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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CS Utilities Add-on 7.2

■

1.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概述

■

2. 使用 VCS Utilities Add-on

1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

VCS 实用程序的功能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

VCS 实用程序的限制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

使用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的先决条件

关于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借助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员可以针对一个或多个群集更改用户的群集身份验证密
码。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时，您可以选择群集，并在
“Change Password for the User (更改用户密码)”面板中输入所需的用户名。您
可以为所选用户的一个或多个群集输入新的群集身份验证密码（符合密码复杂性要
求）。
但是，您只能在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上执行此操作。未提供选择多个
用户并更改他们各自的群集身份验证密码的配置。
有关与加载项兼容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版本的信息，请参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4 页的“VCS 实用程序的功能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概述
VCS 实用程序的功能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请参见第 14 页的“VCS 实用程序的限制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请参见第 16 页的“为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更改用户密码”。

VCS 实用程序的功能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是适用于群集环境的综合管理平台，可提供
有关数据中心内的群集的信息。但是，为多个群集的多个用户创建和重置密码是一
个耗时且易于出错的任务。现在，通过使用 VCS Utilities Add-on，管理员可以在单
个操作中为一个、多个或所有群集创建和编辑用户的密码。该自动操作可极大程度
地减少管理工作。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请参见第 14 页的“VCS 实用程序的限制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请参见第 16 页的“为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更改用户密码”。

VCS 实用程序的限制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本节列出了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的限制。
■

仅可更改属于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用户的身份验证密码。

■

仅可在单个操作中为一个用户更改群集身份验证密码。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请参见第 14 页的“VCS 实用程序的功能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请参见第 16 页的“为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更改用户密码”。

使用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的先决条件
开始使用 VCS Utilities Add-on 前，请确保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中安装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版本
必须为 4.0 或更高版本。

■

在群集节点（托管主机）中安装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版本
必须为 3.0 或更高版本。

■

以域管理员身份登录。

■

要创建或编辑帐户密码的用户必须已经是 VCS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的成员。该用
户必须至少为一个此类群集的成员，并且可以访问许多群集。

■

群集必须不能处于脱机或故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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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请参见第 14 页的“VCS 实用程序的功能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请参见第 14 页的“VCS 实用程序的限制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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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VCS Utilities Add-on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为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更改用户密码

■

更改用户密码的选项

为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更改用户密码
使用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可为多个群集统一更
改用户的群集身份验证密码。您可以选择 VCS 管理的一个或多个非安全群集，然
后编辑用户密码。请确保所选用户已是 VCS 管理的一个或多个非安全群集的成员。
为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更改用户密码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然
后在左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为单个或多个群集更改密码：
■

选择数据中心或组织。选择“Clusters (群集)”选项卡。

■

选择一个或多个群集并单击右键，然后选择“Change password for
cluster user (为群集用户更改密码)”。

■

为单个群集更改密码：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
集)”以查找群集。

■

右键单击所需的群集，然后选择“Change password for cluster user
(为群集用户更改密码)”。

使用 VCS Utilities Add-on
更改用户密码的选项

3

在“Change Password for the User (更改用户密码)”面板中，输入用户的用
户名和密码。
请参见第 17 页的“更改用户密码的选项”。

4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VCS 实用程序 - Manage VCS User Passwords Add-on”。
请参见第 14 页的“VCS 实用程序的功能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请参见第 14 页的“VCS 实用程序的限制 - 管理 VCS 用户密码加载项”。

更改用户密码的选项
“Change Password for the User (更改用户密码)”面板显示要为所需用户设置密
码的所选群集。使用该面板输入用户名和设置新密码。
表 2-1

“Change Password for the User (更改用户密码)”选项

字段

Description (说明)

Clusters selected (所选群集)

显示所选群集列表。仅支持 VCS 管理的非安
全群集。

Username (用户名)

输入要为其设置密码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新密码。

Re-enter Password (重新输入密码)

重新输入新密码。

请参见第 16 页的“为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非安全群集更改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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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7.2

■

3.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的简介

■

4. 使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2

3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的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关于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通过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可以创建一个自定义解决方案软件包（其中包
括安装和卸载例程），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的所有主机
之间传递。然后，可以按照与部署标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解决
方案相同的方式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部署自定义解决方案。
有关与加载项兼容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版本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
表 (HSCL)》。
请参见第 20 页的“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创建自定义解决方
案”。
请参见第 22 页的“自定义解决方案的示例脚本”。

4
使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创建自定义解决方案

■

自定义解决方案的示例脚本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创建自定
义解决方案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您可以创建自定义解决方案，并将其
部署到一个或多个托管主机以及 Management Server 上。可以使用“Create New
Solution (创建新解决方案)”向导面板创建自定义解决方案。
使用向导前必须创建可通过向导浏览的安装和卸载脚本。
安装脚本必须按照以下方式命名：
setup.pl

卸载脚本必须按照以下方式命名：
unsetup.pl

请参见以下主题了解脚本示例。
请参见第 22 页的“自定义解决方案的示例脚本”。
创建自定义解决方案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Settings (设置)”选项卡，然后单击“Deployment (部署)”。

使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创建自定义解决方案

3

单击“Create New Solution (新建解决方案)”。

4

在“Create New Solution (新建解决方案)”向导面板中，输入如下相关信息：
Name (名称)

输入所创建的自定义解决方案的名称。

Version (版本)

输入所创建的自定义解决方案的版本。

Description (说明)

输入有关您创建的自定义解决方案的任何其他信
息。

MH Component (MH 组件)

如果要在托管主机上部署解决方案，请选中此复选
框。

MS Component (MS 组件)

如果要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部署解决方案，
请选中此复选框。

MH/MS Versions (MH/MS 版本)

选择要部署解决方案的托管主机、Management
Server 或两者的版本。

Upload platform specific files (上
传特定于平台的文件)：
Type (类型)

选择要在其上部署创建的自定义解决方案的平台。
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Cross Platform (跨平台)

■

Linux

■

SunOS

■

Windows

■

AIX

■

HP-UX

如果要跨平台部署解决方案，请选中此复选框。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则无法在“Type (类型)”字
段中选择特定平台。

Setup Script (安装脚本)

浏览以选择所创建的解决方案的安装脚本。
单击“Upload (上传)”将安装脚本上传至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UnSetup Script (卸载脚本)

浏览以选择所创建的解决方案的卸载脚本。
单击“Upload (上传)”将卸载脚本上传至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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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Files (附加文件)

浏览以选择要包含在所创建的解决方案中的任何附
加文件。
单击“Upload (上传)”将其他文件上传至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5

单击“Finish (完成)”创建解决方案。

请参见第 19 页的“关于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自定义解决方案的示例脚本
要使用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创建分发的自定义解决方案，必须上传用于安
装和卸载该解决方案的安装脚本及卸载脚本。下面是这些脚本的示例。
示例安装脚本：
#!/opt/VRTSsfmh/bin/perl
BEGIN { @INC = ("/opt/VRTSsfmh/lib/modules"); }
# Stage area for the distribution is defined as $stage_dir.
# All files in the distribution will be under $stage_dir
my $stage_dir = $ENV{'Store'};
# Code for installing distribution goes here
# For example
# my $out = `rpm -i $stage_dir/mypackage-1.0.rpm`;
# if($? == 0)
# {
#
exit(0); #Success
# }
# else
# {
#
exit(1); #Failed
# }

示例卸载脚本：
#!/opt/VRTSsfmh/bin/perl
BEGIN { @INC = ("/opt/VRTSsfmh/lib/modules"); }
# Stage area for the distribution is defined as $stage_dir.
# All files in the distribution will be under $stage_dir
my $stage_dir = $ENV{'Store'};
# Code for un-installing distribution goes here
# For example
# my $out = `rpm -e mypack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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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if($? == 0)
{
exit(0); #Success
}
else
{
exit(1); #Fai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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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 Insight Add-on 7.2

■

5. Fabric Insight Add-on 7.2 概述

■

6.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配置交换机发现

■

7.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管理交换机发现

3

5
Fabric Insight Add-on 7.2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

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

关于 Cisco 交换机发现

■

关于 Brocade 交换机发现

■

关于交换结构发现的故障排除

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
结构发现
您可以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发现数据中心内配置的存储区域网络 (SAN) 交换
结构交换机。
Fabric Insight Add-on 支持发现以下 SAN 交换机供应商：
■

Cisco：使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

Brocade：使用 HTTP 通信或与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BNA) 的 ODBC 连
接

注意：您无法在交换结构中发现单个交换机；Fabric Insight Add-on 会发现整个交
换结构。
Fabric Insight Add-on 受以下操作系统支持：

Fabric Insight Add-on 7.2 概述
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

64 位 Linux

■

64 位 Windows

您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以及（可选）一台或多台托管主机上安装 Fabric
Insight Add-on。安装有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任何主机（Management Server
或托管主机）都可用作发现主机，以进行交换结构发现。但是，建议将 Fabric Insight
Add-on 安装在托管主机上并使用该托管主机进行交换结构发现。Management
Server 和托管主机必须为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
注意：交换机发现每六个小时进行一次，并且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数据库会进行相应的更新。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Cisco 交换机发现”。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Brocade 交换机发现”。

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典型的交换机发现配置涉及以下步骤：
■

在 Management Server 以及（可选）一台或多台托管主机上安装 Fabric Insight
Add-on。

■

为交换结构配置交换机发现。

■

■

选择交换机供应商和发现方法。

■

指定发现主机。发现主机可用于发现交换机。

■

指定种子交换机。您可以将交换结构中的任一交换机指定为种子交换机。种
子交换机可充当进入点，以便发现交换结构中的其他交换机。种子交换机并
不一定需要安装有最新固件。

■

提供用户凭据和其他特定于供应商的信息，用于发现交换机。
对于 Cisco 交换机，使用 SNMP 通信。对于 Brocade 交换机，可以使用
HTTP 通信或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BNA)。为成功执行发现操作，必须
可使用相同凭据访问交换结构中的所有交换机。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中，查看交换机的
已发现属性。例如，有关交换机、交换机端口、交换结构、区域、区域成员、
启动器、目标和其他属性的信息。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26

Fabric Insight Add-on 7.2 概述
关于 Cisco 交换机发现

关于 Cisco 交换机发现
使用 SNMP 通信，可发现 Cisco 交换机的以下属性：
■

VSAN

■

交换机（包括处于 NPV 模式的交换机）

■

交换机端口

■

活动区域及其区域成员

■

交换机和 HBA 或存储阵列端口（FC 或 FCoE，包括 NPIV）之间的连接性信息

Cisco 交换机发现的先决条件如下所示：
■

支持的交换机操作系统版本：Cisco SAN OS 3.1（型号 DS-C9509 和
DS-C9124-K9）和 Cisco NX-OS 5.1（型号 N5K-C5548UP）

■

交换结构中的所有交换机都必须具有相同的用户凭据。

■

不能将处于 NPV 模式的 Cisco 交换机配置为种子交换机。

■

不支持发现混合供应商的交换结构。

■

确保发现主机和 Cisco 交换机之间的 UDP 端口 161 处于打开状态。

受支持的 SNMP 协议版本为 SNMP v1、v2c 和 v3。但是，如果在配置交换机发现
时选择 SNMP v1/v2c，则 SNMP v2c 用于该发现。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关于 Brocade 交换机发现
可使用以下方法发现 Brocade 交换机：
■

使用 HTTP 通信

■

使用与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BNA) 的 ODBC 连接

可发现有关 Brocade 交换机的以下信息：
■

交换机、多协议路由器和访问网关

■

活动区域及其区域成员

■

虚拟交换机

■

交换机之间的交换机间链路和 NPV/NPIV 链路

■

交换机与多协议路由器的连接

Brocade 交换机发现的先决条件如下所示：
■

主交换机要求：Fabric OS 版本 6.3.x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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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属交换机要求：Fabric OS 版本 5.3.2 或更高版本

■

种子交换机：Fabric OS 版本 5.3.2 或更高版本

■

该发现需要最低的访客级别访问权限。

■

交换结构中的所有交换机都必须具有相同的用户凭据才可成功执行交换机发现
操作。BNA 凭据是 BNA 数据库凭据，而不是 BNA 应用程序登录凭据。

■

要使用 HTTP 通信进行发现，请确保 HTTP 端口 80 处于打开状态。要使用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BNA) 进行发现，postgres 端口 5432 应处于打开状
态。

■

对于基于 BNA 的发现，BNA 版本应为 11.x 或更高版本。对于基于 HTTP 的发
现，交换机固件版本应为 5.3.x 或更高版本。

注意：对于 BNA 的某些版本（例如，版本 12.x 及更高版本），需要在 BNA 服务
器上执行其他步骤，从而使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主机能够发
现交换机。更改 BNA 数据库客户端身份验证文件 (pg_hba.conf)，从而允许发现主
机连接到 BNA 数据库。该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Network Advisor
12.0.0\data\databases\pg_hba.conf。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关于交换结构发现的故障排除
交换结构发现可能由于下列原因而失败：
■

■

对于 Cisco：
■

如果某些交换机不可访问，或者为交换机提供的用户凭据不正确。

■

如果种子交换机不可访问，或者为种子交换机提供的用户凭据无效。

对于 Brocade：
■

如果主交换机不可访问，或者提供的用户凭据无效。

■

如果种子交换机不可访问，或者为种子交换机提供的用户凭据无效。

■

BNA 服务未运行。您可以使用 Network Advisor 服务器管理控制台验证是否
所有 BNA 服务都正在运行。

■

无法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主机的 IP 访问 BNA
服务器。您需要检查防火墙和其他网络配置。

■

BNA 数据库凭据无效。

■

未更改 BNA 数据库客户端身份验证文件 pg_hba.conf（适用于 BNA 版本
12 及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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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达到 BNA 数据库并发连接的最大数量。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29

6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配置交换机发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添加 Cisco 交换机

■

添加 Brocade 交换机

添加 Cisco 交换机
您可以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向 Management Server 添加 Cisco 交换机。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添加 Cisco 交换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vice (设备)”。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选择“Add Switch (添加交换
机)”。

■

展开“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右键单击“Switches (交换机)”节点，
然后选择“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

4

在“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31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发现方法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
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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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有关发现主机、种子交换机、SNMP 版本和用户凭据的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31 页的“用于为 Cisco 交换机发现指定发现主机和其他信息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6

输入配置的名称。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2 页的“用于提供配置名称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用于选择供应商和发现方法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
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交换机供应商和发现方法。
表 6-1

用于选择供应商和发现方法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
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witch Vendor (交换机供应商)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交换机供应商。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选择发现方法。例如，Cisco 交换机的 SNMP 通信。

请参见第 30 页的“添加 Cisco 交换机”。
请参见第 33 页的“添加 Brocade 交换机”。

用于为 Cisco 交换机发现指定发现主机和其他信息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 Cisco 交换机发现所需的发现主机、种子交换机和其他参
数。
表 6-2

用于为 Cisco 交换机发现指定发现主机和其他信息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witch Vendor (交换机供应商)

显示交换机供应商。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 Cisco 交换机发现的发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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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选择发现主机。

Seed Switch Name/IP (种子交换 输入执行发现所需的种子交换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
机名称/IP)
对于 Cisco，不应将处于 N 端口虚拟化 (NPV) 模式的交
换机配置为种子交换机。
SNMP Version (SNMP 版本)

选择要用于 SNMP 通信的 SNMP 版本。

SNMPv3

仅当在“SNMP Version (SNMP 版本)”字段中选择
SNMPv3 时，此部分中的选项才可用。
User Name (用户名)：输入 SNMP 用户的名称。该用户
必须至少具有 network-operator 角色。
Security Level (安全级别)：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安全
级别。可用级别为 NoAuthNoPriv、AuthNoPriv 和
AuthPriv。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身份验证协议)：选择身份验证协
议。该选项适用于 AuthNoPriv 和 AuthPriv 安全级别。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身份验证密码)：输入用户的身
份验证密码。该选项适用于 AuthNoPriv 和 AuthPriv 安
全级别。
Privacy Protocol (隐私协议)：选择隐私协议。该选项适用
于 AuthPriv 安全级别。
Privacy Password (隐私密码)：输入 SNMP 用户的隐私
密码。该选项适用于 AuthPriv 安全级别。

SNMPv1/2c

仅当在“SNMP Version (SNMP 版本)”字段中选择
SNMPv1/2c 时，此部分中的选项才可用。
Community String (团体字符串)：输入 SNMP 团体字符
串。该团体可以处于只读或读写模式。

请参见第 30 页的“添加 Cisco 交换机”。

用于提供配置名称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查看有关将发现的交换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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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用于提供配置名称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Configuration Name (配置名 输入交换机配置的名称。
称)
Switches to be configured for discovery (要为发现配置的交换机)：此部分会显示有关满
足先决条件且将在控制台中发现的交换机的详细信息。例如，交换机的显示名称、其 IP 地
址、发现状态和全球名称 (WWN)。

请参见第 30 页的“添加 Cisco 交换机”。
请参见第 33 页的“添加 Brocade 交换机”。

添加 Brocade 交换机
您可以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向 Management Server 添加 Brocade 交换机。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添加 Brocade 交换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vice (设备)”。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然后选择“Add Switch (添加交换
机)”。

■

展开“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右键单击“Switches (交换机)”节点，
然后选择“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

4

在“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31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发现方法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
板的选项”。

5

提供有关发现主机、种子交换机和用户凭据的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34 页的“用于为 Brocade 交换机发现指定发现主机和其他信息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6

输入配置的名称。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32 页的“用于提供配置名称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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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为 Brocade 交换机发现指定发现主机和其他信息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提供 Brocade 交换机发现所需的发现主机、种子交换机和其他参
数。
如果通过 HTTP 通信执行 Brocade 交换机发现，则需要输入下表中介绍的参数：
表 6-4

用于为使用 HTTP 通信执行的 Brocade 交换机发现指定发现主机
和其他信息的“Add switch (添加交换机)”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witch Vendor (交换机供应商)

显示交换机供应商。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将发现方法显示为“Using HTTP Communication (使用
HTTP 通信)”。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选择发现主机。

Seed Switch Name/IP (种子交换 输入用于执行交换机发现的种子交换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
机名称/IP)
User Name (用户名)

输入用于访问发现主机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访问发现主机所需的密码。

如果 Brocade Network Adviser（使用 ODBC 连接）用于发现 Brocade 交换机，则
需要输入下表中介绍的参数：
表 6-5

用于为使用 ODBC 连接执行的 Brocade 交换机发现指定发现主
机和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详细信息的“Add switch (添加交
换机)”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witch Vendor (交换机供应商)

显示交换机供应商。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将发现方法显示为“Using ODBC connection to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使用与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的 ODBC 连接)”。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选择使用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执行 Brocade 交换机
发现所需的发现主机。

BNA Name/IP (BNA 名称/IP)

输入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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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User Name (用户名)

输入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数据库的用户名。默认用
户名为 dcmuser。

注意：所使用的 BNA 凭据是 BNA 数据库凭据，而不是
BNA 应用程序登录凭据。
Password (密码)

输入访问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数据库所需的密码。
默认密码为 password。

请参见第 33 页的“添加 Brocade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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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交换机发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刷新交换机发现

■

编辑交换机配置

■

删除交换机发现

刷新交换机发现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可以刷新在数据中心内添加的 SAN 交换机的发现。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刷新交换机发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vice (设备)”。

3

展开“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选择“Switches (交换机)”节点。

4

在“Switch Configurations (交换机配置)”选项卡下，选择所需的配置。

5

右键单击并选择“Refresh Configuration (刷新配置)”。

6

在“Refresh Configuration (刷新配置)”面板上，单击“Yes (是)”进行确
认。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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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交换机配置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可以编辑与配置的 SAN 交换机的发现有关的参数。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编辑交换机配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vice (设备)”。

3

展开“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选择“Switches (交换机)”节点。

4

在“Switch Configurations (交换机配置)”选项卡下，选择所需的配置。

5

右键单击并选择“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

6

编辑有关发现主机、种子交换机、用户凭据和其他特定于供应商的参数的信
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7

查看与交换机有关的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删除交换机发现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可以删除在数据中心内配置的 SAN 交换机的发现。
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删除交换机发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vice (设备)”。

3

展开“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并选择“Switches (交换机)”节点。

4

在“Switch Configurations (交换机配置)”选项卡下，选择所需的配置。

5

右键单击并选择“Remove Configuration (删除配置)”。

6

在“Remove Configuration (删除配置)”面板中，单击“Yes (是)”进行确
认。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使用 Fabric Insight Add-on 的存储区域网络交换结构发现”。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设置交换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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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atch Installer Add-on 7.2

■

8. Patch Installer Add-on 的简介

■

9. 使用 Patch Installer Add-on

8
Patch Installer Add-on 的
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Patch Installer Add-on

关于 Patch Installer Add-on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可以提供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产品版本和平台的可用更新信息。
更新信息从 Veritas Services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检索。SORT 是
一个有助于管理 Veritas 产品的网站。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下载 SFHA 更新。Patch Installer Add-on
会新增一个功能，即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将支持的 SFHA 修复程序部
署并安装至需要这些修复程序的托管主机。支持的修复程序是指由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为可部署的修复程序。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会显
示哪些修复程序可部署。
Patch Installer Add-on 仅安装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
您也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自定义 SFHA 修复程序，方法是添加自
定义 Perl 脚本处理安装前和安装后任务。例如，您可以添加脚本先停止、随后再重
新启动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45 页的“将安装前和安装后脚本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
提供了有关使用 Patch Installer Add-on 下载和安装的先决条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41 页的“部署 SFHA 修复程序的先决条件”。
有关使用 Patch Installer Add-on 下载和安装 SFHA 修复程序的信息，请参见以下
主题：

Patch Installer Add-on 的简介
关于 Patch Installer Add-on

请参见第 42 页的“部署 SFHA 修复程序”。
有关 SORT 的详细信息，请转至：
https://sort.ver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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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部署 SFHA 修复程序的先决条件

■

部署 SFHA 修复程序

■

自定义 SFHA 修复程序部署时对脚本的要求

■

将安装前和安装后脚本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

■

删除或替换 SFHA 修复程序的自定义脚本

■

查看有关 SFHA 修复程序部署请求的信息

部署 SFHA 修复程序的先决条件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 Patch Installer Add-on 在受管主机 6.0
或更高版本上下载并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产品的修复
程序。
支持的 SFHA 修复程序会在控制台中显示为“VOM deployable (VOM 可部署)”。
有关 Patch Installer Add-on 支持安装哪些 SFHA 更新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下载修复程序时需要连接至 Veritas Services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如果 Management Server 并无连接可供 SORT 使用，可以通过控制台配置
代理服务器。
有关配置代理设置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您也可以修改设置，从 SORT 检索修复程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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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修改 SORT 下载设置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使用指南》。
某些修复程序需要重新启动系统。部署修复程序期间，可以指定是否在修复程序安
装完毕后自动重新启动系统。Patch Installer Add-on 会检测是否需要重新启动。
您可以添加自定义 Perl 脚本处理安装前和安装后任务，从而自定义 SFHA 修复程
序。例如，您可以添加脚本先停止、随后再重新启动应用程序。请先自定义修复程
序，然后再进行部署。
请参见第 45 页的“将安装前和安装后脚本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

部署 SFHA 修复程序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 Patch Installer Add-on 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产品支持的修复程序。支持的 SFHA 修复程序
会在控制台中显示为“VOM deployable (VOM 可部署)”。
注意：部署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修复程序时 Patch Installer Add-on
并不是必需的。
某些修复程序需要重新启动系统。部署修复程序期间，可以指定是否在修复程序安
装完毕后自动重新启动系统。
开始前，请先了解相关前提条件。
请参见第 41 页的“部署 SFHA 修复程序的先决条件”。
如果希望添加自定义 Perl 脚本来自定义修复程序，则应先执行该任务，然后再进行
部署。
请参见第 45 页的“将安装前和安装后脚本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
部署 SFHA 修复程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ployment (部署)”。

3

按如下方式查找修复程序：
■

要查看所有 SFHA 产品的修复程序，请单击树中的“Hot Fixes (修复程
序)”，然后单击“Hot Fixes (修复程序)”选项卡。

■

要仅查看一个产品的修复程序，展开树中的“Hot Fixes (修复程序)”并单
击其中一个产品，然后单击“Hot Fixes (修复程序)”选项卡。

■

要筛选“Hot Fixes (修复程序)”选项卡上的列表，只显示 VOM 可部署的
修复程序，请选中“VOM Deployable (VOM 可部署)”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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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Hot Fixes (修复程序)”选项卡上，选择要部署的修复程序。

5

单击右键并选择“Install (安装)”。

6

如果“Download Hot Fix (下载修复程序)”面板显示在“Install (安装)”向导
中，请选择是从 SORT 下载还是使用本地副本，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7

在“Select hosts (选择主机)”面板上，选择要安装修复程序的主机，然后单
击“Next (下一步)”。

8

（可选）选择“Automatically reboot systems after installation is complete
(安装完毕后自动重新启动系统)”。单击“OK (确定)”。

9

发送安装请求后，可以退出向导并使用“Recent Tasks (最近任务)”列表跟踪
状态。要查看更多详细信息，如自定义脚本的输出，请双击任务。如果正在多
个主机上安装，可以展开任务，查看各主机的详细信息。您也可以在
“Applicable Hosts (适用主机)”选项卡上查看信息。

自定义 SFHA 修复程序部署时对脚本的要求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 perl 脚本来执行在通过 Patch Installer Add-on 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修复程序之前和之后所需的任务。
perl 脚本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

脚本 Exit 在成功时必须返回 0。

■

脚本 Exit 在失败时必须返回 0 以外的值。

为帮助您验证脚本是否成功执行，STDERR 或 STDOUT 上从脚本输出的任何内容
都会显示在安装自定义修复程序时的任务日志详细信息中。
注意：安装后脚本旨在用于修复程序无需重新启动的情况。如果修复程序需要重新
启动，则不执行安装后脚本。
下面的示例显示了使用脚本自定义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修
复程序的部署时所需要的内容。
安装前脚本示例：
# stop relevant applications before the core services are stopped
and
patch is installed
# exit the script with proper exit code and message.
# if pre setup fails HF/CP installation will be ab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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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 = 0;
if ($ret) # zero exit code indicates success. non-zero indicates
error.
{
my $msg = "some error message indicating what failed";
print STDERR "Pre setup failed: $msg";
exit(1);
}
else
{
print STDOUT "Pre setup successfull";
exit(0);
}

安装后脚本示例：
## Post setup script. executed after HF/CP is installed but
before system reboots (if reboot is required)

# start relevant applications which were stopped in the pre-setup
script.
$ret = 0;
if ($ret) # zero exit code indicates success. non-zero indicates
error.
{
my $msg = "some error message indicating what failed";
print STDERR "Post setup failed: $msg";
exit(1);
}
else
{
print STDOUT "Post setup successfull";
exit(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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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5 页的“将安装前和安装后脚本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

将安装前和安装后脚本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 perl 脚本来执行在通过 Patch Installer Add-on 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修复程序之前和之后所需的任务。例如，您可
以创建脚本来停止和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注意：安装后脚本旨在用于修复程序无需重新启动的情况。如果修复程序需要重新
启动，则不执行安装后脚本。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 Patch Installer Add-on 将自定义脚本
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在将修复程序部署到主机之前，添加脚本以自定义修复程
序。
请参见第 43 页的“自定义 SFHA 修复程序部署时对脚本的要求”。
将安装前和安装后脚本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ployment (部署)”。

3

按如下方式查找要自定义的修复程序：
■

要查看所有 SFHA 产品的修复程序，请单击树中的“Hot Fixes (修复程
序)”，然后单击“Hot Fixes (修复程序)”选项卡。

■

要仅查看一个产品的修复程序，展开树中的“Hot Fixes (修复程序)”并单
击其中一个产品，然后单击“Hot Fixes (修复程序)”选项卡。

4

在“Hot Fixes (修复程序)”选项卡上，选择要自定义的修复程序。

5

右键单击并选择“Customize (自定义)”。

6

如果尚未下载修复程序，向导面板将提示您选择是从 SORT 下载还是使用本地
副本。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7

如果选择下载，等待下载完成，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8

上传安装前和/或安装后脚本。浏览要添加的文件，然后单击“Upload (上传)”。
上传的文件将在表中列出。您可以单击表行中的页面图标来查看内容。

9

单击“Finish (完成)”。当操作显示成功完成时，单击“OK (确定)”。
在所选修复程序的“Properties (属性)”窗格中，“User Customized (用户
自定义)”属性将显示为“Ye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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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6 页的“删除或替换 SFHA 修复程序的自定义脚本”。

删除或替换 SFHA 修复程序的自定义脚本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 Patch Installer Add-on 删除或替换已
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的自定义安装前和安装后脚本。
要替换脚本，应首先删除要替换的脚本文件。然后，添加要替换之前文件的脚本文
件。
删除或替换 SFHA 修复程序的自定义脚本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ployment (部署)”。

3

按如下方式查找修复程序：
■

要查看所有 SFHA 产品的修复程序，请单击树中的“Hot Fixes (修复程
序)”，然后单击“Hot Fixes (修复程序)”选项卡。

■

要仅查看一个产品的修复程序，展开树中的“Hot Fixes (修复程序)”并单
击其中一个产品，然后单击“Hot Fixes (修复程序)”选项卡。

4

右键单击修复程序，然后选择“Customize (自定义)”。

5

在“Customize (自定义)”面板上，单击表行中要删除的文件的删除图标。

6

如果要替换已删除的脚本，则浏览替换脚本文件并上传该文件。

7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45 页的“将安装前和安装后脚本添加到 SFHA 修复程序”。

查看有关 SFHA 修复程序部署请求的信息
您可以使用 Patch Installer Add-on 查看以前发出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修复程序部署请求的信息。该信息包括时间、状态、成功更新
的主机数量、更新失败的主机数量以及主机名称。
查看有关 SFHA 修复程序部署请求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ployment (部署)”。

3

在树中的“Repository (存储库)”下，单击“Hot Fixes (修复程序)”。

4

单击“Requests (请求)”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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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2 页的“部署 SFHA 修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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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执行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

11. 监视存储阵列计量数据

■

12. 管理 LUN 分类

■

A. 磁盘阵列配置的先决条件

■

B. Management Server 用于深层发现磁盘阵列的命令

10
执行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

关于发现主机

■

关于网络连接存储发现

■

为深层发现添加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3PAR 存储磁盘阵列

■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

■

编辑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配置

■

删除存储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

刷新为深层阵列发现配置的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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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精简池的使用情况

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Storage Insight Add-on 通过其深层阵列发现功能，为您提供有关数据中心中存储磁
盘阵列的详细信息。Storage Insight Add-on 允许您查看磁盘阵列中直到适配器和磁
盘级别的相关详细存储信息。
有关与加载项兼容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版本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
表 (HSCL)》。
在为磁盘阵列配置深层发现后，会每六个小时进行一次发现，并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数据库进行相应的更新。
注意：要执行磁盘阵列的深层阵列发现，您需要对存储视图和操作拥有访问权限。
Storage Insight Add-on 还允许您定义数据中心内 LUN 的分类。可以基于一个或多
个参数对 LUN 进行分类。例如，磁盘阵列名称、供应商、LUN 的 RAID 级别和
LUN 类型。Storage Insight Add-on 还允许您在阵列端口和适配器中执行 Dynamic
Multi-Pathing 路径的维护。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网络连接存储发现”。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99 页的“关于 LUN 分类”。
请参见第 87 页的“删除存储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及其深层发现功能
允许您发现下列磁盘阵列。
表 10-1

磁盘阵列发现方法和发现的信息

磁盘阵列

发现方法

发现的信息

HITACHI

HiCommand server

LDEV（逻辑设备）、PDEV（物理设备）、阵
列组、复制、适配器、主机关联和精简池。

IBM XIV

XCLI 实用程序

池卷、物理磁盘、存储池、复制、精简池、阵列
端口、适配器和主机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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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阵列

发现方法

发现的信息

EMC Symmetrix

SymCLI 实用程序

物理磁盘、设备、复制、精简池、阵列端口、适
配器、主机关联、完全自动化存储分层 (FAST)
技术管理的存储组（仅 VMAX）和虚拟池完全自
动化存储分层 (FAST VP)。

EMC CLARiiON

NaviSphere Secure 精简池、精简 LUN、物理磁盘、RAID 组、复
CLI (NaviSecCLI) 实 制、阵列端口、适配器、主机关联、存储处理器
用程序
和 LUN。

NetApp

NetApp Data
ONTAP SDK

物理磁盘、聚合、阵列卷、阵列端口、适配器、
主机关联、复制、弹性卷/传统卷和 LUN。
NAS 发现：配额树、共享、配额、vFiler 和使用
者存储池

HP 企业虚拟阵列
(EVA)

