed", "TargetResName:State"}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TargetResName
str TargetSysName
)

属性定义
Proxy 代理必需属性

表 6-8
必需属性

说明

TargetResName

由 Proxy 资源监视并镜像其状态的目标资源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Proxy 代理可选属性

表 6-9
可选属性

说明

TargetSysName

与目标资源关联的系统的名称。如果未指定该属性，则 Proxy 资
源假定系统是本地系统。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group

NicGrp (
SystemList = { SYSTEM1, SYSTE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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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 1
)
Phantom my_phantom (
)
NIC

NicGrp_public (
MACAddress @SYSTEM1 = "00-50-04-24-F9-60"
MACAddress @SYSTEM2 = "00-50-04-24-E3-30"
UseConnectionStatus
= True

)
group Grp1 (
SystemList = { SYSTEM1,SYSTEM2 }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
)
NotifierMngr ntfr(
SnmpConsoles = { your_console = Information }
SmtpServer
= "smtp.your_company.com"
SmtpRecipients = { "vcsadmin@your_company.com" =
Information }
)
Proxy nicproxy (
TargetResName
)

=

"NicGrp_public"

ntfr requires nicproxy

Phantom 代理
Phantom 代理使 VCS 能够确定不包含 OnOff 资源（VCS 根据需要启动和停止的资
源）的并行服务组的状态。 Phantom 代理提供了一个可以使其联机和脱机的“虚
拟”资源。 如果没有这样的虚拟资源，VCS 将无法估计仅包含 None (Persistent)
和 OnOnly 资源的服务组的状态，因为在确定组是否联机的过程中不会考虑这些资
源的状态。

代理函数
online

不适用。

offline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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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根据其服务组的状态来确定状态。

ONLINE

指示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

OFFLINE

指示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

状态定义

属性定义
不适用。

配置示例
FileNone FILE_1 (
PathName = "C:\\Temp\\file1"
)
FileOnOnly FILE_2 (
PathName = "C:\\Temp\\file2"
)
ElifNone FILE_3 (
PathName = "C:\\Temp\\file3"
)
Phantom PHANTOM_1 (
)

FileNone 代理
FileNone 代理可监视文件。 如果指定文件存在，监视例程会返回 ONLINE。

代理函数
online

不适用。

offline

不适用。

monitor

验证指定文件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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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指定文件存在。

FAULTED

指示指定文件不存在。

UNKNOWN

指示 PathName 属性的值不包含文件名。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FileNone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PathName }
i18nstr PathName
)

属性定义
表 6-10

FileNone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要监视的文件的完整路径。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FileNone tmp_file01_txt (
PathName = "C:\\tmp\\file01.txt"
)

ElifNone 代理
ElifNone 代理可监视文件。 如果指定文件不存在，监视例程会返回 ONLINE。

代理函数
online

不适用。

offline

不适用。

monitor

验证指定文件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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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指定文件不存在。

FAULTED

指示指定文件存在。

UNKNOWN

指示 PathName 属性的值不包含文件名。

资源类型定义
ElifNone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PathName }
i18nstr PathName
)

属性定义
表 6-11

ElifNone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要监视的文件的完整路径。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ElifNone tmp_file01_txt (
PathName = "C:\\tmp\\file01.txt"
)

FileOnOff 代理
FileOnOff 代理创建、删除和监视文件。

代理函数
online

如果不存在指定文件，则使用指定名称创建一个空文件。

offline

删除指定文件。

monitor

验证指定文件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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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指定文件存在。

OFFLINE

指示指定文件不存在。

UNKNOWN

指示 PathName 属性的值不包含文件名。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FileOnOff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PathName }
i18nstr PathName
)

属性定义
表 6-12

FileOnOff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要监视的文件的完整路径。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FileOnOff tmp_file01_txt (
PathName = "C:\\tmp\\file01.txt"
)

FileOnOnly 代理
FileOnOnly 代理可创建和监视文件。

代理函数
online

创建指定文件。

offline

不适用。

monitor

验证指定文件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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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指定文件存在。

FAULTED

指示指定文件不存在。

UNKNOWN

指示 PathName 属性的值不包含文件名。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FileOnOnly (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PathName }
i18nstr PathName
)

属性定义
表 6-13

FileOnOnly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PathName

要监视的文件的完整路径。此属性可以使用本地化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FileOnOnly tmp_file01_txt (
PathName = "C:\\tmp\\file01.txt"
)

RemoteGroup 代理
RemoteGroup 代理可在不同 VCS 群集上配置的应用程序之间建立依赖关系。 例
如，您在本地群集中配置 Apache 资源，在远程群集中配置 MySQL 资源。 在此例
中，Apache 资源依赖于 MySQL 资源。 可以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建立这两种
资源之间的此依赖关系。 通过 RemoteGroup 代理，您可以监视或管理位于远程群
集中的服务组。
有关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的一些要点如下：
■

对于要监视或管理的各远程服务组，必须在本地群集中配置对应的 RemoteGroup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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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群集中的多个 RemoteGroup 资源可以管理不同远程群集中的多个对应远程
服务组。

■

可以将 RemoteGroup 资源包括在任何种类的资源或服务组依赖关系树中。

■

本地服务组状态和远程服务组状态的组合决定 RemoteGroup 资源的状态。

在以下情况下，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支持 RemoteGroup 代理：
■

当 RemoteGroup 代理指向某个全局组时
RemoteGroup 代理这时必须映射本地群集中的全局组状态。

■

将 RemoteGroup 代理配置在一个本地并行服务组内时
所有群集节点上的 RemoteGroup 资源监视同一个远程服务组，除非其属性已本
地化。

■

当 RemoteGroup 代理配置在一个本地故障转移服务组内时

有关此代理的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依赖关系
最佳做法是，在 NIC 资源上建立 RemoteGroup 资源依赖关系。 Veritas 建议
RemoteGroup 资源不应单独存在于服务组中。

代理函数
Online

根据 ControlMode 设置，此函数将使远程服务组联机。

Offline

根据 ControlMode 设置，此函数将使远程服务组脱机。

Monitor

监视远程服务组的状态。远程服务组的真实状态仅在本地群集中的联机节
点上受到监视。

Clean

根据 ControlMode 设置，当 RemoteGroup 资源出现故障时 Clean 将使远
程服务组脱机。

状态定义
ONLINE

指示远程服务组的状态是 ONLINE 还是 PARTIAL。
如果未将 ReturnIntOffline 属性设置为 RemotePartial，则远程服务组处于
ONLINE 或 PARTIAL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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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

表示远程服务组的状态为 OFFLINE 或 FAULTED。远程服务组的真实状
态仅在本地群集中的联机节点上受到监视。
如果属性 ReturnIntOffline 设置为合适的值，RemoteGroup 资源将返回
intentional offline。

FAULTED

指示远程服务组已经意外脱机。

UNKNOWN

表示 RemoteGroup 资源的配置或能力存在问题，因此不能确定远程服务
组的状态。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RemoteGroup (
static int OnlineRetryLimit = 2
static int ToleranceLimit = 1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IpAddress, Port, Username,
Password, GroupName, VCSSysName, ControlMode, OfflineWaitTime,
DomainType, BrokerIp }
str IpAddress
int Port = 14141
str Username
str Password
str GroupName
str VCSSysName
str ControlMode
int OfflineWaitTime
str DomainType
str BrokerIp
str ReturnIntOffline[]
temp str OfflineMonitoring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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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定义
表 6-14

RemoteGroup 代理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IpAddress

远程群集中节点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此代理将与其进行通
信以获取远程服务组的状态。 IP 地址可以是物理的或虚拟的。
如果 IP 地址是虚拟 IP 地址，请确保此虚拟 IP 地址未配置为
要监视的远程服务组中的 IP 资源。
例如：www.example.com 或 11.183.12.214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Port

远程节点上与代理通信的端口。 这是一个可选属性，除非远程
群集侦听其他端口，该属性才是必需属性。 默认值为 14141。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Username

这是远程群集的登录用户名。
将 ControlMode 属性设置为 OnOff 或 OnlineOnly 时，
Username 必须具有对远程服务组（在 GroupName 属性中指
定的）的管理权限。
当在 Java 控制台中使用 RemoteGroup 向导输入您的用户名
数据时，需要在单独的字段中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域名。 对于具
有 VCS 验证服务的群集，您不必输入域名。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Password

这是对应于在 Username 属性中指定的用户的密码。 必须使
用 VCS Encrypt 实用程序对密码加密。 有关 VCS 加密实用程
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从配置向导或者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或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输入密码时，请不要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GroupName

希望 RemoteGroup 代理监视或管理的远程群集上的服务组名
称。
例如：DBGrp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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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VCSSysName

必须将此属性设置为 VCS 系统名称或 ANY 值。
■

■

ANY
如果远程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联机，
RemoteGroup 资源将联机。
VCSSysName
当 RemoteGroup 资源联机时，使用远程群集（希望远程服
务组联机处）中的 VCS 系统名称。 使用它建立本地群集
节点和远程群集节点之间的一对一映射。

例如： vcssys1 或 ANY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ControlMode

仅选择下列值之一来确定 RemoteGroup 资源的运行模式：
MonitorOnly、OnlineOnly 或 OnOff。
■

■

■

OnOff
RemoteGroup 资源使远程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将 VCSSysName 属性设置为 ANY 时，远程服务组的
SysList 属性将确定远程服务组联机的节点。
MonitorOnly
RemoteGroup 资源只监视远程服务组的状态。
RemoteGroup 资源无法使远程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确保在联机 RemoteGroup 资源之前将远程服务组联机。
OnlineOnly
RemoteGroup 资源只使远程服务组联机。 RemoteGroup
资源不能使远程服务组脱机。
将 VCSSysName 属性设置为 ANY 时，远程服务组的
SysList 属性将确定远程服务组联机的节点。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表 6-15

