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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uster Server 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Cluster Server

■

关于群集控制准则

■

关于 VCS 的物理组件

■

VCS 的逻辑组件

■

总结

关于 Cluster Server
Cluster Server (VCS) 可将多个独立系统连接到一个管理框架中以提高可用性。每
个系统（即节点）都运行自己的操作系统，并在软件级别上协作来形成群集。VCS
将商用硬件与智能软件相结合，从而提供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和控制功能。当某个
节点或受监视的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其他节点便可以执行预定义的操作来接管服
务并在群集中其他位置启动这些服务。

VCS 如何检测故障
VCS 通过执行特定命令、进行测试或运行脚本来监视应用程序的总体健康状况来检
测应用程序故障。VCS 还可以通过支持应用程序确定基础资源（如文件系统和网络
接口）的健康状况。
VCS 使用冗余网络心跳来区分是丢失了系统，还是丢失了系统之间的通信。VCS
还可以使用基于 SCSI3 的成员集协调与数据保护来检测节点故障和防护故障。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群集控制、通信以及成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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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如何确保应用程序的可用性
当 VCS 检测到应用程序故障或节点故障时，VCS 便会在群集中的其他节点上启动
应用程序服务。
图 1-1 显示了 VCS 如何对 IP 地址和系统名称进行虚拟化，以便客户端系统可继续
访问应用程序，并且不知道使用的是哪台服务器。
VCS 对 IP 地址和系统名称进行虚拟化，以确保应用程序可用性

图 1-1

IP 地址
应用程序
存储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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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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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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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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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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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的启动、停止和监视过程
请参见第 30 页的“ 定义的启动、停止和监视过程”。

■

能够在已知状态下重新启动
请参见第 30 页的“ 能够在已知状态下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

能够将所需数据存储在共享磁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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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1 页的“ 外部数据存储”。
■

符合许可证要求及主机名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31 页的“ 许可和主机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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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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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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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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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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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数据存储
应用程序必须能够将全部的所需数据和配置信息存储在共享磁盘上。但实际的无共
享群集例外。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无共享群集”。
要满足此要求，可能需要特定的设置选项或软链接。 例如，产品只能安装在 /usr/local
中。 此限制要求使用下列选项之一： 将 /usr/local 链接到从共享存储设备装入的文
件系统，或将共享设备上的文件系统装入到 /usr/local 上。
应用程序还必须将数据存储在磁盘上，而不是在内存中对其进行维护。接管系统必
须能够访问全部的所需信息。此要求并不包括使用单个系统中对等端无法访问的任
何内容。可接受用于提高性能的 NVRAM 加速板以及其他磁盘高速缓存机构，但必
须在外部阵列而不是本地主机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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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VCS 的物理组件
VCS 群集由多个与专用通信基础架构连接的系统组成。VCS 将属于群集的各个系
统视为节点。
每个群集都具有唯一的群集 ID。冗余群集通信链接与群集中的系统连接。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VCS 节点”。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共享存储”。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网络”。

关于 VCS 节点
VCS 节点承载服务组（托管应用程序及其资源）。每个系统都与网络硬件连接，通
常还会与存储硬件连接。系统中包含的一些组件用于对应用程序进行恢复管理，以
及启动和停止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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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可以是单个系统，也可以使用企业级系统或支持的虚拟机上的域或分区创建节
点。各个群集节点都运行各自的操作系统并拥有自己的引导设备。单个 VCS 群集
中的每个节点都必须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
VCS 支持最多包含 64 个节点的群集。可以将应用程序配置为在群集中的特定节点
上运行。

关于共享存储
存储是大多数应用程序服务（因此，也就是大多数服务组）的主要资源。可以在对
关联的数据文件具有访问权限的系统上启动受管理应用程序。因此，只有当群集中
的所有系统共享存储时，服务组才能在所有系统上运行。在许多配置中，存储区域
网络 (SAN) 都有此要求。
请参见第 54 页的“ 群集拓扑和存储配置”。
可以使用 I/O 防护技术来保护数据。 I/O 防护可阻止任何不是群集的当前已验证成
员的系统访问共享存储。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 I/O 防护模块”。
请参见第 318 页的“关于 I/O 防护算法”。