SSSU CLI 实用程
虚拟磁盘、物理磁盘、阵列磁盘组、阵列端口、
序。它从 Command 适配器、主机关联和复制。
View 服务器获取信
息。

EMC Celerra

Celerra XML API 和 磁盘卷、存储池、阵列端口、适配器、主机关
CLI
联、阵列卷（元卷、条带卷、片卷和池卷）、
NAS 文件系统、共享和数据移动设备。

IBM 系统存储 DS

DS 命令行界面
(DSCLI)

EMC VNX

使用 XML API 和 CLI LUN、物理磁盘、RAID 组、复制、精简池、磁
盘卷、存储卷、阵列端口、适配器、主机关联、
阵列卷、数据移动设备和 NAS 对象（例如，共
享）。

逻辑卷、磁盘驱动器模块 (DDM)、扩展区池、
复制、阵列端口、适配器、主机关联和等级。

您可以发现所有这三种类型的 VNX 配置 -“File
(文件)”、“Block (块)”和“Unified (统一)”。
EMC VPLEX

使用 HTTPS 访问
VPLEX 服务器和
SSH 通信

虚拟卷、存储卷、RAID 组、阵列端口、适配器、
主机关联和复制。内部节点、本地和分布式设
备、本地和分布式虚拟卷。

3PAR

使用 SSH 通信

虚拟卷、物理磁盘、复制、阵列端口、适配器、
主机关联、公用置备组 (CPG) 和精简 CPG。

IBM SAN 卷控制器 使用 SSH 通信
(SVC)

托管磁盘、内部驱动器、虚拟磁盘、磁盘组、精
简池、阵列端口、适配器、主机关联和复制（本
地和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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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现主机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要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
有关磁盘阵列的阵列信息，您需要将一个托管主机指定为发现主机。发现主机是添
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域中的任何 Windows、Linux 或 Solaris
(SPARC) 主机（带有要求的 VRTSsfmh 软件包版本）。发现主机上必须安装特定于
供应商的阵列管理工具。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网络连接存储发现”。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关于网络连接存储发现
您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在数据中心中启用了网络连接存储 (NAS) 的磁
盘阵列中发现 NAS 对象。
在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配置磁盘阵列时，您可以启用 NAS 发现。在配置磁
盘阵列后，将发现 NAS 对象并显示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
台上。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支持对下列磁盘阵列执行 NAS 发现：
■

NetApp

■

EMC Celerra

■

EMC VNX（文件）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为深层发现添加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可为您提供有关数据中心内存储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
Storage Insight Add-on 利用与主机连接的 HiCommand Server，该主机可指定为
发现主机以从 HITACHI 磁盘阵列中获取信息。此主机不必属于 Management
Server。位于 Management Server 上的 HITACHI agentlet 可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命令推送到发现主机，以使用 XML 从 HiCommand Server 中获取信息。 发
现主机会运行相应的命令，以收集有关磁盘阵列的信息。此信息将提供给
Management Server，并会被分析且放置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数据库中。
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之前，请确保满足配置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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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04 页的“HITACHI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指定设备详细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
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与 HiCommand Server 连接的 HITACHI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所需信息以更新发现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25 页的“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的
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选择供应商以及要为其启用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进行深
层发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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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磁盘阵列供应商。

Select product with appropriate discovery method (使用适当的发现方法选择产品)
Product (产品)

选择要为其启用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其他信息)

提供有关所发现对象、先决条件、CLI 版本的
信息以及有关磁盘阵列发现的其他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5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4 页的“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6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8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9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1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0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2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4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5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3PAR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6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

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用于为深层发现添加以下磁盘阵列的设备详细信息和服务器
信息。
表 10-3 列出 HITACHI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4 列出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5 列出 IBM XIV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6 列出 NetApp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7 列出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8 列出 HP 企业虚拟阵列 (EVA) 磁盘阵列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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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9 列出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10 列出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11 列出 EMC VNX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12 列出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13 列出 3PAR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14 列出了用于 IBM SVC 磁盘阵列的选项。
注意：要了解有关列阵配置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磁盘阵列配置的先决条件”
部分。
表 10-3

用于 HITACHI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HiCommand Server

输入 HiCommand Server 的名称。

Port (端口)

HiCommand Server 的端口号。默认情况下，
端口号为 2001。

Username (用户名)

输入 HiCommand Server 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 HiCommand Server 的密码。

Protocol (协议)

输入 HTTP 或 HTTPS。

请参见第 52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
表 10-4

用于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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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SYMAPI Server (SYMAPI 服务器)

指定在发现主机上配置的 SYMAPI 服务器的
名称以发现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如果
发现主机看不到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网关
守卫设备，请使用此选项。

SymCLI Location (SymCLI 位置)
Use Default (使用默认值)

如果已将 SymCLI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默认位
置，请选择此选项。SymCLI 必须正常运行才
能发现阵列，从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可
以提供详细信息。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见“磁盘阵列配置的先决条件”部分。
如果已将 SymCLI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其他任
何位置，请选择此选项。在字段中输入该位
置的路径。

Custom (自定义)

您必须确保发现主机上有 SymCLI 二进制文
件。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64 页的“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
表 10-5

用于 IBM XIV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IBM XIV Server Name/IP 1 (IBM XIV 服务器 XIV 系统的 IP 地址。Storage Insight Add-on
名称/IP 1)
使用此 IP 地址通过 XCLI 实用程序连接到 XIV
系统。
IBM XIV Server Name/IP 2 (IBM XIV 服务器 XIV 系统的 IP 地址。如果您在前一字段中指
名称/IP 2)
定的 IP 地址不可访问，Storage Insight
Add-on 将使用此 IP 地址通过 XCLI 实用程序
连接到 XIV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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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IBM XIV Server Name/IP 3 (IBM XIV 服务器 XIV 系统的 IP 地址。如果您在前两个字段中
名称/IP 3)
指定的 IP 地址均不可访问，Storage Insight
Add-on 将使用此 IP 地址通过 XCLI 实用程序
连接到 XIV 系统。
Username (用户名)

输入 XIV 系统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 XIV 系统的密码。

XCLI Location (XCLI 位置)

XCLI 实用程序在发现主机上的位置。
您必须确保发现主机上有 XCLI 实用程序。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65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
表 10-6

用于 NetApp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
选项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NetApp Server (NetApp 服务器)

输入 NetApp 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

Port (端口)

NetApp 服务器的端口。
要通过 HTTP 与 NetApp 服务器进行通信，
请输入 80。要通过 HTTPS 与 NetApp 服务
器进行通信，请输入 443。
确保在磁盘阵列上启用了您在此处指定的端
口。

Username (用户名)

输入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磁盘阵列的密码。

Enable NAS discovery (启用 NAS 发现)

选中该复选框可启用 NetApp 磁盘阵列的 NAS
发现。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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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66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
表 10-7

用于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选项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Storage Array Name/IP (存储阵列名称/IP)

存储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Port (端口)

用于与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进行通信以
获取信息的端口。
默认端口号是 443。

Username (用户名)

输入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密码。

Scope (作用域)

指定要登录的存储系统上的用户帐户的类型。
可用选项包括：
■

■

■

Global (全局)：如果您的帐户在整个域中
均有效，请选择此选项。当管理员创建全
局帐户时，软件会将此帐户的定义复制到
域目录，从而使其在域中的所有存储系统
上均可访问。
Local (本地)：如果您的帐户仅在管理员为
其创建帐户的存储系统上有效，请选择此
选项。使用本地帐户，只能登录到您拥有
其本地帐户的存储系统。
LDAP：LDAP 将用户名和密码条目映射到
外部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以进行身份验证。如果用户名和密码对的
角色未映射到外部目录，其访问要求将遭
到拒绝。
对于本地安全目录内的身份验证，请指定
全局或本地作用域。

NAVISEC CLI Location (NAVISEC CLI 位
置)

NaviSecCLI 二进制文件在发现主机上的位
置。

Use Default (使用默认值)

如果已将 NaviSecCLI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默认
位置，请选择此选项。
您必须确保发现主机上有 NaviSecCLI 二进制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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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将 NaviSecCLI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其他
任何位置，请选择此选项。在字段中输入该
位置的路径。

Custom (自定义)

您必须确保发现主机上有 NaviSecCLI 二进制
文件。
Use Secure Socket Layer (使用安全套接字 选中此复选框，可使用安全套接字层与磁盘
层)
阵列进行通信。
如果您选中此复选框，则在执行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时不必再次输
入凭据。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68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
表 10-8

用于 HP EVA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Command View Server/IP (Command View 输入 Command View 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
服务器/IP)
址。
User Name (用户名)

输入 Command View 服务器的用户名。请注
意，与根用户或管理员用户一起，非管理员
用户也可以执行发现。

Password (密码)

输入 Command View 服务器的密码。如果已
选择密码文件选项，则不需要输入该密码。

SSSU CLI Location (SSSU CLI 位置)

输入发现主机上的存储脚本生成系统实用程
序 (SSSU) CLI 的完整路径。

SSSU Password-File Directory Path (SSSU 输入发现主机上的 SSSU 密码文件的目录路
密码文件目录路径)
径。此文件通过 SSSU 实用程序生成。如果
已在“Password (密码)”字段中指定了密
码，可忽略此条目。

请参见第 69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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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9

用于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此主机上必须安装 DSCLI 实用程序。它还应
该与磁盘阵列连接。

Storage Array Name/IP (存储阵列名称/IP)

输入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User Name (用户名)

输入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用于访问磁盘阵列的密码。如果已使用
密码文件完成发现，请将此字段留空。

DSCLI Location (DSCLI 位置)

输入发现主机上的 DSCLI 实用程序的完整目
录路径。

Password File Path (密码文件路径)

输入发现主机上的密码文件的完整路径（包
括文件名）。如果已在“Password (密码)”
字段中提供了密码，可忽略此字段。

请参见第 70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
表 10-10

用于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Celerra Control Station (Celerra 控制站)

Celerra 通信的接口。

Username (用户名)

输入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磁盘阵列的密码。

请参见第 71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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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1

用于 EMC VNX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Control Station IP/Name (控制站 IP/名称)

输入 VNX 文件的名称或 IP 地址。它对仅限
VNX 块的设备是可选的。

Block IP/Name:Scope (块 IP/名称: 作用域) VNX 块的 IP 地址或名称以及作用域。必须使
用冒号分隔 IP 地址或名称以及作用域。
它对仅限 VNX 文件的设备是可选的。
User Name (用户名)

输入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磁盘阵列的密码。

CLI Location (CLI 位置)

输入 Navisphere CLI 位置。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72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
表 10-12

用于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VPLEX Array Name/IP (VPLEX 阵列名称/IP) 输入 VPLEX 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User Name (用户名)

输入磁盘阵列的用户名。要执行磁盘阵列发
现，您必须拥有管理员权限。

Password (密码)

输入磁盘阵列的密码。

Port (端口)

输入 VPLEX 磁盘阵列的通信端口。默认通信
端口为 443。

请参见第 74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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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3

用于 3PAR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
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3PAR Enclosure IP/Name (3PAR 磁盘阵列 输入 3PAR 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IP/名称)
User Name (用户名)

输入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磁盘阵列的密码。

请参见第 75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3PAR 存储磁盘阵列”。
表 10-14

用于 IBM SVC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选项

字段

说明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输入托管主机的名称。在 Linux、Windows 或
Solaris (SPARC) 上运行的托管主机可以指定
为发现主机。

Enclosure IP/Name (磁盘阵列 IP/名称)

输入 IBM SVC 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User Name (用户名)

输入磁盘阵列的用户名。将 admin 指定为 IBM
SVC 磁盘阵列版本 5.1 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输入磁盘阵列的密码。如果已使用 ssh 私钥
文件完成发现，请将此字段留空。

Certificate Location (证书位置)

输入发现主机上的 ssh 私钥文件的完整路径
（包括文件名）。

请参见第 76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

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更新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信息。

62

执行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为深层发现添加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

表 10-15

用于更新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
阵列)”面板

字段

说明

Configuration Name (配置名称)

输入要执行的深层发现操作的名称。

Enclosures (磁盘阵列)
Display Name (显示名称)

显示磁盘阵列的名称。

Vendor ID (供应商 ID)

显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磁盘阵列生成的 ID。

Serial (序列号)

显示磁盘阵列的序列号。

Vendor (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制造商。

Model (型号)

显示磁盘阵列型号信息。

Product (产品)

显示磁盘阵列的类型。

Connectivity (连接性)

仅对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显示此字段。
它表示：
■

■

Discovery (发现)

Local (本地)：磁盘阵列是否本地连接到
主机。
Remote (远程)：磁盘阵列是否使用 EMC
Symmetrix Remote Data Facility (SRDF)
连接到另一磁盘阵列，后者可能已本地连
接到主机。

选择“Enable (启用)”执行深层发现操作。
选择“Disable (禁用)”禁用深层发现。

Configured Name (配置的名称)

如果已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则此字段
中会显示添加时输入的配置名称。

选中首行中的复选框可启用列表中所有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请参见第 52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5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4 页的“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6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8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69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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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71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0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2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4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5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3PAR 存储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76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可为您提供有关数据中心内存储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它使
用与数据中心内的 Symmetrix 磁盘阵列进行通信的 SymCLI 实用程序。必须在发现
主机上配置 SymCLI 实用程序，该发现主机必须属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域。
还可以对使用 EMC Symmetrix Remote Data Facility (SRDF) 连接发现主机的
Symmetrix 磁盘阵列执行深层发现。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后，每六小时进行一次发现。在最初的
发现之后，在后续发现中仅捕获对以下各项的添加、删除、提交、继续、挂起或拆
分操作：
■

快照

■

配置更改

■

设备屏蔽

■

BCV

■

克隆

■

RDF 和 FAST VP

必须使用 SymCLI 版本 7.0 或更高版本在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上执行深
层发现。要发现 Symmetrix 磁盘阵列中磁盘的介质类型和 RPM，必须使用 SymCLI
版本 7.1 或更高版本。
有关用于发现 Symmetrix VMAX 磁盘阵列中 FAST 管理的存储组的 SymCLI 版本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
表 (HSCL)》。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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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用于指定深层发现详细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
中，输入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用于更新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
磁盘阵列并启用深层阵列发现。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26 页的“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可为您提供有关数据中心内存储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其利
用了使用 TCP/IP 协议与 IBM XIV 系统进行通信的 XCLI 实用程序。XCLI 实用程序
必须配置在发现主机上，并且该发现主机必须属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域。
注意：在 IBM XIV 磁盘阵列中，1 MB 的大小相当于 1000 KB，而不是通常的 1024
KB。因此，磁盘容量可能会不同于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
台看到的 IBM XIV 磁盘阵列的容量。
为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添加 IBM XIV 磁盘阵列之前，请确保满足配置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10 页的“IBM XIV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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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指定设备详细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
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与 XCLI 实用程序连接的 IBM XIV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
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所需信息以更新发现信息。单击“Finish (完
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28 页的“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为深层发现添加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可为您提供有关数据中心内存储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
NetApp 存储对象在 Data ONTAP 操作系统上运行，Data ONTAP 操作系统可以提
供多个界面来管理 NetApp 存储对象。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以
使用 ONTAP SDK 界面与磁盘阵列通信，以获取 NetApp 磁盘阵列信息。此通信是
通过 HTTP 协议（使用端口号 80）或 HTTPS 协议（使用端口号 443）进行的。
建议必须对所有节点进行配置，以便在 NetApp 群集中可以深层发现。
为深层发现添加 NetApp 磁盘阵列后，您可以在详细信息页面中查看以下信息：
■

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如型号、序列号、安装在磁盘阵列上的 Data ONTAP 的
版本、磁盘阵列的物理容量、备用磁盘数以及合作伙伴节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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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盘阵列中的物理磁盘

■

聚合

■

Flex/传统卷

■

LUN

■

阵列端口

■

复制

■

NAS 对象：配额树、共享、配额、vFiler 和 NAS/CIFS 共享使用者信息

注意：要在聚合上同时创建灵活卷和传统卷，必须使用 Data ONTAP 7.0 或更高版
本。传统卷可存在于使用 Data ONTAP 6.0 或更高版本的磁盘阵列中。Storage
Insight Add-on 支持使用 Data ONTAP 6.5.2 或更高版本的 NetApp 磁盘阵列。
为深层发现添加 NetApp 磁盘阵列前，确保符合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11 页的“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添加 NetApp 磁盘阵列以进行深层发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指定设备详细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
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了 NetApp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
输入所需信息以更新发现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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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29 页的“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可为您提供有关数据中心内存储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
Storage Insight Add-on 通过 NaviSphere Secure CLI (NaviSecCLI) 实用程序（用
于与磁盘阵列上的 NaviSphere 软件包通信的安全 CLI）与 EMC CLARiiON 磁盘阵
列进行通信。NaviSphere Secure CLI 实用程序必须安装在属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域的发现主机上。
Storage Insight Add-on 仅支持固件版本为 6.26 及更高的 EMC CLARiiON CX 系列
磁盘阵列。
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前，确保满足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12 页的“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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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指定设备详细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
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了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Add Device (添加设备)”向导面板
中，输入所需信息以更新发现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30 页的“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为深层发现添加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可为您提供有关数据中心内配置的 HP 企业虚拟阵列 (EVA)
的详细信息。它包括有关虚拟磁盘、物理磁盘、阵列磁盘组和复制的信息。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与管理 HP EVA 存储阵列的
HP Command View EVA 软件通信。
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前，确保满足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15 页的“Hewlett-Packard 企业虚拟阵列 (HP EVA) 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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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 HP EVA 设备的详细
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与 HP Command View 实用程序连接的 HP EVA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所需信息以更新磁盘阵列发现。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31 页的“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
您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执行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对于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您可能会察觉到供应商数据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存储计算结果之间不一致。这是因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以 1024 的倍数显示所有大小。例如：
■

1 千字节 (KB) = 1,024 字节

■

1 兆字节 (MB) = 2^20 字节 = 1,048,576 字节

■

1 千兆字节 (GB) = 2^30 字节 = 1,024 MB = 1,073,741,824 字节

■

1 千吉字节 (TB) = 2^40 字节 = 1,024 GB = 1,099,511,627,776 字节

存储供应商以 1024 字节或 1000 字节的倍数显示大小。
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前，确保满足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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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 IBM 系统存储 DS 磁
盘阵列的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了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
导面板中，输入所需信息以更新磁盘阵列发现。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32 页的“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可为您提供有关数据中心内存储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要配
置深层发现，您必须至少拥有只读权限才可查询 Celerra 阵列。
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前，确保满足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19 页的“EMC Celerra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71

执行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

3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 EMC Celerra 设备的
详细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了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
板中，输入发现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35 页的“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
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执行 EMC VNX 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执行深层阵列发现后，您可以在 EMC VNX 磁盘阵列的概述页面中
查看以下附加信息：
对于 EMC VNX（文件）：
■

LUN

■

磁盘卷

■

存储池

■

阵列卷

■

复制

■

NAS 文件系统

■

共享

■

数据移动设备

对于 EMC VNX（块）：
■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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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磁盘

■

RAID 组

■

复制

■

精简池

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前，确保满足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23 页的“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NX 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有关 EMC VNX 磁盘
阵列的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了 EMC VNX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
中，输入深层阵列发现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36 页的“EMC VNX（块）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137 页的“EMC VNX（文件）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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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
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执行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VPLEX 磁盘阵列表示为包含一个或多个 VPLEX 群集的虚拟容器对象。容器对象的
瀑布页面提供有关所有节点可见的对象的信息。单个选项卡显示分布式对象的详细
信息。节点显示只能从节点可见的对象的详细信息。
注意：要添加 VPLEX 磁盘阵列，用于发现的用户帐户应具有对 VPLEX 磁盘阵列
的管理员权限。
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前，确保满足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23 页的“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PLEX 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有关 EMC VPLEX 磁
盘阵列的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了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
板中，输入深层阵列发现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38 页的“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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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为深层发现添加 3PAR 存储磁盘阵列
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执行 3PAR 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如果 3PAR 磁盘阵列与 VMware ESX 服务器一起使用，则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上可能不会显示正确的存储关联。要发现正确的关联，
您需要将 3PAR 阵列上的 ESX 服务器角色从常规更改为常规旧版。
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前，确保满足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24 页的“3PAR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3PAR 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有关 3PAR 磁盘阵列
的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了 3PAR 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
输入深层阵列发现信息。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38 页的“3PAR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75

执行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
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执行 IBM SVC 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为深层发现添加磁盘阵列前，确保满足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19 页的“IBM SVC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SVC 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3

■

依次单击“Device (设备)”和“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

单击“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选择供应商和磁盘阵列型
号。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3 页的“用于选择供应商和产品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
板的选项”。

4

在“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 IBM SVC 磁盘阵列
的所需信息。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54 页的“用于选择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面板选
项”。

5

在列出磁盘阵列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列)”向导面板中，输入所需
信息以更新磁盘阵列发现。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62 页的“用于更新磁盘阵列发现信息的“Add Enclosure (添加磁盘阵
列)”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38 页的“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发现方法和发现的存储磁盘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编辑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配置
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您可以修改磁盘阵列的深层阵列发现配置信息。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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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磁盘阵列的深层阵列发现配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vice (设备)”。

3

展开“Enclosures (磁盘阵列)”以查找供应商。

4

在供应商配置列表中，右键单击磁盘阵列，然后选择“Edit Configuration (编
辑配置)”。

5

在“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向导面板中，编辑配置详细信息以更改
设备发现。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77 页的“用于修改设备发现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板的
选项”。

6

在“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向导面板中，选中要为其执行深层发现
配置的磁盘阵列的复选框。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86 页的“用于选择要进行深层发现的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板的选项”。

7

在“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结果面板中查看信息，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用于修改设备发现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编辑以下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配置：
表 10-16 列出 HITACHI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17 列出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18 列出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19 列出 NetApp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20 列出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21 列出 HP 企业虚拟阵列 (EVA)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22 列出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23 列出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24 列出 EMC VNX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25 列出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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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6 列出 3PAR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27 列出了用于 IBM SVC 磁盘阵列的选项。
表 10-16

针对 HITACHI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板
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HiCommand Server

修改 HiCommand Server 的名称。

Port (端口)

修改 HiCommand Server 的端口号。默认情
况下，端口号为 2001。

Username (用户名)

如果已修改 HiCommand Server 的名称，请
修改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如果已修改 HiCommand Server 的名称，请
修改密码。

表 10-17

针对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
置)”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SYMAPI Server (SYMAPI 服务器)

指定在发现主机上配置的 SYMAPI 服务器的
名称以发现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如果
发现主机看不到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网关
守卫设备，请使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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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SymCLI Location (SymCLI 位置)
Use Default (使用默认值)

如果已将 SymCLI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默认位
置，请选择此选项。
您必须确保发现主机上有 SymCLI 二进制文
件。
如果已将 SymCLI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其他任
何位置，请选择此选项。在字段中输入该位
置的路径。

Custom (自定义)

您必须确保发现主机上有 SymCLI 二进制文
件。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表 10-18

针对 IBM XIV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板
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IBM XIV Server Name/IP 1 (IBM XIV 服务器 XIV 系统的 IP 地址。Storage Insight Add-on
名称/IP 1)
使用此 IP 地址通过 XCLI 实用程序连接到 XIV
系统。
IBM XIV Server Name/IP 2 (IBM XIV 服务器 XIV 系统的 IP 地址。如果您在前一字段中指
名称/IP 2)
定的 IP 地址不可访问，Storage Insight
Add-on 将使用此 IP 地址通过 XCLI 实用程序
连接到 XIV 系统
IBM XIV Server Name/IP 3 (IBM XIV 服务器 XIV 系统的 IP 地址。如果您在前两个字段中
名称/IP 3)
指定的 IP 地址均不可访问，Storage Insight
Add-on 将使用此 IP 地址通过 XCLI 实用程序
连接到 XIV 系统
Username (用户名)

修改 XIV 系统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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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Password (密码)

修改 XIV 系统的密码。

XCLI Location (XCLI 位置)

XCLI 实用程序在发现主机上的位置。
您必须确保发现主机上有 XCLI 实用程序。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表 10-19

针对 NetApp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板
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NetApp Server (NetApp 服务器)

修改 NetApp 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

Port (端口)

修改 NetApp 服务器的端口。
要通过 HTTP 与 NetApp 服务器进行通信，
请输入 80。要通过 HTTPS 与 NetApp 服务
器进行通信，请输入 443。
确保在磁盘阵列上启用了您在此处指定的端
口。

Username (用户名)

修改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修改磁盘阵列的密码。

Enable NAS discovery (启用 NAS 发现)

选中该复选框可启用 NetApp 磁盘阵列的 NAS
发现。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80

执行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编辑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配置

表 10-20

针对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
置)”面板的选项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Storage Array Name/IP (存储阵列名称/IP)

修改存储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Port (端口)

用于与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进行通信以
获取信息的端口。
默认端口号是 443。

Username (用户名)

修改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修改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密码。

Scope (作用域)

指定要登录的存储系统上的用户帐户的类型。
可用选项包括：
■

■

■

NAVISEC CLI Location (NAVISEC CLI 位
置)

Global (全局)：如果您的帐户在整个域中
均有效，请选择此选项。当管理员创建全
局帐户时，软件会将此帐户的定义复制到
域目录，从而使其在域中的所有存储系统
上均可访问。
Local (本地)：如果您的帐户仅在管理员为
其创建帐户的存储系统上有效，请选择此
选项。使用本地帐户，只能登录到您拥有
其本地帐户的存储系统。
LDAP：LDAP 将用户名和密码条目映射到
外部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以进行身份验证。如果用户名和密码对的
角色未映射到外部目录，其访问要求将遭
到拒绝。
对于本地安全目录内的身份验证，请指定
全局或本地作用域。

NaviSecCLI 二进制文件在发现主机上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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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Default (使用默认值)

如果已将 NaviSecCLI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默认
位置，请选择此选项。
您必须确保发现主机上有 NaviSecCLI 二进制
文件。
如果已将 NaviSecCLI 二进制文件存储在其他
任何位置，请选择此选项。在字段中输入该
位置的路径。

Custom (自定义)

您必须确保发现主机上有 NaviSecCLI 二进制
文件。
Use Secure Socket Layer (使用安全套接字 选中此复选框，可使用安全套接字层与磁盘
层)
阵列进行通信。
如果您选中此复选框，则在执行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时不必再次输
入凭据。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表 10-21

针对 HP EVA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板
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Command View Server/IP (Command View 修改 Command View 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
服务器/IP)
址。
User Name (用户名)

如果已修改名称，请修改 Command View 服
务器的用户名。请注意，与根用户或管理员
用户一起，非管理员用户也可以执行发现。

Password (密码)

修改 Command View 服务器的密码。如果已
选择密码文件选项，则不需要输入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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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SSSU CLI Location (SSSU CLI 位置)

修改发现主机上的存储脚本生成系统实用程
序 (SSSU) CLI 的完整路径。

SSSU Password-File Directory Path (SSSU 输入发现主机上的 SSSU 密码文件的目录路
密码文件目录路径)
径。此文件通过 SSSU 实用程序生成。如果
已在“Password (密码)”字段中指定了密
码，可忽略此条目。

表 10-22

针对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
置)”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此主机上必须安装 DSCLI
实用程序。它还应该与磁盘阵列连接。

Storage Array Name/IP (存储阵列名称/IP)

修改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User Name (用户名)

修改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修改用于访问磁盘阵列的密码。如果已使用
密码文件完成发现，请将此字段留空。

DSCLI Location (DSCLI 位置)

修改发现主机上的 DSCLI 实用程序的完整目
录路径。

Password File Path (密码文件路径)

输入发现主机上的密码文件的完整路径（包
括文件名）。如果已在“Password (密码)”
字段中提供了密码，可忽略此字段。

表 10-23

针对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
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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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Celerra Control Station (Celerra 控制站)

修改 Celerra 通信的接口。

Username (用户名)

修改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修改磁盘阵列的密码。

表 10-24

针对 EMC VNX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
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Control Station IP/Name (控制站 IP/名称)

修改 VNX 文件的名称或 IP 地址。它对仅限
VNX 块的设备是可选的。

Block IP/Name:Scope (块 IP/名称: 作用域) 修改 VNX 块的 IP 地址或名称以及作用域。
必须使用冒号分隔 IP 地址或名称以及作用
域。
它对仅限 VNX 文件的设备是可选的。
User Name (用户名)

修改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修改磁盘阵列的密码。

CLI Location (CLI 位置)

修改 Navisphere CLI 位置。

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量)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性能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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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5

针对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
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VPLEX Array Name/IP (VPLEX 阵列名称/IP) 修改 VPLEX 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User Name (用户名)

修改磁盘阵列的用户名。要执行磁盘阵列发
现，您必须拥有管理员权限。

Password (密码)

修改磁盘阵列的密码。

Port (端口)

修改 VPLEX 磁盘阵列的通信端口。默认通信
端口为 443。

表 10-26

针对 3PAR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板的
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3PAR Enclosure IP/Name (3PAR 磁盘阵列 修改 3PAR 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IP/名称)
User Name (用户名)

修改磁盘阵列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修改磁盘阵列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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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7

针对 IBM SVC 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面板
的选项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Product (产品)

显示为其启用了深层阵列发现的阵列型号。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所选阵列型号的发现的发现方法。

Discovery Host (发现主机)

修改发现主机的名称。此主机必须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域的一部分。

Enclosure IP/Name (磁盘阵列 IP/名称)

修改 IBM SVC 磁盘阵列的名称或 IP 地址。

User Name (用户名)

修改磁盘阵列的用户名。将 admin 指定为 IBM
SVC 磁盘阵列版本 5.1 的用户名。

Password (密码)

更改磁盘阵列的密码。如果已使用 ssh 私钥
文件完成发现，请将此字段留空。

Certificate Location (证书位置)

修改发现主机上 ssh 私钥文件的完整路径。

用于选择要进行深层发现的磁盘阵列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
置)”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更新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信息。
表 10-28

用于更新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信息的编辑配置选项

字段

说明

Configuration Name (配置名称)

显示深层发现操作的名称。

要配置进行发现的磁盘阵列
Display Name (显示名称)

显示磁盘阵列的名称。

Vendor ID (供应商 ID)

显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磁盘阵列生成的 ID。

Serial (序列号)

显示磁盘阵列的序列号。

Vendor (供应商)

显示磁盘阵列的制造商。

Model (型号)

显示磁盘阵列型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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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Product (产品)

显示磁盘阵列的类型。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深层发现。默认选中此复选框。选中首行中的复选框可启用列
表中所有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删除存储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中，可通过删除深层发现配置停止对存储磁盘阵列执行
深层发现。删除深层发现配置后，将无法查看有关数据中心内的磁盘阵列的下列信
息：
表 10-29

在删除深层发现配置后不可用的磁盘阵列信息

磁盘阵列

不可用的磁盘阵列发现信息

HITACHI

LDEV（逻辑设备）、PDEV（物理设备）、阵列组、复制和精简池

IBM XIV

池卷、物理磁盘、存储池、复制和精简池

EMC Symmetrix

物理磁盘、设备、复制和精简池

EMC CLARiiON

精简池、精简 LUN、物理磁盘、RAID 组和复制

NetApp

物理磁盘、聚合、阵列卷、阵列端口和复制
NAS 对象：配额树、共享、配额、vFiler 和使用者存储池详细信息

HP 企业虚拟阵列
(EVA)

虚拟磁盘、物理磁盘、阵列磁盘组和复制

EMC Celerra

磁盘卷、存储池、阵列卷、NAS 文件系统、共享和数据移动设备

IBM 系统存储 DS

逻辑卷、磁盘驱动器模块 (DDM)、扩展区池和等级

EMC VNX

LUN、物理磁盘、RAID 组、复制、精简池和有关 NAS 对象（例如，
共享）的信息
删除深层发现信息适用于所有这三种类型的 VNX 配置 -“File (文件)”、
“Block (块)”和“Unified (统一)”。

EMC VPLEX

虚拟卷、存储卷、RAID 组和复制

3PAR

虚拟卷、物理磁盘、复制、公用置备组 (CPG) 和精简 CPG

IBM SVC

存储池、虚拟磁盘、受管磁盘、复制和适配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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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储磁盘阵列中删除深层发现配置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vice (设备)”。

3

展开“Enclosures (磁盘阵列)”以查找供应商。

4

在供应商配置列表中，右键单击磁盘阵列，然后选择“Remove Configuration
(删除配置)”。

5

在“Unconfigure Device (取消配置设备)”面板中，单击“Yes (是)”。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刷新为深层阵列发现配置的磁盘阵列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刷新为深层阵列发现配置的磁盘阵列。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刷新针对深层阵列发现配置的磁盘阵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单击“Device (设备)”。