RemoteGroup 代理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说明

OfflineWaitTime

远程服务组脱机可能需要的最长时间（以秒为单位）。 如果远
程服务组脱机的时间长于为此属性指定的时间，则 VCS 将为
RemoteGroup 资源调用 Clean 函数。
默认值为 0。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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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说明

DomainType

输入指定用户的域类型信息。 这仅适用于安全远程群集。
对于具有域类型 unixpwd 的用户，您不必设置此属性。
例如： nis、nisplus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BrokerIp

如果用户需要 RemoteGroup 代理与特定身份验证代理进行通
信，请设置此属性（仅适用于安全远程群集）。
按照 IP 格式输入特定身份验证代理的信息。
例如：128.11.295.51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OnlineRetryLimit
OnlineWaitLimit
ToleranceLimit
MonitorInterval
AutoFailover

如果出现需要较长时间联机的远程服务组，Veritas 建议修改
默认 OnlineWaitLimit 和 OnlineRetryLimit 属性。
如果希望 RemoteGroup 代理允许远程服务组的突然脱机，请
修改 ToleranceLimit 属性。
有关这些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ReturnIntOffline

为 RemoteGroup 选择以下值之一以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
■

■

■

RemotePartial。指示如果远程服务组处于
ONLINE|PARTIAL 状态，则 RemoteGroup 资源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
RemoteOffline。指示如果远程服务组处于 OFFLINE 状态，
则 RemoteGroup 资源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
RemoteFaulted。指示如果远程服务组处于
OFFLINE|FAULTED 状态，则 RemoteGroup 资源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

您可以使用这些值的组合。
要使此属性能够正确运行，您必须将 RemoteGroup 资源类型
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
默认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OfflineMonitoringN ode

定义对远程服务组执行脱机监视的群集节点。
这是内部属性。 不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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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ontrolMode 属性
在 ControlMode 属性中，您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下列值： OnOff、MonitorOnly
和 OnlineOnly。
OnOff
如果希望 RemoteGroup 资源完全管理远程服务组，请选择此属性的 OnOff 值。
Username 属性中提供的用户名应该对远程群集上的服务组具有管理员权限。
在一对一映射的情况下，将远程服务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0。这样可
避免远程服务组不必要的联机或脱机。
MonitorOnly
如果希望监视远程服务组的状态，请选择此属性的 MonitorOnly 值。 选择
MonitorOnly 属性后，RemoteGroup 代理不能控制远程服务组，既不能使其联机也
不能使其脱机。
使 RemoteGroup 资源联机之前，远程服务组应处于 ONLINE 状态。
Veritas 建议将远程服务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
OnlineOnly
如果远程服务组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联机或脱机，请选择此属性的 OnlineOnly
值。 当使用 ControlMode 属性的 OnlineOnly 值时，对 VCSSysName 设置为 ANY
的本地服务组进行切换或故障转移不会引起远程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Username 属性中提供的用户名需要对远程服务组具有管理员权限。
RemoteGroup 资源的 Offline 函数不会使远程服务组脱机。
如果选择本地节点与远程节点之间的一对一映射，则远程服务组的 AutoFailover 属
性的值必须设置为 0。
注意：当 ControlMode 的值设置为 OnlineOnly 或 MonitorOnly 时，建议将
RemoteGroup 资源的 VCSSysName 属性的值设置为 ANY。 如果希望本地节点与
远程节点之间为一对一映射，则不能对本地服务组进行切换或故障转移。 请注意，
在这些配置中，RemoteGroup 代理不会使远程服务组脱机，这一点很重要。

示例情形
在本例中，本地 VCS 群集（前端群集）为 Web 服务提供高可用性；远程 VCS 群
集（后端群集）为 Web 服务所需的数据库提供高可用性。 群集设置如下：
■

本地群集是一个双节点群集，其中 local1 和 local2 是两个本地节点的名称。

■

远程群集是一个双节点群集，其中 remote1 和 remote2 是两个远程节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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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Grp 是包含为在本地群集中运行的 Web 服务器 而配置的 WebRes 资源（例
如：Apache 等）的本地服务组。

■

RemGrp 是包含为远程群集中的数据库而配置的 DBRes 资源 （例如：MySQL
或 Oracle 等）的远程服务组。

在 Web 服务器资源 (WebRes) 联机之前，必须先将数据库资源 (DBRes) 联机。 可
以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建立这种群集间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为此设置配置 remotegroup 代理

1

在本地服务组 (LocGrp) 中创建 RemoteGroup 资源 (RGRes)，用于监视或管
理远程群集中的 DBRes 资源。

2

链接这些资源，使 WebRes 资源依赖于 RGRes 资源。

3

如下所述设置 RemoteGroup 资源 (RGRes) 的属性：
■

IpAddress—设置为远程群集中节点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 在本例中，
此值为 remote1。 也可以将此值设置为 remote2（远程群集中的第二个节
点）。
RemoteGroup 代理在本地节点上保留远程节点列表（remote1、remote2）。
RemoteGroup 代理第一次尝试与远程群集进行通信时，所指定的 IP 地址
应该可供访问。 如果在第一次通信之后无法访问指定的 IP 地址，
RemoteGroup 代理会与第二个远程节点通信以检索 RemGrp 的状态。

■

GroupName—将此值设置为 RemGrp（远程服务组）。

■

VCSSysName—设置适当的值，以在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中的系统之间建
立一对一映射。 RGRes 将完全管理包含 DBRes 资源的远程服务组
(RemGrp)。 将此属性设置为 RGRes 的本地属性。

■

ControlMode—将此值设置为 OnOff。

■

Username—将此值设置为 user_admin。 用户需要对 RemGrp 具有管理权
限。

■

Password—user_admin 的密码。 必须使用 VCS Encrypt 命令对密码加
密。 有关 VCS Encrypt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
理指南》。

■

VCSSysName@local1—将此值设置为 remote1。

■

VCSSysName@local2—将此值设置为 remote2。

对于已启用 VC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的远程群集，必须设置 BrokerIp 的
值。

4

将 RemGrp 的 AutoFailover 属性值设置为 0。 这样可以避免在故障转移时对
远程服务组进行不必要的联机或脱机。 如果 VCSSysName 属性值为 ANY，
则 RemGrp 的 AutoFailover 属性值应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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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行为
为了更好地了解此配置中的服务组行为，请考虑下列操作。
■

使 LocGrp 本地服务组联机
从 local1 上的最低资源开始，调用 LocGrp（本地服务组）中所有资源的 Online
函数。 在此配置中，WebRes 依赖于 RGRes。 RGRes 的 Online 函数在
WebRes 的 Online 函数之前调用。 在 Online 函数中，RemoteGroup 代理与远
程群集进行通信并对指定的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RemoteGroup 代理在 remote1
上使 RemGrp 联机。 RemGrp 在 remote1 上处于 ONLINE 状态；RGRes 在
local1 上处于 ONLINE 状态。 然后，调用 WebRes 的 Online 函数。 WebRes
现在处于 ONLINE 状态。
这样，便在两个不同的 VCS 群集之间建立了一种应用程序级的依赖关系。 在
RGRes 联机之前，WebRes 不会联机。 在 RemGrp 联机之前，RGRes 不会联
机。

■

RemGrp 远程服务组意外脱机
LocGrp 在 local1 上处于联机状态。 WebRes 和 RGRes 在 local1 上都处于联
机状态。 RemGrp 在 remote1 上处于联机状态。 如果 RemGrp 在 remote1 上
出现故障，RGRes 会检测到 RemGrp 在 remote1 上的状态为 OFFLINE 或
FAULTED，然后也会变为 FAULTED 状态。 在 local1 上，LocGrp 中的所有资源
都脱机。 LocGrp 现在故障转移到 local2。 在 local2 上，包括 WebRes 和 RGRes
在内的所有资源都变为 ONLINE 状态。 LocGrp 在 local2 上故障转移时，RemGrp
在 remote2 上处于联机状态。 LocGrp 在节点 local2 上显示 ONLINE 状态，而在
local1 上显示 OFFLINE 或 FAULTED 状态。

■

使 LocGrp 服务组在 local1 上脱机
LocGrp 在 local1 上处于联机状态，RemGrp 在 remote1 上处于联机状态。 如
果将 LocGrp 脱机，依赖于 RGRes 的所有资源都会脱机。 首先，WebRes 资
源脱机，然后对 RGRes 调用 offline 函数。 因为 ControlMode 为 OnOff，所以
RemoteGroup 代理与远程群集通信并对 RemGrp 发出 offline 命令。 RemGrp
脱机之后，RGRes 便会进入 OFFLINE 状态。 因此，Web 服务器先脱机，然后
数据库才脱机。

130

7
适用于 NetApp 的 VCS 硬
件复制代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App 的硬件复制代理

■

NetApp 文件管理器代理

■

NetApp SnapDrive 代理

■

NetApp SnapMirror 代理

关于 NetApp 的硬件复制代理
在利用 Network Appliance 文件管理器进行存储并使用 SnapMirror 进行复制的环境
中，适用于 Network Appliance 的 VCS 硬件复制代理提供故障转移支持和恢复功
能。
该代理可监视和管理复制的文件管理器设备的状态，并确保一次只能有一个系统以
独占方式对配置的设备进行安全访问。
可以在本地群集、单个 VCS 复制数据群集以及使用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设
置的多群集环境中使用该代理。
该软件包内含三个代理；在后续章节中对每个代理进行了介绍：
■

NetAppFiler 代理 - 监视文件管理器的状态。

■

NetAppSnapDrive 代理 - 使用 iSCSI 或 FC 协议连接和断开连接虚拟磁盘 (LUN)。

■

NetAppSnapMirror 代理 - 确定有关复制的文件管理器卷的角色，并在广域故障
转移期间将只读 SnapMirror 卷提升为读写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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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NetApp 代理适用于 Cluster Server for Windows 并且需要单独的 HA/DR 许
可证。