关于网络
群集中的网络用途如下：
■

在群集节点与客户系统之间进行通信。

■

在群集节点之间进行通信。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群集控制、通信以及成员集”。

VCS 的逻辑组件
VCS 由若干个提供基础架构以便能够将应用程序加入群集的组件组成。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资源和资源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34 页的“资源类别”。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资源类型”。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服务组”。
请参见第 36 页的“服务组的类型”。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 ClusterService 组”。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群集 UUID”。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 VCS 中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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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8 页的“关于代理函数”。
请参见第 42 页的“ VCS 代理框架”。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群集控制、通信以及成员集”。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安全服务”。
请参见第 46 页的“ VCS 管理组件”。

关于资源和资源依赖关系
资源是构成应用程序的硬件或软件实体。一些资源示例包括磁盘组和文件系统、网
络接口卡 (NIC)、IP 地址以及应用程序。
资源依赖关系是指由于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的要求而互相依赖的资源。资源依赖关
系以图形方式按层次结构表示，也称为树，其中上层资源（父资源）依赖下层资源
（子资源）。
图 1-2 所示为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层次结构。
资源依赖关系图示例

图 1-2

应用程序需要数据库和 IP 地址。
应用程序
数据库
文件

IP 地址
网络

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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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luster Server 简介
VCS 的逻辑组件

34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引入了一种新的资源依赖关系类型，其中父资源可以依赖于一组子资源。 只有当该
子资源集中联机的子资源数量达到最低要求时，父资源才能联机或保持联机状态。
例如，某个应用程序依赖于五个 IP，如果该应用程序需要联机或者保持联机状态，
则至少必须有两个 IP 处于联机状态。您可按下图所示配置这种依赖关系。请参
见第 221 页的“配置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该系统创建了一组子 IP 资源，而应用程序资源将依赖于这组子资源。在此示例中，
假定应用程序资源是 res1，子 IP 资源是 res2、res3、res4、res5 和 res6。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图

图 1-3

Application (res1)

IP (res6)

IP (res2)

IP (res3)

最小依赖关系 = 2个 IP

IP (res4)

IP (re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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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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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 资源类别

VCS 资源

VCS 行为

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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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Only

VCS 可启动 On-Only 资源，但不停止它们。
例如，VCS 要求需运行 NFS 后台驻留程序才能导出文件系
统。 VCS 可在需要时启动后台驻留程序，但并不在关联的服
务组脱机时停止它们。

持久性

：这些资源不能联机或脱机。例如，网络接口卡不能启动或停
止，但在配置 IP 地址时需要它。Persistent 资源的运行值为
None。VCS 会对 Persistent 资源进行监视以确保其状态和运
行正常。Persistent 资源发生故障会触发服务组故障转移。

关于资源类型
VCS 针对所管理的每个资源都定义了资源类型。例如，可以配置 NIC 资源类型来
管理网络接口卡。同样，可以使用 IP 资源类型配置 IP 地址。
VCS 包括一组预定义的资源类型。对于每个资源类型，VCS 都有相应的代理来提
供控制资源的逻辑。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 VCS 中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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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luster Server 简介
VCS 的逻辑组件

图 1-4

典型的数据库服务组

应用程序

文件系统

磁盘组

IP 地址

网络

单个节点可以承载任意数量的服务组，其中每个服务组都为通过网络连接的客户端
提供单独的服务。如果服务器崩溃，必须将该节点上的所有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其他
位置。
服务组可以相互依赖。例如，托管应用程序可能是依赖于数据库应用程序的财务应
用程序。由于受管理应用程序由提供服务所需的所有组件组成，因此，服务组依赖
关系使得受管理应用程序更加复杂。使用服务组依赖关系时，受管理应用程序便是
整个依赖关系树。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服务组的类型
VCS 服务组分为三个主要类别：故障转移、并行以及混合型。

关于故障转移服务组
故障转移服务组每次只在群集中的一个系统上运行。故障转移组用于大多数不支持
多个系统同时访问应用程序数据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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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混合型服务组
混合型服务组适于复制数据群集，是故障转移服务组和并行服务组的组合。它在系
统区域或站点内作为故障转移组运行，在多个系统区域或站点间作为并行组运行。
请参见第 396 页的“关于系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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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服务组不能在多个系统区域间进行故障转移。只有当多个系统位于同一系统
区域或站点中时，VCS 才允许对混合型组执行切换操作。如果在区域内没有任何系
统可供故障转移使用，则 VCS 将对编号最低的节点调用无故障转移触发器。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473 页的“关于 nofailover 事件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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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