3

选择“Enclosures (磁盘阵列)”。

4

在“Enclosure Configurations (磁盘阵列配置)”选项卡中，找到磁盘阵列。

5

右键单击磁盘阵列，然后选择“Refresh Configuration (刷新配置)”。

6

在“Refresh Configuration (刷新配置)”面板中，单击“Yes (是)”。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监视精简池的使用情况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可用于监视磁盘阵列中精简池的预订大小和占用大小。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可以为精简池的预订大小和占用大小设置高阈值水平和低
阈值水平。当精简池的占用大小达到高阈值水平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向 Management Server 发出故障警报。当精简池的占用大小达到低阈
值水平时，会发出风险警报。同样，当预订大小达到低阈值水平或高阈值水平时，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分别发出风险警报或故障警报。
默认情况下，当精简池的占用大小达到 90% 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发出故障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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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频繁地监视精简池的使用率。
仅可以在以下类型的磁盘阵列上执行此操作：
■

EMC Symmetrix

■

EMC CLARiiON

■

HITACHI

■

IBM XIV

■

HP 3PAR

■

IBM SVC

■

EMC VNX

注意：为阈值水平指定的值仅从托管主机的后续发现开始生效
监视精简池的使用率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Enclosures (未分类的磁盘
阵列)”以查找并选择磁盘阵列。

3

展开所需的磁盘阵列，然后选择“Thin Pools (精简池)”。

4

右键单击所选的精简池，然后选择“Monitor Thin Pool (监视精简池)”。

5

在“Monitor Thin Pool (监视精简池)”向导面板中，设置用于监视精简池的各
种阈值水平。
请参见第 89 页的““Monitor Thin Pool (监视精简池)”面板的选项”。

6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操作是否成功。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Monitor Thin Pool (监视精简池)”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设置阈值水平以监视磁盘阵列上精简池中预订空间和占用空间
的使用率。
通过使用此面板，可：
■

为精简池设置不同的阈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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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所有精简池设置相同的阈值水平

表 10-30

“Monitor Thin Pool (监视精简池)”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Apply to all thin pools (应用于所有精简池)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在此面板上列出的所有精
简池设置相同的阈值水平。
Low Subscription(%) (低预订 (%))

输入一个值为精简池的预订大小指定低阈值
水平。 当精简池的预订大小达到此水平时，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发
出风险警报。
此值将应用于向导面板中的所有精简池。

High Subscription(%) (高预订 (%))

输入一个值为精简池的预订大小指定高阈值
水平。当精简池的预订大小达到此水平时，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发
出故障警报。
此值将应用于向导面板中的所有精简池。

Low Consumption(%) (低占用 (%))

输入一个值为精简池的占用大小指定低阈值
水平。 当精简池的占用大小达到此水平时，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发
出风险警报。
此值将应用于向导面板中的所有精简池。

High Consumption(%) (高占用 (%))

输入一个值为精简池的占用大小指定高阈值
水平。 当精简池的占用大小达到此水平时，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发
出故障警报。 默认情况下，当精简池的占用
大小达到 90% 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发出故障警报。
此值将应用于向导面板中的所有精简池。

Name (名称)

显示精简池的名称。

Low Subscription(%) (低预订 (%))

显示输入的低预订值。

High Subscription(%) (高预订 (%))

显示输入的高预订值。

Low Consumption(%) (低占用 (%))

显示输入的低占用值。

High Consumption(%) (高占用 (%))

显示输入的高占用值。

% Subscribed (预订百分比)

显示精简池中已预订的存储空间量。

% Consumed (占用百分比)

显示精简池中已占用的存储空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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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88 页的“监视精简池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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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监视存储阵列计量数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

为磁盘阵列禁用性能计量

■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

查看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

查看阵列端口的性能图

■

查看适配器的性能图

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将 Storage Insight Add-on 从版本 4.1 升级到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时，如果发现主
机版本为 5.0 及更高版本，则将自动启用对现有存储磁盘阵列的计量。 将 Storage
Insight Add-on 从版本 5.0 升级到 6.0 或更高版本时，如果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5.0 配置 EMC VNX（块）磁盘阵列，则默认情况下将启用对磁盘阵列的计
量。 当您升级到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时，所有其他磁盘阵列的计量状态（已启用或
已禁用）不会发生更改。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可以更改计量时间间
隔，以及启用或禁用所选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
有关性能计量统计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使用指南》。
仅对以下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

EMC CLARiiON

■

EMC Symmetrix

■

EMC VNX（块）

■

IBM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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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App
注意：仅对那些具有 Data ONTAP 版本 7.3 或更高版本的 NetApp 磁盘阵列启
用性能计量。

以下是启用性能计量的先决条件：
■

NetApp：用户对 perf-object-get-instances 和 fcp-adapter-list-info API 应具有执
行权限。

■

EMC CLARiiON 和 EMC VNX（块）：应该在磁盘阵列上启用统计信息收集。

■

EMC Symmetrix：应该安装 symstat CLI。

表 11-1 列出了性能图表的日志配置。
表 11-1

日志配置

资源

图表名称

存储阵列 - 端口

IO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 30 分钟/1 天
秒 IO 操作数)
2 小时/1 个月
IO Throughput per second (每
1 天/1 年
秒 IO 吞吐量)

存储阵列 - 适配器

IO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 30 分钟/1 天
秒 IO 操作数)
2 小时/1 个月
IO Throughput per second (每
1 天/1 年
秒 IO 吞吐量)

存储阵列 - 磁盘阵列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30 分钟/1 天
for Host (主机的平均读取/写
2 小时/1 个月
入延迟)
1 天/1 年
Average Bytes Read/Written
for Host (主机的平均读取/写
入字节数)（以字节为单位）
IO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
秒 IO 操作数)

请参见第 94 页的“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94 页的“为磁盘阵列禁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88 页的“监视精简池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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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磁盘阵列禁用性能计量
使用此选项可为磁盘阵列禁用性能计量。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磁盘阵列或“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对磁盘阵列的权限可以明确分配或从父组织继承。
为磁盘阵列禁用性能计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torage (存储)”透视图，然后在左
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Enclosures (未分类的磁盘
阵列)”以查找磁盘阵列。

3

右键单击磁盘阵列，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计量)”选项卡，清除“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量)”复选框，并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94 页的“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发现主机”。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使用此选项可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您可以输入希望收集性能数据的时间间隔。时间间隔应在 5 分钟到 1440 分钟之间，
并且应是五的倍数。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磁盘阵列或“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对磁盘阵列的权限可以明确分配或从父组织继承。
为磁盘阵列启用性能计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
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Enclosures (未分类的磁盘
阵列)”以查找磁盘阵列。

3

右键单击磁盘阵列，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

5

选择“Enable performance metering (启用性能计量)”，然后输入您希望收
集性能数据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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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94 页的“为磁盘阵列禁用性能计量”。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查看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磁盘阵列的性能。可以针
对不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1 年）或基于实时数据查看
磁盘阵列的性能。
仅当从磁盘阵列置备到主机的存储由 DMP 或 VxDMP 管理时，才能查看磁盘阵列
的性能图。如果磁盘阵列由 Storage Insight Add-on 6.1 或更高版本发现，您也可以
查看性能图。
不显示具有虚拟启动器的虚拟机的“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for Host (主机
的平均读取/写入延迟)”和“Bytes Read/Written for Host (主机的读取/写入字节
数)”图。
表 11-2 列出了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表 11-2

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性能图名称

说明

Average Read/Write Latency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的平均读取和写入延迟以及趋
for Host (主机的平均读取/写 势。
入延迟)
Bytes Read/Written for Host
(主机的读取/写入字节数)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的读取和写入字节数 (KB) 以及
趋势。

IO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主机的每秒 IO 操作数以及线性趋
秒 IO 操作数)
势。

注意：仅当您安装了 Storage Insight Add-on 6.1 或更高版
本时，才能查看此图
此图仅对 EMC Symmetrix、EMC CLARiiON、EMC VNX
（块）、NetApp 和 IBM XIV 阵列显示。
无法为实时数据提供此图。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磁盘阵列查看这些
性能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
您也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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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磁盘阵列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torage (存储)”透视图，然后在左
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Enclosures (未分类磁盘阵
列)”以查找磁盘阵列。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磁盘阵列为 EMC VNX（块），请展开“Components (组件)”以选择
“Block (块)”。

■

对于其他磁盘阵列，请跳至步骤 4。

4

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持续时间。

5

单击省略号以选择主机。

查看阵列端口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光纤通道阵列端口的性能。可以
针对不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1 年）或基于实时数据查
看性能。
对于 NetApp 阵列，只有端口处于联机状态且对阵列显示为本地时，才会显示性能
图。
表 11-3 列出了阵列端口的性能图。
表 11-3
性能图名称

光纤通道阵列端口的性能图
说明

IO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阵列端口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数以
秒 IO 操作数)
及趋势。
IO Throughput per second (每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阵列端口每秒读取和写入的数据
秒 IO 吞吐量)
(KB) 以及趋势。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磁盘阵列查看这些
性能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
您也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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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阵列端口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torage (存储)”透视图，然后在左
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Enclosures (未分类磁盘阵
列)”以查找磁盘阵列。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磁盘阵列为 EMC VPLEX 磁盘阵列，请依次展开“Nodes (节点)”和
群集。

■

如果磁盘阵列为 EMC VNX（块）磁盘阵列，请依次展开“Components
(组件)”和“Block (块)”。

■

对于其他磁盘阵列，请跳至步骤 4。

4

展开“Array Ports (阵列端口)”以查找阵列端口。

5

选择阵列端口，然后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使用下拉列表来更
改持续时间。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查看适配器的性能图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中，可以使用交互图查看光纤通道适配器的性能。可以针
对不同的持续时间（6 小时、24 小时、1 周、1 个月或 1年）查看性能。
表 11-4 列出了适配器的性能图。
表 11-4
性能图名称

光纤通道适配器的性能图
说明

IO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适配器的每秒输入输出操作数以及
秒 IO 操作数)
趋势。
IO Throughput per second (每 显示指定持续时间内所选适配器每秒读取和写入的数据 (KB)
秒 IO 吞吐量)
以及趋势。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磁盘阵列查看这些
性能图。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
您也可以查看这些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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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适配器的性能图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torage (存储)”透视图，然后在左
窗格中选择“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Enclosures (未分类磁盘阵
列)”以查找磁盘阵列。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磁盘阵列为 EMC VPLEX 磁盘阵列，请依次展开“Nodes (节点)”和
群集。

■

如果磁盘阵列为 EMC VNX（块）磁盘阵列，请依次展开“Components
(组件)”和“Block (块)”。

■

对于其他磁盘阵列，请跳至步骤 4。

4

展开“Adapters (适配器)”以查找适配器。

5

选择适配器，然后单击“Performance (性能)”选项卡。使用下拉列表来更改
持续时间。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的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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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LUN 分类

■

创建 LUN 分类

■

修改 LUN 分类

■

删除 LUN 分类

■

修改 LUN 分类的顺序

■

刷新 LUN 分类

关于 LUN 分类
您可以在数据中心中定义 LUN 的分类。这些 LUN 分类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例
如，在使用 Storage Provisioning and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迁移或置备存储
时用于选择 LUN。
仅当已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安装并配置 Storage Insight Add-on 时，LUN 分
类才可用。
可以基于一个或多个参数对 LUN 进行分类，例如：
■

阵列（磁盘阵列）名称

■

LUN 是否为精简 LUN

■

LUN 名称

■

产品，例如 CLARiiON

■

RAID 组

■

LUN 的 RAID 级别，例如，RAID5/6

■

是否复制 LUN

管理 LUN 分类
创建 LUN 分类

■

Vendor

在定义 LUN 的分类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这些定义作为规
则存储在 Management Server 中。
除定义分类之外，您还可以为它们分配顺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多个分类定义
适用于一个 LUN。在此类情况下，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查找排
序最高且适用的分类并将其分配给该 LUN。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创建 LUN 分类”。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删除 LUN 分类”。
请参见第 101 页的“修改 LUN 分类”。
请参见第 102 页的“修改 LUN 分类的顺序”。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刷新 LUN 分类”。

创建 LUN 分类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允许基于以下一个或多个参数对 LUN 进行
分类，例如：
■

阵列（磁盘阵列）名称

■

LUN 是否为精简 LUN

■

LUN 名称

■

产品，例如 CLARiiON

■

RAID 组

■

LUN 的 RAID 级别，例如，RAID5/6

■

是否复制 LUN

■

Vendor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创建 LUN 分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单击“LUN Classification (LUN 分类)”>“Create (创建)”。

4

在“Create new classification for LUNS/LDEVS (为 LUNS/LDEVS 创建新
分类)”面板中，按以下方式指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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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LUN 选择标准。
指定每个参数的属性、条件和值。文本值不区分大小写。
要添加参数，单击“Add (添加)”图标，然后选择是对新参数使用 AND 还
是 OR 运算符。

■

指定此 LUN 分类的名称。

■

（可选）选中“Classify enclosure LUNs after rule creation (创建规则
后对磁盘阵列 LUN 进行分类)”复选框以使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在您创建分类之后应用它。
为实现最高效率，Veritas 建议您首先创建所有 LUN 分类，而不是使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在您创建每个分类后应用它。随后，您可以
使用“LUN Classification (LUN 分类)”>“Refresh Classification (刷新
分类)”选项手动应用所有分类。

5

单击“Finish (完成)”。
您可以重复这些步骤来创建更多的 LUN 分类。

6

应用 LUN 分类之后，可以在数据中心“Overview (概述)”选项卡上的“LUN
Classification (LUN 分类)”图表中查看数据。可能需要刷新页面才能将数据
显示在图表中。

请参见第 99 页的“关于 LUN 分类”。

修改 LUN 分类
您可以修改之前为 LUN 配置的分类。而且，您还可以修改分类的名称以及为 LUN
指定的用于定义分类的规则。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修改 LUN 分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单击“LUN Classification (LUN 分类)”>“Edit (编辑)”。

4

在“Edit existing LUN/LDEV classification (编辑现有的 LUN/LDEV 分类)”
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要修改的分类。

■

（可选）更改“Classify enclosure LUNs after editing the rule (编辑规
则后对磁盘阵列 LUN 进行分类)”选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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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单击“Next (下一步)”。

按以下方式编辑现有的 LUN 选择标准：指定每个参数的属性、条件和值。文
本值不区分大小写。要添加参数，单击“Add (添加)”图标，然后选择是对新
参数使用 AND 还是 OR 运算符。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99 页的“关于 LUN 分类”。

删除 LUN 分类
您可以删除之前为 LUN 配置的分类。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删除 LUN 分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单击“LUN Classification (LUN 分类)”>“Delete (删除)”。

4

在“Delete LUN/LDEV classification (删除 LUN/LDEV 分类)”面板中，执行
以下操作：
■

选择要删除的分类。

■

（可选）更改“Classify enclosure LUNs after deleting the rule (删除规
则后对磁盘阵列 LUN 进行分类)”选择项。

■

5

单击“Next (下一步)”。

要确认删除，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99 页的“关于 LUN 分类”。

修改 LUN 分类的顺序
您可以修改向 LUN 应用 LUN 分类的顺序。当有多个分类适用于一个 LUN 时，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使用在此顺序中显示在最前面的分类来对
LUN 进行分类。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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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LUN 分类的顺序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单击“LUN Classification (LUN 分类)”>“Reorder (重新排序)”。

4

在“Reorder classification settings for LUNS/LDEVS (重新排序
LUNS/LDEVS 的分类设置)”面板中，选择“Move Up (上移)”或“Move
Down (下移)”来更改顺序。

5

如果您对顺序感到满意，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99 页的“关于 LUN 分类”。

刷新 LUN 分类
在选择用于刷新 LUN 分类的选项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将
现有的 LUN 分类应用到数据中心中的磁盘阵列 LUN。在您首次创建 LUN 分类后可
以使用此选项，以应用新创建的分类。您还可以在对分类进行更改后使用此选项。
对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的新 LUN，将按固定的时间间隔
（24 小时内）将现有 LUN 分类自动应用于新 LUN。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刷新 LUN 分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torage (存储)”透视图并在左窗格
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右键单击“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单击“LUN Classification (LUN 分类)”>“Refresh Classification (刷新分
类)”。

4

确认要刷新分类，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99 页的“关于 LUN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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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磁盘阵列配置的先决条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HITACHI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EMC Symmetrix 存储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IBM XIV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Hewlett-Packard 企业虚拟阵列 (HP EVA) 配置先决条件

■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IBM SVC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

3PAR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HITACHI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发现 HITACHI 磁盘阵列，请确保已正确配置存储网络物理连接、HiCommand
Server 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主机与 HiCommand
Server 通信以访问 HITACHI 磁盘阵列。
有关支持的 HiCommand Server 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磁盘阵列配置的先决条件
EMC Symmetrix 存储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HITACHI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HITACHI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
■

HiCommand 服务器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主机之间存在网络连接。

■

使用以下 URL，应该能够从发现主机连接到 HiCommand 服务器：
http://HiCommand_server_address:2001
其中，HiCommand_server_address 是 HiCommand 服务器的 IP 地址，2001
是访问端口。

EMC Symmetrix 存储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发现 EMC Symmetrix 存储阵列，请确保已正确配置存储网络的物理连接、设备
设置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
注意：您必须使用 EMC Symmetrix 命令行界面 (SYMCLI) 来配置阵列以进行发现。
有关最新的支持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
兼容性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05 页的“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05 页的“EMC Symmetrix 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带内 EMC Symmetrix 存储阵列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10 页的“通过远程 SYMAPI 服务器 发现·EMC·Symmetrix 存储阵列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设置要求”。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所示：
■

每个 Symmetrix 阵列和 SAN 交换结构之间的光纤通道连接。

EMC Symmetrix 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本节列出了 EMC Symmetrix 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包括远程 SYMAPI 服务器的配
置和验证。
请参见第 106 页的“EMC Symmetrix 阵列的 EMC Solutions Enabler (SYMCLI) 要
求”。
请参见第 106 页的“配置远程 SYMAPI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08 页的“验证远程 SYMAPI 服务器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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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Symmetrix 阵列的 EMC Solutions Enabler (SYMCLI) 要
求
EMC Solutions Enabler (SYMCLI) 要求是 EMC Symmetrix 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的
一部分。要支持发现，请在发现主机上安装 EMC Solutions Enabler。有关确定要
使用的 EMC Solutions Enabler 版本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配置远程 SYMAPI 服务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支持发现使用远程 SYMAPI 服务器机制的
EMC Symmetrix 阵列。此发现方法不需要与从其发现 EMC Symmetrix 阵列的主机
建立带内阵列连接。
要使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使用远程 SYMAPI 服务器的 EMC
Symmetrix 阵列，需要配置 SYMAPI 服务器。要配置环境中的远程 SYMAPI 服务
器，需要执行两项任务：
■

确保远程 SYMAPI 服务器后台驻留程序在装有 EMC Solutions Enabler 的服务
器上运行。

■

确保发现主机上的 EMC Solutions Enabler 能够与远程 SYMAPI 服务器通信。

106

磁盘阵列配置的先决条件
EMC Symmetrix 存储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确保远程 SYMAPI 服务器后台驻留程序在装有 EMC Solutions Enabler 的服务器上
运行

1

使用管理凭据登录到要用作远程 SYMAPI 服务器并与 EMC Symmetrix 阵列建
立带内连接的主机。

2

在主机上键入以下命令：
stordaemon list

将出现后台驻留程序列表的示例。
Available Daemons
[*] storapid
storgnsd
storrdfd
storevntd
[*] storwatchd
storsrmd
storstpd
storsrvd
[*] storsrvdInst

('[*]': Currently Running):
EMC Solutions Enabler Base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GNS Daeme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RDF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Event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Watchdog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SRM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STP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SYMAPI Server Daemon
>>> Running Instance of storsrvd <<<

远程 SYMAPI 服务器后台驻留程序的名称为 storsrvd。如果在 storsrvd 旁
边看到 [*]，表示该远程 SYMAPI 服务器后台驻留程序已在主机上运行。如果
后台驻留程序正在运行，请继续执行下一个过程。
确保 EMC Solutions Enabler 能够与远程 SYMAPI 服务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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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键入以下命令以启动 storsrvd 后台驻留程序：
stordaemon start storsrvd
Waiting for daemon to start. This may take several seconds.
stordaemon list

将出现后台驻留程序列表的示例。
Available Daemons
[*] storapid
storgnsd
storrdfd
storevntd
[*] storwatchd
storsrmd
storstpd
[*] storsrvd

4

('[*]': Currently Running):
EMC Solutions Enabler Base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GNS Daeme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RDF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Event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Watchdog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SRM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STP Daemon
EMC Solutions Enabler SYMAPI Server Daemon

在您想要在其中配置远程 SYMAPI 服务器的每台主机上执行步骤 1 和 2。

确保 EMC Solutions Enabler 能够与远程 SYMAPI 服务器通信

1

将 EMC Solutions Enabler 安装在发现主机上。

2

转到 SYMAPI 配置目录。默认情况下，该目录为：

3

■

Solaris - /var/symapi/config

■

Windows - %PROGRAMFILES%\EMC\SYMAPI\config

修改装有 EMC Solutions Enabler 的主机的 SYMAPI 配置目录中的 netcnfg 文
件。将已配置的 SYMAPI 服务器的条目追加到该文件的末尾。以下是添加两个
SYMAPI 服务器的条目的示例：
#SYMAPI_SERVER - TCPIP node001 WWW.XXX.YYY.ZZZ 2707 DC1_SERVER - TCPIP ctrlhost_1 10.200.15.155 2707 DC2_SERVER - TCPIP ctrlhost_2 10.249.100.155 2707 -

验证远程 SYMAPI 服务器的配置
在执行设备设置要求之前，请验证远程 SYMAPI 服务器配置。设置环境变量，以测
试 SYMAPI 服务器是否正确配置。

108

磁盘阵列配置的先决条件
EMC Symmetrix 存储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验证远程 SYMAPI 服务器的配置

1

打开操作系统控制台，然后以根用户身份 (Solaris) 或具有管理员级别权限的用
户身份 (Windows) 登录到主机。

2

确保您的 PATH 环境中包含 SYMCLI 命令。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 Solaris 中，运行以下 SYMCLI 命令可设置服务器的环境变量：
SYMCLI_CONNECT_TYPE=REMOTE; export SYMCLI_CONNECT_TYPE
SYMCLI_CONNECT=DC1_SERVER; export SYMCLI_CONNECT
symcfg list

■

在 Windows 中，运行以下 SYMCLI 命令可设置服务器的环境变量：
set SYMCLI_CONNECT_TYPE=REMOTE
set SYMCLI_CONNECT=DC1_SERVER
symcfg list

4

确保可以正确发现不同的远程 SYMAPI 服务器主机上的阵列。
如果输出中显示错误（而不是 Symmetrix 阵列的列表），请验证 EMC Solutions
Enabler 是否已正确配置。如果未正确配置，请查阅相关命令的“EMC Solutions
Enabler 安装指南”。该安装指南提供了有关配置 SYMAPI 服务器及相关命令
的详细说明。

5

要取消设置环境变量，请键入下列命令：
unset SYMCLI_CONNECT_TYPE
unset SYMCLI_CONNECT

带内 EMC Symmetrix 存储阵列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设置要求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以发现与装有 SYMCLI 的发现主机建立了
光纤通道或 SCSI 连接的所有带内 Symmetrix 存储阵列。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还支持通过远程 SYMAPI 服务器发现 EMC Symmetrix 存储阵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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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远程 SYMAPI 服务器 发现·EMC·Symmetrix 存储阵列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设置要求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支持发现使用远程 SYMAPI 服务器机制的
EMC Symmetrix 阵列。此发现方法不需要与阵列配置中指定的发现主机建立带内阵
列连接。但是，运行 SYMAPI 服务器的主机必须与 Symmetrix 阵列建立带内连接。
要使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远程 SYMAPI 服务器来发现 EMC
Symmetrix 阵列，请在配置 Symmetrix 阵列时指定适当的远程 SYMAPI 服务器（例
如，DC1_SERVER）。

IBM XIV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发现 IBM XIV 磁盘阵列，请确保存储网络物理连接、XIV 命令行界面 (XCLI) 实
用程序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 均已正确配置。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发现主机上已安装的 XCLI 实用程序访问 IBM XIV 磁盘阵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10 页的“IBM XIV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10 页的“IBM XIV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IBM XIV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IBM XIV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
■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发现主机和 IBM XIV 磁盘阵列之间存在网络连接。

IBM XIV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Storage Insight Add-on 使用 XCLI 实用程序与 IBM XIV 磁盘阵列通信。应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发现主机上安装 XCLI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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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IBM XIV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要求

说明

XCLI 实用程序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
的发现主机上安装 XCLI 实用程序。
默认安装目录路径如下所示：
■

UNIX：/opt/ibm/xcli/

■

Windows：C:\Program Files
(x86)\XIV\

有关支持的 XCLI 版本，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
容性列表 (HSCL)》。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 NetApp 磁盘阵列，请确保已正确配置存储网
络物理连接、NetApp 服务器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11 页的“NetApp 磁盘阵列发现的物理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12 页的“NetApp 磁盘阵列发现的设备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12 页的“NetApp 磁盘阵列发现的主机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12 页的“支持 NetApp 磁盘阵列的 MultiStore 虚拟系统的要求”。

NetApp 磁盘阵列发现的物理连接要求
NetApp 磁盘阵列发现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
■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发现主机和 NetApp 磁盘阵列之间存在网络连接。

■

使用 HTTP 和 HTTPS 连接，应该能够从发现主机连接到 NetApp 服务器。使用
以下 URL 访问磁盘阵列：
https://netapp_address/na_admin
端口 443 用于 HTTPS 连接。
http://netapp_address/na_admin
端口 80 用于 HTTP 连接。
netapp_address 是向域名系统 (DNS) 注册的 IP 地址或 NetApp 阵列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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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pp 磁盘阵列发现的设备设置要求
设置设备操作包括 NetApp 服务器配置和在 NetApp 磁盘阵列上启用对 MultiStore
虚拟系统的支持。

NetApp 磁盘阵列发现的主机设置要求
使用 IP 地址或名称，及具有有效用户名和密码的管理员级别帐户配置阵列。Storage
Insight Add-on 使用这些凭据访问磁盘阵列。

支持 NetApp 磁盘阵列的 MultiStore 虚拟系统的要求
如果文件管理器上已安装 MultiStore 许可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发现 MultiStore 虚拟系统。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发现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请确保已正确配置存储网络物理连接、Navisphere
CLI 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12 页的“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12 页的“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为 CLARiiON 磁盘阵列使用密码安全文件”。
请参见第 113 页的“验证 NaviSecCLI 与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通信”。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
■

磁盘阵列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主机之间存在网络连接。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包括使用密码安全文件以及验证
NaviSecCLI 与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通信。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为 CLARiiON 磁盘阵列使用密码安全文件”。
请参见第 113 页的“验证 NaviSecCLI 与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通信”。

112

磁盘阵列配置的先决条件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为 CLARiiON 磁盘阵列使用密码安全文件
要将安全套接字层用于发现 CLARiiON 阵列，需要在发现主机上使用密码安全文
件。
将密码添加到安全文件中

1

以根用户身份登录到管理 CLARiiON 阵列的主机。

2

运行以下 NaviSecCLI 命令创建安全文件：
naviseccli -user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scope
userScope AddUserSecurity [-secfilepath
secFileFolderName]

其中：
userName 是阵列中帐户的有效用户名。
passWord 是 userName 的密码。
userScope 是您在阵列中创建帐户时指定的用户范围。可以是本地
(userScope=1) 或全局 (userScope=0)。
secFileFolderName 是要保存安全文件的目录。该目录是您配置阵列以进行发
现时指定的路径。

3

如果某些 CLARiiON 阵列具有其他不同的用户名，请对每个用户名重复步骤
2，并指定不同的 secFileFolderName。
如果在步骤 2 中指定了 secFileFolderName，请在配置相应的阵列时使用相同
的名称。

验证 NaviSecCLI 与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通信
使用以下过程可验证 NaviSecCLI 与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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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NaviSecCLI 是否能够与 CLARiiON 阵列通信

1

在 CLARiiON 管理主机的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命令：
naviseccli -h arrayIPAddress -user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scope userScope networkadmin -get

其中：
arrayIPAddress 是阵列中某一个存储处理器的 IP 地址、完全限定域名或名称。
userName 是阵列中帐户的有效用户名。
passWord 是 userName 的密码。
userScope 是您在阵列中创建帐户时指定的用户范围。它可以是本地、全局或
LDAP。

2

查看显示的信息：
■

如果 NaviSecCLI 可以与阵列通信，将显示以下信息：
Storage
Storage
Storage
Storage
Storage

Processor:
SP B
Processor Network Name:
cx500-2spb
Processor IP Address:
10.100.18.18
Processor Subnet Mask:
255.255.248.0
Processor Gateway Address: 10.100.16.1

如果此命令成功，则 Storage Insight Add-on 使用凭据与阵列通信。
■

如果 NaviSecCLI 无法与阵列通信，则显示以下信息：
Broken Pipe
Valid IP Address with Feature not installed:
naviseccli -h cx500a -user admin -password password -scope 0
networkadmin -get
Management Server - Feature software is not installed or the
command may have been typed incorrectly
usage:
metalun
migrate
connection
mirror
snapview
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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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lett-Packard 企业虚拟阵列 (HP EVA) 配置先决条
件
要发现 Hewlett-Packard 企业虚拟阵列 (EVA)，请确保已正确配置存储网络物理连
接、HP Command View EVA 软件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
Storage Insight Add-on 通过 Command View EVA 软件访问 HP EVA 阵列。Storage
Scripting System Utility (SSSU) 应安装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发现主机上，
用于访问 Command View EVA 软件。Command View EVA 软件可以管理多个 HP
EVA 阵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15 页的“HP EVA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15 页的“HP EVA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16 页的“验证 HP EVA 磁盘阵列的 CLI 功能”。
请参见第 117 页的“使用密码文件访问 Command View EVA 软件”。
请参见第 117 页的“验证 SSSU CLI 与 HP Command View EVA 软件的通信”。

HP EVA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HP EVA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所示：
■

在 HP EVA 存储阵列与管理该阵列的 Command View EVA 软件主机之间建立
光纤通道连接。

■

发现主机和 Command View EVA 软件主机之间存在网络连接。不需要光纤通道
连接。

HP EVA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完成下列任务即可满足 HP EVA 磁盘阵列的设置要求。包括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域中的发现主机上设置 Command View EVA 软件和 Storage
System Scripting Utility (SS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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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HP EVA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要求

说明

Command View EVA 软件

使用 IP 地址和具有有效凭据（用户名和密
码）的管理员级别帐户配置 Command View
EVA 主机。
如果已配置 Command View 服务器，可以重
新使用该服务器。但是，请确保可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主机访问
Command View 服务器。

HP Storage System Scripting Utility (SSSU)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
要求
的发现主机上安装 SSSU 实用程序。默认安
装路径如下所示：
■

UNIX：/opt/CPQhsv/bin/sssu

■

Windows：C:\Program
Files\Compaq\SSSU\sssu.exe

如果您在任何其他位置安装 SSSU 实用程序，
则必须在配置 HP EVA 阵列时，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Device Configuration
(设备配置)”面板上指定该位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供应商文档。

验证 HP EVA 磁盘阵列的 CLI 功能
要验证 HP EVA 磁盘阵列的 CLI 功能，请在安装了 SSSU 的发现主机上执行下列
任务。在 UNIX 发现主机上以根用户身份登录，或者在 Windows 发现主机上以具
有管理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
在 UNIX 发现主机上验证 HP EVA 磁盘阵列的 CLI 功能

1

在发现主机上，通过输入下列命令以交互模式运行 SSSU 实用程序：
/opt/CPQhsv/bin/sssu

2

如果 CLI 已安装且正常工作，将显示以下消息：
SSSU for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Version: 9.3.0
Build: 071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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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发现主机上验证 HP EVA 磁盘阵列的 CLI 功能

1

在发现主机上，双击 sssu.exe 以交互模式运行 SSSU 实用程序。
如果 CLI 不可用，请导航到安装 CLI 的目录，然后运行它。

2

如果 CLI 已安装且正常工作，将显示以下消息：
SSSU for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Version: 9.3.0
Build: 071010A

验证 SSSU CLI 与 HP Command View EVA 软件的通信
在安装了 SSSU 实用程序后，您需要确保它能够与 HP Command View EVA 软件
通信。
验证 SSSU CLI 是否能够与 HP Command View EVA 软件通信

1

以交互模式启动 SSSU 实用程序。

2

对于 SSSU 版本 8.0 或更高版本，输入管理设备名称或 IP 地址、用户名和密
码。例如：
./sssu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IP username=administrator
password=adminPW "