NetApp 文件管理器代理
NetApp 文件管理器代理可监视文件管理器设备的状态。 NetApp 文件管理器代理配
置为 NetAppFiler 类型的资源。 NetAppFiler 资源是持久性资源，这意味着它们不
会联机或脱机。

代理函数
Monitor

执行下列任务：
■

■

通过向文件管理器发送 ICMP ping 命令，验证挂接到主机的文件管
理器的状态。 如果文件管理器未响应，此代理会将文件管理器的状
态报告为有故障。
打开文件管理器连接并检查 ONTAPI 版本是否受文件管理器支持。
如果连接失败或 ONTAPI 版本不受支持，此代理会将状态报告为脱
机。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etAppFiler (
static int MonitorInterval = 30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FilerName, StorageIP }
static str Operations = None
str FilerName
str StorageIP
)

属性定义
表 7-1

NetApp 文件管理器代理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FilerName：

本地连接的文件管理器的 DNS 可解析名称或 IP 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torageIP

文件管理器的专用存储 IP 地址。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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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示例
NetAppFiler A2-NetAppFiler (
FilerName = winvm-netapp02
StorageIP = "10.121.57.8"
)

NetApp SnapDrive 代理
NetApp SnapDrive 代理可监视和连接文件管理器卷以及将其断开连接。 可以将此
代理配置为使用 iSCSI 或 FC 协议。
NetApp SnapDrive 代理配置为 NetAppSnapDrive 类型的资源。

依赖关系
NetApp SnapDrive 资源依赖于 NetApp SnapMirror 和 NetApp 文件管理器资源进
行操作。
如果未配置 NetApp SnapMirror 资源，NetApp SnapDrive 资源将依赖于 NetApp
文件管理器资源。

代理函数
Online

使用 iSCSI 或 FC 启动器连接虚拟磁盘 (LUN)。 此代理将 LUN 作为本地连
接的驱动器向主机显示。 另外，此代理还会在联机操作之前删除 LUN-主机
映射。

Offline

断开虚拟磁盘 (LUN) 与主机的连接。

Monitor

验证指定的虚拟磁盘 (LUN) 是否已连接到主机。

Open

验证文件管理器是否已连接。它还会检查 VCS Helper 服务是否以与
SnapDrive 服务相同的权限运行。

Clean

尝试强制断开虚拟磁盘 (LUN) 连接。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etAppSnapDrive (
static int MonitorInterval = 30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FilerResName,
"FilerResName:FilerName", "FilerResName:Storag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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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Name, ShareName, LUN, MountPath, Initiator,
InitiatorMonitorInterval }
str FilerResName
str VolumeName
str ShareName
str LUN
str MountPath
str Initiator[]
int InitiatorMonitorInterval = 30
)

属性定义
表 7-2

NetApp SnapDrive 代理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FilerResName:

服务组中 VCS NetAppFiler 类型的资源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olumeName

包含虚拟磁盘的卷的名称。 以定义文件管理器的相同方式定义卷
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hareName

包含虚拟磁盘的 CIFS 共享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LUN

文件管理器中提交给主机以用于装入的 LUN（虚拟磁盘）的名
称。 以定义文件管理器的相同方式定义 LUN 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MountPath：

要指定给虚拟磁盘的驱动器盘符。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Initiator：

主机连接虚拟磁盘时使用的 iSCSI 或 FC 启动器的名称。 可以通
过磁盘管理控制台来检索该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配置示例
NetAppSnapDrive A2-NetAppSnapDrive (
FilerResName = A2-NetAppFiler
VolumeName = vo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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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Name = data08
LUN = "d85.lun"
MountPath = T
Initiator @VCSW2K288 = { "21:00:00:e0:8b:1c:cc:45",
"21:00:00:e0:8b:90:74:1a" }
Initiator @VCSW2K287 = { "21:00:00:e0:8b:0e:3a:6a" }
)

NetApp SnapMirror 代理
NetApp SnapMirror 代理可监视文件管理器设备的复制状态。 发生故障转移时，此
代理会反转复制方向。
NetApp SnapMirror 代理配置为 NetAppSnapMirror 类型的资源。

依赖关系
NetApp SnapMirror 资源依赖于 NetApp 文件管理器资源进行操作。

代理函数
Online

如果本地文件管理器设备的状态为 SOURCE，则此代理会创建一个锁文件
以指示资源可以联机。这样便能有效地使应用程序对设备执行写操作。
如果本地文件管理器的状态为 SNAPMIRRORED，此代理会尝试将本地文件
管理器的状态更改为 SOURCE 并将原始源的状态更改为 SNAPMIRRORED，
从而反转复制方向。
如果原始源文件管理器已关闭，但尚未断开，则此代理会执行镜像断开以
启用本地写访问。
如果原始源恢复活动状态，您必须手动重新同步数据。

Offline

删除 锁文件。代理不会执行任何文件管理器操作，因为 offline 函数不一定
表示要停止设备。

Monitor

验证锁文件是否存在。如果锁文件存在，monitor 函数会将资源状态报告
为联机。如果锁文件不存在，monitor 函数会将资源状态报告为脱机。

Open

删除锁文件，以防止在组故障转移到其他节点时可能出现并发冲突。

注意：如果代理是在执行 hastop -force 命令之后启动的，则此代理
不会删除锁文件。
Clean

删除 锁文件。不执行任何文件管理器操作，因为使此资源脱机并不表示暂
停角色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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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函数
使用 Action 函数，您可以对资源执行预定义的操作。
要对资源执行操作，请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action <SnapMirror_resname> <token> [-actionargs
<arg1> ...]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下表列出了 NetAppSnapMirror 代理所支持的操作：
表 7-3

NetAppSnapMirror 代理支持的操作

操作令牌

说明

fbsync

重新同步原始源卷与断开的卷。同步之后，原始源卷将成为目标卷。
断开的卷最初是目标卷，但由于接管而断开。

要同步卷，请在命令提示符处键入以下内容：
hares -action SnapMirror_resname fbsync -sys node_name

其中，SnapMirror_resname 表示 SnapMirror 资源的名称，node_name 表示服务
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
对每个 SnapMirror 资源运行此操作。
还可以为代理添加自定义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Agent 开
发指南》。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NetAppSnapMirror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fbsync }
static int MonitorInterval = 300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i18nstr ArgList[] = { FilerResName,
"FilerResName:FilerName",
"FilerResName:StorageIP", VolumeName, SnapMirrorArguments,
SnapMirrorSchedule, AppResName, VisibilityFrequency,
SyncMode }
str FilerResName
str VolumeName
str SnapMirrorArguments
str SnapMirrorSchedule
str AppResName
int VisibilityFrequency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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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SyncMode = async
)

属性定义
表 7-4

NetApp SnapMirror 代理属性

必需属性

说明

FilerResName:

组中的 VCS NetAppFiler 类型资源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olumeName

包含虚拟磁盘的卷的名称。 以定义文件管理器的相同方式定
义卷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napMirrorArguments

指定 SnapMirror 参数，如最大传输速度和重新启动模式。
此属性的格式为：
<RestartMode> MaxSpeed
MaxSpeed 是可选参数。 RestartMode 参数可以具有以下值：
■

Always

■

Never

■

Default (默认)

将 RestartMode 参数值设置为默认值将指示计划优先级。
RestartMode 参数的默认值是 default
例如：Always MaxSpeed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napMirrorSchedule

指定目标用于更新数据的计划。 如果使用 SnapManager，则
不要为此属性分配值。
计划的格式如下：
minute hour dayofmonth dayofweek
各字段用空格分开。
有关计划中每个字段的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NetApp 文
档。
默认情况下，此属性不具有任何值。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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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属性

说明

AppResName

配置为对提供高可用性的应用程序进行监视的资源的名称。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SyncMode

指定镜像的复制模式。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async：表示应以异步模式配置镜像。

■

semi-sync：表示应以半同步模式配置镜像。

■

sync：表示应以同步模式配置镜像。

默认值是 async（异步）模式。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VisibilityFrequency

指定目标镜像显示源快照的频率。 该属性控制 snapmirror.conf
文件中的 visibility_interval 值。
默认值为 180 秒。
此属性仅适用于以同步或半同步模式配置镜像的情况。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配置示例
NetAppSnapMirror sqlg-NetAppSnapMirror (
FilerResName = sqlg-NetAppFiler
VolumeName = vol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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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捆绑代理进行故障排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捆绑代理的故障排除

■

VCS 日志记录

■

对存储代理进行故障排除

■

网络代理故障排除

■

FileShare 代理故障排除

■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故障排除

■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故障排除

■

NetApp 代理故障排除

关于捆绑代理的故障排除
本章介绍如何对捆绑代理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本章将列出捆绑代理的
错误消息（以粗体显示）并介绍与每个代理关联的问题。 还包括建议的操作（如果
适用）。
本章将列出与 VCS 捆绑代理关联的大部分错误消息。 有关此处未介绍的其他错误
消息，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VCS 日志记录
VCS 会生成两种错误消息日志：引擎日志和代理日志。 日志文件名中会追加字母
后缀。 字母 A 表示第一个日志文件，B 表示第二个日志文件，C 表示第三个日志文
件，依此类推。
代理日志位于 %VCS_HOME%\log\agent_A.txt。 代理日志消息的格式如下：

对捆绑代理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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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戳（年/月/日）| 助记键 | 严重性 | UMI | 代理类型 | 资源名称 | 函数 | 消息文本
代理日志消息各部分的定义如下：
■

时间戳：消息生成的日期和时间。

■

助记键：代表产品的字符串 ID（例如 VCS）。

■

严重性：严重性级别包括 CRITICAL、ERROR、WARNING、NOTICE 和 INFO（依次
从最严重到最不严重）。

■

UMI：唯一的消息 ID。

■

消息文本：VCS 生成的实际消息。

典型的代理日志如下所示：
2004/03/02 16:34:07 VCS WARNING V-16-10051-5008
NotifierMngr:ntfr:monitor:Expected correct SNMP and | or SMTP
options