其中，Command_View_IP 是管理 HP EVA 阵列的 HP Command View EVA 服
务器的 IP 地址。administrator 是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
理 HP EVA 阵列时所用的 HP Command View EVA 帐户的用户名。adminPW
是用于访问 Command View EVA administrator 帐户的用户指定密码。

3

如果使用密码文件，请使用以下命令：
./sssu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IP username=administrator"

4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列出 Command View EVA 软件管理的 HP EVA 阵列：
ls system
ls system 命令输出应列出要发现的阵列。

使用密码文件访问 Command View EVA 软件
SSSU 实用程序能够创建密码文件。它可让您在配置列阵时无需提供密码。密码文
件位于已安装 SSSU CLI 的发现主机上。使用密码文件和用户名，可从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主机访问 Command View EVA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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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发现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请确保已正确配置存储网络物理连接、DSCLI
实用程序、密码文件（如果需要）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安装在发现主机上的 DSCLI 实用程序来访问 IBM 系统存
储 DS 磁盘阵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18 页的“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18 页的“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为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使用 DSCLI 密码安全文件”。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
■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与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主机之间存在网络连
接。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完成下列任务即可满足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设置要求。包括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域中的发现主机上设置 DSCLI 实用程序。
表 A-3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要求

说明

DSCLI 实用程序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
的发现主机上安装 DSCLI 实用程序。
默认安装目录路径如下所示：
■

UNIX：/opt/ibm/dscli/

■

Windows：C:\Program Files
(x86)\IBM\

有关支持的 DSCLI 版本，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
容性列表 (HSCL)》。

为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使用 DSCLI 密码安全文件
您可以使用 DSCLI 密码文件选项创建用于访问磁盘阵列的加密密码文件。创建加密
密码文件后，需要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Device Configuration (设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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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向导面板上指定密码文件的完整路径。密码文件功能是可选的。使用
managepwfile 命令创建密码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BM DS8000 阵列文档。

IBM SVC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若要发现 IBM SVC 磁盘阵列，请确保已正确配置存储网络的物理连接、SSH 私钥
文件（如果需要）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 SSH 通信访问 IBM SVC 磁盘阵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19 页的“IBM SVC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19 页的“为 IBM SVC 磁盘阵列使用 SSH 私钥文件”。

IBM SVC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IBM SVC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
■

IBM SVC 磁盘阵列和发现主机之间存在网络连接。

为 IBM SVC 磁盘阵列使用 SSH 私钥文件
SSH 私钥文件用于用户身份验证。需要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设备配置面板
上指定对应 SSH 私钥文件的完整路径。6.2 及以下版本的 IBM SAN 卷控制器和
IBM Storwize V7000 需要有效的 SSH 私钥文件。对于 6.3 和更高版本，您需要提
供密码，或者可以使用 SSH 私钥文件进行用户身份验证。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发现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请确保已正确配置存储网络物理连接、Celerra 控
制站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Celerra XML API 服务器和 CLI 均安装在 Celerra
控制站上。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发现主机与 Celerra 控制站通信以执行磁盘阵
列发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20 页的“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20 页的“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20 页的“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主机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启用 Celerra XML API”。

119

磁盘阵列配置的先决条件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在 Celerra 控制站上启动 XML API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在 Celerra 控制站上配置 XML API 服务器”。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
■

发现主机和控制站之间存在网络连接。不需要光纤通道连接。

■

使用以下 URL，应该能够从发现主机连接到控制站：
https://celerra_control_station_address
其中，celerra_control_station_address 是 IP 地址或控制站的名称。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设备设置要求包括设置磁盘阵列主机和配置 Celerra XML API 以用于 Celerra 磁盘
阵列的深层发现。
请参见第 120 页的“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主机设置要求”。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启用 Celerra XML API”。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在 Celerra 控制站上启动 XML API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在 Celerra 控制站上配置 XML API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21 页的“XML API servlet 和 XML API 服务器配置属性”。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主机设置要求
使用 IP 地址和具有有效凭据的管理员级别帐户配置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主机。

启用 Celerra XML API
EMC Celerra 控制站可以控制存储系统的组件，并提供对 Celerra 软件的访问。
Celerra XML API 和控制站用于 Celerra 磁盘阵列的发现。默认情况下，XML API
处于禁用状态。必须启用 XML API 以进行 Celerra 磁盘阵列发现。

在 Celerra 控制站上启动 XML API 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XML API 在控制站上是禁用的。必须启用 XML API，以便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主机发现 Celerra 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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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elerra 控制站上启动 XML API 服务器

1

以根用户身份注释掉 /nas/sys/nas_mcd.cfg 中的以下条目：
daemon "XML API Server"
executable "/nas/sbin/start_xml_api_server"
optional yes
canexit yes
autorestart yes
ioaccess no

2

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启动 NAS 服务：
# service nas start

XML API 随即启动。

在 Celerra 控制站上配置 XML API 服务器
使用默认的配置设置进行设置时 Celerra XML API 可运行。但是，在启动 XML API
服务器之后，如果遇到任何通信错误，您可以更改配置参数来纠正错误。
更改 XML API 配置属性

1

登录到控制站，然后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属性文件。

2

编辑属性文件以更改必需参数。
有关 XML API 属性中要更改的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供应商文档。

3

在更改影响 servlet 的参数后，必须在 Celerra 控制站上重新启动 Tomcat 服务
器。
如果更改的参数会影响 XML API 服务器，则还应重新启动该服务器。

XML API servlet 和 XML API 服务器配置属性
XML API Servlet 和 XML API 服务器共享一组配置参数。所有参数都位于属性文件
$NAS_DB/sys/xml_api.conf 中，该文件通常解析为 /nas/sys/xml_api.conf。
属性列表中存在一些调试标志。EMC 针对应用程序开发（不是应用程序部署）列出
了 XML API 配置属性。因此，许多标志已设置为 true（调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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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XML API Servlet 和 XML API 服务器配置属性

属性

说明

xml.api.server.log

XML API 服务器日志的位置相对于 $NAS_DB（通常
设置为 /nas）目录。该值当前设置为
log/cel_api.log，这通常会导致在
/nas/log/cel_api.log 文件中记录日志文件。该
属性的值会影响 XML API 服务器。

xml.api.servlet.log

XML API Servlet 日志的位置相对于 $NAS_DB 目录。
该值当前设置为 log/webui/cel_api.log，这通
常会导致在 /nas/log/webui/cel_api.log 文件
中记录日志文件。该属性的值会影响 Tomcat 服务器。

xml.api.servlet.logmask

该属性可打开和关闭某些 servlet 日志配置文件。掩码
的默认值为零，这意味着 servlet 不记录任何信息。请
不要更改此值，除非 EMC 支持工程师暂时请求您这
么做，然后需要将此值重置为零。该属性的值会影响
Tomcat 服务器。

xml.api.user.request.validation.flag

如果为 true，该属性将执行完整的用户请求验证。如
果请求数据包的格式不正确，该属性将向用户返回更
有意义的诊断消息。EMC 建议在部署应用程序时将此
属性设置为 false，因为它会增加 CPU 和内存开销。
该属性的值会影响 XML API 服务器。

xml.api.enable.indications.ext

如果为 true，用户应用程序可以收到有关配置更改的
指示。始终会传递有关任务完成和统计信息的指示（不
管该标志的值如何）。该属性的值会影响 XML API 服
务器。

xml.api.trace.apl.calls

该属性会在 XML API 服务器日志（属性
xml.api.server.log）中记录 APL 请求和响应。
该属性设置为 true；但是，在部署应用程序时，应该
将它设置为 false。该属性的值会影响 XML API 服务
器。

xml.api.trace.apl.indications

该属性会在 XML API 服务器日志（属性
xml.api.server.log）中记录 APL 指示。该属性
设置为 true；但是，在部署应用程序时，应该将它设
置为 false。该属性的值会影响 XML API 服务器。

xml.api.trace.user.requests

该属性会在 XML API 服务器日志（属性
xml.api.server.log）中记录用户应用程序请求。
该属性设置为 true；但是，在部署应用程序时，应该
将它设置为 false。该属性的值会影响 XML API 服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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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xml.api.quota.poll.offset

该属性会影响轮询的确切时间。默认情况下，每天填
充一次树配额缓存。该时间以分钟指定，从午夜（控
制站的本地时间）启动轮询时开始计时。该属性的值
会影响 XML API 服务器。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以执行 EMC VNX（文件和块）存储
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VNX 文件的配置步骤与 EMC Celerra 类似。
请参见第 119 页的“EMC Celerra 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VNX 块的配置步骤与 EMC CLARiiON 类似。
请参见第 112 页的“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为 EMC VNX 存储阵列发现使用磁盘阵列凭据
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执行 EMC VNX 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将相同的
用户名和密码用于 VNX 文件和 VNX 块磁盘阵列。本节提供与 VNX 文件和 VNX 块
磁盘阵列的作用域（全局和本地）相关的信息。
■

对于全局作用域：
■

对于 VNX 块：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Configure Device (配置设
备)”面板中的“Block IP/Name:Scope (块 IP/名称: 作用域)”字段中提供
值 0。

■
■

对于 VNX 文件：不适用。

对于本地作用域：
■

对于 VNX 块：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Configure Device (配置设
备)”面板中的“Block IP/Name:Scope (块 IP/名称: 作用域)”字段中提供
值 0。

■

对于 VNX 文件：不适用。

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发现 EMC VPLEX 磁盘阵列，请确保已正确配置存储网络物理连接、VPLEX 服
务器和 Storage Insight Add-on。使用 HTTP 和 SSH 通信，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主机可以访问 VPLEX 磁盘阵列并发现存储卷、虚拟卷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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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24 页的“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24 页的“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物理连接要求如下所示：
■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发现主机和 VPLEX 磁盘阵列之间存在网络连接。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
EMC VPLEX 磁盘阵列的设备设置要求如下所示：
■

应该能够从发现主机连接到 VPLEX 服务器。作为管理员用户，您应该能够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访问 EMC VPLEX
管理控制台。通常，指向 VPLEX 控制台的链接为：
https://vplex_ip_address/smsflex/VPlexConsole.html

■

与 VPLEX 磁盘阵列的 SSH 通信可以工作。

3PAR 存储磁盘阵列配置先决条件
要发现 3PAR 磁盘阵列，请确保已正确配置磁盘阵列和发现主机之间的存储网络连
接以及 Storage Insight Add-on。发现主机使用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Device
Configuration (设备配置)”面板上提供的 IP 地址与 3PAR 磁盘阵列直接通信。该
发现使用 SSH 通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
列表 (HSCL)》。

124

附录

B

Management Server 用于
深层发现磁盘阵列的命令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命令

■

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EMC VNX（块）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EMC VNX（文件）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3PAR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Management Server 使用 HTTP 协议访问 HiCommand 服务器，并运行下列 XML
API 来发现存储阵列的存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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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存储阵列
子目标：
■

PDEV：发现存储阵列的物理磁盘。

■

LDEV：发现磁盘阵列的逻辑单元。

■

ArrayGroup：发现存储阵列的阵列组。

■

ReplicationInfo：发现有关逻辑单元复制的信息。

■

JournalPool：发现有关日志池的信息。

■

ExternalPathInfo：发现有关外部卷路径的信息。

■

Port：发现有关阵列端口的信息。

■

PortController：发现有关一个或所有存储子系统中端口控制器的信息。

■

Path：发现有关 LDEV 映射的信息。

■

VolumeConnection：发现 LDEV 外部卷的映射信息。

■

JournalPoolTier：发现有关日志池动态存储分层的信息。

请参见第 52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HITACHI 存储磁盘阵列”。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下列命令用于发现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存储对象。应使用 SYMCLI 7.0 或
更高版本。
■

用于查找已安装的 Solutions Enabler 版本的命令：
symcli -out XML

■

用于查找磁盘阵列审核日志中最后一个条目的编号的命令：
symaudit -sid arrayid show -out XML

■

用于基于指定的过滤参数查找磁盘阵列审核日志中编号的命令：
symaudit -sid arrayid list -action_code action_codes
-function_class function_classes -record_num record_no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 Symmetrix 配置的信息的命令：
symcfg -sid arrayid list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 Symmetrix 配置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symcfg -sid arrayid list -v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物理磁盘的简要信息的命令：
symdisk -sid arrayid list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物理磁盘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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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disk -sid arrayid list -v -out XML
■

用于获取所有 Symmetrix 设备的列表的命令：
symdev -sid arrayid list -all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所有 Symmetrix 元头设备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symdev -sid arrayid list -meta -v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 dev_list 中指定的 Symmetrix 设备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symdev -sid arrayid list -v -devs dev_list -out XML

■

用于获取映射到前端控制器的所有 Symmetrix 设备的列表的命令：
symdev -sid arrayid -SA all list -out XML

■

用于获取所有 RDF 组的列表的命令：
symcfg -sid arrayid list -rdfg ALL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给定 RDF 组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symrdf -sid arrayid list -rdfg rdf_group_no -out XML

■

用于获取在 Symmetrix 上创建的所有 BCV 会话的列表的命令：
symmir -sid arrayid list -out XML

■

用于获取在 Symmetrix 上创建的所有 TimeFinder/克隆会话的列表的命令：
symclone -sid arrayid list -v -out XML

■

用于获取在 Symmetrix 上创建的所有 TimeFinder/快照会话的列表的命令：
symsnap -sid arrayid list -v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给定阵列 ID 中精简池的简要信息的命令：
symcfg -sid arrayid list -pool -thin -detail -mb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给定阵列 ID 中精简池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symcfg -sid arrayid list -pool -thin -detail -v -mb -out XML

■

用于获取给定存储组的策略关联的命令：
symfast -sid arrayid show -association -sg sg_name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 FAST 策略的信息的命令：
symfast -sid arrayid list -fp -v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 FAST 层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symtier -sid arrayid list -v -out XML

■

用于获取所有控制器的列表的命令：
symcfg -sid arrayid list -DIR ALL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所有前端控制器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symcfg -sid arrayid list -SA ALL -v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所有光纤前端控制器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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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cfg -sid arrayid list -FA ALL -v -out XML
■

用于获取有关所有 FICON 控制器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symcfg -sid arrayid list -EF ALL -v -out XML

■

用于列出设备屏蔽 VCMDB 中的记录的命令：
symmaskdb -sid arrayid list database -out XML

■

用于列出设备屏蔽 VCMDB 中所分配设备的命令（应用 WWN）：
symmaskdb -sid arrayid list devs -wwn hba_port -out XML

■

用于列出设备屏蔽 VCMDB 中按记录分配的设备的命令：
symmaskdb -sid arrayid list devs -out XML

■

用于按启动器组列出设备信息的命令：
symaccess -sid arrayid list devinfo -out XML

请参见第 64 页的“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Symmetrix 存储磁盘阵列”。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下列命令用于发现 IBM XIV 磁盘阵列的各个存储对象：
■

pool_list：列出所有存储池或指定存储池。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pool_list

■

vol_list：列出所有卷或特定卷。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vol_list pool=PoolName

■

module_list：列出所有模块或指定模块的配置。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module_list

■

fc_port_list：列出系统光纤通道 (FC) 端口的状态和配置。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fc_port_list module=ComponentId

■

version_get：打印系统的当前版本。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version_get

■

config_get：显示配置参数的值。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config_get

■

system_capacity_list：列出系统的容量（硬容量和软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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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system_capacity_list
■

ipinterface_list：列出特定 IP 接口或所有 IP 接口的配置。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ipinterface_list

■

disk_list：列出特殊磁盘状态。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disk_list

■

host_connectivity_list：列出预定义主机的 FC 和 iSCSI 级别连接性。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host_connectivity_list

■

mapping_list：列出指定主机或群集的卷映射。
/opt/XIVGUI/xcli -x -y -u user_name -p password -m XIV Array IP
Address mapping_list host=HostName

下表提供了有关用户组及其对应的 IBM XIV 磁盘阵列权限的信息：
表 B-1

用户组及其对应的 IBM XIV 磁盘阵列权限

用户组

权限

存储管理员

允许

应用程序管理员

允许

只读用户

允许

技术人员

不允许

请参见第 65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XIV 存储磁盘阵列”。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下列命令用于发现 NetApp 磁盘阵列的各个存储对象。必须使用 NetApp Data ONTAP
1.4 或更高版本。
■

system-get-info、system-get-version：发现磁盘阵列详细信息。

■

vfiler-list-info：发现 Vfiler。

■

disk-list-info：发现物理存储信息。

■

fcp-adapter-list-info、iscsi-adapter-list-info：发现适配器。

■

aggr-list-info：发现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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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me-list-info：发现存储阵列卷（FlexVol 卷和传统卷）。

■

lun-list-info、lun-map-list-info、lun-get-serial-number：发现 LUN

详细信息和映射信息。
■

snapmirror-get-status、snapshot-list-info：发现快照详细信息。

■

qtree-list：发现阵列文件系统（配额树）。

■

cifs-share-list-iter-start、cifs-share-list-iter-next：发现 CIFS

共享。
■

nfs-exportfs-list-rules：发现 NFS 共享。

■

quota-report-iter-start、quota-report-iter-next：发现配额。

下列命令用于发现 NetApp 磁盘阵列的计量和性能统计信息：
■

perf-object-get-instances

请参见第 66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NetApp 存储磁盘阵列”。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下列命令用于发现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的存储对象。应使用 NaviSecCLI 6.29
或更高版本。它使用 nopoll 选项执行命令。
■

getdisk -capacity -usercapacity：用于获取磁盘阵列的磁盘容量的命令。

■

getagent -model -rev：用于获取代理型号和版本的命令。

■

arrayname：用于获取阵列名称的命令。

■

getsp -ser：用于获取存储处理器序列号的命令。

■

-xml port -list -sp：用于获取存储处理器的阵列端口的命令。

■

-xml getall -disk：用于获取磁盘阵列的物理磁盘的命令。

■

getdisk -serial：用于获取磁盘阵列物理磁盘的序列号的命令。

■

-xml getall -rg：用于获取磁盘阵列 RAID 组的命令。

■

storagegroup -list：用于获取磁盘阵列存储组的命令。

■

-xml getall -lun：用于获取磁盘阵列逻辑单元的命令。

■

-xml metalun -list：用于获取磁盘阵列元 LUN 的命令。

■

-xml Snapview -listsnapshots：用于获取 LUN 快照的命令。

■

-xml Snapview -listclonegroup：用于获取 LUN 的 snapview 克隆的命令。

■

-xml storagepool -list：用于获取磁盘阵列精简池的命令。

130

Management Server 用于深层发现磁盘阵列的命令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

-xml thinlun -list：用于获取从精简池创建的精简 LUN 的命令。

■

lun -list -showOnly NonThin：用于获取从精简池创建的完整 LUN 的命令。

■

port -list -reads -writes -bread -bwrite -sp：用于在阵列端口上进行

读取或写入操作的命令。
命令的格式如下所示：
naviseccli -h array ip -User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Scope scopeCLI
如果已指定安全文件，则其格式如下所示：
naviseccli -h array ip -secfilepath path of Perm-File
请参见第 68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LARiiON 存储磁盘阵列”。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下列命令用于发现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的各个存储对象：
■

用于验证 SSSU 实用程序的连接性和版本的命令：
./sssu_linux_x64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server_name>\"
username=<cv_username> password=<cv_password>" "exit"

■

用于获取对 Command View 可见的所有 HP EVA 阵列的命令：
./sssu_linux_x64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server_name>\"
username=<cv_username> password=<cv_password>" "select system
<eva_array_name>" "ls system full xml"

■

用于获取所选 HP EVA 阵列所有虚拟磁盘的全部详细信息的命令：
./sssu_linux_x64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server_name>\"
username=<cv_username> password=<cv_password>" "select system
<eva_array_name>" "ls vdisk full xml"

■

用于获取所选 HP EVA 阵列所有控制器的全部详细信息的命令：
./sssu_linux_x64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server_name>\"
username=<cv_username> password=<cv_password>" "select system
<eva_array_name>" "ls controller full xml"

■

用于获取所选 HP EVA 阵列所有磁盘组的全部详细信息的命令：
./sssu_linux_x64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server_name>\"
username=<cv_username> password=<cv_password>" "select system
<eva_array_name>" "ls disk_group full xml"

■

用于获取所选 HP EVA 阵列所有物理磁盘的全部详细信息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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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u_linux_x64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server_name>\"
username=<cv_username> password=<cv_password>" "select system
<eva_array_name>" "ls disk full xml"
■

用于获取所选 HP EVA 阵列所有已连接主机的全部详细信息的命令：
./sssu_linux_x64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server_name>\"
username=<cv_username> password=<cv_password>" "select system
<eva_array_name>" "ls host full xml"

■

用于获取所选 HP EVA 阵列所有 iSCSI 控制器的全部详细信息的命令：
./sssu_linux_x64 "select manager \"<command_view_server_name>\"
username=<cv_username> password=<cv_password>" "select system
<eva_array_name>" "ls iscsi_controller full xml"

注意：只读用户可以访问 Command View 服务器。
请参见第 69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HP EVA 存储磁盘阵列”。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命令
下列命令用于发现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各个存储对象：
■

ver：ver 命令用于显示命令行界面、存储管理控制台（HMC 或 SMC）和许可

计算机代码的版本。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ver -l -bnr off
■

lssi：lssi 命令用于显示复杂存储中存储图像的列表。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si -fmt default -bnr off

■

lshba：lshba 命令用于显示列出存储图像主机适配器及列表中各个主机适配器

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hba -l -fmt xml -bnr off <storage_image_id>
■

lsddm：lsddm 命令用于显示列出磁盘驱动器模块及列表中各个磁盘驱动器模块

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ddm -l -fmt xml -bnr off <storage_image_id>
■

lsioport：lsioport 命令用于显示指定存储图像上 I/O 端口的列表，并选择性

地提供所列出的各个 I/O 端口的性能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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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ioport -l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array：lsarray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存储图像中阵列的列表以及列表中各个阵

列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array -l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rank：lsrank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存储单元中已定义等级的列表以及列表中各

个等级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rank -l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extpool：lsextpool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存储单元中扩展区池的列表以及列表

中各个扩展区池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extpool -l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fbvol：lsfbvol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存储单元中固定块卷的列表以及列表中各

个卷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fbvol -l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fbvol 用于列出具有“高效跟踪空间”空间分配方法的卷。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fbvol -sam tse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fbvol 用于列出具有“高效范围空间”空间分配方法的卷。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fbvol -sam ese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ckdvol：lsckdvol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存储单元中计数关键数据 (CKD) 库和

别名卷的列表以及列表中各个卷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ckdvol -l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ckdvol 用于列出具有“高效跟踪空间”空间分配方法的 ckd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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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ckdvol -sam tse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ckdvol 用于列出具有“高效范围空间”空间分配方法的 ckd 卷。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ckdvol -sam ese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hostconnect：lshostconnect 命令用于显示存储图像的主机连接列表以及

列表中各个主机连接的状态信息。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hostconnect -l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volgrp：lsvolgrp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存储单元中卷组的列表以及列表中各个

卷组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volgrp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showvolgrp：showvolgrp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卷组详细属性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showvolgrp -lunmap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Volume_Group_ID>

■

lssestg：lssestg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整个存储图像空间高效存储值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sestg -l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

lsflash：lsflash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 FlashCopy 关系的列表以及列表中各个

FlashCopy 关系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flash -l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0000-FFFF
■

lspprc：lspprc 命令用于生成显示存储图像远程镜像和副本卷关系的列表以及

列表中各个远程镜像和副本卷关系的状态信息的报告。
/opt/ibm/dscli/dscli -hmc1 <HMC1_IP_Address> -user <user_name>
-passwd <password> lspprc -l -fullid -fmt xml -bnr off -dev
<storage_image_id> 0000-FFFF

访问控制：下表提供了有关用户组及其对应的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权限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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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的用户访问控制

用户组

权限

管理员

允许

物理运算符

允许

逻辑运算符

允许

复制服务运算符

允许

监视

允许

无访问权限

不允许

请参见第 70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系统存储 DS 磁盘阵列”。

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下列 XML API 用于形成获取有关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的信息所需的 XML 查询：
■

<ControlStation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控制站的信息的命

令。
■

<CelerraSystem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系统的详细信息的命

令。
■

<Volume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卷的信息的命令。

■

<StoragePool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存储池的信息的命令。

■

<FileSystem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NAS 文件系统的信息的命令。

■

<CifsShare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IFS 共享的信息的命令。

■

<CifsServer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IFS 服务器的信息的命令。

■

<NfsExport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NFS 导出的信息的命令。

■

<UserQuota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文件系统上用户配额的信息的命令。

■

<Mover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数据移动设备的信息的命令。

■

<Vdm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虚拟数据移动设备的信息的命令。

■

<IscsiTarget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iSCSI 目标的信息的命令。

■

<IscsiLun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iSCSI LUN 的信息的命令。

■

<IscsiMask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iSCSI LUN 屏蔽的信息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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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ageSystemQueryParams storage=\"<storage ID>\"/>：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

<ClariionDevice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后端 CLARiiON 设备的信息

的命令。
■

<SymmDevice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后端 Symmetrix 设备的信息的命

令。
请参见第 71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Celerra 存储磁盘阵列”。

EMC VNX（块）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下列命令用于发现 EMC VNX（块）存储磁盘阵列的存储对象。应使用 NaviSecCLI
6.29 或更高版本。它使用 nopoll 选项执行命令。
■

getdisk -capacity -usercapacity：用于获取磁盘阵列的磁盘容量的命令。

■

getagent -model -rev：用于获取代理型号和版本的命令。

■

arrayname：用于获取阵列名称的命令。

■

getsp -ser：用于获取存储处理器序列号的命令。

■

-xml port -list -sp：用于获取存储处理器的阵列端口的命令。

■

-xml getall -disk：用于获取磁盘阵列的物理磁盘的命令。

■

getdisk -serial：用于获取磁盘阵列物理磁盘的序列号的命令。

■

-xml getall -rg：用于获取磁盘阵列 RAID 组的命令。

■

storagegroup -list：用于获取磁盘阵列存储组的命令。

■

-xml getall -lun：用于获取磁盘阵列逻辑单元的命令

■

-xml metalun -list：用于获取磁盘阵列 Meta LUN 的命令

■

-xml Snapview -listsnapshots：用于获取 LUN 快照的命令。

■

-xml Snapview -listclonegroup：用于获取 LUN 的 snapview 克隆的命令。

■

-xml storagepool -list：用于获取磁盘阵列精简池的命令。

■

-xml thinlun -list：用于获取从精简池创建的精简 LUN 的命令。

■

lun -list -showOnly NonThin：用于获取从精简池创建的完整 LUN 的命令。

■

port -list -reads -writes -bread -bwrite -sp：用于在阵列端口上进行

读取或写入操作的命令。
命令的格式如下所示：
naviseccli -h array ip -User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Scope scope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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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指定安全文件，则其格式如下所示：
naviseccli -h array ip -secfilepath path of Perm-File
请参见第 72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

EMC VNX（文件）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以下 XML API 用于构成获取 EMC VNX（文件）存储磁盘阵列相关信息所需的 XML
查询：
■

<ControlStation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控制站的信息的命

令。
■

<CelerraSystem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系统的详细信息的命

令。
■

<Volume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卷的信息的命令。

■

<StoragePool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存储池的信息的命令。

■

<FileSystem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NAS 文件系统的信息的命令。

■

<CifsShare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IFS 共享的信息的命令。

■

<CifsServer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CIFS 服务器的信息的命令。

■

<NfsExport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NFS 导出的信息的命令。

■

<UserQuota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文件系统上用户配额的信息的命令。

■

<Mover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数据移动设备的信息的命令。

■

<Vdm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虚拟数据移动设备的信息的命令。

■

<IscsiTarget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iSCSI 目标的信息的命令。

■

<IscsiLun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iSCSI LUN 的信息的命令。

■

<IscsiMask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 iSCSI LUN 屏蔽的信息的命令。

■

<StorageSystemQueryParams storage=\"<storage ID>\"/>：用于获取有关

Celerra 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

<ClariionDevice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后端 CLARiiON 设备的信息

的命令。
■

<SymmDeviceQueryParams/>：用于获取有关后端 Symmetrix 设备的信息的命

令。
请参见第 72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NX 存储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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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为获取有关 VPLEX 对象（存储卷、范围、设备）的信息，由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对 VPLEX 阵列运行 cluster configdump
命令。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向 VPLEX 阵列发出
HTTP 请求。请求格式如下：
https://vplex IP address:443/vplex/cluster+configdump
它将获取有关 EMC VPLEX 存储系统的所有存储实体的信息。
请参见第 74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EMC VPLEX 存储磁盘阵列”。

3PAR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使用 SSH 通信，以下命令用于发现 3PAR 磁盘阵列的存储对象：
■

showport：用于发现磁盘阵列的阵列端口的命令。

■

showvv -d：用于发现磁盘阵列的虚拟卷的命令。

■

showvv -r：用于获取磁盘阵列中虚拟卷的原始容量的命令。

■

showpd：用于获取有关磁盘阵列物理磁盘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

showpd -I：用于获取磁盘阵列的扩展属性的命令。

■

showvv -showcols VSize_MB -p -prov tp* -cpg：用于获取精简虚拟卷大小

的命令。
■

shownet：用于获取磁盘阵列 IP 地址的命令。

■

showversion -s：用于获取 3PAR 磁盘阵列版本的命令。

■

showsys：用于获取有关 3PAR 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的命令。

请参见第 75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3PAR 存储磁盘阵列”。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命令
以下命令用于发现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的各种存储对象
■

用于获取 IBM SVC 阵列型号的命令：
echo SVC_PRODUCT_ID:$SVC_PRODUCT_ID

■

用于获取所有群集及其详细属性的命令：
svcinfo lscluster -delim : -bytes $ID

■

用于获取所有节点及其详细属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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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info lsnode -delim : $ID
■

用于获取所有托管磁盘组及其详细属性的命令：
svcinfo lsmdiskgrp -delim : -bytes $ID

■

用于获取所有托管磁盘及其详细属性的命令：
svcinfo lsmdisk -delim : -bytes $ID

■

用于获取所有卷及其详细属性的命令：
svcinfo lsvdisk -delim : -bytes $ID

■

用于获取所有主机的命令：
svcinfo lshost -delim : $ID

■

用于获取主机与 vdisk 的关联：
svcinfo lshostvdiskmap -delim : -nohdr

■

用于获取所有内部驱动器的命令：
svcinfo lsdrive -delim : -bytes $ID

■

用于获取所有闪速复制映射的命令：
svcinfo lsfcmap -delim : $ID

■

用于获取所有远程复制映射的命令：
svcinfo lsrcrelationship -delim : $ID

注意：输入的用户凭据应配置相应的 SSH 密钥对。私钥文件必须升级至 SVC 磁盘
阵列 6.2.x.x 版。
请参见第 76 页的“ 为深层发现添加 IBM SVC 存储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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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7.2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

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的阵列对象

■

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操作工作流程

■

关于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发现阵列信息

关于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为多个供应商的存储阵列提供深层发现信
息。此发现通过 Storage Insight Add-on 启用。有关受支持磁盘阵列的列表，请参
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如果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中不支持阵列的存储发现，则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来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阵列添加支持。您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来创建特定
于阵列的自定义加载项。自定义加载项称为 Storage Insight 插件。当 Storage Insight
插件安装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上时，它
将使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能够对阵列执行深层发现。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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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的阵列对象
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阵列的以下对象：
■

物理磁盘

■

逻辑磁盘

■

物理磁盘到逻辑磁盘的映射

■

RAID 组和精简池

■

物理级别、RAID 组级别和逻辑级别上的总容量

■

与无代理主机和虚拟主机的关联。这可以通过对逻辑磁盘到主机的映射信息进
行建模来实现。

■

与代理主机的关联。这可以通过设备标识符定义来实现。

■

支持本地和远程复制。

■

支持 SAN；不支持 NAS 发现。

■

Storage Insight Add-on 支持的所有其他功能。例如，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分层和深层存储感测。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中的磁盘阵列对象表示形式：
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的磁盘阵列对象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中列出。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控制台上以对象术语形式提供的选
项卡名称下，列出了发现的对象。您可以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中查看与配置的磁盘阵列
相关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关于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发现阵列信息”。

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操作工作流程
部署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和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是使用 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磁盘阵列信息的两个所需过程。
在托管主机上部署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并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控制台创建特定于阵列的 Storage Insight 插件。将 Storage Insight 插件上
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并进行安装。成
功安装 Storage Insight 插件之后，请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磁盘阵列属
性。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关于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发现阵列信息”。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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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关于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发现阵列信息
此过程包括下列步骤：
■

下载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

在托管主机上安装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请参见第 146 页的“ 关于安装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

创建发现脚本和其他脚本，提供要发现的磁盘阵列功能，选择设备标识符，提
供其他磁盘阵列的详细信息以及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

将 Storage Insight 插件上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

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配置和发现阵列属性。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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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

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

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

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您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输入有关要发现的阵列的元数据，并创建
特定于阵列的插件。本主题列出了开发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步骤：
■

确定要发现的阵列对象及其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表示
形式。例如，物理设备、逻辑设备、物理到逻辑设备的映射、RAID 组以及精简
池。
请参见第 142 页的“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的阵列对象”。

■

确定可用于发现阵列对象的阵列供应商 CLI。

■

确定用于调用供应商 CLI 的机制。可以直接从安装了供应商 CLI 的发现主机调
用供应商 CLI，或者您可能需要登录到阵列。例如，使用 Secure Shell (SSH)
调用 CLI。

■

定义使用阵列供应商 CLI 提供的数据为对象生成全局唯一标识符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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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发现脚本。发现脚本调用供应商 CLI 以发现阵列及其对象。当发现脚本准
备就绪时，您便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控制台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启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控制台，并选择“Create SI
plug-in (创建 SI 插件)”选项。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

您还可以随发现脚本一起上传其他辅助脚本。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关于其他脚本”。

■

以 SCSI 页面和字节的形式创建公式以构建阵列以及逻辑磁盘 (LUN) 的唯一标
识符。

■

从主机启动以下 URL：
https://SDK-hostname:5634/admin/htdocs/sisdk.html
其中，SDK-hostname 是安装了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的主机。

■

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要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请选择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面板上的“Create SI plug-in (创建 SI 插件)”选项。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时，需要上传发现脚本并指定发现脚本所需的所有运行时参数。
您还需要指定要发现的阵列的特性，以及这些特性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表示形式。指定的发现脚本实现所选特性的发现。
要支持代理主机发现的存储与 Storage Insight 插件带外发现的存储之间的端到
端关联，还需要提供特定公式以用于构建阵列和逻辑磁盘对象的标识符。Storage
Insight 插件将部署为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加载项。
注意：插件由其供应商名称、产品和发现方法构成的组合唯一标识。可以为使
用不同发现机制的相同供应商和产品创建不同的插件。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参数”。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命令示例”。
请参见第 148 页的“磁盘阵列对象发现顺序”。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关于设备标识符”。

■

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

安装 Storage Insight 插件。该插件只能安装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上。您可以导航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的“Deployment Management (部署管理)”视图，上传并安
装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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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在上传 Storage Insight 插件之前，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上已安装 Storage Insight Add-on。要求的 Storage Insight
Add-on 最低版本为 5.0。
Storage Insight 插件安装成功后，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控制台发现
阵列。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Device Configuration (设备配置)”向导中
列出了阵列供应商、产品和发现机制。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关于安装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只能安装在托管主机上。导航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上的“Settings (设置)”>“Deployment (部署)”以
安装加载项。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关于发现脚本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发现脚本可发现有关阵列特性以及物理
功能和逻辑功能的信息。
发现脚本安装在发现主机上。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要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阵列信息，您需要将一个托管主机指定为发现主机。发
现主机上必须安装由发现脚本使用的特定于供应商的阵列管理工具。您需要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Device Configuration (设备配置)”面板上选择此发现
主机。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Add-on”。
发现脚本还需要运行时参数。例如，阵列主机名、IP 地址、用户名以及密码。您需
要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的“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配置参数)”面板
上输入这些参数。在您添加参数时，即会构建采用用户定义参数的部分命令。如果
需要，它还可能包括解释程序。
注意：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上成功安装
Storage Insight 插件之后，可以在向导面板上查看这些参数，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Add-on 配置磁盘阵列的深层发现。
只能为一个 Storage Insight 插件添加一个发现脚本。可以使用任何编程语言来创建
发现脚本。但是，该语言必须支持定义的参数才能发现阵列中特定类型的对象。可
以使用任何解释程序调用发现脚本。例如，JAVA、Perl、shell、bat、Windows
PowerShell 等。必须实施命令选项才能发现发现脚本中的每个阵列对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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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指定发现脚本可用于执行检查或提供有关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信息等任
务的其他脚本。
注意：并非所有其他脚本都可由发现脚本直接使用。例如，发现脚本不会使用预定
义的脚本 (check_evn.pl)。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该脚本可
检查发现主机是否满足安装要求。同样，发现脚本也不会使用 Readme.html。除了
这些脚本外，可以添加发现脚本可直接使用的其他脚本。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关于其他脚本”。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关于发现脚本参数
Storage Insight 插件 agentlet 运行发现脚本以发现阵列对象时，发现脚本运行时参
数会传递到该发现脚本。在“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配置参数)”向导面板
上，可以输入这些参数。运行时参数构成了命令。
以下是两种类型的参数：
■

用户定义：这些参数是基础供应商 CLI 所必需的，发现脚本调用该供应商 CLI
以访问阵列。
例如，命令 discover-array.pl --ip ${ip} --user ${user} --password
${password} 具有三个运行时参数。这三个运行时参数为 ip、user 和
password。
Storage Insight 插件安装成功后，可以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Device
Configuration (设备配置)”向导面板上查看这些参数。您需要输入这些参数的
值。

■

预定义：预定义参数是用于发现阵列对象类型的命令行选项。
例如，discover-array.pl --list pdevs。在本示例中，--list pdevs 是发
现脚本需要实施的命令选项。该命令应列出从已配置阵列中发现的所有物理磁
盘的记录。已预定义记录的输出格式。

运行上述命令时，用户定义的参数也会传递到该发现脚本。在本示例中，由 agentlet
调用以发现物理磁盘的完整命令行如下：
"discover-array.pl --ip 10.2.1.0 --user admin --password adminpassword
--list pdevs"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命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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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48 页的“磁盘阵列对象发现顺序”。

命令示例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构建命令。
■

使用 Perl 创建发现脚本 discover-array.pl。

■

输入用户名、IP 地址以及密码作为运行时参数，并为其选择以下 CLI 选项：
■

对于用户名：username

■

对于密码：pwd

■

对于 IP 地址：IP

所构建的命令如下所示：
"discover-array.pl --username ${username} --pwd ${pwd} --IP ${IP}"
■

选择“Enclosure Capabilities (磁盘阵列功能)”面板上的“Discover Physical
Disks (发现物理磁盘)”选项。

在该过程的最后，将创建以下命令：
"discover-array.pl --username ${username} --pwd ${pwd} --IP ${IP}
--list pdevs"

用户在运行期间提供用户名、IP 和密码的值，即会构建完整命令。例如，
"discover-array.pl --username admin --pwd adminpassword --IP 10.2.1.0
--list pdevs"

以上示例提供物理磁盘的相关信息。但是，您可以选择逻辑设备、阵列端口、适配
器、副本、逻辑组作为发现对象。对于每个选项，都会创建单独的命令。
注意：如果发现脚本是 Perl 脚本，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使用
随 VRTSsfmh 软件包提供的 Perl 隐式调用该发现脚本。它存在于
sfmh-install-dir/bin/perl 中。
请参见第 148 页的“磁盘阵列对象发现顺序”。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磁盘阵列对象发现顺序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创建调用发现脚本来发现磁盘阵列及其对象的 agentlet。
agentlet 已捆绑到 Storage Insight 插件。阵列对象是按以下顺序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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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设备配置期间，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运行 check_env.pl
脚本。之后，将运行发现脚本（使用 -list encl 选项）。

■

运行 --get-data 命令。
您可以选择实施 get-data 命令。它是提供给发现脚本的异常分支，以便在调用
此命令时可以从阵列中预取所有所需数据。现在，后续命令可以使用相同的数
据，而不是再次查询阵列。

■

■

发现磁盘阵列对象：在初始探查成功后深层发现处于启用状态时发生。磁盘阵
列对象是按以下顺序发现的：
■

--list adapters

■

--list ports

■

--list pdevs

■

--list raidgroups

■

--list rgpdevmap

■

--list ldevs

■

--list replications

■

--list meta-ldev

■

--list thinpools

■

--list rgldevmap

■

--list tpldevmap

■

--list tpsourceldevmap

■

--list ldevpdevmap

■

--list ldevhostmap

■

--list capacities

--cleanup：它是提供给发现脚本以执行任何清除的异常分支。

如果您尚未选择以上提及的任何选项的功能，则不会调用相应的命令。
注意：发现脚本和 check_env.pl 脚本也会传递称为 SI_PLUGIN_DIR 的环境变量。
它是发现主机上安装发现脚本或其他脚本的位置。SI_PLUGIN_WORK_DIR 是另一个
环境变量，Storage Insight 插件将其用作存储任何数据文件的工作区域。例如，如
果实施了 get-data 选项，则可以在此位置存储已获取的数据。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命令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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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此部分提供了每个发现命令应该发现的数据的详细信息以及数据的列出格式。
每个命令打印已发现的对象的记录。例如，--list pdev 将磁盘阵列中的每个物理
磁盘列为单独的记录。记录显示其属性以及属性的值。
记录 1

属性 1：值 1
属性 2：值 2
属性 3：值 3
属性 N：值 N

记录 2

属性 1：值 1
属性 2：值 2
属性 3：值 3
属性 N：值 N

记录 N

属性 1：值 1
属性 2：值 2
属性 3：值 3
属性 N：值 N

必须在不同的行上显示每个属性及其值。属性及其值应由冒号 (:) 分隔。如果不知道
某个属性的值，可以将其指定为 "-"。
记录内的属性顺序彼此无关。在每个记录中，必须首先列出记录标识符属性。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考 Dell Compellent Storage Insight 插件示例的命令输出文件。它
存储在托管主机上：
/opt/VRTSsfmh/etc/SISdk/samples/compellent/compellent_data.tar.gz

有关命令和属性的完整列表，请参考特定的命令部分。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请参见第 142 页的“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的阵列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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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所有磁盘阵列的 --list encls 命令
--list encls 命令应列出所有磁盘阵列。每个磁盘阵列应被列为以其记录标识符

属性 Id 开头的记录。
表 14-1

--list encls

属性

说明

数据类 注释
型

Id

磁盘阵列的全局唯一标识
符。

字符串

名称

磁盘阵列实例的名称。

字符串

SerialNo

磁盘阵列的序列号。

字符串

FirmwareVersion 磁盘阵列的固件版本。

它应与通过 Storage Insight 插件创
建期间指定的磁盘阵列标识符公式
从 SCSI 页面获得的标识符相匹配。

字符串

Vendor

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字符串

例如，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
供应商为 EMC。

Product

产品名称。

字符串

例如，对于 EMC Symmetrix 阵列，
产品名称为 Symmetrix。

Model

产品型号。

字符串

例如，对于 EMC Symmetrix 阵列，
型号为 DMX 和 VMAX。

IPAddress

磁盘阵列的 IP 地址。

字符串

AutoComputeCaps 指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布尔值
agentlet 是否应该在瀑布图
表中，使用其他发现命令发
现的对象自动计算总容量

AltId

磁盘阵列的可选备用唯一标 字符串
识符。它应是全局唯一的。

预期值为 1 或 0。
指定 1 可启用总容量的自动计算。
如果它为 0，则预计已实施了
-list capacities 命令。
它是一个可选参数。 标识作为复制
目标的远程磁盘阵列时，该参数很
有用。

发现磁盘阵列中的所有物理磁盘的 --list pdev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pdev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列中

的所有物理磁盘。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每个物理磁盘应被列为以记录标识符属性 Id 开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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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list pdevs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注释

Id

物理磁盘的全局唯
一标识符。

字符串

构建标识符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使
用物理磁盘名称和磁盘阵列标识
符的组合。

Name

物理磁盘的名称。

字符串

PhysicalSize

物理磁盘的总原始
大小。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AvailableSize

可用的物理大小部
分。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SpareSize

在磁盘阵列中用作
备用大小（用于内
部管理）的物理大
小部分。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Shared

指示物理磁盘是否
是多个物理组（如
RAID 组）的一部
分。

布尔值

如果物理磁盘共享，则期望值为
1；如果物理磁盘未共享，则期望
值为 0。

RPM

物理磁盘的 RPM。 整数

State

物理磁盘的状态。
指示物理磁盘是否
运行正常。

整数

如果物理磁盘运行正常，则期望
值为 0；如果运行不正常，则期望
值为 1。

MediaType

物理磁盘的介质类
型。

字符串

预期值为下列值之一：

VendorMediaType 介质类型的其他分
类。

字符串

HDD 和 SSD
允许的值为 SED、FC、SATA、
BD、SAS、NL-SAS 和 SAS
(SED)。

发现磁盘阵列中的所有逻辑磁盘的 --list ldev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ldev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列中

的所有逻辑磁盘。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每个逻辑磁盘应被列为以记录标识符属性 Id 开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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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list ldevs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注释

Id

逻辑磁盘的全局唯一 字符串
标识符。

名称

逻辑磁盘的名称。

字符串

LogicalSize

逻辑磁盘的逻辑大
小。

十进制

RawSize

分配给逻辑磁盘的原 十进制
始物理存储。

以 MB 为单位指定。

Thin

指示逻辑磁盘是否为 布尔值
精简磁盘。

如果逻辑磁盘为精简磁盘，则期
望值为 1；如果逻辑磁盘为完整
磁盘，则期望值为 0。

ThinConsumedSize

精简逻辑磁盘的逻辑 十进制
占用大小。

以 MB 为单位指定。仅当逻辑磁
盘为精简磁盘时才适用。对于精
简的逻辑磁盘，这是逻辑占用大
小而不是预订大小。

ThinConsumedRawSize 精简逻辑磁盘占用的 十进制
原始物理存储。

以 MB 为单位指定。此容量仅适
用于精简的逻辑磁盘。这是逻辑
磁盘占用的原始物理存储。与逻
辑存储相对应的物理存储容量用
ThinConsumedSize 表示。

此标识符应与通过 Storage
Insight 插件创建期间指定的逻辑
磁盘标识符公式从 SCSI 页面获
得的标识符相匹配。

以 MB 为单位指定。对于精简的
逻辑磁盘，其应该为预订大小而
不是占用大小。

RaidLevel

逻辑磁盘的 RAID 级 字符串
别。

例如，RAID 5。

Layout

逻辑磁盘特定于供应 字符串
商的布局。

Assigned

指示逻辑磁盘是否已 布尔值
分配给主机或任何前
端阵列。

如果逻辑磁盘已分配，则期望值
为 1；如果未分配，则期望值为
0。

Virtual

指示逻辑磁盘是否为 布尔值
来自任何后端阵列的
通过磁盘。

如果逻辑磁盘为虚拟磁盘，则期
望值为 1；如果不是虚拟磁盘，
则期望值为 0。

Administrative

指示逻辑磁盘是否用 布尔值
于管理目的。

如果逻辑磁盘用于管理，则期望
值为 1；如果不是用于管理，则
期望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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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注释

FaultTolerant

指示逻辑磁盘是否容 布尔值
错。即，它是否受
RAID 保护。

如果逻辑磁盘容错，则期望值为
1；如果不容错，则期望值为 0。

AltId

逻辑设备的可选备用 字符串
唯一标识符。 它应
是全局唯一的。

可选参数；标识远程复制的逻辑
设备的目标时有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list-replications 命
令。

发现磁盘阵列的所有适配器的 --list adapter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adapter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列

中的所有适配器。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每个适配器应被列为以记录标识符属性 Id 开头的记录。
表 14-4

--list adapters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Id

适配器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名称

适配器的名称。

字符串

Type

适配器的类型。

字符串

注释

期望值为 FC、iSCSI、SAS 和
FCoE。

发现磁盘阵列中的所有端口的 --list ports --encl enclosure Id 命
令
--list port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列中

的所有端口。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每个端口应被列为以记录标识符属性 Id 开头的记录。
表 14-5

--list ports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Id

端口的全局唯一标识 字符串
符。

名称

端口的名称。

字符串

注释
它通常是端口的全球端口名称
(WW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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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注释

Type

端口的类型。

字符串

允许的值为 FC、iSCSI、SAS 和
FCoE。

WWPN

端口的 WWPN。

字符串

WWNN

端口的 WWNN。

字符串

AdapterId

磁盘阵列上端口适配 字符串
器的标识符。

State

端口的状态。

布尔值

如果启用端口，则期望值为 0；否
则，期望值为 1。

发现磁盘阵列的物理、RAID 组和逻辑总容量的 --list capacitie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capacitie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物理、

RAID 组和逻辑总容量。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
识符。这些容量显示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的磁盘阵列概
述页面上的瀑布图表中。
此命令需要一个列出如下所述的所有容量值的记录：
表 14-6

--list capacities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 注释
型

Id

磁盘阵列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它是记录标识符。

PhySize

存在于磁盘阵列中的总原始
物理存储。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PhyConfigSize

已配置磁盘阵列中的总原始
物理存储。此容量分配给一
些类型的阵列组（如 RAID
组），或精简池，或直接分
配给逻辑磁盘。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PhySpareSize

用于内部管理的总物理存储
大小。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PhyUnConfigSize

未配置的总物理存储。它不
应该包括备用容量。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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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数据类 注释
型

RGSize

磁盘阵列中所有 RAID 组的
总逻辑大小。

十进制

磁盘阵列中所有 RAID 组的
可用的且未划分为逻辑磁盘
的总逻辑大小。

十进制

磁盘阵列中所有 RAID 组的
总逻辑可寻址大小。即，划
分为逻辑磁盘的 RAID 组的
逻辑大小。

十进制

磁盘阵列中所有 RAID 组的
总开销大小。

十进制

磁盘阵列中的总逻辑存储大
小。

十进制

磁盘阵列中分配给主机或任
何前端阵列的总逻辑存储。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LogicalUnassignedSize 磁盘阵列中未分配给主机或 十进制
任何前端阵列的总逻辑存储。

以 MB 为单位指定。

RGFreeSize

RGAddrSize

RGOverheadSize

LogicalSize

LogicalAssignedSize

以 MB 为单位指定。
仅当该阵列支持 RAID 组时
适用。
以 MB 为单位指定。
仅当该阵列支持 RAID 组时
适用。
以 MB 为单位指定。
仅当该阵列支持 RAID 组时
适用。
以 MB 为单位指定。
仅当该阵列支持 RAID 组时
适用。
以 MB 为单位指定。
仅当该阵列支持 RAID 组时
适用。

磁盘阵列中用于管理目的的
总逻辑存储。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LogicalRepTargetSize 磁盘阵列中用作复制目标的
总逻辑存储。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LogicalAdminSize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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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磁盘阵列的逻辑磁盘到物理磁盘的映射的 --list
ldevp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ldevp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其存储由 -encl 参数指

定的磁盘阵列中的逻辑磁盘占用的物理磁盘。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
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每个记录应列出逻辑磁盘和对应的其获取存储的物理磁盘。如果一个逻辑磁盘从多
个物理磁盘中占用存储，则同一逻辑磁盘会有多个记录。属性 Id 是记录标识符。
表 14-7

--list ldevp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Ldev

逻辑磁盘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Pdev

对应的物理磁盘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发现磁盘阵列的逻辑设备到主机的映射的 --list ldevhost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ldevhost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

阵列中的逻辑磁盘的屏蔽信息。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
列的标识符。
每个记录应列出如下所述的屏蔽信息：
表 14-8

--list ldevhostmap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
型

Id

逻辑磁盘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HbaPortWWPN

逻辑磁盘映射到的 HBA 端口 字符串
的全球端口名称 (WWPN)。

ArrayPortWWPN

逻辑磁盘映射到的阵列端口的 字符串
全球端口名称 (WWPN)。

LunId

使用阵列端口的上下文中逻辑 字符串
磁盘的 SCSI LunId。

注释

LunId 应该列为大写的十
六进制数。例如，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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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发现磁盘阵列的元逻辑磁盘与区段逻辑磁盘的映射的 --list
meta-ldev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meta-ldev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

列中的元逻辑磁盘与对应的区段逻辑磁盘的映射。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
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每个记录应列出如下所述的相应映射信息：
表 14-9

--list meta-ldevs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Id

元逻辑磁盘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SegmentId

区段逻辑磁盘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发现磁盘阵列的 RAID 组的 --list raidgroup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raidgroup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

列中的所有 RAID 组。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
符。
每个 RAID 组应被列为以记录标识符属性 Id 开头的记录。RAID 组信息如下所述：
表 14-10

--list raidgroups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Id

RAID 组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Name

RAID 组的名称。

字符串

State

RAID 组的状态。

整数

注释

如果 RAID 组运行正常，则值
为 0；否则，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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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PdevCount

创建 RAID 组的物理磁盘总
数。

整数

RawSize

RAID 组的总原始物理大小。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OverheadSize

RAID 组引入的 RAID 开销。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LogicalSize

RAID 组的总逻辑大小。

以 MB 为单位指定。

十进制

注释

LogicalSize = RawSize OverheadSize
LogicalUsedSize 已经划分为逻辑磁盘的总逻辑 十进制
大小。

以 MB 为单位指定。

LogicalFreeSize 还未划分为逻辑磁盘的总逻辑 十进制
大小。

以 MB 为单位指定。

RaidLevel

RAID 组的 RAID 级别。

字符串

LogicalFreeSize =
LogicalSize –
LogicalUsedSize
例如，RAID 5 (6D+1P) 和
RAID 0。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发现磁盘阵列的所有精简池的 --list thinpool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thinpool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

列中的所有精简池。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
符。
每个精简池应被列为以记录标识符属性 Id 开头的记录。精简池信息如下所述：
表 14-11

--list thinpools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Id

精简池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Name (名称)

精简池的名称。

字符串

State

精简池的状态。

整数

注释

如果精简池运行正常，则值为
0；否则，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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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注释

SourceDevCount 用于创建精简池的源物理磁盘 整数
或逻辑磁盘的总数。这些设备
是精简池的存储容量源，而不
是从精简池中划分的实际逻辑
磁盘。
VolumeCount

从精简池中划分的精简逻辑磁 整数
盘的总数。

RawSize

精简池的总原始物理大小。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OverheadSize

精简池引入的 RAID 开销。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LogicalSize

精简池的总逻辑大小。

十进制

以 MB 为单位指定。
LogicalSize = RawSize OverheadSize

LogicalUsedSize 已经划分为逻辑磁盘的总逻辑 十进制
大小。

以 MB 为单位指定。

LogicalFreeSize 还未划分为逻辑磁盘的总逻辑 十进制
大小。

以 MB 为单位指定。

RaidLevel

精简池的 RAID 级别（如果适 字符串
用）。

SubscribedSize 精简池的预订大小。

十进制

LogicalFreeSize =
LogicalSize –
LogicalUsedSize
例如，RAID 5 (6D+1P) 和
RAID 0。
精简池的总预定逻辑大小。它
是从精简池中划分的所有精简
逻辑磁盘的预订大小总和。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发现磁盘阵列的 RAID 组到物理磁盘的映射的 --list rgp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rgp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

列中的 RAID 组和构成 RAID 组的物理磁盘的映射。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每个记录列出如下所述的映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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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2

--list rgp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Rg

RAID 组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Pdev

物理磁盘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发现磁盘阵列的 RAID 组到逻辑设备的映射的 --list rgl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rgl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

列中的 RAID 组和从 RAID 组中划分的逻辑磁盘的映射。
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每个记录列出如下
所述的映射信息：
表 14-13

--list rgl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Rg

RAID 组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Ldev

逻辑磁盘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发现磁盘阵列的精简池到源逻辑设备的映射的 --list
tpsrcl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
--list tpsrcl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精简池和源逻辑磁盘

（组成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列中的精简池）的映射。
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注意：逻辑磁盘是精简池的存储容量源，而不是从精简池中划分的实际逻辑磁盘。
该命令适用于其精简池由完整逻辑磁盘（而不是物理磁盘）备份的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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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记录列出如下所述的映射信息：
表 14-14

--list tpsrcl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Tp

精简池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Ldev

源逻辑磁盘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发现磁盘阵列的精简池逻辑设备映射的 --list tpldevmap --encl
enclosure Id命令
--list tpl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精简池和源磁盘（从 -encl

参数指定的磁盘阵列的精简池中划分）的映射。
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每个记录列出如下所述的映射信息：
表 14-15

--list tpldevmap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Tp

精简池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Ldev

精简逻辑磁盘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发现命令输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发现磁盘阵列的复制的 --list replications --encl enclosure Id 命
令
--list replications --encl enclosure Id 命令应列出有关 -encl 参数指定的

磁盘阵列中复制的信息。
enclosure Id 是 -list encls 命令所报告的磁盘阵列的标识符。
每个复制应作为以记录标识符属性 Id 开头的记录列出。对于复制源-目标对，应报
告单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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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记录列出如下所述的映射信息：
表 14-16

--list replications --encl enclosure Id

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注释

Id

复制源或目标逻辑磁盘的全
局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Designation

它指示由 Id 属性指定的逻辑 整数
磁盘是复制源还是复制目标。

PartnerId

如果 Id 指复制源，则此属性 字符串
为复制目标的全局唯一标识
符。

如果 Id 是复制源，则其值
为 0；如果是复制目标，则
为 1。

如果 Id 指复制目标，则此属
性为复制源的全局唯一标识
符。
PartnerName

与 PartnerId 相对应的逻辑 字符串
磁盘的名称。

AcrossEncls

指定复制是否跨磁盘阵列。
即，源或目标位于不同的磁
盘阵列中。

布尔值

如果是本地复制，则其值为
0；如果是远程复制，则为
1。

RemoteEnclId

远程磁盘阵列的全局唯一标
识符。仅适用于远程复制。

字符串

如果指定了
RemoteEnclName、
RemoteEnclVendor 和
RemoteEnclModel 这三
个属性，则 RemoteEnclId
为可选属性。

RemoteEnclName

远程磁盘阵列的名称。仅适
用于远程复制。

字符串

RemoteEnclVendor

远程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名称。 字符串
仅适用于远程复制。

如果是远程复制且未指定远
程磁盘阵列的供应商，则假
设它与本地磁盘阵列（由
enclosure Id 指代）的
供应商相同。

RemoteEnclModel

远程磁盘阵列的产品名称。
仅适用于远程复制。

如果是远程复制且未指定远
程磁盘阵列的产品，则假设
它与本地磁盘阵列。（由
enclosure Id 指代）的
产品相同。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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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注释

RepMode

复制模式 – Sync 或 Async。 字符串

对于同步复制，预期值为
Sync；对于异步复制，预
期值为 Async。

RepType

复制类型。

字符串

例如，Snapshot、Clone
或 Mirror。

RepState

复制状态。

字符串

预期值为：
Split、Synchronized、
CopyOnWrite、Copied、
Inactive、
ReverseSynchronizing、
ReverseOutofSync、
Synchronizing、
OutofSync、Consistent、
Active、Suspended、
FailedOver、
Initialization、
Unsynchronized、
Partitioned、PreCopy、
CopyInProgress、
CopyOnAccess

AccessMode

复制目标的访问模式。

字符串

预期值为：
Rdonly：如果复制目标访
问模式为只读模式。
Rdwrite：如果复制目标访
问模式为读写模式。

PartnerAltId

复制目标逻辑设备的备用全 字符串
局唯一识别符。 它应该与为
目标逻辑设备报告的 AltId 字
段匹配。

可选。如果在发现从源磁盘
阵列的复制时 PartnerId
和 PartnerName 均未
知，则此字段很有用。
如果已指定 PartnerId 或
PartnerName，则不应指
定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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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数据类型 注释

RemoteEnclAltId

远程磁盘阵列的备用全局唯 字符串
一标识符。它应该与为目标
磁盘阵列指定的 AltId 属性匹
配。

可选。如果在发现从源磁盘
阵列的复制时
RemoteEnclName 和
RemoteEnclId 均未知，
则此字段很有用。
如果已指定
RemoteEnclName 或
RemoteEnclId，则不应
指定此字段。

关于其他脚本
您可以添加多个其他脚本，以用于 Storage Insight 插件。其他脚本可能由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或发现脚本使用。下面列出了其他两种类型的预定
义脚本。它们由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
■

check_env.pl 脚本：将发现脚本安装在发现主机上之前，此脚本应对发现主机

执行特定检查。例如，它将检查所需的解释程序是否已安装在发现主机上，或
者是否使用了正确版本的供应商 CLI。此脚本必须使用 Perl 脚本语言创建，且
必须使用 VRTSsfmh Perl 调用。脚本名称必须是 check_env.pl。
这些检查是当您使用新的“Device Configuration (设备配置)”向导面板配置新
设备时在发现主机上执行的。如果对发现主机的所有验证都是成功的，则
check_env.pl 脚本退出时应返回代码 0。如果任一验证失败，则该脚本退出时
返回非零代码。
■

Readme.html：提供有关阵列供应商、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的阵列产品、发

现机制和发现脚本所需的供应商 CLI 的信息。它还提供有关发现主机平台、已
发现的阵列功能和 Storage Insight 插件未发现的功能的信息。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2 页的“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的阵列对象”。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关于设备标识符
需要为阵列和逻辑磁盘创建唯一设备标识符，才能实现从 LUN（对主机可见）到存
储阵列的端到端关联。设备标识符的创建涉及指定供应商 SCSI 页面、要读取的字
节数以及公式。
设备标识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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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为 SCSI 页面和字节数提供的采样值。需要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的“Device Identifier (设备标识符)”面板上输入值。默认情况下，此页面
上仅列出了一个字段，并且未选择任何字段值。可以添加其他字段。最多可以添加
4 个字段。
字段名
称

SCSI 页 开始字
面编号 节

字节数

Page 83 ID 类型

字段格式

Field1

0x80

0

8

不适用，因为选择的 SCSI 页 二进制
面编号为 0x80。

Field2

0x80

0

16

不适用，因为选择的 SCSI 页 二进制
面编号为 0x80。

Enclosure identifier formula (磁盘阵列标识符公式)：根据上述示例，对于 Field
1，在 SCSI 页面 0x80 上以二进制格式读取前八个字节。公式如下：
%s${VENDOR}_%s${PRODUCT}_%s${Field1}

使用 vendor、product 和 Field1（SCSI 页面 0x80 上的前 8 个字节）构建磁盘阵
列标识符公式。格式说明符 %s 指定该格式说明符后面的字段是通过向其应用说明
符获得的。
注意：它并不是生成磁盘阵列 ID 的最终公式，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公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命令示例”。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关于发现脚本”。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Storage Insight 插件示例
Dell Compellent 磁盘阵列的示例配置文件是随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提供
的。安装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时，将创建 samples 目录。它位于
VRTSsfmh/etc/SISdk/samples/compellent。
samples 目录包括 Storage Insight 插件文件、其他脚本、自述文件和 Dell Compellent

磁盘阵列的发现脚本。这些文件如下所示：
■

SI_DELL_COMPELLENT_POWERSHELL-1.0.0.sfa 是 Dell Compellent 磁盘阵列的

Storage Insight 插件文件。
■

dellcompcli.psl 是发现脚本。它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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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llent_data.tar.gz 是发现命令输出的 tar。它可以用来运行使用收集数

据的测试选项。
■

check_env.pl 是其他脚本。

■

Readme.html 是包含有关 Storage Insight 插件信息的自述文件。

注意： 您也可以编辑 SI_DELL_COMPELLENT_POWERSHELL-1.0.0.sfa 文件以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控制台上查看各种向导面板的示例输入数据。它可以
是开发新的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起点。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可以使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为当前不受 Storage Insight Add-on 支持的
阵列创建阵列插件。
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1

登录到主机，然后通过在 Web 浏览器中键入以下 URL 来启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控制台：
https://<SDK-hostname>:5634/admin/htdocs/sisdk.html

2

选择“Create SI Plug-in (创建 SI 插件)”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68 页的““Create, edit, and test Storage Insight plug-in (创建、编辑
和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面板的选项”。

3

在“Plug-in Vitals (插件重要信息)”面板中输入与插件相关的详细信息，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68 页的“Storage Insight“Plug-in Vitals (插件重要信息)”面板的选项”。

4

在“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配置参数)”面板中输入配置参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69 页的““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配置参数)”面板的选项”。

5

在“Enclosure Capabilities (磁盘阵列功能)”面板中输入想要发现的物理和
逻辑功能，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70 页的““Enclosure Capabilities (磁盘阵列功能)”面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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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Device Identifier (设备标识符)”面板中输入与设备标识符相关的信息，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73 页的““Device Identifier (设备标识符)”面板的选项”。

7

在“Confirmation (确认)”面板中查看已提交的用于创建插件的信息，然后单
击“Create Add-on (创建加载项)”。
请参见第 174 页的““Confirmation (确认)”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关于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Create, edit, and test Storage Insight plug-in (创建、编辑和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创建新的 Storage Insight 插件。您也可以使用此向导面板编辑和
测试现有插件。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Storage Insight“Plug-in Vitals (插件重要信息)”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添加有关新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信息，或编辑现有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参数。
表 14-17