对存储代理进行故障排除
存储代理包括 Volume Manager Diskgroup 代理和 MountV 代理。
注意：对于 NetApp 存储环境，分别使用 NetApp 文件管理器和 NetApp SnapDrive
代理（而不是 VMDg 和 MountV 代理）可以使 NetApp 文件管理器上的逻辑单元号
(LUN) 具有高可用性。 有关这些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特定于应用程序的 VCS
操作指南。

Disk Reservation 代理的错误消息
No arguments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Insufficient arguments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Insufficient memory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关闭未使用的应用程序并检查内存使用情况。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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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 signature(s) specified. One of the invalid signature is :signature
配置中指定的磁盘签名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ignature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Signature(s) not specified
没有为 Signature 属性指定任何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ignature 属性指定了值。
Duplicate signature(s) specified
为 Signature 属性指定了重复的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ignature 属性指定了唯一的值。
Invalid ConfigPercentage specified
为 ConfigPercentage 属性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为 ConfigPercentage 属性指定的值是否在 51 到 100 范围内。
Insufficient memory to store the ConfigPercentag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Insufficient memory to store the FailFastInterval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Insufficient memory to store the GracePeriod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Invalid ConfigPercentage specified. Setting it to the default value
(default_percentage)
为 ConfigPercentage 属性指定的值小于最小值 51。 代理会将此值设置为默认值
80。
Invalid GracePeriod specified. Setting it to the default value
(default_grace_period)
为 GracePeriod 属性指定的值无效。 代理会将此值设置为默认值 5。
VCS Disk reservation driver is not running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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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Res agent has lost the majority.(Acquired = percentage Configured =
percentage)
代理无法保留与 ConfigPercentage 属性中所设置的百分比相等的磁盘数量。
Failed to release the disk (Signature = disk_signature). Windows error code:
Error_code
代理无法释放具有指定签名的磁盘。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Could not connect to the local node.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Insufficient memory to store disk ids.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get the disk list.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get the Port number and Path ID for disk disk_signature.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reset the Port port_no (Path ID path) for disk disk_signature. Error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reset the disk(s). Error : Error_code
代理无法重置 SCSI 磁盘路径。 出现 I/O 错误或者驱动程序 DiskRes.Sys 没有运
行。

建议的操作：验证驱动程序 DiskRes.Sys 是否位于 %WINDIR%\System32\Drivers
中。 验证该磁盘是否可供访问。 请参见相应的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
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Failed to create the disk information.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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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rescan the devices.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create the disk information even after rescan.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reserve number_of_disks disk(s) out of number_of_disks disk(s)
configured.
Error: Error_code
代理无法从已配置的全部磁盘中保留指定数量的磁盘。

建议的操作：验证代理的配置定义。 验证其他系统未保留这些磁盘。 确保驱动程
序 DiskRes.Sys 位于 %WINDIR%\System32\Drivers 中。
Failed to release number_of_disks disk(s) out of all disks configured.
Error:Error_code
代理无法从已配置的全部磁盘中释放指定数量的磁盘。

建议的操作：验证代理的配置定义。 确保驱动程序 DiskRes.Sys 位于
%WINDIR%\System32\Drivers 中。
Failed to release number_of_disks disk(s) out of number_of_disks disks
configured.
Error: Error_code
代理无法从已配置的全部磁盘中释放指定数量的磁盘。

建议的操作：验证代理的配置定义。 确保驱动程序 DiskRes.Sys 位于
%WINDIR%\System32\Drivers 中。
Failed to create the disk information. Windows error code: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Percentage disk(s)- number_of_disks out of number_of_disks disks configured
are still persistently reserved. The resource cannot failover.
在 DiskRes 资源联机的节点上保留了指定数量的磁盘。 该资源无法故障转移到其
他节点。
Failed to get the disk count.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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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stop the driver.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The agent is shutting down but there are still no_of_disks disk(s) under
persistent reservation.
在代理正在关闭时，DiskRes 资源仍然永久保留部分磁盘。
Error occurred while getting the disk reservation cache information. Error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Could not collect the cache information for disk disk_no.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update the cache information. Error: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DiskCache information %s failed for disk disk_signature. Error: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Mount 代理的错误消息
>Unable to get the arguments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Drive path not specified
为 MountPath 属性指定的值不正确或没有指定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 MountPath 属性的配置定义所指定的装入路径是否正确。
Partition number not specified
为 PartitionNo 属性指定的值不正确或没有指定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 PartitionNo 属性的配置定义所指定的分区编号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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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signature not specified
为 Signature 属性指定的值不正确或没有指定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 Signature 属性的配置定义所指定的磁盘签名是否正确。
Invalid disk signature (disk_signature) specified
为 Signature 属性指定的值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 Signature 属性的配置定义所指定的磁盘签名是否正确。
Invalid Child mount path specified
为 MountResName 属性指定的值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 MountResName 属性的配置定义所指定的资源名称是否正确。
Invalid disk (disk_no) or partition(partiton_no) number specified. Error :
Error_code
为磁盘签名或分区编号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Cannot find the disk (disk_no) with signature disk_signature in the system.
Error : Error_code
代理找不到具有给定签名的指定磁盘。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The specified disk (disk_no) with signature disk_signature is a dynamic disk.
Error : Error_code
指定的磁盘签名属于一个此代理不支持的动态磁盘。

建议的操作：验证所有使用 Mount 代理配置的磁盘均为基本磁盘。 验证在此代理
的配置文件中指定的磁盘签名是否正确。 要配置动态磁盘，请使用 MountV 代理。
Could not find the type of the child mount mount_path. Error : Error_code
代理找不到指定的子装入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子装入的配置定义。 确定指定的装入存在。
Child mount mount_path is not a drive letter. Only one of level dependency
is specified by the Mount agent. Mount resource at bottom should be a drive
letter mount.
代理无法解析指定的驱动器盘符。

建议的操作：验证为 MountResName 属性指定的值与装入路径之间没有其他依赖
关系。
Could not find the type of the mount mount_path. Error : Error_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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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check whether the drive letter drive_letter is assigned or not.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The specified drive letter drive_letter is a system drive.

建议的操作：指定与系统驱动器路径不同的驱动器路径。
Child mount resource is not specified or configured
为 MountResName 属性指定的值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 MountResName 属性的配置定义所指定的资源名称是否正确。
Invalid folder mount path (mount_path) specified

建议的操作：验证为文件夹装入指定的值是否正确。
Invalid mount.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gather Volumes Information on the system.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create the Volume object for DiskNo = disk_no, PartitionNo =
partition_no.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get the Volume name for DiskNo = disk_no, PartitionNo = partition_no.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gather folder mount information for all the volumes. Error :
Error_code. Volumes information could be incomplet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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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find the Volume for Volume Name = volume_name. Error : Error_code.
Volumes information could be incomplet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find the folder mount information for Volume Name = volume_name.
Error : Error_code. Volumes information could be incomplet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There is/are folder mount(s) mounted on the same drive. Folder mount =
folder_mount.
Error :Error_code. Volumes information could be incomplete.
同一驱动器上装入多个文件夹。

建议的操作：确保指定驱动器上未装入其他任何文件夹。
The configured Volume is also mounted as a drive letter. Failed to get the
Drive letter.
Error : Error_code

建议的操作：卸载卷或指定其他卷信息。
The configured Volume is also mounted as a drive letter drive_letter.

建议的操作：卸载卷或指定其他卷信息。
Validate disk partition failed.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Could not find the Disk with number disk_no.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Unable to lock the volume. Disk No. = disk_no, PartitionNo = partition_no.
Error : Error_code
卸载期间此代理无法锁定该卷，指示可能存在硬件错误或者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访问
该卷。

建议的操作：验证没有包括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在内的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访问该
卷。 验证安装的磁盘和配置的分区。 将 ListApplications 属性设置为 1，以获取正
在访问该卷的应用程序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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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ed to unlock the volume. Disk No. = disk_no, PartitionNo =partition_no.
Error : Error_code
卸载期间此代理无法解除对该卷的锁定，指示可能存在硬件错误或者其他应用程序
正在访问该卷。

建议的操作：确保没有包括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在内的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访问该
卷。 验证安装的磁盘和配置的分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
系。
Failed to mount the volume. Disk No. = disk_no, PartitionNo =partition_no.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dismount the volume. Disk No. = disk_no, PartitionNo =partition_no.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Could not access the volume. Disk No. = disk_no, PartitionNo = partition_no
Mount Path = Mount_path. Error : Error_code
指定的设备路径不可访问，指示可能存在硬件错误。

建议的操作：验证安装的磁盘和配置的分区。 另外确保没有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访问
该卷。 将 ListApplications 属性设置为 1，以获取正在访问该卷的应用程序的列表。
Failed to unmount the volume. Disk No. = disk_no, PartitionNo = partition_no
Mount Path = Mount_path.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ile system is dirty. Cannot online the resource. Unmounting the volume.
Error : Error_code
指定驱动器盘符或装入路径中的文件系统需要清理。

建议的操作：如果需要代理清理此文件系统，请将 AutoFSClean 设置为 1。 否则，
请手动清理此文件系统。
Drive letter drive_letter is not assigned Exit code : Exit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flush the Volume. Error : Error_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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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get the application log information. Error : Error_code
代理找不到访问该卷的应用程序的名称。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Volumes information mismatched. Name1 = vol1_name, Name2 = vol2_nam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Unable to unmount the volume so cannot failover.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add the administrative share. Error : Error_code
代理无法为已配置的驱动器盘符指定默认管理共享。

建议的操作：验证此驱动器盘符不存在管理共享。
Failed to delete the administrative share. Error : Error_code
代理无法删除在联机操作期间指定的管理共享。
Check disk failed. Cannot say properly online so unmounting the volume.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check whether the file system is dirty. Cannot online the resource.
Unmounting the volume.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The volume is already mounted as drive_letter (drive letter). Please correct
the mount path. Error : Error_code
目标卷已装入为 NTFS 文件夹上的目录。 Mount 代理不支持此配置。
Please check whether the specified mount path is a removable media or
network drive.