“Plug-in Vitals (插件重要信息)”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SI 插件摘要
SI Plug-in Name (SI 插件名称)

输入或更新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名称。上
传 Storage Insight 插件后，名称将显示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
台的“Deployment Management (部署管
理)”视图中。

SI Plug-in Version (SI 插件版本)

输入或更新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版本。支
持的 Storage Insight 插件版本格式为 x.x、
x.x.x、x.x.x.x。
例如，1.0 和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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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输入或更新磁盘阵列供应商名称。例如，对
于 EMC Symmetrix，供应商为 EMC。

Enclosure Product (磁盘阵列产品)

输入或更新磁盘阵列产品名称。这是来自供
应商的阵列产品名称。例如，Symmetrix。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输入或更新发现脚本用于磁盘阵列发现的发
现方法。例如，对于 EMC Symmetrix，使用
SymCLI；对于 EMC CLARiiON，使用
Navisphere。
发现方法名称中不能包含空格。

上传发现脚本和其他脚本
Discovery Script (发现脚本)

上传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发现脚本。每个
插件只能上传一个发现脚本。

Additional Scripts (其他脚本)

上传一个或多个其他脚本。这是可选字段。

脚本详细信息
File Name (文件名)

显示上传的发现脚本和其他脚本的名称。

File type (文件类型)

显示脚本的文件类型。

注意：这三个参数（供应商、产品和发现方法）的组合唯一标识 Storage Insight 插
件。可以为使用不同发现方法的相同供应商和产品创建不同的插件。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配置参数)”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提供发现脚本与阵列通信时所需的用户定义的参数。例如，阵列
IP 地址和主机名。agentlet 会调用发现脚本，并将用户定义的参数值传递到发现脚
本。用于每个值的 CLI 参数名称由用户定义。
对于“Edit (编辑)”操作，您可以修改现有参数并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其他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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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8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配置参数)”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o Configurable Parameters (无可配置参数) 选中此复选框将禁用提供可配置参数的选项。
Display Name (显示名称)

输入或更新参数的显示名称。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上成功安装 Storage Insight 插件后，
将在 Storage Insight Add-on 的“Device
Configuration (设备配置)”面板上显示该字
段。由于该参数将传递到 CLI，您还需要为该
参数提供相应的 CLI 选项。

CLI Option (CLI 选项)

输入或更新参数的 CLI 选项名称。使用该 CLI
选项，该参数将传递到发现脚本。

Default value (默认值)

输入或更新参数的默认值。这是可选字段。

Data Type (数据类型)

选择参数的数据类型。例如，“String (字符
串)”、“Integer (整数)”、“Password (密
码)”和“Boolean (布尔值)”。

Mandatory (强制)

指定该参数是否是强制的。

Command line to be executed for device
discovery (为设备发现执行的命令行)

在您添加可配置参数时，动态构建命令。将
自动构建发现命令行的用户定义部分。由
Storage Insight 插件创建的 agentlet 运行发
现脚本时，在该命令行后面附加用于发现特
定对象类型的预定义命令选项。
为了发现每个对象类型，使用不同的命令选
项调用发现脚本。但该命令的用户定义部分
保持不变。

注意：也可以编辑命令。例如，您可以向命
令添加解释程序（如果需要）。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Enclosure Capabilities (磁盘阵列功能)”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添加或更新要使用 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的阵列的物理功能和
逻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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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9

“Enclosure Capabilities (磁盘阵列功能)”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物理特性)
Discover Physical Disks (发现物理磁盘)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磁盘阵列的物理磁盘。

Terminology for Physical Disks (物理磁盘术
语)

输入或更新要用于已发现的物理磁盘的术语。
默认情况下，其值设置为“Physical Disk (物
理磁盘)”。
成功发现阵列后，已发现的物理磁盘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
台的“Physical Disk (物理磁盘)”选项卡下
列出。
仅当选中“Discover Physical Disks (发现
物理磁盘)”复选框时，此字段才可用。

Discover Array Ports (发现阵列端口)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磁盘阵列的阵列端口。

Discover Adapters (发现适配器)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磁盘阵列的适配器。

Discover RAID Groups (发现 RAID 组)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磁盘阵列的 RAID 组。

Terminology (术语)

输入或更新要用于已发现的 RAID 组的术语。
默认情况下，其值设置为“Raid Group (Raid
组)”。已发现的 RAID 组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的
“Raid Group (Raid 组)”选项卡下列出。
仅当选中“Discover RAID Groups (发现
RAID 组)”复选框时，此字段才可用。
选中“Discover RAID Group to Source
Physical Disk Mapping (发现 RAID 组到源
物理磁盘的映射)”复选框可发现 RAID 组到
源物理磁盘的映射。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逻辑特性)
Discover Logical Disks (发现逻辑磁盘)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磁盘阵列的逻辑磁盘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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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Terminology for Logical Disks (逻辑磁盘术语) 输入或更新要用于已发现的逻辑磁盘的术语。
默认情况下，其值设置为“Logical Disk (逻辑
磁盘)”。已发现的逻辑磁盘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的
“Logical Disk (逻辑磁盘)”选项卡下列出。
仅当选中“Discover Logical Disks (发现逻
辑磁盘)”复选框时，此字段才可用。
Discover Logical Disk to Host Mapping (发现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磁盘阵列的逻辑磁盘到
逻辑磁盘到主机的映射)
主机的映射。仅当选中“Discover Logical
Disks (发现逻辑磁盘)”复选框时，此字段才
可用。使用此选项，无代理主机发现的存储
可以与 Storage Insight 插件带外发现的存储
相关联。如果要发现的阵列为虚拟器，则使
用此选项还可以实现与后端磁盘阵列的关联。
Discover Logical to Physical Disk Mapping
(发现逻辑磁盘到物理磁盘的映射)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磁盘阵列的逻辑磁盘到
物理磁盘的映射。仅当选中“Discover
Logical Disks (发现逻辑磁盘)”复选框时，
此字段才可用。

Discover RAID group to logical disk mapping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 RAID 组到逻辑磁盘的映
(发现 RAID 组到逻辑磁盘的映射)
射。仅当选中“Discover Logical Disks (发
现逻辑磁盘)”复选框时，此字段才可用。
Discover meta logical disks (发现元逻辑磁盘)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元逻辑磁盘。仅当选中
“Discover Logical Disks (发现逻辑磁盘)”
复选框时，此字段才可用。
Terminology for meta logical disks (元逻辑磁 输入或更新要用于已发现的元逻辑磁盘的术
盘术语)
语。默认情况下，其值设置为“Meta Head
(元头)”。已发现的元逻辑磁盘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的此选
项卡下列出。
仅当选中“Discover meta logical disks (发
现元逻辑磁盘)”复选框时，此字段才可用。
Discover Replications (发现复制)

选中该复选框可发现磁盘阵列的复制。
选中“Discover remote replication (发现远
程复制)”复选框可发现远程复制。仅当选中
“Discover Replications (发现复制)”复选
框时，此字段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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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Discover thin pools (发现精简池)

选中该复选框可从磁盘阵列中发现精简池。

Terminology (术语)

输入或更新要用于已发现的精简池的术语。
默认情况下，其值设置为“Thin Pool (精简
池)”。已发现的精简池将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的“Thin Pool
(精简池)”选项卡下列出。

Discover thin pool to source device mapping 选择此选项可发现精简池到源设备的映射。
(发现精简池到源设备的映射)
仅当选中“Discover thin pools (发现精简
池)”复选框时，此选项才可用。
当您选中“Discover thin pool to source
device mapping (发现精简池到源设备的映
射)”复选框时，另外又向您提供了“Device
to back up the thin pools (用于备份精简池
的设备)”选项。选择要备份精简池的设备的
类型：逻辑或物理。
Discover thin pool to logical disk mapping (发 选择此选项可发现精简池到逻辑磁盘的映射。
现精简池到逻辑磁盘的映射)
仅当选中“Discover thin pools (发现精简
池)”复选框时，此选项才可用。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Device Identifier (设备标识符)”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添加或编辑用于构建磁盘阵列标识符和逻辑磁盘标识符的公式。该面
板是必需的，因为通过该面板，代理可以对逻辑磁盘和存储阵列执行端到端关联。
通过此面板，您可以指定如何根据从指定 SCSI 页面中提取的字段构建磁盘阵列公
式。
表 14-20

“Device Identifier (设备标识符)”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No Device Identifier Definition(s) (无设备标识 选择此复选框可禁用用于输入设备标识符定
符定义)
义的选项。
SCSI Vendor Id (SCSI 供应商 ID)

输入或更新 SCSI 供应商 ID。

SCSI Product Id (SCSI 产品 ID)

输入或更新 SCSI 产品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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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Field Name (字段名称)

显示 SCSI 字段的名称。

SCSI Page No (SCSI 页面编号)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读取的 SCSI 页面编号。

Start Byte (开始字节)

输入或更新要在 SCSI 页面上读取的开始字
节。

No of Byte(s) (字节数)

输入或更新要在 SCSI 页面上读取的字节数。
从 SCSI 页面的开始字节开始的字节数定义了
字段数据。

Page 83 Id Type (Page 83 ID 类型)

对于 SCSI 的 Page 83 ID，您可以指定表示
逻辑磁盘标识符的标识符 ID，而不能明确指
定开始字节和字节数。
要确定公式，您需要参考该阵列的 SCSI 规
范。SCSI 规范定义了可用来唯一标识磁盘阵
列和逻辑磁盘的 SCSI 页面和字节。

Field Format (字段格式)

指定读取字段时采用的格式。例如，二进制、
十六进制或整数。

Enclosure Identifier Formula (磁盘阵列标识
符公式)

使用一个或多个字段输入或更新构建磁盘阵
列标识符的公式。

Logical Disk Identifier Formula (逻辑磁盘标
识符公式)

使用一个或多个字段输入或更新构建逻辑磁
盘标识符的公式。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关于设备标识符”。

“Confirmation (确认)”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检查参数以及要使用 Storage Insight 插件发现的磁盘阵列的物理
和逻辑功能。
表 14-21

“Confirmation (确认)”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Plug-in Summary (插件摘要)
SI Plug-in Name (SI 插件名称)：

显示 Storage Insight 插件名称。

SI Plug-in Version (SI 插件版本)：

显示 Storage Insight 插件版本。

174

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Storage Insight 插件
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字段

说明

Enclosure Vendor (磁盘阵列供应商)：

显示为其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磁盘阵
列供应商。

Enclosure Product (磁盘阵列产品)：

显示为其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磁盘阵
列产品。

Discovery Method (发现方法)：

显示用于发现阵列信息的发现方法。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物理特性)

显示已选择要发现的物理特性。例如，物理
磁盘、逻辑磁盘、阵列端口和适配器。
显示的命令是 agentlet 用来发现阵列对象类
型的确切命令行。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逻辑特性)

显示已选择要发现的逻辑特性。例如，逻辑
磁盘、逻辑磁盘到主机映射、复制、逻辑组
等。
显示的命令是 agentlet 用来发现阵列对象类
型的确切命令行。

Formula to be used for constructing device
identifier(s) (用于构建设备标识符的公式)

显示磁盘阵列和逻辑磁盘标识符的公式。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配置参数)

显示配置新设备所需的可配置参数。例如，
显示名称、其对应的 CLI 选项、默认值、参
数类型等。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通过编辑选项，可以对现有 Storage Insight 插件进行更改。您需要先将现有插件文
件（.sfa 文件）上传到主机。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会从该文件中提取所需
信息进行编辑。您可以编辑信息，并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的下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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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1

登录到主机，然后通过在 Web 浏览器中键入以下 URL 来启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控制台：
https://<SDK-hostname>:5634/admin/htdocs/sisdk.html

2

选择“Edit SI Plug-in (编辑 SI 插件)”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68 页的““Create, edit, and test Storage Insight plug-in (创建、编辑
和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面板的选项”。

3

上传要编辑的 Storage Insight 插件，然后单击“Edit (编辑)”。
请参见第 177 页的““Upload Storage Insight Plug-in (上传 Storage Insight 插件)”
面板的选项”。

4

在“Plug-in Vitals (插件重要信息)”面板中编辑与插件相关的详细信息，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68 页的“Storage Insight“Plug-in Vitals (插件重要信息)”面板的选项”。

5

在“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配置参数)”面板中编辑配置参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69 页的““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配置参数)”面板的选项”。

6

在“Enclosure Capabilities (磁盘阵列功能)”面板中编辑要发现的物理和逻
辑功能，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70 页的““Enclosure Capabilities (磁盘阵列功能)”面板的选项”。

7

在“Device Identifier (设备标识符)”面板中编辑与设备标识符相关的信息，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73 页的““Device Identifier (设备标识符)”面板的选项”。

8

在“Confirmation (确认)”面板中查看已编辑的信息，然后单击“Create
Add-on (创建加载项)”。插件创建成功后，单击“Download Add On (下载
加载项)”将其下载。
请参见第 174 页的““Confirmation (确认)”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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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 Storage Insight Plug-in (上传 Storage Insight 插件)”面板
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上传要编辑的现有 Storage Insight 插件。成功上传后，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从插件中提取相关信息。您可以编辑此信息，并创建您的插
件。单击“Browse (浏览)”导航到 Storage Insight 插件文件，然后单击“Upload
(上传)”。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在部署 Storage Insight 插件之前，可以确保该插件工作正常。
注意：在测试期间发现的数据不会报告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因此这些数据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
制台上不可用。
可以根据以下数据源选项测试插件：
■

Test with live data (使用实时数据进行测试)：如果选择此选项，预计发现脚本使
用的供应商 CLI 或工具将安装到 SDK 主机本身。Storage Insight 插件在 SDK
主机上运行发现脚本可获取阵列数据。

■

Test with collected data (使用收集的数据进行测试)：当 SDK 主机上未安装供应
商 CLI 或工具，或者未与要发现的阵列连接时，此选项很有用。您可以在装有
供应商 CLI 并与阵列建立连接的另一台主机上运行发现脚本。将发现命令的输
出复制到 .txt 文件。txt 文件可以添加到 tar.gz 文件中，tar.gz 文件可以作
为测试数据源上传。agentlet 使用此文件发现阵列，而不是直接调用发现脚本。
注意：每个命令输出都应该有不同的 txt 文件。txt 文件的名称应为 Command.txt。
例如，对于 --list pdevs 命令，输出应存储在 pdevs.txt 文件中。

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1

登录到主机，然后通过在 Web 浏览器中键入以下 URL 来启动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控制台：
https://<SDK-hostname>:5634/admin/htdocs/sisdk.html

2

选择“Test SI Plug-in (测试 SI 插件)”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68 页的““Create, edit, and test Storage Insight plug-in (创建、编辑
和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面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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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测试的插件，然后单击“Upload (上传)”。
请参见第 178 页的““Upload Storage Insight Plug-in (上传 Storage Insight 插件)”
面板的选项”。

4

单击“Test (测试)”。

5

选择要测试的数据源。可以选择实时测试，或使用收集的数据进行测试。

6

■

Test with live data (使用实时数据进行测试)：对于实时数据选项，输入运行
时配置参数。例如，用户名和密码。

■

Test with collected data (使用收集的数据进行测试)：对于收集的数据测试，
上传所需文件。当前版本的加载项仅支持 tar.gz 文件。

单击“Run Test (运行测试)”。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创建 Storage Insight 插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编辑 Storage Insight 插件”。

“Upload Storage Insight Plug-in (上传 Storage Insight 插件)”面板
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上传要测试的现有 Storage Insight 插件。单击“Browse (浏览)”
导航到 Storage Insight 插件文件，然后单击“Upload (上传)”。
请参见第 177 页的“测试 Storage Insight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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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置备存储

■

16. 迁移卷

15
置备存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存储置备

■

关于创建存储模板

■

通过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

通过 NT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

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

更新存储模板

■

置备存储

■

上传存储模板

■

下载存储模板

■

删除存储模板

■

锁定存储模板

■

解锁存储模板

关于存储置备
存储置备是分配存储（通常表现为服务器磁盘驱动器空间形式）的过程，可优化存
储区域网络 (SAN) 的性能。存储模板是基于模板中提及的配置来快速创建存储的有
效方法。通过这种机制，可以指定存储属性和条件，并且存储操作员可以使用模板
来分配存储。这可确保分配的存储包含模板中提及的属性，并遵守模板中指定的条
件。

置备存储
关于创建存储模板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存储置备，可以在现有虚拟存储设备
（例如卷和文件系统）中创建存储模板。它会提取虚拟存储设备的所有属性并重新
创建整个堆栈。受支持的文件系统为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和 NTFS。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存储置备，可以使用文件系统、Volume
Manager 和操作系统实用程序确定存储对象的虚拟设备特性，并且可以基于这些信
息创建存储模板。存储模板使您可以将现有的虚拟设备迁移到具有不同属性的新设
备。例如，可以将卷从完整 LUN 迁移到精简 LUN。
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创建存储模板和置备存储。
也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6.1 或更高版本，
通过您之前创建的存储模板来置备存储。
有关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服务 API 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使用指南》。
有关与加载项兼容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版本的信息，请参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列表 (HSCL)》。
请参见第 181 页的“关于创建存储模板”。

关于创建存储模板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创建存储模板：
■

基于现有的 VxFS 文件系统创建模板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通过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

基于现有的 NTFS 文件系统创建模板
请参见第 188 页的“通过 NT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

基于现有的 Storage Foundation 卷创建模板
请参见第 189 页的“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通过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使用 VxFS 文件系统创建新的存储模板。
但请注意，不支持具有 RAID 5 卷的文件系统。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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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在“Actions (操作)”窗格中，单击“Create Template (创建模板)”。

3

在“Create Storage Template (创建存储模板)”向导中，选择“Using a NTFS
or VxFS file system (使用 NTFS 或 VxFS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Next (下
一步)”。

4

选择主机、磁盘组和 VxFS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在“Summary (摘要)”选项卡中，输入唯一的存储模板名称，也可以输入操作
系统和说明。

6

从左侧导航树中选择文件系统对象，然后在“FS Summary (FS 摘要)”选项
卡中，输入文件系统模板的唯一名称，也可以输入说明。要查看并更新文件系
统模板参数，请单击“Parameters (参数)”和“Advanced (高级)”选项卡。
请参见第 182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File system parameters (创建
存储模板 – 文件系统参数)”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83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File system (创建存储模板 –
文件系统)”高级面板的选项”。

7

从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卷对象。单击“Summary (摘要)”、“Parameters (参
数)”和“Advanced (高级)”选项卡以查看或更新卷的名称、说明和参数。
请参见第 185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parameters (创建存储
模板 - 卷参数)”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87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创建存储模板 - 卷)”高
级面板的选项”。

8

单击“Finish (完成)”。此时会显示结果。单击“Close (关闭)”。 您现在可
以使用该模板来置备存储。
请参见第 191 页的“置备存储”。

“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File system parameters (创建存储模
板 – 文件系统参数)”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在创建或更新存储模板时查看或更新存储模板文件系统参数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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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Create Template - File system parameters (创建模板 – 文件系统
参数)

字段

说明

Size (大小)

文件系统大小。

Ask (请求)

使您可以在置备存储期间更改值。

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

选择此复选框可在置备存储期间创建文件系
统。

Mount point prefix (装入点前缀)

输入文件系统装入点前缀。

Ask (请求)

使您可以在置备存储期间设置装入点前缀。

Block size (块大小)

文件系统块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Widows NTFS Parameters (Windows NTFS 参数)
Volume Label (卷标)

输入 Windows NTFS 的卷标。

Quick format (快速格式化)

指定是否允许对卷执行快速格式化。

压缩

指定是否允许对卷执行数据压缩。

Allocation Unit Size (分配单元大小)

为卷选择所需的分配单元大小。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通过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89 页的“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90 页的“更新存储模板”。

“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File system (创建存储模板 – 文件系
统)”高级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在创建或更新存储模板时查看或更新存储模板文件系统高级字
段。这些参数适用于运行 mount 和 vxtunefs 命令。
注意：基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创建存储模板时，可以设置所有参数。但
是，部分参数在某些平台中不受支持。

183

置备存储
通过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表 15-2

“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Performance Tunables (创新存储
模板 – 性能可调参数)”选项卡

字段

说明

Intent log size (bytes) (意向日志大小 (字节)) 输入意向日志的大小，并且大小应是字节的
倍数。
Intent log behavior (mount option) (意向日 选择该选项可控制将 VxFS 意向日志和其他元
志行为 (装入选项))
数据刷新到磁盘的时间。这会影响系统故障
后保证操作持久性的时间。
I/O feature (mount option) (I/O 功能 (装入
选项))

选择所需的装入 I/O 功能。

Read ahead (预读取)

选择所需选项。这将实现一种算法，该算法
除了简单的顺序读取之外，还允许预读取以
检测更多的精细模式（例如，增加或减少读
取偏移或多线程文件访问）。

Allocation unit size (bytes) (分配单元大小 输入分配单元的大小。
(字节))
Initial extent size (blocks) (初始扩展区大小 输入初始扩展区的值。
(块))
Maximum extent size (bytes) (最大扩展区
大小 (字节))

输入扩展区的最大大小。

HSM write preallocation (HSM 写入预分配) 选择所需选项。对于层级存储管理 (HSM) 应
用程序管理的文件，在数据迁移回文件系统
之前，此选项会预先分配磁盘块。
Maximum disk queue (bytes) (最大磁盘队 输入单个文件生成的最大磁盘队列的值。
列 (字节))
Write throttle (写入限制)

表 15-3

输入一个值，以用于降低文件系统在将脏页
写入磁盘之前生成的每文件脏页数。

“File Change Log Tunables (文件更改日志可调参数)”选项卡

字段

说明

FCL keep time (FCL 保持时间)

输入一个值，表示 VxFS 文件更改日志 (FCL)
将记录保留在日志中的时间。

FCL maximum allocated space (FCL 最大 输入可以分配至 VxFS 文件更改日志的最大空
分配空间)
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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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FCL open interval (FCL 打开时间间隔)

输入后续打开文件的操作不生成其他 FCL 记
录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FCL write interval (FCL 写入时间间隔)

输入在 VxFS 文件更改日志记录文件的数据重
写、数据扩展写入或数据截断前必须经过的
时间（以秒为单位）。

表 15-4

“Other Options (其他选项)”选项卡

字段

说明

Auto mount (自动装入)

选择一个选项。它可使文件系统显式装入。

Preferred read request size (首选读取请求 输入首选读取请求大小。
大小)
Number of parallel read request (并行读取 输入可以同时处于未完成状态且大小为
请求数)
read_pref_io 的并行读取请求数。
Preferred write request size (首选写入请求 输入首选写入请求大小。
大小)
Number of parallel write requests (并行写 输入可以同时处于未完成状态且大小为
入请求数)
write_pref_io 的并行写入请求数。
Maximum inode aging count (最大 inode
老化计数)

输入放置在 inode 老化列表上的 inode 的最
大数目。

Minimum inode size (最小 inode 大小)

输入最小大小，为 inode 老化限定已删除
inode 的资格。

Large files enabled (已启用大文件)

选择一个选项以使文件系统支持大文件。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通过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89 页的“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90 页的“更新存储模板”。

“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parameters (创建存储模板 卷参数)”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在创建或更新存储模板时定义或更新存储模板中的卷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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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5

“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parameters (创建存储模
板 – 卷参数)”的选项

字段

说明

Layout (布局)

卷布局，可以是“Concat (连续)”、
“Concat Mirror (连续镜像)”、“Mirror
Concat (镜像连续)”、“Stripe (条带)”、
“Stripe Mirror (条带镜像)”、“Mirror
Stripe (镜像条带)”。

# Columns (列数)

列数（适用于条带卷）

# Mirrors (镜像数)

镜像数（适用于镜像卷）

Name prefix (名称前缀)

卷名称前缀。

Minimum number of paths (最小路径数)

在其上创建卷的磁盘的最小 DMP 路径数。

Fast resync (快速重新同步)

打开/关闭 Storage Foundation 快速重新同步
选项。

在“Rules for selecting LUNs (选择 LUN 的规则)”区域中，可以查看、添加和编
辑选择 LUN 的规则。如果指定了镜像布局选项，将根据指定的镜像数显示选项卡。
对于每个镜像，您都可以定义规则，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根据
这些规则选择 LUN 来承载镜像。
■

要添加规则，请单击位于规则列表底部的加号 (+) 图标。

■

要删除规则，请单击减号 (-) 图标。

■

要编辑某个现有的规则，请双击它。将显示“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
择 LUN 特性)”对话框。
请参见第 187 页的“选择“LUN Characteristics (LUN 特性)”选项”。

要在多个磁盘阵列中创建镜像 plex，请选中“Mirror across enclosures (跨磁盘
阵列镜像)”复选框。
要在多个磁盘阵列中创建条带卷，请选中“Stripe across enclosures (跨磁盘阵列
进行条带化)”复选框。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通过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89 页的“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90 页的“更新存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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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LUN Characteristics (LUN 特性)”选项
使用此对话框可查看或编辑存储模板所需的 LUN 特性。
表 15-6
字段

“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择 LUN 特性)”选项
说明

Enclosure VDID 显示磁盘阵列的 vdid。
(磁盘阵列 VDID)
Vendor (供应商) 选择磁盘阵列供应商。
Product (产品)

选择磁盘阵列的产品名称。

LUN Type (LUN 选择所需的类型，例如“Thin (精简)”、“Thick (完整)”或“Any (任
类型)
何)”（默认值）。
Tier (层)

选择预定义的 LUN 分类。LUN 分类由存储管理员在“Storage (存储)”
透视图上定义。
请参见第 99 页的“关于 LUN 分类”。

Media (介质)

选择介质的类型，例如 SSD（固态驱动器）、HDD（硬盘驱动器）或
“Any (任意)”（默认值）。

Replicated (复
制)

选择是否使用复制的 LUN。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通过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89 页的“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90 页的“更新存储模板”。

“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创建存储模板 - 卷)”高级面
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在创建或更新存储模板时查看或更新存储模板卷高级字段。
表 15-7

“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创建存储模板 - 卷)”高级
选项

字段

说明

Mode (模式)

输入一个值以设置对卷的读取或写入访问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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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Exclusive (独占)

选择“On (打开)”可指定群集的一个节点一
次只能打开一个现有卷。
选择“Off (关闭)”可指定群集的多个节点可
同时打开一个卷。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通过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89 页的“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90 页的“更新存储模板”。

通过 NT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使用 NTFS 文件系统创建新的存储模板。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使用 NT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在“Actions (操作)”窗格中，单击“Create Template (创建模板)”。

3

在“Create Storage Template (创建存储模板)”向导中，选择“Using a NTFS
or VxFS file system (使用 NTFS 或 VxFS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Next (下
一步)”。

4

选择主机、磁盘组和 NTFS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在“Summary (摘要)”选项卡中，输入唯一的存储模板名称，也可以输入操作
系统和说明。

6

从左侧导航树中选择文件系统对象。单击“Summary (摘要)”和“Parameters
(参数)”选项卡以查看或更新文件系统的名称、说明和参数。
请参见第 182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File system parameters (创建
存储模板 – 文件系统参数)”面板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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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卷对象。单击“Summary (摘要)”和“Parameters (参
数)”选项卡以查看或更新卷的名称、说明和参数。
请参见第 185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parameters (创建存储
模板 - 卷参数)”面板的选项”。

8

单击“Finish (完成)”。此时会显示结果。单击“Close (关闭)”。 您现在可
以使用该模板来置备存储。
请参见第 191 页的“置备存储”。

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通过存储模板，
您可以将卷配置信息存储为模板的形式，以便于在其他卷上进行使用。
Storage Provisioning and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仅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卷。不支持 RAID5 卷。
注意：主机表中仅会显示具有 VxFS 卷的主机。磁盘组选项随所选主机而变化。磁
盘组表中仅会显示具有 Storage Foundation 卷的磁盘组。卷选择因所选主机和磁盘
组而异。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在“Actions (操作)”窗格中，单击“Create Template (创建模板)”。

3

在“Create Storage Template (创建存储模板)”向导中，选择“Using a
volume (使用卷)”。单击“Next (下一步)”

4

选择主机、磁盘组和卷，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在“Summary (摘要)”选项卡中，输入唯一的存储模板名称，也可以输入操作
系统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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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左侧导航树中选择文件系统对象。单击“Summary (摘要)”、“Parameters
(参数)”和“Advanced (高级)”选项卡以查看或更新文件系统的名称、说明和
参数。
请参见第 182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File system parameters (创建
存储模板 – 文件系统参数)”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83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File system (创建存储模板 –
文件系统)”高级面板的选项”。

7

从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卷对象。单击“Summary (摘要)”、“Parameters (参
数)”和“Advanced (高级)”选项卡以查看或更新卷的名称、说明和参数。
请参见第 185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parameters (创建存储
模板 - 卷参数)”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187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创建存储模板 - 卷)”高
级面板的选项”。

8

单击“Finish (完成)”。此时会显示结果。单击“Close (关闭)”。

更新存储模板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更新或查看存储模板。
要执行更新任务，必须在主机或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主机
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更新存储模板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在该表中，右键单击存储模板并选择“Update Template (更新模板)”。

3

在“Update Template (更新模板)”向导中，（可选）修改“Summary (摘
要)”选项卡中的模板信息。存储模板的名称是必需的，且必须是唯一的。

4

在左侧导航中，展开存储模板以查看其关联的卷和文件系统。

5

从左侧导航树中选择文件系统。在以下选项卡中，可以查看或更新文件系统相
关信息：
■

“FS Summary (FS 摘要)”选项卡
您可以更新名称和说明。

■

“Parameters (参数)”选项卡

190

置备存储
置备存储

请参见第 182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File system parameters (创
建存储模板 – 文件系统参数)”面板的选项”。
■

“Advanced (高级)”选项卡：仅当选中“Parameters (参数)”选项卡中
的“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复选框时，才会显示此选项卡。
请参见第 183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File system (创建存储模板
– 文件系统)”高级面板的选项”。

6

从左侧导航树中选择卷。在以下选项卡中，可以查看或更新卷相关信息：
■

“Volume Summary (卷摘要)”选项卡

■

“Parameters (参数)”选项卡
请参见第 185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parameters (创建
存储模板 - 卷参数)”面板的选项”。

■

“Advanced (高级)”选项卡
请参见第 187 页的““Create Storage Template - Volume (创建存储模板 - 卷)”
高级面板的选项”。

7

要保存更新的存储模板信息，请单击“Finish (完成)”。此时会显示结果。单
击“Close (关闭)”。

置备存储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使用存储模板来置备存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置备存储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在“Actions (操作)”窗格中，单击“Provision Storage (置备存储)”。

3

选择应置备存储的主机和磁盘组。（选择主机时，将针对您的选择显示关联的
磁盘组。）单击“Next (下一步)”。

4

选择存储模板。
如果在存储模板中针对大小或装入点选择了“Ask (请求)”，则可以编辑相应
字段。

5

单击“Finish (完成)”以置备存储。此时会显示任务信息，以便可以跟踪“Tasks
(任务)”窗格中的任务。单击“Close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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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存储模板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将存储模板从计算机上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存储库。每次可以上传一个模板。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上传存储模板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在“Actions (操作)”窗格中，单击“Upload Template (上传模板)”。

3

在“Upload Template (上传模板)”面板中，单击“Load template file (加载
模板文件)”以导航到要上传的模板，然后单击“Open (打开)”。

4

单击“Upload (上传)”以将模板上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存储库。

请参见第 192 页的“下载存储模板”。

下载存储模板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下载存储模板。可以选择多个存储模板
并同时下载它们。下载存储模板时，它们会保存在计算机上的单个文件中。下载文
件扩展名为 .json（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例如，如果下载两个存储模板，则
应用程序将创建一个组合的下载文件 (2tmpls.json)，您需要将该文件保存在计算
机上。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下载一个或多个存储模板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在“Actions (操作)”窗格中，单击“Download Template (下载模板)”。

3

在“Download Template (下载模板)”面板中，选择要下载的模板，然后单击
“Download (下载)”。

请参见第 192 页的“上传存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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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存储模板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删除已创建的存储模板。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删除一个或多个存储模板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右键单击存储模板，然后选择“Delete Template (删除存储模板)”。

3

在“Delete Storage Template (删除存储模板)”面板中，确认该操作。您只
能删除自己创建的可编辑存储模板。

锁定存储模板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锁定已创建的存储模板。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锁定一个或多个存储模板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右键单击存储模板，然后选择“Lock Storage Template (锁定存储模板)”。

3

在“Lock Storage Template (锁定存储模板)”面板中，单击“Yes (是)”锁
定存储模板。仅可锁定已创建的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93 页的“解锁存储模板”。

解锁存储模板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您可以解锁已创建的存储模板。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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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一个或多个存储模板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展开左
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Provisioning (存储
置备)”。