建议的操作：确保指定的装入路径不是可移动介质或网络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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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ble to unmount the volume as there are applications that are still using
the volume for WRITE. Please set ListApplication attribute to 1(if not set) to
log the application names
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访问指定的卷。

建议的操作：将 ListApplications 属性设置为 1，以获取正在访问该卷的应用程序的
列表。
The volume (vol_name) is unmounted unexpectedly.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The base volume (vol_name) is not a NTFS volume
为此卷指定的装入点不在 NTFS 格式的卷上。

建议的操作：将 MountPath 属性重置为指向 NTFS 格式的卷。
Mount path Mount_path does not exist
为 MountPath 属性指定的装入路径无效或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 MountPath 属性的配置定义所指定的装入路径是否正确。
Failed to find the volume (vol_name) in the list.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find whether the base volume (vol_name) is NTFS or not.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get the volume name(GUID) for guid. Error : Error_cod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Error occurred while getting the drive letter(drive_letter) information.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Volume Manager (VMDg) 代理的错误消息
The Agent is shutting down the system because it is configured so or it failed
to start VxVM Service.

150

对捆绑代理进行故障排除
对存储代理进行故障排除

VMDg 代理将关闭系统，因为您已提供 SHUTDOWN 作为 VxVMFailAction 属性的
值。 当 VMDg 代理尝试重新启动 Veritas Storage Agent 服务的次数达到
VxVMRestartAttempts 属性中所指定的次数时，会执行此操作。
Volume Manager 中未启用 VCS 许可证。
Storage Foundation 未与 HA 许可证一同安装。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Diskgroup not configured
没有为 DiskGroupName 属性指定任何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DiskGroupName 属性指定了值。
>Could not initialize Volume Manager connection. Error = Error_code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未处于运行状态或不响应服务请求。

建议的操作：验证服务处于运行状态。
Could not get SCM handle [Error 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打开“服务控制管理器”的句柄。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错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Online diskgroup. Less than half of total disks available in the diskgroup.
磁盘组中的可用磁盘少于一半。

建议的操作：要使 ForceImport 工作，请确保至少有 50% 的磁盘可用。
Online diskgroup : Error_description
代理无法使磁盘组联机。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说明，了解详细信息。
Offline diskgroup : Error_description
代理无法使磁盘组脱机。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说明，了解详细信息。
Init diskgroup : Error_description
代理无法初始化磁盘组。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说明，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start VxOb Service (Error = Error 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动 VxOb 服务。

建议的操作：尝试手动启动 VxOb 服务。 请参见相应的错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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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ed to query VxOb (Error = Error 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查询 VxOb。

建议的操作：尝试手动查询 VxOb。 请参见相应的错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
信息。
Failed to open VxOb (Error = Error 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打开 VxOb。

建议的操作：尝试手动打开 VxOb。 请参见相应的错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
信息。
Query imported cluster diskgroups : Error_description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说明，了解详细信息。
Query SCSI Reservation : Error_description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说明，了解详细信息。
>One or more disks in this diskgroup are unsteady.
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个磁盘或卷未处于运行良好状态。

建议的操作：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查看磁盘并验证其状态。
Disk availability check : Error_description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说明，了解详细信息。
Init diskgroup failed : The diskgroup and GUID do not match

建议的操作：使用 vmgetdrive -details 命令查找正确的 GUID。

MountV 代理的错误消息
>Could not initialize Volume Manager connection. Error = Error_code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未处于运行状态或不响应服务请求。

建议的操作：验证服务处于运行状态。
Volume Manager 中未启用 VCS 许可证。
Storage Foundation 未与 HA 许可证一同安装。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Attribute_name not configured
没有的指定的属性提供任何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指定属性指定了值。
Failed to get volume properties [Error_type:Error_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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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无法获得已配置卷的属性。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Volume folder_mount_path is also mounted as Driveletter drive_letter
指定卷已装入。 代理不允许将卷装入到多个驱动器上。

建议的操作：验证未在其他驱动器盘符装入该卷。 此外，检查卷是否未作为 NTFS
装入点进行装入。
Volume drive_letter is also mounted as NTFS Folder mount(s) at
folder_mount_path
代理不允许将卷装入到多个驱动器上。

建议的操作：验证未在某个驱动器盘符装入该卷。 此外，检查卷是否未作为 NTFS
装入点进行装入。
Volume drive_letter is Mounted as mount_path but configured as
volume_name
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卷装入路径与实际装入路径不同。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装入路径是否正确。
Volume volume_name is already mounted as NTFS Folder folder_mount_path
代理不允许将卷装入到多个驱动器上。

建议的操作：验证未在某个驱动器盘符装入该卷。 此外，检查卷是否未作为 NTFS
装入点进行装入。
Volume volume_name has been mounted multiple times (no_of_times)
代理不允许将卷装入到多个驱动器上。

建议的操作：验证未在某个驱动器盘符装入该卷。 此外，检查卷是否未作为 NTFS
装入点进行装入。
Volume volume_name has also been mounted as (drive_letter)
代理不允许将卷装入到多个驱动器上。

建议的操作：验证未在某个驱动器盘符装入该卷。 此外，检查卷是否未作为 NTFS
装入点进行装入。
Diskgroup not present
指定的磁盘组不在系统中。

建议的操作：验证磁盘组是否在系统中。
Volume not present
指定的卷组不在系统中。

建议的操作：验证卷是否在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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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to VM not initialized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未处于运行状态或不响应服务请求。

建议的操作：验证服务处于运行状态。
Mount_path is not suitable for folder mount [Error_type:Error_code]
指定的 MountPath 不适合文件夹装入。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 VMDg 代理的 MountPath 属性说明。 请参见相应的错误类型
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Mount_path is not on an NTFS formatted volume
指定的 MountPath 不是 NTFS 格式的卷。
Failed to unlock volume [Error_type:Error_code]
卸载期间此代理无法解除对该卷的锁定，指示可能存在硬件错误或者其他应用程序
正在访问该卷。

建议的操作：确保没有包括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在内的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访问该
卷。 验证安装的磁盘和配置的分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
系。
Failed to lock volume [Error_type:Error_code]
卸载期间此代理无法锁定该卷，指示可能存在硬件错误或者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访问
该卷。

建议的操作：验证没有包括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在内的其他应用程序正在访问该
卷。 验证安装的磁盘和配置的分区。 将 ListApplications 属性设置为 1，以获取正
在访问该卷的应用程序的列表。
Filesystem at drive_letter/mount_path is not clean [Error_type:Error_code]
指定驱动器盘符或装入路径处的文件系统需要清理

建议的操作：如果需要代理清理此文件系统，请将 AutoFSClean 设置为 1。 否则，
请手动清理此文件系统。
>Failed to add administrative share
代理无法指定默认管理共享。 已为此卷添加了管理共享。
Failed to delete administrative share [Error_type:Error_code]
代理无法删除在联机操作期间指定的管理共享。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网络代理故障排除
网络代理包括 NIC 代理、IP 代理和 Lanman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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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 代理的错误消息
Initialization failed
代理无法检索网络信息。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Invalid MAC Address format
在 MACAddress 属性中指定的 MAC 地址格式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 MAC 地址格式为 AA-BB-CC-DD。
Invalid MAC Address (MAC_Address) specified.
为适配器物理地址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MACAddress 属性指定了值。
Adapter (Adapter_Name) Connection status cannot be found
代理无法检索 NIC 的连接状态。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PingHostList not specified
没有的 PingHostList 属性指定任何值，即使在 UseConnectionStatus 设置为 False
时也是如此。

建议的操作：为 PingHostList 指定一个值。
UDP echo attempt failed
这是一个网络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UDP check failed
这是一个网络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Failed to clear all IPs from adapter Adapter_Name
代理无法取消分配已指定给网卡的所有 IP。 代理这样做可以避免 IP 冲突。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Adapter (Adapter_Name) not found
代理检测不到指定的适配器。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MACAddress 属性指定了值。
Adapter (Adapter_Name) is not connected
MACAddress 属性中所指定的适配器在网络上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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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检查网络连接。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MACAddress 属性指定了值。
Failed to get IFEntry for adapter Adapter_Name
代理在 IF 表中检索不到指定适配器的条目。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TCP/IP is not enabled for adapter (Adapter_Name)
未对指定适配器启用 TCP/IP。

建议的操作：对此适配器启用 TCP/IP。
Error percentage exceeded for (Adapter_name)
适配器已超出在 MaxTxErrorPercentage 属性中指定的数据包发送错误百分比。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Error percentage exceeded limit
适配器已超出 MaxTxErrorPercentage 所指定的错误百分比，超出次数达到
MaxTxErrInterval 属性中指定的次数。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IP 代理的错误消息
Initialization failed
代理无法检索网络信息。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Invalid attributes
为代理属性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这些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Invalid MacAddress format
在 MACAddress 属性中指定的 MAC 地址格式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 MAC 地址格式为 AA-BB-CC-DD。
Invalid IP format
在 Address 属性中指定的 IP 地址格式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 IP 地址格式是否正确。
Ping failed for IP (IP_Address)
代理无法 ping 通指定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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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的 IP 地址存在于网络中。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检查网络
连接。
Host IP_Address already exists
指定的 IP 地址已经存在于网络中

建议的操作：验证为 Address 属性指定的值是否唯一。
IP (IP_Address) is Admin IP
指定的虚拟 IP 是 NIC 在网络中的基本 ID。

建议的操作：指定唯一的 IP 地址。
Incorrect IP (IP_Address)
为 Address 属性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Address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Incorrect subnet mask (SubNet_Mask)
为 SubNetMask 属性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ubNetMask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Adapter (IP_Address) not found
代理在网络中检测不到指定的适配器。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Address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DHCP is enabled on Adapter (IP_Address)
指定适配器上启用了 DHCP。

建议的操作：禁用 DHCP 并为适配器指定 IP 地址。
Invalid Adapter (IP_Address)
为 Address 属性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Address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Invalid MacAddress (MAC_Address) specified
为 MACAddress 属性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MACAddress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TCP/IP is not enabled for adapter (Adapter_Name)
未对指定适配器启用 TCP/IP。

建议的操作：对此适配器启用 TC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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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man 代理的错误消息
Virtual server name spec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Virtual Server
Name)
虚拟服务器名称超过了 16 个字符的限制，或者包含无效字符。

建议的操作：验证 NetBios 名称少于十六个字符，并且不包含下列任一字
符：/\:*?"<>|=。
Virtual name already exists in the network
指定的虚拟名称已经存在于网络中。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VirtualName 属性指定了唯一的值。
Failed to update DNS entry (error_type:Error Type, error_code:Error Code)
代理无法更新 DNS 项。

建议的操作：验证 DNS 服务器处于活动状态且已配置反向查找区域。
Failed to update Computer account in Active directory (error_type: Error Type,
error_cod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将计算机帐户添加到 Active Directory 中。

建议的操作：验证 VCS Helper 服务运行于的上下文所属的用户是否具有所需权限。
Failed to register Virtual server name to Netbios (error_type:Error type,
error_cod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向 NetBios 注册虚拟服务器名称。

建议的操作：验证是否已经配置该虚拟名称。 运行 nbtstat - n 以检查 NetBios 绑
定。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Failed to start th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elper’ service. (error_type: Error
Type, error_code: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动指定的服务。

建议的操作：验证节点上是否安装了该服务。 此外，还要验证服务运行于的上下文
所属的用户是否具有所需权限。
IP address specified for MultiNetInfo is invalid (entry=IP Address)
在 MultiNetInfo 属性中指定的 IP 地址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MultiNetInfo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SubnetMask specified for MultiNetInfo is invalid (entry=subnet_mask)
在 MultiNetInfo 属性中指定的子网掩码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MultiNetInfo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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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S address specified for MultinetInfo is invalid (entry=wins_address)
在 MultiNetInfo 属性中指定的 WINS 地址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MultiNetInfo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VirtualName attribute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没有为 VirtualName 属性指定任何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VirtualName 属性指定了值。
>IP address spec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为 IP 地址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为 IP 地址指定的值有效。
>SubnetMask spec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is invalid
为子网掩码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为子网掩码指定的值有效。
>MultinetInfo attribute spec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is in invalid format
为 MultiNetInfo 属性指定的值不是标准格式。

建议的操作：验证 MultiNetInfo 属性的格式。
>There are no valid IP addresses spec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在配置中指定的所有 IP 地址均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 IP 地址。
>IP address spec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is not online. (ip= IP Address)
指定的 IP 地址未在群集中联机。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的 IP 地址存在于网络中。
>Mismatch in the subnet mask specified in configuration and the actual subnet
mask configured for the adapter
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子网掩码与已配置适配器的子网掩码不匹配。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 MultiNetInfo 属性中指定的子网掩码是否正确。
WINS address specified in the configuration is not found in the adapter's
WINS address list
指定的 WINS 地址不存在于适配器的 WINS 地址列表中。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 MultiNetInfo 属性中指定的 WINS 地址是否正确。
Attempt to start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elper’ service has failed. (error_type:
Error Type, error_code: Erro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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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无法启动指定的服务。

建议的操作：验证节点上是否安装了该服务。 此外，还要验证服务运行于的上下文
所属的用户是否具有所需权限。
Attempt to stop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elper’ service has failed. (error_type:
Error Type, error_cod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停止指定的服务。

建议的操作：验证节点上是否安装了该服务。 此外，还要验证服务运行于的上下文
所属的用户是否具有所需权限。
>”Attempt to online the Lanman resource has failed. (error_type: Error Type,
error_cod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使 Lanman 资源联机。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V-16-10051-3051 No DNS servers IPv6 address found. Cannot update DNS.
Please provide IPv6 addresses for the DNS servers either on the NIC or the
Lanman configuration.
此错误特定于 IPv6 环境。 Lanman 代理无法更新 DNS 记录中的虚拟 IPv6 地址项，
因为未指定 DNS 服务器详细信息。
Lanman 资源本身能够联机，但服务组中依赖 Lanman 资源的其他资源（例如
FileShare）可能因 DNS 中使用 IPv6 地址的虚拟服务器名称未更新而无法联机。
在 IPv6 环境中，Lanman 代理依靠 DNS 记录验证网络上的服务器名称。

建议的操作：如果虚拟 IP 是 IPv6 地址，则必须在网络适配器属性或 Lanman 代理
的 AdditionalDNSServers 属性中指定 DNS 服务器详细信息。

FileShare 代理故障排除
FileShare 代理包括 FileShare 代理和 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

FileShare 代理的错误消息
Attribute value(s) invalid for attr_name
指定的属性名称具有无效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配置文件并确保指定的属性值正确。
Failed to open folder folder_name [Error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打开在 Share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夹。

160

对捆绑代理进行故障排除
FileShare 代理故障排除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的文件夹是否存在。 检查文件夹权限。
Folder folder_name (\\\\system_name\\share_name) already shared
指定的文件夹名称已经共享。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 ShareName 的配置文件。
Failed to share folder folder_name as (\\\\system_name\\share_name)
[Error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共享指定的文件夹。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 ShareName 的配置文件。
MaxUsers for share share_name is less than configured
被授权访问共享的用户的数量少于 MaxUsers 属性中所指定的用户数。

建议的操作：确保被授权访问共享的用户的数量与 MaxUsers 属性中所指定的用户
数量相同。
Failed to unshare folder folder_name as (\\\\system_name\\share_name)
[Error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取消指定文件夹的共享。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共享名称的配置文件。
Path mismatch for share share_name
指定的路径名称已经共享。

建议的操作：验证网络中不存在该共享名称。 如果共享不存在，请联系 Veritas 技
术支持。
System error occurred for folder folder_name Error [Error_code]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FileShare Error : The Server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代理要求 Server 服务先启动，之后才能使资源联机。

建议的操作：验证 Server 服务运行正常。
Permissions error occurred for folder folder_name Error [error_id]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 ID，了解详细信息。 错误 ID 6 表示为文件夹共享
配置的权限与实际权限不匹配。 错误 ID 7 表示将共享的已配置权限和实际权限相
匹配时出现错误。
Share name share_name contains invalid characters
指定的共享名称包含无效字符。

建议的操作：确保指定的共享名称不包含特殊字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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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eFileShare 代理的错误消息
Attribute value(s) invalid for attr_name
指定的属性名称具有无效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配置文件并确保指定的属性值正确。
Failed to open folder folder_name [Error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打开在 Share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夹。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的文件夹是否存在。 检查文件夹权限。
Folder folder_name (\\\\system_name\\share_name) already shared
指定的文件夹名称已经共享。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 ShareName 的配置文件。
Failed to share folder folder_name as (\\\\system_name\\share_name)
[Error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共享指定的文件夹。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 ShareName 的配置文件。
MaxUsers for share share_name is less than configured
被授权访问共享的用户的数量少于 MaxUsers 属性中所指定的用户数。

建议的操作：确保被授权访问共享的用户的数量与 MaxUsers 属性中所指定的用户
数量相同。
Failed to unshare folder folder_name as (\\\\system_name\\share_name)
[ErrorType:Error Code]
代理无法取消指定文件夹的共享。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共享名称的配置文件。
Path mismatch for share share_name
指定的路径名称已经共享。

建议的操作：验证网络中不存在该共享名称。 如果共享不存在，请联系 Veritas 技
术支持。
Composite FileShare Error : The Server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
代理要求 Server 服务先启动，之后才能使资源联机。

建议的操作：验证 Server 服务运行正常。
Permissions error occurred for folder folder_name Error [error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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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请参见相应的错误 ID，了解详细信息。 错误 ID 6 表示为文件夹共享
配置的权限与实际权限不匹配。 错误 ID 7 表示将共享的已配置权限和实际权限相
匹配时出现错误。
Share name share_name contains invalid characters
指定的共享名称包含无效字符。

建议的操作：确保指定的共享名称不包含特殊字符（\、/、:、*、?、<, >、|）。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故障排除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包括 GenericService、ServiceMonitor 和 Process 代理。

IIS 代理的错误消息
Failed to create the IIS services map.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配置中正确定义了 SiteType 属性。 请参见关联的 Windows 错
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parse the argument list.
代理无法传递与其资源类型定义关联的所有参数。

建议的操作：验证代理的配置定义。
>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for IIS Service resource object.

建议的操作：验证系统有足够的内存来运行 IIS 和 VCS。
>”Failed to find the service object. Please check the SiteType attribute.