2

右键单击存储模板，然后选择“Unlock Storage Template (解锁存储模板)”。

3

在“Unlock Storage Template (解锁存储模板)”面板中，单击“Yes (是)”
解锁存储模板。仅可解锁已创建的存储模板。

请参见第 193 页的“锁定存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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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卷迁移

■

关于卷迁移的影响分析报告

■

按主机迁移卷

■

“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择 LUN 特性)”选项

■

“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的选项

■

按磁盘阵列迁移卷

■

按磁盘组迁移卷

■

暂停或恢复卷迁移

■

删除已调度的卷迁移

关于卷迁移
企业频繁需要将存储卷移动（迁移）到新磁盘阵列。卷迁移可能非常耗时且复杂。
Storage Provisioning and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简化了复杂性，以便您可以
在磁盘阵列之间轻松迁移卷。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迁移卷。
请参见第 197 页的“按主机迁移卷”。
请参见第 200 页的“按磁盘阵列迁移卷”。
请参见第 201 页的“按磁盘组迁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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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运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VRTSsfmh 软件包）5.x 及更
高版本的托管主机支持卷迁移。
在将卷从一个磁盘阵列迁移到其他磁盘阵列中的目标磁盘之前，请考虑以下因素：
■

要迁移的卷
Storage Provisioning and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仅迁移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的卷。
存储阵列可能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之外的其他卷管理器管理的卷。此外，
它还可能包含主机直接使用的磁盘。加载项无法迁移此类卷，因此将忽略它们。

■

目标磁盘阵列
确保目标磁盘阵列连接到源卷连接到的主机。必须能够从同一主机访问包含要
迁移的卷的磁盘和目标磁盘。

■

要将卷迁移到的目标磁盘
所选卷的大小和布局决定需要的目标磁盘数。确保目标磁盘的大小和数量足够
用于迁移所选卷。确保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如果使用磁盘组迁移向导，可使
用该迁移向导添加磁盘。

如果在将所选卷迁移到指定的目标磁盘时主机关闭，卷迁移将停止。但是，这不会
导致数据丢失。您可以启动新卷迁移事件来迁移剩余的卷。
存储管理员可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定义 LUN 类别。LUN 类
别可指定与使用卷的应用程序的 SLA 匹配的 LUN 特性，例如 RAID 级别和复制。
如果定义了 LUN 类别，则可以在设置存储迁移时使用它们来确定目标 LUN。
请参见第 99 页的“关于 LUN 分类”。

关于卷迁移的影响分析报告
使用 Storage Provisioning and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迁移卷时，迁移向导可
以生成影响分析报告，并在向导中显示迁移摘要。影响分析将显示有关与正在迁移
的卷相关联的对象的其他信息。您可以分析卷迁移的潜在结果，并在执行卷迁移之
前根据需要更改已选择的选项。
您可以查看如下所示的信息。
■

有关可能受卷迁移影响的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

有关可能受卷迁移影响的业务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卷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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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机迁移卷
您可以将位于某个磁盘阵列上的卷迁移到一个或多个其他磁盘阵列。本主题介绍按
主机迁移。您还可以按磁盘阵列或磁盘组迁移。磁盘组迁移仅适用于 UNIX/Linux
主机。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迁移卷之前，请查看以下规划信息：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卷迁移”。
此外，确认以下几项：
■

如果已设置用于创建快照的卷，请取消准备这些卷。

■

确保已在新的磁盘阵列上置备磁盘并已将这些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

确保已将这些磁盘阵列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按主机迁移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在左窗
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Migration (存储迁
移)”。

2

在“Actions (操作)”窗格中，单击“Migrate Volumes By Host (按主机迁移
卷)”。

3

在“Migrate Volumes By Host (按主机迁移卷)”向导中，指定迁移任务的名
称和说明，以便您可以跟踪任务状态。单击“Next (下一步)”。

4

选择主机，然后选择源磁盘阵列。单击“Next (下一步)”。

5

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阵列作为要将卷迁移至的目标。
在“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择 LUN 特性)”下，指定 LUN 要求。
请参见第 198 页的““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择 LUN 特性)”选项”。
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要迁移的卷。验证源布局和目标布局。如果要更改目标布局，请双击卷，
然后在“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窗口中选择新布局。
请参见第 199 页的““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的选项”。
您还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保持卷的路径数（默认）或设置最小路径数。

■

或者，在成功将卷迁移到目标磁盘阵列后选中用于删除原始卷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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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Next (下一步)”。

7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安排迁移的时间。

■

要立即运行，请选择“Run now (立即运行)”。
警告：先检查“Migration Summary (迁移摘要)”下的信息，再开始迁移。
有关更多信息，请单击“Impact Analysis (影响分析)”。此时将打开一个
单独的窗口，显示与受影响的对象有关的影响分析信息。

8

检查“Migration Summary (迁移摘要)”和“Impact Analysis (影响分析)”
完成后，如果要返回并进行更改，则单击“Previous (上一步)”。否则，单击
“Finish (完成)”并关闭确认窗口。
调度迁移将在“Migration Status (By Schedule) (迁移状态 (按日程表))”选
项卡上列出。您可以在“Migration Status (By Volume) (迁移状态 (按卷))”
选项卡上检查特定卷的状态。

请参见第 200 页的“按磁盘阵列迁移卷”。
请参见第 201 页的“按磁盘组迁移卷”。

“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择 LUN 特性)”选项
迁移卷时，可以指定目标磁盘阵列所需的 LUN 特性。
表 16-1
字段

“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择 LUN 特性)”选项
说明

Enclosure VDID 显示磁盘阵列的 vdid。
(磁盘阵列 VDID)
Vendor (供应商) 选择磁盘阵列供应商。默认值是所选的磁盘阵列供应商。
Product (产品)

选择磁盘阵列的产品名称。默认值是所选的磁盘阵列产品名称。

LUN Type (LUN 选择所需的类型，例如“Thin (精简)”、“Thick (完整)”或“Any (任
类型)
何)”（默认值）。
Classification
(分类)

（可选）选择一个预定义的 LUN 分类。LUN 分类由存储管理员在
“Storage (存储)”透视图上定义。
请参见第 99 页的“关于 LUN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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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Media (介质)

选择介质的类型，例如 SSD（固态驱动器）、HDD（硬盘驱动器）或
“Any (任意)”（默认值）。

Raid Type (Raid 选择 RAID 类型，例如，RAID0。
类型)
Replicated (复
制)

选择是否使用复制的 LUN。

请参见第 197 页的“按主机迁移卷”。
请参见第 200 页的“按磁盘阵列迁移卷”。

“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的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在选择要迁移的卷时更改目标卷的卷布局。
表 16-2

“Change volume layout (更改卷布局)”选项

字段

说明

Target Layout
(目标布局)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concat (连续) - 特点为子磁盘依次连续排列的一种布局样式。

■

concat-mirror (连续镜像) - 连续和镜像的组合，其中镜像表示用于数
据保护的多余数据副本。
mirror -concat (镜像连续) - 镜像和连续的组合。

■
■

■

否。 of mirrors
(镜像数)

striped (条带) - 使用条带将数据分布在多个物理磁盘上的一种布局技
术。数据以交替方式分配给每个 plex 的子磁盘内的条带。
stripe-mirror (条带镜像) - 条带和镜像的组合。

对于镜像布局，选择镜像数。默认值为 2。

Stripe width (条 对于条带布局，选择条带宽度。默认值为 128。
带宽度)
否。of columns 对于条带布局，选择列数。默认值为 2。
(列数)

请参见第 197 页的“按主机迁移卷”。
请参见第 200 页的“按磁盘阵列迁移卷”。
请参见第 201 页的“按磁盘组迁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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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磁盘阵列迁移卷
您可以将位于某个磁盘阵列上的卷迁移到一个或多个其他磁盘阵列。本主题介绍按
磁盘阵列进行迁移。也可以按主机和磁盘组迁移卷。磁盘组迁移仅适用于 UNIX/Linux
主机。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迁移卷之前，请查看以下规划信息：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卷迁移”。
此外，确认以下几项：
■

如果已设置用于创建快照的卷，请取消准备这些卷。

■

确保在新的磁盘阵列上置备磁盘。

■

确保已将这些磁盘阵列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按磁盘阵列迁移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在左窗
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Migration (存储迁
移)”。

2

在“Actions (操作)”窗格中，单击“Migrate Volumes By Enclosure (按磁
盘阵列迁移卷)”。

3

在“Migrate Volumes By Enclosure (按磁盘阵列迁移卷)”向导中，为迁移
任务指定名称和说明，以便可以跟踪任务状态。单击“Next (下一步)”。

4

选择源磁盘阵列，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阵列作为要将卷迁移至的目标。
在“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择 LUN 特性)”下，指定 LUN 要求，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请参见第 198 页的““Select LUN Characteristics (选择 LUN 特性)”选项”。

6

选择主机，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7

选择要迁移的卷。验证源布局和目标布局。如果要更改目标布局，请双击卷，
然后选择新布局。
请参见第 199 页的““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的选项”。
您还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保持卷的路径数（默认）或设置最小路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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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成功将卷迁移到目标磁盘阵列后选中用于删除原始卷的复选框。

单击“Next (下一步)”。

8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安排迁移的时间。

■

要立即运行，请选择“Run now (立即运行)”。
警告：先检查“Migration Summary (迁移摘要)”下的信息，再开始迁移。
有关更多信息，请单击“Impact Analysis (影响分析)”。此时将打开一个
单独的窗口，显示与受影响的对象有关的影响分析信息。

9

检查“Migration Summary (迁移摘要)”和“Impact Analysis (影响分析)”
完成后，如果要返回并进行更改，则单击“Previous (上一步)”。否则，单击
“Finish (完成)”并关闭确认窗口。
调度迁移将在“Migration Status (By Schedule) (迁移状态 (按日程表))”选
项卡上列出。您可以在“Migration Status (By Volume) (迁移状态 (按卷))”
选项卡上检查特定卷的状态。

请参见第 197 页的“按主机迁移卷”。
请参见第 201 页的“按磁盘组迁移卷”。

按磁盘组迁移卷
您可以将位于某个磁盘阵列上的磁盘组迁移到一个或多个其他磁盘阵列。设置迁移
时，（可选）您可以将可用的未初始化磁盘从目标磁盘阵列添加到磁盘组。此磁盘
组操作仅适用于 UNIX/Linux 主机并需要 Storage Provisioning and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在按磁盘组迁移卷之前，请查看以下规划信息：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卷迁移”。
此外，确认以下几项：
■

如果已设置用于创建快照的卷，请取消准备这些卷。

■

确保在新的磁盘阵列上置备磁盘。您可以使用迁移向导向磁盘组添加磁盘。

■

确保已将这些磁盘阵列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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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磁盘组迁移卷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以查
找主机。

3

依次展开主机和“Disk Groups (磁盘组)”以查找磁盘组。

4

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单击“Migrate Storage (迁移存储)”。

5

在“Migrate Volumes by Disk Group (按磁盘组迁移卷)”向导中，为迁移任
务指定名称和说明，以便可以跟踪任务状态。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源和目标磁盘阵列。（可选）要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请选中“Add
free/uninitialized disks to the disk group (将可用/未初始化磁盘添加到磁盘
组)”复选框。单击“Next (下一步)”。

7

如果已选择添加磁盘的选项，请从可用（初始化）或未初始化磁盘列表中选择
一个或多个要添加到磁盘组的磁盘。单击“Next (下一步)”。

8

选择要迁移的卷。验证源布局和目标布局。如果要更改目标布局，请双击卷，
然后在“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窗口中选择新布局。
请参见第 199 页的““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的选项”。
您还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保持所选卷的磁盘路径数（默认）或设置最小路径数。

■

或者，在成功将卷移至目标磁盘阵列后选中用于删除原始卷的复选框。

单击“Next (下一步)”。

9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安排迁移的时间。

■

要立即运行，请选择“Run now (立即运行)”。
警告：先检查“Migration Summary (迁移摘要)”下的信息，再开始迁移。
有关更多信息，请单击“Impact Analysis (影响分析)”。此时将打开一个
单独的窗口，显示与受影响的对象有关的影响分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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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Next (下一步)”。

10 检查“Migration Summary (迁移摘要)”和“Impact Analysis (影响分析)”
完成后，如果要返回并进行更改，则单击“Previous (上一步)”。否则，单击
“Finish (完成)”并关闭确认窗口。
调度迁移将在“Migration Status (By Schedule) (迁移状态 (按日程表))”选
项卡上“Storage Migration (存储迁移)”解决方案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
区域中列出。您可以在“Migration Status (By Volume) (迁移状态 (按卷))”
选项卡上检查特定卷的状态。
请参见第 197 页的“按主机迁移卷”。
请参见第 200 页的“按磁盘阵列迁移卷”。

暂停或恢复卷迁移
如果卷迁移任务未完成，可以暂停迁移，稍后恢复它。暂停/恢复操作仅在装有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6.0 或更高版本的 UNIX/Linux 托管主机上可
用。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暂停卷迁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在左窗
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Migration (存储迁
移)”。

2

在“Migration Status (by Schedule) (迁移状态 (按日程表))”选项卡中，右
键单击已调度的迁移任务，然后单击“Pause (暂停)”。

3

在“Pause Migration (暂停迁移)”向导中，选择要暂停的卷，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恢复卷迁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在左窗
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Migration (存储迁
移)”。

2

在“Migration Status (by Schedule) (迁移状态 (按日程表))”选项卡中，右
键单击已暂停的迁移任务，然后单击“Resume (恢复)”。

3

在“Resume Migration (恢复迁移)”向导中，选择要恢复的卷，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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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已调度的卷迁移
如果已调度的卷迁移不在进行中，可以将其删除。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主机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
色。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删除已调度的卷迁移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在左窗
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Storage Migration (存储迁
移)”。

2

在“Migration Status (by Schedule) (迁移状态 (按日程表))”选项卡中，右
键单击已调度的迁移任务，然后单击“Delete Schedule (删除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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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

17.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简介

■

18. 安装和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

19. 配置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17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的限制

关于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通过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您可以直接从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 中管理 Veritas 应用程序可用性产品和功能。它提供一个 VMware
vCenter 插件，用于将 Veritas 的高可用性产品集成到 VMware vSphere Web Client。
有了此插件，可以使用客户端监视在 VMware vCenter Server 控制下的虚拟机内运
行的应用程序。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可支持将以下 Veritas 产品集成到
vSphere Web Client：
■

Veritas AppProtect：在执行计划内和计划外虚拟机维护期间保持应用程序即时
可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Guide（《Veritas InfoScale
解决方案指南》）。

■

Cluster Server：“High Availability (高可用性)”选项卡中的虚拟机或虚拟机群
集级别上的应用程序高可用性监视。“High Availability (高可用性)”控制板中的
ESX 群集级别或数据中心级别的应用程序高可用性监视。此加载项也支持对
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中为灾难恢复而配置的应用程序进行监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Cluster Server 文档。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简介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的限制

■

ApplicationHA：“High Availability (高可用性)”选项卡中的虚拟机级别上的应
用程序高可用性监视。“High Availability (高可用性)”控制板中的 ESX 群集级
别或数据中心级别的应用程序高可用性监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ApplicationHA 文档。

新用户以及从 vSphere Client（桌面）迁移的用户可以使用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vSphere Client（桌面）的现有用户可以选择继续使用
桌面客户端和 Web 客户端。
也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的高可用性配置中部署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内容：
■

有关支持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版本和兼容加载项的列表，
请参见兼容性列表：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en_US/article.000107928

■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向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册 HA 插件”。

■

请参见第 213 页的“在高可用性环境中配置了 Management Server 的情况下部署
HA 插件”。

■

请参见第 212 页的“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销 HA 插件”。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的限
制
本节列出了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的限制：
■

能够通过 vSphere Web Client 安装 ApplicationHA 访客组件：无法使用 vSphere
Web Client 在虚拟机上安装 ApplicationHA 访客组件。使用 vSphere Desktop
Client 安装 ApplicationHA 访客组件。

■

高可用性主页在 vSphere Web Client 上不可用，并且与许可证管理相关的操作、
站点之间的单点登录配置（适用于 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也不可
用。

■

不支持与 Backup Exec 集成。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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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前

■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

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前

■

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前
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之前，请考虑下列问题：
■

如果环境中尚未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则需要安装。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
南》。

■

安装并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Control Host Add-on。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
南》。

■

在要监视应用程序可用性的虚拟机上安装 ApplicationHA 访客组件或 Cluster
Server (VCS)。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Virtualization (虚
拟化)”透视图中，验证虚拟机是否可见。

安装和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您可以仅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也可以执行完全安
装（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加载项或
插件）。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注意：如果以高可用性 (HA) 模式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则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的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均安
装和配置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可以使用以下方式之一下载并安装插件：
■

从 Veritas Services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下载插件。然后，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使用“Upload Solutions (上传解决方案)”
将插件上传至存储库，然后再进行安装。

■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在“Settings (设置)”的“Deployment (部
署)”部分下）可下载并安装插件。

有关下载、上传和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加载项的详细说明，
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注意：安装插件后，必须重新启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Server。

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前
在您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前，请考虑下列问题：
■

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不会从 vCenter Server 注
销 HA 插件。必须首先从所有 vCenter Server 注销 HA 插件，然后再卸载 适用
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请参见第 212 页的“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销 HA 插件”。

■

如果以高可用性 (HA) 模式配置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则必须从 Management Server 的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同
时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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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您可以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有关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加载项（插件）以及将其从存储库
中删除的详细说明，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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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向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册 HA 插件

■

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销 HA 插件

■

在高可用性环境中配置了 Management Server 的情况下部署 HA 插件

■

将托管主机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

将虚拟机迁移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向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册 HA 插件
成功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后，您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部
分下查看列出的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选项。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选项卡显示当前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环境中发现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选择所需的 vCenter Server，并使用“Register (注册)”选项向 vCenter Server 注
册 HA 插件。注册后，vSphere Web Client 中将显示 ApplicationHA 用户界面元素
（“Dashboard (控制板)”和“Application HealthView (应用程序健康视图)”）。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只有虚拟化管理员拥有注册插件所需
的权限。

配置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销 HA 插件

向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册 HA 插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展开左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2

在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选项卡下，选择需要向其
注册 HA 插件的 vCenter Server。

3

单击右键并选择“Register (注册)”。
请注意，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中，
用于插件注册的用户详细信息与用于 vCenter Server 发现的用户详细信息相
同。此外，用户必须具有 VMware 插件注册权限。

4

在确认向导面板中单击“Finish (完成)”，向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册
HA 插件。

请参见第 212 页的“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销 HA 插件”。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销 HA 插件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注销已经注册到特定 VMware vCenter
Server 的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销 HA 插件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至“Virtualization (虚拟化)”透视图，
展开左窗格中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2

在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选项卡下，选择所需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3

单击右键并选择“Unregister (注销)”。

4

在确认向导面板中单击“Finish (完成)”以注销 HA 插件。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向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册 HA 插件”。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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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可用性环境中配置了 Management Server 的情
况下部署 HA 插件
本节介绍了根据您现有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实现部署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的两种方案。
■

当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配置了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时
这种情况下，需要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成功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后，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向所需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册 HA 插件。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向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册 HA 插件”。

■

当未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时
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并
已在 VMware vCenter Server 上注册，并且您希望将 Management Server 迁移
到高可用性环境中，则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首先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中注销 HA 插
件。
请参见第 212 页的“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销 HA 插件”。
注意：请注意，此注销过程不会影响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的周期性发现。

■

卸载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

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配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

在 Management Server 的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安装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

向所需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重新注册 HA 插件。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将托管主机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要监视在由 ApplicationHA 或 Cluster Server (VCS) 控制的虚拟机内部运行的应用
程序，必须首先将虚拟机（访客）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Management Server。
在开始添加托管主机之前，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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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主机和 Management Server 之间存在连接。

■

VRTSsfmh 5.0 或更高版本已在 ApplicationHA 访客上安装，并且 VRTSsfmh
6.1 已在 VCS 访客上安装。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6.1 已安装。
注意：如果未满足此条件，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显示错
误。

■

已登录的用户具有足够的管理权限或 root 权限，可以在虚拟机上执行
ApplicationHA 或 VCS 任务。

一次可以添加一个虚拟机，或使用 CSV 文件添加多个主机。
使用下列任意一种方法添加托管主机：
■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添加一个或多个托管主机

■

从 vSphere Web Client 添加托管主机

■

在您的设置中，如果虚拟机目前已附加到 Symantec HA Console，您可以将所
有受监视的虚拟机迁移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虚拟机迁移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添加一个或多个托管主机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Add Hosts (添加主机)”>“Agent (代理)”。

■

在“Settings (设置)”选项卡中单击“Host (主机)”，然后单击“Add
Hosts (添加主机)”>“Agent (代理)”。

3

要手动指定一个或多个主机，请单击“Add Entry (添加条目)”，然后为每个
主机指定以下主机详细信息：
■

Host name (主机名)：指定可用于从 Management Server 中访问主机的主
机名或 IP 地址

■

User name (用户名)：指定具有管理权限或根用户权限的用户名

■

Password (密码)：指定登录时与指定的用户名一起使用的密码

要使用 CSV 文件指定多个主机，请在“Advanced (高级)”下，浏览至 CSV
文件，按照以下格式指定多个主机：
注意：请确保第一行与如下所示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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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User, Password
host1, user1, password1
host2, user2, password2
host3, user3, password3

4

依次单击“Import selected file (导入所选文件)”、“Finish (完成)”。

5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验证是否已添加所有指定的托管主机。

从 vSphere Web Client 添加托管主机

1

从 Management Server 下载 gendeploy 脚本。
注意：只有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具有 Admin 角色的用户才能生成脚本。

2

在 vSphere Web Client 的“Monitor (监视)”选项卡中，导航至您想要作为托
管主机添加的虚拟机。
如果虚拟机尚未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将显示“Add Host (添加主机)”面板。

3

在“Add Host (添加主机)”面板中，指定虚拟机上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
名和密码。
在同一面板中，同时指定 gendeploy 脚本的位置，然后单击“Configure (配
置)”。

将虚拟机迁移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如果您使用 VMware vSphere Desktop Client 执行 ApplicationHA 或 Cluster Server
(VCS) 操作，为了能够从 vSphere Web Client 中执行相同的任务，您必须使用 适
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将所有所需的虚拟机从 Symantec HA
Console 迁移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以下过程介绍了您必须执行的详细步骤。
注意：如果您不是现有的 Symantec HA Console 用户，请跳过此过程。
将虚拟机迁移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1

以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到 Management Server。

2

导航到 hac_generate_csv.pl 脚本，并执行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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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Linux：
# installdir/bin/perl installdir/adm/hac_generate_csv.pl --vc-name
vc-name [--vc-user vc-user --vc-password vc-password]
--ha-console-server ha-console-server

对于 Windows：
# "installdir\bin\perl.exe" "installdir\adm\hac_generate_csv.pl"
--vc-name vc-name [--vc-user vc-user --vc-password vc-password]
--ha-console-server ha-console-server

其中：
■

installdir 为安装目录

■

vc-name 为监视所需虚拟机的 vCenter Server 的 FQDN 或 IP 地址。

■

vc-user 为 vCenter Server 上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名
这是可选参数。如果您已向 vCenter Server 注册 vSphere Web Client 的
HA 插件，则无需指定此值。

■

vc-password 是先前为 vc-user 参数指定的用户名的密码。

■

ha-console-server 为已附加虚拟机的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Console
服务器的 FQDN 或 IP 地址。

脚本生成以下四个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
■

hostlist.csv
附加到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Console 服务器的虚拟机的主机名列表。
您必须编辑此 CSV 文件以便为每个虚拟机添加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
名和密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步骤 3

■

MHalready-added.csv
同时附加到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Console 服务器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的虚拟机的主机名列表。对于迁
移任务，请忽略此列表。

■

unsupported-MHversion.csv
不存在受支持的 VRTSsfmh 软件包版本的虚拟机的主机名列表。在
ApplicationHA 访客上将 VRTSsfmh 软件包升级到 5.0 或更高版本，在 VCS
访客上升级到 6.1 版本，然后迁移虚拟机，从步骤 1 开始。

■

unresolv-hostlist.csv
每个虚拟机的主机名和 IP 地址的列表，其中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
■

主机名无法解析

■

VRTSsfmh 软件包不存在或 Veritas Messaging Service (xprtld) 未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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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虚拟机具有多个与之关联的 IP 地址，则此虚拟机的多个条目将显示
在此列表中
解决上述错误，然后迁移虚拟机。
■

3

编辑 hostlist.csv 以指定每个虚拟机的用户名和密码。仅使用以下格式：
Host, User, Password
host1, user1, password1
host2, user2, password2
host3, user3, password3

4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主页中，单击“Settings (设置)”。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Add Hosts (添加主机)”>“Agent (代理)”。
或者
在“Settings (设置)”选项卡中单击“Host (主机)”，然后单击“Add Hosts
(添加主机)”>“Agent (代理)”。

6

在“Advanced (高级)”下，浏览至步骤 3 中编辑的 CSV，然后单击“Import
Selected (导入所选项)”，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结果面板中，验证所有所需的虚拟机是否已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注意：如果要迁移附加到多个 Symantec HA Console 服务器的虚拟机，则必
须针对所有的 Symantec HA Console 服务器重复此过程。

217

部分

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

■

20. 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简介

■

21. 创建和管理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9

20
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

■

安装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之前

■

安装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

■

卸载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之前

■

卸载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

关于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
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可用于将 Cluster Server 管理的应用程序从一个群集迁移到另
一群集。应用程序迁移操作较为简单，迁移时所需的手动干预很少。应用程序迁移
可以跨操作系统、体系结构或虚拟化技术执行。在此版本中，可以在不同的平台或
环境之间迁移应用程序。
■

平台—AIX、Linux 和 Solaris

■

环境—物理到物理、物理到虚拟、虚拟到虚拟和虚拟到物理

■

InfoScale 版本

请参见第 223 页的“支持的版本和平台”。
要迁移应用程序，必须使用“Create Migration Plan (创建迁移计划)”向导创建应
用程序迁移计划。创建计划后，必须执行迁移计划。
■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创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

请参见第 238 页的“执行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该加载项还可用于：
■

暂停和恢复操作，以便在必要时进行手动验证和更正。

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简介
安装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之前

■

根据应用程序要求在操作中集成自定义脚本。

■

迁移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

了解源群集配置，并创建目标群集配置。

■

根据体系结构要求，对数据执行 endian 更改。

■

在执行实际迁移操作之前预演迁移步骤。

安装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之前
要安装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您必须熟悉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概
念和文档。
如果尚未在您的环境中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则需要进行安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安装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
您可以仅安装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也可以执行完全安装（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和加载项）。
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从 Veritas Services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下载加载项。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
制台中，使用“Upload Solutions (上传解决方案)”选项将加载项上传至存储库，
然后再进行安装。
有关下载、上传和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加载项的详细说明，
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注意：安装加载项后，必须重新启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Web
Server。

卸载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之前
卸载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之前，请确保您已删除所有现有应用程序迁移计划。如果
存在一个应用程序迁移计划，加载项的卸载将失败。
删除应用程序迁移计划之前，可以导出此计划以获取它的备份。如果重新安装加载
项，可以导入此计划并使用它。
■

请参见第 241 页的“导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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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242 页的“导入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卸载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
您可以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卸载应用程序迁移加载项。要执行此任务，必须
在 Management Server 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
有关卸载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加载项的详细说明，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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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支持的版本和平台

■

用户权限

■

创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的先决条件

■

创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

了解用户定义的任务

■

了解应用程序迁移操作

■

了解清理操作

■

了解每个操作中执行的任务

■

在迁移计划执行之前执行的验证

■

执行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

编辑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

删除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

导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

导入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

查看运行历史记录

■

查看应用程序迁移计划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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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版本和平台

■

应用程序迁移日志

支持的版本和平台
支持下列平台：
■

AIX

■

Linux

■

Solaris

表 21-1 列出了支持的产品或组件及版本：
表 21-1

支持的版本

产品或组件

支持的版本

VIOMManagement Server

7.2

VIOM 托管主机

■

7.1

■

7.2

SFHA

5.1 SP1 RP4 到 6.2.1

SFCFSHA
InfoScale Availability

7.0 到 7.2

InfoScale Storage
InfoScale Enterprise
群集服务器版本为 5.1 SP1 RP4 到
6.0

群集的托管主机版本必须为 7.1

群集服务器版本为 6.1 到 7.2

群集的托管主机版本必须为 7.1 或 7.2

注意：您必须卸载旧版 VRTSsfmh 软件包，然后安装新版 VRTSsfmh 软件包。如
果升级此软件包，所需的功能可能不可用。

托管主机所需的许可证
■

如果产品版本低于 7.0，则必须具有以下许可证之一：
包含 Cluster Server 的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者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Edition 和 Cluster Server

■

如果产品版本为 7.0 或更高版本，则必须具有以下许可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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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Scale Enterprise
或者
InfoScale Storage 和 InfoScale Availability

用户权限
表 21-2 列出了“Availability (可用性)”和“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执行各种任
务所需的用户权限。
任务和用户权限

表 21-2
任务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
图：Admin

“Availability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 (可用性)”：
图：Admin
Guest

“Availability
(可用性)”：
Guest

“Server (服务
器)”：Admin

“Server (服务 “Server (服务 “Server (服务
器)”：Guest 器)”：Admin 器)”：Guest

设置存储

是

否

否

否

预演

是

否

否

否

迁移

是

否

否

否

创建

是

否

否

否

编辑

是

否

否

否

Delete (删
除)

是

是

否

否

导入

是

是

否

否

导出

是

是

否

否

运行历史记
录

是

是

是

是

属性

是

是

是

是

创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的先决条件
创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之前，请确保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在本文档中，源群集是指管理应用程序的服务组必须从其中迁移出去的群集，而目
标群集是指管理应用程序的服务组必须迁移到其中的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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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源群集和目标群集的所有节点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VIOM)。

■

应用程序数据必须驻留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组中。

■

源群集必须处于运行状态。

■

目标群集中的 VCS 和 VxVM 版本必须高于源群集中的版本。

■

正在迁移的服务组中的所有磁盘组或 CVMVolDG 类型资源必须处于联机状态。

■

在目标托管主机上安装和配置 VCS 群集。目标群集也必须处于运行状态。

■

如果在源群集中配置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也要在目标群集中安装
并配置 CVM。

■

在目标群集配置文件中，包括正在迁移的资源类型的类型定义文件。

■

在目标群集中，按照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 (OS) 要求安装并配置正在迁移的应用
程序。

■

通过迁移从中配置应用程序的服务组，应用程序从源群集迁移到目标群集，从
而确保应用程序具有合适的服务组依赖关系。所选服务组的依赖关系将自动包
含在迁移计划中。

■

计划仅迁移 VxVM 卷（磁盘组或 CVMVolDG 资源）上的应用程序数据。不迁移
本机磁盘或其他卷管理器上的应用程序数据。

■

使用 VxVM 链接式断开快照功能迁移应用程序数据。您可以创建链接式断开快
照，使迁移计划可以使用此镜像，或者提供磁盘列表，使迁移计划可以创建镜
像。要使用 VxVM 镜像迁移数据，请为每个源磁盘组确定一个用于创建镜像磁
盘组的磁盘集，然后在源群集和目标群集中的所有托管主机之间共享这些磁盘。
所提供的磁盘的总大小必须大于源群集中磁盘组的大小。考虑到源群集中的卷
布局，磁盘数必须至少相同或更多。

■

在源群集中，执行 vxlist (/opt/VRTSsfmh/bin/vxlist) 实用程序之后，输出不得
包含任何错误。

■

确定要在目标群集中使用的 IP。

创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表 21-3 介绍了“Create Migration Plan (创建迁移计划)”向导中的字段。
表 21-3
字段

“Create Migration Plan (创建迁移计划)”向导选项
说明

Components Selection (组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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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输入迁移计划的名称。该名称的最大长度应该为 128 个字符。允许使
用下列字符：

Description (说明)

■

A到Z

■

a到z

■

0到9

■

_

输入迁移计划的说明或任何其他信息。

Select data migration 默认情况下选择“VxVM Mirroring (VxVM 镜像)”。
type (选择数据迁移
注意：在此版本中，仅支持 VxVM 镜像。
类型)
Select a service
单击“Browse (浏览)”，然后选择打算使用此计划迁移的服务组。
group to migrate
Veritas 建议您选择进行迁移的服务组必须在源群集中处于联机状态
using this plan (选择
要使用此计划进行迁
移的服务组)
Select a target
单击“Browse (浏览)”，然后选择打算使用此计划迁移到的目标群
cluster to migrate to 集。
using this plan (选择
要使用此计划进行迁
移的目标群集)
Cluster Information & Dependency (群集信息和依赖关系)
Cluster Information
(群集信息)