建议的操作：验证 SiteType 属性的配置定义。
Arguments are not specified correctly, Please check ArgList, ResName
与代理关联的一些属性定义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属性的配置定义。
Configuration error. Attribute attribute is not configured.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属性的配置定义。
Error Type.>Internal error IP (%s) Failed to convert IP address to ASCII. Error
Code

建议的操作：验证 IP 资源的配置定义。 请参见关联的 Windows 错误类型和错误代
码，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start/stop the application pool.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代理的配置中正确定义了应用程序池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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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ed to get the application pool state.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确定已配置应用程序池的状态。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代理的配置中正确定义了应用程序池名称。 请参见关联的
Windows 错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get the IIS virtual directory object object_name.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访问指定的虚拟目录对象。

建议的操作：验证站点的虚拟目录对象是否存在。 请参见关联的 Windows 错误类
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start the application pool poolname.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动指定的应用程序池。

建议的操作：验证应用程序池的配置定义。
>”Failed to get the application pool interface %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访问应用程序池的 COM 接口。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关联的 Windows 错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stop the application pool poolname.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停止指定的应用程序池。

建议的操作：验证应用程序池的配置定义。
Failed to start the IIS site/virtual server.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动指定的 IIS 站点或虚拟服务器。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的站点或服务器是否存在并验证其配置定义。
Failed to stop the IIS site/virtual server.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停止指定的 IIS 站点或虚拟服务器。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站点或服务器的配置定义。
Failed to determine the state of the IIS site/virtual server.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确定指定 IIS 站点或虚拟服务器的状态。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站点或服务器的配置定义。
Failed to get the application pool state and the bind path.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确定指定应用程序池的状态。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应用程序池的配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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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ed to get the IIS version [%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检索 IIS 的版本信息。

建议的操作：验证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均安装了支持的 IIS 版本。 请参见关联的
Windows 错误类型和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get the registry keyname.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访问指定的注册表项。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的注册表项是否存在。
Failed to start service servicename.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动指定的服务。

建议的操作：验证服务存在且在配置文件中定义正确。 验证主机支持该服务。
Failed to get the state of service servicename.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确定指定服务的状态。

建议的操作：验证服务存在且在配置文件中定义正确。 验证主机支持该服务
Failed to stop service servicename.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停止指定的服务。

建议的操作：验证服务存在且在配置文件中定义正确。 验证主机支持该服务
Failed to initialize service object servicename. Error Type.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初始化指定的服务。

建议的操作：验证服务存在且在配置文件中定义正确。 验证主机支持该服务

GenericService 代理的错误消息
The ServiceName attribute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没有为 ServiceName 属性指定任何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erviceName 属性指定了值。
>The password attribute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没有为 Password 属性指定任何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Password 属性指定了值。
>Failed to get the password attribut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解密指定的密码。

建议的操作：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获取一个加密密码。 将该加密密码指定给
配置文件中的 Password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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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ed to convert the password attribut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转换 Password 属性。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使服务组脱机，然后再联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代理无法分配内存。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使服务组脱机，然后再联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Failed to lookup the account name ‘Account_Nam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获取指定用户的 SID。

建议的操作：验证域控制器可供访问，或者指定的用户存在。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参见错误代码。
>Failed to open the SCM handl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获取 SCM 句柄。 这种情况会在指定的“服务控制管理器”(SCM) 数据库
不存在或所请求的访问被拒绝时出现。

建议的操作：验证 SCM 可以在主机上运行。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is not in stopped state
由于该项服务未处于“已停止”状态，代理无法使其联机。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项服务的状态并重新发出联机命令。
Failed to decrypt the password
代理无法解密指定的密码。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使用 VCS Encrypt 实用程序对密码进行加密（如《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所述）。
Failed to change the user context of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to
‘Domain\NameUsername.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更改运行该项服务的用户上下文。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start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动指定的服务。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服务的二进制文件存在，或者该项服务已配置为在指定用户
的上下文中运行。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手动启动该项服务。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did not start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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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无法在 DelayAfterOnline 属性指定的时间内使该项服务联机。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项服务在 SCM 中的状态。 如果该项服务的状态为“启动挂
起”，则增大 DelayAfterOnline 属性中指定的时间。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手动启
动该项服务。
Failed to wait for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to start.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没有等待该项服务启动。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请参考该项服务的专用文
档确定原因。
Failed to get the user context of the running service ‘Service Nam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获取与将运行指定服务的上下文对应的用户的信息。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用户存在，或者域控制器可供访问。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参
见错误代码。
Failed to get the SID for user ‘DomainName\Username’
代理无法获取指定用户的 SID。

建议的操作：验证域控制器可供访问，或者指定的用户存在。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参见错误代码。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is not running under the context of user
DomainName\Username
UserAccount 信息中指定的用户信息与将运行服务的上下文对应的用户信息不同。

建议的操作：停止服务并修改用户信息。 重新发出联机命令。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shares the same process with other services.
Killing it might affect those services.
如果该项服务为无效状态，则代理将尝试使该项服务脱机。 如果与其他服务共享进
程，代理将无法使该项服务脱机。 这种情况下，代理将尝试终止共享的进程。 可
能存在数据丢失的风险。
Failed to enable the ‘Privilege_Name’ privileg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用终止进程所需的权限。 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open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Error = Error Code
配置文件中的资源定义包含无效或错误的服务名称。

建议的操作：验证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erviceName 属性与 SCM 使用的显示名称相
同。 验证指定服务已成功打开。
Failed to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service ‘Service Nam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确定该项服务的状态。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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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使服务组脱机，然后再联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is not in running state. Attempt to stop it might
be unsuccessful.
由于该项服务未处于“已启动”状态，代理无法使其脱机。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项服务的状态并重新发出联机命令。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did not stop.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停止指定的服务。

建议的操作：验证指定服务的二进制文件存在，或者该项服务已配置为在指定用户
的上下文中运行。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手动停止该项服务。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did not stop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out.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在 DelayAfterOffline 属性指定的时间内使该项服务脱机。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项服务在 SCM 中的状态。 如果该项服务的状态为“停止挂
起”，则增大 DelayAfterOffline 中指定的时间。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手动停止该
项服务。

ServiceMonitor 代理的错误消息
>The ServiceOrScriptName attribute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没有为 ServiceorScriptName 属性指定任何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erviceorScriptName 属性指定了值。
Failed to lookup the account name ‘Account_Nam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获取指定用户的 SID。

建议的操作：验证域控制器可供访问，或者指定的用户存在。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参见错误代码。
>The password attribute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没有为 Password 属性指定任何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Password 属性指定了值并且仅包含字母。
>Failed to get the password attribut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解密指定的密码。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使用 VCS Encrypt 实用程序对密码进行加密（如《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所述）。
>Failed to convert the password attribute. Error = Erro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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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无法转换 Password 属性。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使服务组脱机，然后再联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Failed to open the SCM handl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获取 SCM 句柄。 SCM 数据库不存在或 SCM 管理器拒绝所请求的访问时
会出现这种情况。

建议的操作：验证 SCM 可以在主机上运行。
Failed to open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Error = Error Code
配置文件中的资源定义包含无效或错误的服务名称。

建议的操作：验证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erviceOrScriptName 与 SCM 使用的显示名
称相同。 同时验证主机上的 SCM 版本支持指定的服务且指定服务已成功打开。
Failed to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确定该项服务的状态。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验证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erviceOrScriptName 属性与 SCM 使用的显
示名称相同。 否则，使服务组脱机，然后再联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is not in running state
由于该项服务未处于“已启动”状态，代理无法使其脱机。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项服务的状态并重新发出联机命令。
Failed to get the user context of the running service ‘Service_Nam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获取与将运行指定服务的上下文对应的用户的信息。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用户存在，或者域控制器可供访问。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参
见错误代码。
Failed to get the SID for user ‘DomainName\Username’
代理无法获取指定用户的 SID。

建议的操作：验证域控制器可供访问，或者指定的用户存在。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参见错误代码。
The service ‘Service_Name’ is not running under the context of user
DomainName\Username
UserAccount 信息中指定的用户信息与将运行服务的上下文对应的用户信息不同。

建议的操作：停止服务并修改用户信息。 重新发出联机命令。
Failed to launch the monitor script ‘Script_Name’. Error = Erro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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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无法启动该脚本来监控服务。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脚本可供访问。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
码。
Monitor script has not responded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out of Timeout
period seconds.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收到监视脚本做出的响应。

建议的操作：检查 MonitorProgTimeout 属性的配置定义。 根据需要增大其值。
>Failed to terminate the monitor program.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终止 MonitorService 属性中指定的脚本。

建议的操作：停止代理。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
>Failed to get exit code of the monitor program.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获取监视指定服务的脚本做出的响应。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脚本返回的退出代码符合 VCS 标准。 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
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Failed to enable the Privilege_Name' privileg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用终止进程所需的权限。 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Invalid Service name [service_name].
配置文件中的资源定义包含无效或错误的服务名称。

建议的操作：验证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erviceOrScriptName 属性与 SCM 使用的显
示名称相同。 同时验证主机上的 SCM 版本支持指定的服务。

Process 代理的错误消息
Failed to convert the argument list.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转换参数列表。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使服务组脱机，然后再联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Failed to lookup the account name for the user ‘Account_Nam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获取指定用户的 SID。

建议的操作：验证域控制器可供访问，或者指定的用户存在。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参见错误代码。
>The password attribute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没有为 Password 属性指定任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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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Password 属性指定了值并且仅包含字母。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验证已使用 VCS Encrypt 实用程序对密码进行加密（如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所述）。
>Failed to get the password attribut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解密指定的密码。

建议的操作：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获取一个加密密码。 将该加密密码指定给
配置文件中的 Password 属性。
>Failed to convert the password attribut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转换 Password 属性。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使服务组脱机，然后再联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StartProgram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没有为 StartProgram 属性指定任何值。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tartProgram 属性指定了值。
The process (Process ID) is not alive. Error = Error Code
在 StartProgam 属性中指定的进程未处于活动状态。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tartProgram 属性指定了值。 如果问题
仍然存在，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
Failed to get cmd line of the process(Process_ID). Error=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确定在 Start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进程的命令行字符串。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tartProgram 属性指定了值。 如果问题
仍然存在，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
The command line of the process(Process_ID) does not match with that
configured in the attributes
代理确定的进程的命令行与在 Start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命令行不匹配。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tartProgram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Failed to get the user context of the process(Process_ID). Error= Error Code
代理无法获取与将运行指定进程的上下文对应的用户的信息。

建议的操作：验证该用户存在，或者域控制器可供访问。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参
见错误代码。
The user context of the process (Process_ID) does not match with that
configured in the attributes
代理确定的进程的用户上下文与在 UserName 属性中指定的用户上下文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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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UserName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Fail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rocess is running or not.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确定在 Start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进程是否在运行。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tartProgram 属性指定了值。 如果问题
仍然存在，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
Failed to enable ‘Privilege_Name’ privileg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用终止进程所需的权限。 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Failed to launch the program ‘Program_Nam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动在 StartProgram、CleanProgram、MonitorProgram 或 Stop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程序。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这些属性指定了值。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
Failed to get command line of the process (Process_ID). Error=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确定进程的命令行。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这些属性指定了值。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
Failed to wait for the process (Process_ID) to stop. Error = Error Code. Killing
it
StartProgram、CleanProgram、MonitorProgram 或 Start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进
程在指定的超时时间内未响应。 代理将尝试终止该进程。

建议的操作：增加在 MonitorProgamTimeout 属性中指定的超时时间。 如果问题仍
然存在，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
Failed to get the ACL information.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检索交互桌面和交互式窗口工作站的访问控制列表。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Failed to get the ACE.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检索交互桌面和交互式窗口工作站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的访问控制项。

建议的操作：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Failed to add an ACE entry. Error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将访问控制项 (ACE) 添加到交互桌面和交互式窗口工作站的访问控制列表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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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请参见 Windows 错误代码，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MSMQ 代理错误消息
群集的 MSMQ 服务未绑定到正确端口。
可能会在下列一种或多种情况下遇到此错误：
■

如果网络中出现 DNS 滞后
MSMQ 代理验证群集 MSMQ 服务是否已经绑定到正确的虚拟 IP 和端口。 默认
情况下，在联机操作过程中，代理仅执行一次此检查。 如果群集 MSMQ 服务未
绑定到正确的虚拟 IP 和端口，代理将停止该服务并且资源会出现故障。
如果网络中发生 DNS 滞后，检查端口绑定一次可能不会反映准确且最新的状
态。
建议操作：配置 MSMQ 代理检查正确网络绑定的次数。
在下列注册表项下创建 VirtualIPPortCheckRetryCount 可调参数：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VCS\BundledAgents\MSMQ

将此参数的 DWORD 值设为大于 1 的整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

默认 MSMQ 服务没有绑定到正确的 IP 和端口
如果默认 MSMQ 服务的网络绑定不正确，群集的 MSMQ 资源将无法在 Windows
Server 2012 或 2012 R2 节点上变为联机。
建议操作：为默认 MSMQ 服务创建 BindInterfaceIP 注册表项，重新启动服
务，并使群集的 MSMQ 资源或服务组联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资源：
■

Microsoft 知识库文章 974813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12 或 2012 R2 系统，您不需要安装文章中
提到的修补程序。

■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故障排除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包括 NotifierMngr 代理、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Proxy 代
理、Phantom 代理、FileNone 代理、ElifNone 代理、FileOnOff 代理和 FileOnOnly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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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程序管理器代理的错误消息
Failed to Start Notifier Process Process_ID. (Windows Error Code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启动指定的通知程序进程。 可能的原因包括配置中指定的路径名不正确、
系统内存少，或者出现相应错误代码定义的 Windows 特定错误。

建议的操作：验证代理的配置定义。 验证系统有足够的内存。
>Failed to Open Notifier Process. PID = Process_ID (Windows Error Code =
Error Code)
通知程序进程已终止。

建议的操作：VCS 将资源标记为故障资源。 等待，然后尝试使该资源恢复联机。
>Failed to Offline Notifier Process. PID = Process_ID (Windows Error Code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终止通知程序进程。 这表示出现相应错误代码定义的 Windows 特定错误。

建议的操作：尝试使用任务管理器手动终止进程。
>Failed to Clean Notifier Process. PID = Process_ID (Windows Error Code =
Error Code)
代理无法终止通知程序进程。 这表示出现相应错误代码定义的 Windows 特定错误。

建议的操作：尝试使用任务管理器手动终止进程。
Invalid SNMP severity specified
为 SNMP 通知指定的严重性级别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 SnmpConsoles 属性中指定的严重性级别为 Warning、
Information、Error 或 SevereError。
Invalid SMTP severity specified
为 SMTP 通知指定的严重性级别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指定的严重性级别为 Warning、
Information、Error 或 SevereError。
>Expected correct SNMP and | or SMTP options
为 SNMP 和 SMTP 属性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这些属性指定了有效的值。
Unable to online resource.Please specify correct SNMP and | or SMTP options
为 SNMP 和 SMTP 属性指定的值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这些属性指定了有效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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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ble to find VCS_HOME. Error Code = Error Code
VCS_HOME 环境变量的值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 VCS_HOME 环境变量的值。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的错误消息
Directory does not exist (or) could not create (directory=Drive name:path)
配置中指定的注册表复制目录不存在或者无法创建。

建议的操作：验证共享驱动器可供访问，并且该驱动器中没有与 ReplicationDirectory
属性同名的文件。 此外，请验证是否提供了创建该目录所需的权限。
The name of the local host is invalid (hostname= host_name)
这是一个 VCS 内部错误。

建议的操作：验证本地主机的名称有效。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
持联系。
Failed to restore the registry (key= Key_name, filename= File_name). Possibly
some applications might have keys open eg.,REGEDIT.EXE. Please close
them.
代理无法恢复指定的注册表项。

建议的操作：将访问指定注册表项的应用程序关闭。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Duplicate key (or) Already part of notification (key=Key_name)
指定的注册表项已在配置中指定。

建议的操作：验证 Keys 和 ExcludeKeys 属性中指定的值唯一。
Could not locate the file (file=file_name)
代理无法找到注册表复制文件。

建议的操作：验证这些文件位于目录中。
Failed to set %s
代理无法启用调试监视。

建议的操作：验证 monitor.exe 正在运行。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Agent module and Registry-change-monitor module are not of the same
version (received= %s, expect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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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y Replication 代理包括两个模块：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Registry
Monitoring。 如果这些模块的版本不同，代理将不会联机。

建议的操作：验证两个代理模块的版本。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
持联系。
Configuration Error : Key ‘Key_name’ is configured in Replication Key List
as well as in Exclude Key List
针对 Keys 和 ExcludeKeys 属性均配置了指定的项。

建议的操作：验证 Keys 和 ExcludeKeys 属性的配置定义。 确保没有同时为这两个
属性定义特定项。
Configuration Error : Key ‘Key_name’ configured in Replication Key List is a
Sub Key of key ‘Key_name’ configured in Exclude Key List
针对复制配置了特定项，同时针对排除配置了其超级项。

建议的操作：验证 Keys 和 ExcludeKeys 属性的配置定义。

Proxy 代理的错误消息
>Target Resource Name is not a valid name
在 TargetResName 属性中指定的资源名称无效。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为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TargetResName 属性指定了正确的值。
>Target resource is not Probed
由于尚未探测到目标资源，代理无法监视目标资源。

建议的操作：验证已探测到目标资源。 要获得探测到的目标资源状态，请在命令提
示符处执行 hares -display。

Phantom 代理的错误消息
有关与 Phantom 代理相关的任何错误，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FileNone 代理的错误消息
>File Name is not specified
配置文件不包含路径名称，或者配置的路径名称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配置文件中正确定义了 PathName 属性。

ElifNone 代理的错误消息
FileName is not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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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不包含路径名称，或者配置的路径名称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配置文件中正确定义了 PathName 属性。

FileOnOff 代理的错误消息
>Unable to create the file
代理无法创建指定的文件。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名不包含任何特殊字符，而且节
点上存在要创建文件的目录。
>Unable to delete the file
代理无法删除指定的文件。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名存在，而且文件未由其他用户
锁定。

FileOnOnly 代理的错误消息
ERROR! FileName is not valid
配置文件不包含路径名称，或者配置的路径名称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配置文件中正确定义了 PathName 属性。
>Unable to create the file
代理无法创建指定的文件。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 PathName 属性中指定的文件名不包含任何特殊字符，而且节
点上存在要创建文件的目录。

NetApp 代理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 VCS NetApp 代理的错误消息。
Failed to open connection to filer %s.

建议的操作：确保 VCS Helper 服务帐户具有域管理员权限，并且属于本地主机和
文件管理器上的管理员组。
确保专用网络能够正常运行。 验证您能够 ping 通对私有存储网络使用的 IP。 这是
IP 定义的 NetAppFiler 资源的 StorageIP 属性。
Failed to initialize ONTAPI on system
代理无法在系统上找到 NTAPADMIN.DLL 文件。

建议的操作：验证 %VCS_HOME%\bin 目录中存在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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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捆绑代理进行故障排除
NetApp 代理故障排除

Invalid attributes exist in the configuration
有些代理属性尚未定义或定义不正确。

建议的操作：验证代理的配置定义。
ONTAP API called failed for object_name on filer_name.
指定的 API 在指定对象上发生故障。

建议的操作：有关关联的错误消息的信息，请参见 NetApp ONTAP API 文档
Volume %s on filer %s is not a SnapMirror replicated volume

建议的操作：验证在指定卷上设置了复制。
Multiple snapmirror destinations for a volume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agent.
‘snapmirror status’ for volume %s on filer %s returned multiple status entries.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required.

建议的操作：每个源卷应当只有一个目标。
Initialize VLibNetAppHost::Initialize() failed. (error_type: %s, error_code:
0x%s)
代理检测不到主机上的 iSCSI 或 FC 启动器。

建议的操作：确保每个节点上都已安装和配置 Microsoft iSCSI 启动器或 FC 启动
器。
Failed to connect/disconnect virtual disk. (error_type: %s, error_code: 0x%s.
error_message: %s)
出现此错误的原因是 VCS 配置中下列一个或多个参数定义不正确：
■

文件管理器名称

■

卷名称/LUN 名称

■

共享名称

■

存储 IP

建议的操作：验证资源的配置定义。 确保每个属性的定义均正确。
Unable to create/delete online lock file %s. Error code %s,

建议的操作：确保您对指定的目录具有写入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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