显示源群集和目标群集的详细信息。将显示以下详细信息：
■

操作系统版本

■

VCS 版本

■

VxVM 版本

注意：目标群集中的 VCS 和 VxVM 版本不得低于源群集中的版本。
Use existing service 如果目标群集具有相同名称的服务组并且这些服务组是源群集中整个
group(s) in the target 迁移依赖关系树的一部分，则会启用并选中此选项。
cluster (在目标群集
中使用现有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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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Create new service
group(s) in the target
cluster (在目标群集
中创建新的服务组)

仅当目标群集中的服务组或资源的名称与为迁移选择的整个服务组依
赖关系树中出现的服务组或资源的名称不匹配时，才启用和选择此选
项。这种情况下，应用程序迁移计划会创建在迁移过程中选择的所有
服务组。
对于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迁移，即使 CVM 组存在于目
标群集中以及要迁移的服务组依赖关系树中，也会启用此选项。Veritas
建议您不得在迁移期间忽略 CVM 服务组。如果您选择忽略 CVM 服
务组，则不会在目标群集中创建与 CVM 服务组的依赖关系，并且可
能在使具有正确依赖关系的服务组联机时产生影响。

Dependent Service 您可以取消选择不需要迁移的任何相关服务组。但是，Veritas 不建议
Groups for Migration 取消选择依赖关系树中的任何服务组。当使服务组在目标群集中处于
(要迁移的相关服务 联机状态时，这可能会影响应用程序。
组)
Target Disk Information (目标磁盘信息)
Service Group to be 显示要迁移的服务组的名称。服务组必须配置 CVMVolDg 或
Migrated (要迁移的 DiskGroup 类型资源。
服务组)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磁盘组的名称。仅显示配置了 CVMVolDg 或 DiskGroup 资源的
磁盘组。如果未在任何资源下配置磁盘组，则不显示该磁盘组。
Action (操作)

“Action (操作)”列有以下选项：
■

■

Use Existing (使用现有)—仅当在迁移期间存在任何源磁盘组的现
有链接式断开快照时，才启用此选项。如果找到任何磁盘组的快
照，相应的磁盘组将显示为“Mirrored (已镜像)”。如果想要使
用为迁移预配置的镜像磁盘组，请选择此选项。
Create New (新建)—此选项可用于为磁盘组创建新的镜像磁盘组。
如果磁盘组不存在预配置的镜像磁盘组，则默认情况下会启用此
选项。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磁盘组标记为“Not Mirrored (未镜
像)”。

■

Ignore (忽略)—可以在迁移时忽略特定磁盘组资源。Veritas 不建
议忽略任何磁盘组，因为这些磁盘组中的数据将不会被迁移。

Sub-Action (子操作) 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如果您选择创建新的磁盘组，请单击“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以选择用于创建镜像磁盘组的磁盘集。“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窗口仅显示在所有目标群集托管主机之间共享的
源群集中的磁盘集。可以选择多个磁盘，以便所选磁盘的组合空间大
于源磁盘组空间，当您单击“Next (下一步)”时会验证这一点。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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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Service Group Name 显示其中配置了网络资源的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Resource Name (资 显示 IP 相关资源的名称。
源名称)
Network Parameters 下面是网络参数：
(网络参数)
■ Device (设备)
■

IP

■

NetMask (网络掩码)

Source Details (源详 显示源群集的网络详细信息。
细信息)
Target Details (目标
详细信息)

显示目标群集的网络详细信息。可以编辑目标网络详细信息。目标详
细信息必须与源详细信息具有相同格式。例如，对于 IPMultiNIC 资
源，如果 NIC 字段在源群集中显示 net1,1,net2,2，您提供的目标
信息必须采用格式 eth0,1,eth1,2。

Task Customization (任务自定义)
Tasks (任务)

显示将在以下应用程序迁移操作中执行的所有任务的列表：
■

设置存储

■

预演

■

迁移

Add Pause (添加暂
停)

可以在完成任何预定义的任务后添加暂停。

Add Script (添加脚
本)

用于在特定群集节点中添加自定义脚本执行任务。

Delete (删除)

用于删除已添加的暂停任务或自定义脚本执行任务。无法删除预定义
的任务。

Summary (摘要)

显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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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在
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Application Migration
Plan (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2

在“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格中，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Create
(创建)”。
“Create Migration Plan (创建迁移计划)”向导随即打开。

3

在“Components Selection (组件选择)”面板中，指定名称和说明，并选择一
个服务组和目标群集。
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Cluster Information & Dependency (群集信息和依赖关系)”面板中，可以
查看群集详细信息，并且需要时可以修改相关服务组。
“Use existing service group(s) in the target cluster (在目标群集中使用现
有服务组)”选项和“Create new service group(s) in the target cluster (在
目标群集中创建新的服务组)”选项处于禁用状态，如果目标群集中有几个服务
组或资源存在于正在迁移的服务组依赖关系树中，您将无法继续操作。这种情
况下，必须取消该操作，执行以下操作之一，然后再重新创建计划：
■

Delete the conflicting groups/resources (删除冲突服务组/资源)—此操作启
用“Create new service group(s) in the target cluster (在目标群集中创
建新的服务组)”选项。

或者
■

Create the cluster configuration in the target cluster manually (在目标群集
中手动创建群集配置)—此操作启用“Use existing service group(s) in the
target cluster (在目标群集中使用现有服务组)”选项。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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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Target Disk Information (目标磁盘信息)”面板中，可以查看磁盘组并在需
要时选择用于创建镜像磁盘组的磁盘。
如果将使用源磁盘组进行镜像的任何磁盘组配置在 DiskGroup 或 CVMVolDg
资源下，该磁盘组也会显示并标记为“Not Mirrored (未镜像)”。但是，源磁
盘组标记为“Mirrored (已镜像)”。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忽略该镜像磁盘组，
然后针对源磁盘组选择“Use Existing (使用现有)”或“Create New (新建)”。
如果磁盘组已镜像，并且目标群集的所有节点中不存在用于创建镜像磁盘组的
磁盘，则磁盘组会标记为“Mirrored (已镜像)”。但是，不会启用“Use
Existing (使用现有)”选项。
如果磁盘组资源在源群集中未联机，或 XPRTLD 后台驻留程序在源群集节点中
未运行，则向导无法检测出磁盘组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磁盘组不会标记为
“Mirrored (已镜像)”或“Not Mirrored (未镜像)”。Veritas 建议创建迁移计
划之前，所有服务组必须联机，并且 XPRTLD 后台驻留程序必须在托管主机上
始终保持运行状态。
如果不存在要迁移的磁盘组，或者如果您针对列出的所有磁盘组选择“Ignore
(忽略)”，则会显示错误并且将无法继续操作。
单击“Next (下一步)”。

6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面板显示在正在迁移的任何服务组中配
置的网络资源的详细信息。您可以编辑这些资源的目标网络详细信息。
注意：在“Rehearse (预演)”操作中，会在目标群集的群集配置中跳过 IP 相
关资源，因此与在目标群集中处于联机状态的应用程序之间没有网络连接，但
会配置 NIC 相关资源。
在“Migrate (迁移)”操作中，目标群集中会配置 IP 和 NIC 相关资源。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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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Task Customization (任务自定义)”面板上，可以查看将在每个操作中执
行的所有任务的列表。无法修改或删除预定义的任务。完成操作中任何预定义
的任务后，可以添加暂停任务或自定义脚本执行任务。这些任务按照操作过程
中指定的顺序执行。您还可以查看任务是否标记为关键。如果任何关键任务失
败，整个操作将失败。
请参见第 231 页的“了解用户定义的任务”。
单击“Next (下一步)”。

8

“Summary (摘要)”面板提供了应用程序迁移计划的摘要。查看计划，然后单
击“Finish (完成)”以创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单击“Close (关闭)”关闭向导。

请参见第 238 页的“执行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请参见第 232 页的“了解应用程序迁移操作”。
请参见第 233 页的“了解清理操作”。

了解用户定义的任务
暂停任务
在应用程序迁移过程中，可以暂停操作以供用户干预。创建计划时，可以在操作中
的预定义任务之后插入暂停任务。执行计划时，操作会在插入暂停任务的位置暂
停，且暂停时间不定。单击“Resume (恢复)”可恢复操作。
下列任务之后添加了预定义暂停任务，以便您可以验证该任务：
■

Rehearse (预演) 任务—群集配置、服务组联机以及服务组脱机。

■

Migrate (迁移) 任务—群集配置。

自定义脚本执行任务
应用程序迁移期间，可以在群集节点中执行自定义脚本。脚本可用于执行或验证特
定于应用程序的任务或操作期间要执行的任何其他任务。创建计划时，可以在操作
中的任意预定义任务之后添加自定义脚本执行任务。将执行的脚本不应接受任何参
数。脚本的任何输出都记录在执行该脚本的主机上的操作执行日志中。
可将自定义脚本执行任务标记为关键任务或非关键任务。默认情况下，此任务标记
为非关键任务。如果此任务标记为关键任务，执行后从脚本获得的返回代码将用于
确定此任务的状态。如果返回代码为：
■

零：任务成功

■

非零：任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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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应用程序迁移操作
下面是在应用程序迁移期间执行的三个主要操作：
■

设置存储—请参见第 232 页的“了解设置存储操作”。

■

预演—请参见第 232 页的“了解预演操作”。

■

迁移—请参见第 232 页的“了解迁移操作”。

了解设置存储操作
此操作处理存储任务。如果您选择创建镜像磁盘组，则会创建镜像磁盘组并确保数
据同步。
如果要迁移的所有磁盘组的所有卷均使用镜像磁盘组中的相应卷进行镜像，则此操
作会中止。这种情况下，不会验证所有卷之间是否完全同步。此检查在预演或迁移
操作期间执行。如果仅镜像某些卷，则会对系统进行清理，以便可以再次执行设置
存储操作。仅对应用程序迁移计划创建了镜像的磁盘组进行清理；早期创建的镜像
不会被清理。

了解预演操作
在此操作中，先检查所有卷的同步状态，然后在源中发现所选服务组的群集配置并
将其转换到目标。之后，镜像磁盘组与源群集节点分离，并对目标群集节点中的镜
像磁盘组的所有卷执行 endian 更改。
完成 endian 更改后，服务组在目标群集中变为联机状态。确保应用程序在目标中
运行正常后，服务组变为脱机状态，而且会删除目标群集配置。
删除群集配置之前，在 /etc/VRTSvcs/conf/config 目录中的目标群集的第一个节点
上获取配置的备份，名称将采用以下格式：
main.cf_plan_name.date.time

然后，镜像磁盘组中的卷重新挂接到源磁盘组中的相应卷。
如果源和镜像磁盘组之间的所有卷并不完全同步，此操作则会中止。

了解迁移操作
在此操作中，源中的服务组先脱机，然后再从源群集节点中分离镜像磁盘组。这是
为了确保最终迁移之前的数据完整性。镜像磁盘组与源群集节点分离后，对目标群
集节点中的这些卷执行 endian 更改，而且目标群集中的服务组变为联机状态。
如果源和镜像磁盘组之间的所有卷并不完全同步，此操作则会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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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清理操作
清理操作为内部操作，每当操作中的关键任务失败时便会发生。此操作负责清理托
管主机，确保系统干净且状态已知，以便可以在采取纠正措施后再次执行操作。
此操作的状态或进度不会显示在用户界面中。要查看此操作的状态，请检查托管主
机中可用的日志。
下面是清除期间执行的步骤：
■

设置存储—如果您在向导中选择了“Create New (新建)”选项，则会删除源磁
盘组和目标磁盘组之间所有卷的镜像。镜像磁盘组会被删除。

■

预演和迁移—镜像磁盘组的所有卷与源磁盘组中的相应卷重新挂接。如果该计
划创建了目标群集配置，则先备份配置，然后再将其删除。

了解每个操作中执行的任务
Endian 更改
应用程序迁移操作使用 fscdsconv 实用程序执行 endian 更改。此实用程序创建一
个恢复文件以用于转换。创建恢复文件时的默认路径为：/var/opt/VRTSsfmh/tmp。
文件系统 /var 必须有超过 5 GB 的空间。
如果文件系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创建文件

1

在磁盘组或 CVMVolDG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的源群集节点上，创建
/opt/VRTSsfmh/etc/appmig.conf 文件。在目标群集中，对群集的第一个节
点执行此操作。

2

在 appmig.conf 文件上，定义 APPMIG_RECOVERY_PATH =path 变量。此
处，path 是需要在其中创建恢复文件的完整目录路径。

要检查 VxFS 文件系统需要为 fscdsconv 实用程序使用的恢复文件保留多少空间，
请参见：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12748

服务组级别的群集配置转换
以下几点说明了如何在服务组级别转换群集配置：
■

目标群集中的所有节点都将是目标中服务组的 SystemList 的一部分。

■

在目标群集中，任何具有以下服务组级别属性的设置都将被忽略：
■

SystemZones

■

VCSi3Info

■

TriggerPath

■

Cluste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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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zen

■

TriggersEnabled

■

TypeDependencies

■

AdministratorGroups

■

OperatorGroups

■

Administrators

■

Operators

■

Guests

■

在源群集中配置的触发器不会转换到目标群集。如果您需要触发器，必须手动
复制触发器文件，并且必须在目标群集中手动配置触发器属性。您可以在执行
“在目标上配置群集”任务之后使用暂停任务，也可以创建自定义脚本来自动
完成此操作。

■

如果源操作系统和目标操作系统不同，则在目标群集中跳过组级别的
ContainerInfo 属性。

■

如果服务组属性局限在源群集内，并且目标群集中的节点数大于源群集 SystemList
中的节点数，则局部化的属性会转换为全局属性。

■

如果源群集具有脱机组依赖关系且目标群集为单节点群集，则会从目标群集中
删除脱机组依赖关系。远程依赖关系会转换为本地依赖关系。

■

所有站点依赖关系均会从目标群集中删除。

资源级别的群集配置转换
以下几点说明了如何在资源级别转换群集配置：
■

在“VxVm Mirroring (VxVm 镜像)”数据迁移类型中，对于每个磁盘组资源，
应用程序迁移操作都会创建另一个磁盘组资源。此资源的名称将以 amMir_ 开
头，以便在内部管理为镜像所创建的快照磁盘组。在目标群集中会跳过此资源。

■

如果源操作系统和目标操作系统不同，将在目标群集中跳过 ResContainerInfo
和 ContainerOpts 属性。

■

如果资源属性局限在源群集内，并且目标群集中的节点数大于源群集 SystemList
中的节点数，则局部化的属性会转换为全局属性。

■

在预演操作期间，目标群集中不会创建 IP 资源（如 IP、IPMultiNIC 和
IPMultiNICB）。这是为了避免在预演操作期间意外地将客户端连接到应用程序。

■

如果在源群集中配置的任何资源类型在目标群集中不可用，则在群集配置期间，
对应的资源将从目标群集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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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源操作系统和目标群集操作系统不同，则 IPMultiNICB 资源会转换为 IP 类
型，MultiNICB 类型资源会转换为 NIC 类型。

执行的任务列表
表 21-4 列出了作为每个操作的一部分来执行的预定义任务。操作中的每个预定义
任务可标记为“关键”或“非关键”。此表还列出了执行清理操作所需的任务以及
执行操作之后托管主机的状态。
如果标记为关键的任务失败，则操作会中止。如果任务为非关键任务，即使任务失
败，操作也会继续。大多数关键任务在任务失败后需要清理系统，并且需要执行内
部清理操作。
请参见第 233 页的“了解清理操作”。
执行的任务列表

表 21-4
任务

是否为关键 如果任务失败， 如果任务失败，系统将会如何？
任务？
是否将执行清
理？

设置存储
在托管主机上部署脚本

是

否

否更改。

验证镜像配置

是

否

否更改。

准备磁盘组进行镜像

是

是

清理之后，系统将恢复到执行“Setup Storage (设置存
储)”操作之前的状态。再次执行设置存储操作。

在源磁盘组之间创建镜像

是

是

清理之后，系统将恢复到执行“Setup Storage (设置存
储)”操作之前的状态。再次执行设置存储操作。

快照同步进度

是

否

系统将处于现有状态，镜像将在托管主机上同步。

从托管主机中删除脚本

否

否

系统将处于现有状态。

在托管主机上部署脚本

是

否

否更改。

验证镜像配置

是

否

否更改。

配置目标群集

否

否

部分创建目标群集配置。您必须验证配置并在暂停任务
期间进行必要的更改，然后再继续。

暂停用户验证计划

是

否

否更改。

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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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是否为关键 如果任务失败， 如果任务失败，系统将会如何？
任务？
是否将执行清
理？

分离镜像磁盘组

是

是

清理之后，系统将恢复到执行“Setup Storage (设置存
储)”操作之后的状态。清理期间，系统会将镜像重新挂
接到源。目标群集配置会在执行备份后删除。再次执行
预演操作。

对镜像磁盘组执行 endian 是
更改

是

在目标群集中联机服务组

否

否

服务组将处于部分状态。在暂停任务中检查原因。

暂停用户验证计划

是

否

否更改。

使服务组在目标群集中脱
机

否

否

服务组将处于部分状态。使所有服务组脱机，并检查镜
像磁盘组是否被逐出；如果未被逐出，请手动逐出暂停
任务中的镜像磁盘组。

暂停用户验证计划

是

否

否更改。

从目标群集中删除服务组

是

否

任务不会失败。

对镜像磁盘组执行 endian 是
更改

是

清理之后，系统将恢复到执行“Setup Storage (设置存

在源群集中重新挂接镜像
磁盘组

是

是

快照同步进度

是

否

系统将处于现有状态。镜像将在托管主机上同步。

从托管主机中删除脚本

否

否

系统将处于现有状态。

在托管主机上部署脚本

是

否

否更改。

验证快照镜像配置

是

否

否更改。

配置目标群集

否

否

部分创建目标群集配置。您必须验证配置并进行必要的
更改，然后再继续。

暂停用户验证计划

是

否

否更改。

清理之后，系统将恢复到执行“Setup Storage (设置存
储)”操作之后的状态。清理期间，系统会将镜像重新挂
接到源。目标群集配置会在执行备份后删除。再次执行
预演操作。

储)”操作之后的状态。清理期间，系统会将镜像重新挂
接到源。再次执行预演操作。
清理之后，系统将恢复到执行“Setup Storage (设置存
储)”操作之后的状态。清理期间，系统会将镜像重新挂
接到源。再次执行预演操作。

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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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是否为关键 如果任务失败， 如果任务失败，系统将会如何？
任务？
是否将执行清
理？

使服务组在源群集中脱机

是

分离快照镜像磁盘组

是

否

服务组将处于部分状态。执行以下任务：

是

■

检查服务组脱机失败的原因。

■

修复此问题。

■

使服务组联机。

■

启动迁移操作。

清理期间，系统会将镜像重新挂接到源，并会删除目标
群集配置。同时，系统会使源群集的服务组联机，然后
再次执行“Migrate (迁移)”操作。

对镜像磁盘组执行 endian 是
更改

是

清理期间，系统会将镜像重新挂接到源，并会删除目标
群集配置。同时，系统会使源群集的服务组联机，然后
再次执行“Migrate (迁移)”操作。

在目标群集中联机服务组

否

否

服务组将在目标群集中处于部分状态。

从托管主机中删除脚本

否

否

系统将处于现有状态。

在迁移计划执行之前执行的验证
执行计划之前，必须执行验证以检查群集、服务组和监视磁盘组的资源的状态。
在某些情况下：
■

如果验证失败，计划将标记为“Invalid Plan (无效计划)”。

■

即使计划标记为“Invalid (无效)”，在执行必要的纠正步骤之后，也可以执行计
划。

■

执行纠正步骤之后，必须对计划进行编辑才能执行。

表 21-5 列出了执行计划之前所执行的验证以及验证失败后计划的状态。它还列出
了将计划标记为“Invalid (无效)”的时间以及必要的纠正步骤。
执行的验证

表 21-5
对象

状态

计划是否无 计划是否将永远无 纠正操作
效？
效？

源群集

已删除

是

是

编辑计划，选择需要迁移的现有源群
集的任何服务组，然后再次执行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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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状态

计划是否无 计划是否将永远无 纠正操作
效？
效？

源群集

故障

否

否

解决源群集中的问题。确保群集在
VIOM 中不处于故障状态，然后执行
计划。

目标群集

已删除

是

是

编辑计划，选择需要迁移到的现有目
标群集，然后执行计划。

目标群集

故障

否

否

解决目标群集中的问题。确保群集在
VIOM 中不处于故障状态，然后执行
计划。

服务组

已删除

是

是

编辑计划，重新选择需要迁移的源群
集的任何现有服务组，然后执行计
划。

相关服务组

已删除

是

否

添加已删除的相关服务组，然后执行
计划。

磁盘组资源

已删除

是

否

添加已删除的磁盘组资源，然后执行
计划。

磁盘组资源脱机

脱机

否

否

使磁盘组资源联机，然后执行计划。

磁盘组

已删除

是

是

编辑计划，以便向导可以检测到托管
主机的当前状态。保存计划，然后执
行它。

卷

已删除

是

是

编辑计划，以便向导可以检测到托管
主机的当前状态。保存计划，然后执
行它。

执行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创建迁移计划后，必须执行该计划。
执行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在
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Application Migration
Plan (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2

右键单击您创建的计划，单击“Setup Storage (设置存储)”，然后在“Execute
Migration Plan (执行迁移计划)”窗口中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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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屏幕的“Latest Run (最新运行)”区域，可以查看正在执行的“Setup Storage
(设置存储)”任务及相应状态。
“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口的“Status (状态)”列显示“Setup Storage
(设置存储)”操作的整体状态。
要验证是否已在源群集中创建镜像磁盘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
展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Hosts (未分类的主机)”
以查找托管主机。

■

展开源群集的托管主机，然后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

如果已选择暂停任何任务，可单击“Resume (恢复)”来恢复已暂停的任务。

3

转到步骤 1。右键单击您创建的计划，单击“Rehearse (预演)”，然后在
“Execute Migration Plan (执行迁移计划)”窗口中单击“OK (确定)”。可以
多次执行“Rehearse (预演)”操作。
在屏幕的“Latest Run (最新运行)”区域，可以查看正在执行的“Rehearse
(预演)”任务及相应状态。
“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口的“Status (状态)”列显示“Rehearse (预
演)”操作的整体状态。
如果已选择暂停任何任务，可单击“Resume (恢复)”来恢复已暂停的任务。

4

转到步骤 1。右键单击您创建的计划，单击“Migrate (迁移)”，然后在
“Execute Migration Plan (执行迁移计划)”窗口中单击“OK (确定)”。
只能执行一次“Migrate (迁移)”操作。启动“Migrate (迁移)”操作后，不能
停止或还原此操作。只能在执行完所有其他操作后再执行此操作。
在屏幕的“Latest Run (最新运行)”区域，可以查看正在执行的“Migrate (迁
移)”任务及相应状态。
“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口的“Status (状态)”列显示“迁移”操作的
整体状态。
如果已选择暂停任何任务，可单击“Resume (恢复)”来恢复已暂停的任务。

5

要验证是否已将服务组成功迁移到目标群集，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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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Organization (组织)”或“Uncategorized Clusters (未分类的群
集)”以查找群集。

■

转到源群集，然后展开“Service Groups (服务组)”，服务组必须处于脱
机状态。

■

转到目标群集，然后展开“Service Groups (服务组)”，服务组必须处于
联机状态。

请参见第 233 页的“了解每个操作中执行的任务”。
请参见第 237 页的“在迁移计划执行之前执行的验证”。

编辑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创建计划后，如果您需要修改任何条目，可以编辑该计划。编辑计划时，不会从先
前保存的计划中填充服务组依赖关系和磁盘组详细信息，而是重新获取。这是为了
确保在编辑计划时填充源群集中的服务组和磁盘组的当前状态。
编辑计划之前，请注意以下问题：
■

如果在“设置存储”操作之前编辑计划，必须为每个源磁盘组创建的任何镜像
磁盘组重新选择磁盘。

■

如果在“设置存储”或“预演”操作之后编辑计划，镜像磁盘组也会显示在
“Target Disk Information (目标磁盘信息)”面板中。必须为源磁盘组选择
“Use Existing (使用现有)”选项，为镜像磁盘组选择“Ignore (忽略)”选项
（如果已在设置存储时创建这些磁盘组）。镜像磁盘组将使用命名约定
amMir_source_diskgroup_name。

■

如果在导入计划之后编辑该计划，则必须删除导入的计划中的任何自定义脚本
执行任务，并且必须通过上传在导出计划时复制的自定义脚本，根据需要添加
新的自定义脚本执行任务。

编辑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在
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Application Migration
Plan (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2

在“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格中，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Edit (编
辑)”。
“Edit Migration Plan (编辑迁移计划)”向导随即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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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需要编辑迁移计划中的字段。

4

单击“Save (保存)”保存现有计划中的更改，或单击“Save As (另存为)”将
更改另存为新计划。
注意：如果要使用“Save As (另存为)”选项，必须更改计划名称。

删除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可以删除一个计划或多个计划。要选择多个计划，请按住 Ctrl 键并选择这些计划。
删除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在
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Application Migration
Plan (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2

在“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格中，选择计划，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
“Delete (删除)”。

3

在“Delete Migration Plan(s) (删除迁移计划)”窗口中，单击“OK (确定)”。
所选计划将被删除。

导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可以将任何应用程序迁移计划导出到系统。可以选择一个计划或多个计划。导出的
计划以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JSON) 格式保存。使用 JSON 查看器可查看所
导出文件的内容。如果需要在相同或不同 Management Server 上导入某个计划，
可以使用在导出时创建的文件导入该计划。
同时导出多个计划时，仅创建一个 JSON 文件。此文件包含所导出计划的所有条
目。您可以编辑 JSON 文件，但不得修改该文件的 JSON 语法结构。如果修改
JSON 语法结构，导入操作将失败。如果一个 JSON 文件中包含多个计划，可以从
JSON 文件中删除某个计划的条目，而不修改语法结构。Veritas 建议仅更改 JSON
文件中以下条目的值。根据这些条目的值，导入计划时将获取剩余条目的值：
■

planName—计划的名称

■

description—计划的说明

■

selectedSGName—所选服务组的名称

■

sourceClusName—源群集的名称

■

targetClusName—目标群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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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后编辑计划时，仅需要编辑上述条目的名称；导入操作期间会获取 ID。如果上
述条目在导入计划的 Management Server 中不可用，则导入操作会失败。
注意：不导出计划的自定义脚本部分。必须手动从 Management Server 中复制自
定义脚本（可在已导出的 JSON 文件中找到路径），或者从您之前上传自定义脚本
时所在的位置复制自定义脚本，然后在编辑计划时使用该脚本。
导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在
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Application Migration
Plan (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2

在“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格中，选择计划，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
“Export (导出)”。
“Export Plan(s) (导出计划)”窗口随即打开。

3

单击“Yes (是)”。
所选计划将被导出。

请参见第 242 页的“导入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导入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可以从系统导入任何应用程序迁移计划。可以选择一个计划或多个计划。要导入多
个计划，所有计划必须位于同一文件。
在导入操作期间执行以下验证。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验证失败，计划将不会被导入。
■

不得存在与当前导入的计划名称相同的计划。

■

计划名称必须根据建议命名。请参见第 225 页的“创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s

■

JSON 文件中用于导入的源群集、目标群集和所选服务组的名称必须在导入计划
的 Management Server 中可用。

如果成功导入计划，计划的说明将以 [Imported] 标记作为前缀。
导入计划后，Veritas 建议编辑该计划以验证所有条目。如果任何自定义脚本执行任
务曾是该计划的一部分，这些条目会显示在向导的“Task Customization (任务自定
义)”面板中。如果自定义脚本在导入计划的 Management Server 中不可用，请删
除预先存在的任务，然后上传在导出操作期间复制的自定义脚本，从而在相同位置
添加新的自定义脚本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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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在
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Application Migration
Plan (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2

在“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格中，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Import
(导入)”。
“Import Plan(s) (导入计划)”向导随即打开。

3

单击“Browse (浏览)”以选择计划。

4

单击“Import (导入)”。
所选计划将被导入。

请参见第 241 页的“导出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查看运行历史记录
“Historical Runs (运行历史记录)”选项可用于查看计划的执行历史记录。
查看运行历史记录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在
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Application Migration
Plan (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2

在“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格中，选择计划，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
“ Historical Runs (查看运行历史记录)”。
Historical Runs (查看运行历史记录)”窗口显示所选计划的运行历史记录。

查看应用程序迁移计划的属性
查看应用程序迁移计划的属性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在
左窗格中展开“Solutions (解决方案)”，然后单击“Application Migration
Plan (应用程序迁移计划)”。

2

在“Migration Plan (迁移计划)”窗格中，选择计划，单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Properties (属性)”窗口显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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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的摘要

■

磁盘组详细信息

■

自定义脚本及其在 Management Server 中的位置

■

网络详细信息

应用程序迁移日志
下表列出了日志文件的名称和位置。可以使用这些日志排除故障。
日志文件

表 21-6
Name (名称)

路径

加载项安装和卸载相关日志

■

■

应用程序迁移向导日志

■

■

应用程序迁移执行日志

Windows MS:
C:\ProgramData\Symantec\VRTSsfmcs\logs\vcsappmig_deployment.log
Linux MS：
/var/opt/VRTSsfmcs/logs/vcsappmig_deployment.log
Windows MS:
C:\ProgramData\Symantec\VRTSsfmcs\logs\WebDebugLog.txt
C:\ProgramData\Symantec\VRTSsfmcs\logs\tomcat.log
Linux MS：
/var/opt/VRTSsfmcs/logs/WebDebugLog.txt
/var/opt/VRTSsfmcs/logs/tomcat.log

AIX、Linux 和 Solaris 托管主机：
/var/opt/VRTSsfmh/logs/app_migration_plan_name.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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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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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命令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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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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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卷创建 189
锁定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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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置备 191
概述 180

D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关于 19

G
概述
Distribution Manager Add-on 19
Patch Installer Add-on 39
Storage Provisioning and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180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Storage Insight SDK
Add-on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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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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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存储模板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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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磁盘阵列 200
按磁盘组 201
按主机 197
从日程表中删除 204
关于 195
影响分析 196
暂停或恢复 203
卷迁移的影响分析报告 196

其他脚本
check_env.pl 165
readme.html 165
关于 165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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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卷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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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定义 102
刷新信息 103
修改定义 101
修改顺序 102

M
模板. 请参见 存储模板

P
Patch Installer Add-on
部署修复程序 42
关于 39
将自定义脚本添加到修复程序 45
先决条件 41

S
SFHA 修复程序部署 42
前提条件 41
自定义脚本 43, 45–46
SFHA 修复程序部署的脚本. 请参见 SFHA 修复程序
部署的自定义脚本
SFHA 修复程序部署的自定义脚本
要求 43
SNMPv1/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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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_PLUGIN_WORK_DIR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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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175
创建 167
发现脚本参数 147
设备标识符公式 165
使用实时数据进行测试 177
使用收集的数据进行测试 177
Storage Insight 插件示例
check_env.pl 166
compellent_data.tar.gz 166
dellcompcli.ps1 166
Readme.html 166
SI_DELL_COMPELLENT_POWERSHELL-1.0.0.sfa 166
Storage Provisioning and Enclosure Migration Add-on
关于 180
删除存储模板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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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标识符 165
SCSI 产品 173
SCSI 供应商 173
SCSI 页面 173
磁盘阵列标识符公式 173
逻辑磁盘标识符公式 173
设备标识符公式
Page 83 ID 类型 165
SCSI 页面编号 165
开始字节 165
字段格式 165
字节数 165
深层阵列发现
3PAR 75
EMC Celerra 磁盘阵列 71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 68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 64
EMC VNX 磁盘阵列 72
EMC VPLEX 磁盘阵列 74
HITACHI 磁盘阵列 52
HP EVA 磁盘阵列 69
IBM SVC 磁盘阵列 76
IBM XIV 磁盘阵列 65
IBM 系统存储 DS 70
NetApp 磁盘阵列 66
编辑配置 76
删除配置 87
刷新磁盘阵列 88
使用 NT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188
使用 VxFS 文件系统创建存储模板 181
使用卷创建存储模板 189
适用于 vSphere Web Client 的 Veritas HA 插件
Management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环境 213
关于 206
限制 207
注册 HA 插件 211
注销 HA 插件 212
刷新分类信息 103
锁定存储模板 193

V
VCS 群集
密码更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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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3
功能 14
先决条件 14
限制 14

W
网络连接存储 (NAS) 发现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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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下载存储模板 192
性能计量统计信息 92
性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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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端口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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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移动磁盘组
在磁盘阵列之间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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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磁盘阵列之间 19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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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或替换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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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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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图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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