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该进程在全局群集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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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群集 UUID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安装 VCS 时，安装程序会为群集生成一个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该值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中是相同的。该值在 ClusterUUID 或 CID 属性中
进行定义。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如果不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安装 VCS，则必须运行 uuidconfig.pl 实用程序为群集配置
UUID。
请参见第 227 页的“配置和取消配置群集 UUID 值”。

关于 VCS 中的代理
代理是提供管理资源的逻辑的多线程进程。针对每个资源类型，VCS 都有一个代
理。代理监视同一类型的所有资源，例如，一个 IP 代理管理所有 IP 资源。
代理启动后，将从 VCS 引擎获取必要的配置信息。之后代理定期监视资源，并使
用资源状态更新 VCS 引擎。支持智能监视框架 (IMF) 的代理也异步监视资源。这
些代理向 IMF 通知模块注册，以获取资源状态更改通知。就系统资源利用率而言，
为基于进程的代理和基于装入的代理启用 IMF 可提供显著的性能优势，同时还有助
于加快应用程序的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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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资源类型，使资源联机或脱机的操作区别很大。例如，使磁盘组联机时，
需要导入该磁盘组。但是，使数据库联机时，需要启动数据库管理器进程并执行适
当的启动命令。
VCS 在资源处于联机和脱机时进行监视，以确保不会在不应运行这些资源的系统上
启动它们。因此，VCS 在群集启动时针对配置为在系统上运行的资源启动代理。如
果没有配置特殊类型的资源，则不启动代理。例如，如果配置中不存在 Oracle 资
源，则不在系统上启动 Oracle 代理。
当某个应用程序失去 VCS 的控制而被有意关闭时，某些代理可以识别出来。对于
支持此功能的代理，如果管理员有意关闭某个不受 VCS 控制的应用程序，则 VCS
不会将其视为故障。VCS 将服务组状态设置为脱机或部分，这取决于服务组中其他
资源的状态。
此功能允许管理员停止应用程序，而不会导致故障转移。此功能适用于 V51 代理。
代理版本独立于 VCS 版本。例如，VCS 6.0 可以运行 V40、V50、V51 和 V52 代
理以实现向后兼容。
请参见第 404 页的“支持有意脱机功能的资源的 VCS 行为”。

关于代理函数
代理会对资源执行特定操作。代理所执行的函数称为入口点。
有关代理函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表 1-2 介绍了代理函数。
表 1-2

代理函数

代理函数

角色

Online

使特定资源从 OFFLINE 状态转为 ONLINE 状态。

Offline

使资源从 ONLINE 状态转为 OFFLINE 状态。

Monitor

测试资源的状态以确定资源是联机还是脱机。
此函数在下列时间运行：
■

节点最初的启动期间，用于探查和确定系统上所有资源的状态。

■

每次执行联机和脱机操作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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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mf_init

将代理初始化以与 IMF 通知模块对接。此函数在代理启动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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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函数

角色

imf_getnotification 获取关于资源状态更改的通知。使用 IMF 通知模块将代理初始化后运
行此函数。此函数一直等待通知，并在收到通知后对资源采取操作。
imf_register

向 IMF 通知模块注册或撤消注册资源实体。例如，该函数可为联机监
视进程注册 PID。当每个资源进入稳定状态（联机或脱机）后，将为该
资源运行该函数。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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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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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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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资源监视
VCS 代理根据在 MonitorInterval 或 OfflineMonitorInterval 资源类型属性中定义的
监视间隔（以秒为单位）值定期轮询资源。在每个监视间隔后，VCS 会调用该资源
的 monitor 代理函数。 例如，对于进程脱机监视，与每个 Process 资源相对应的进
程代理的 monitor 代理函数会在每个监视间隔内扫描进程表以检查进程是否已联机。
对于进程联机监视，monitor 代理函数会查询操作系统以了解它所监视的进程 ID 的
状态。对于装入代理，与每个 Mount 资源相对应的 monitor 代理函数会检查是否在
装入点装入了块设备。为了确定这一点，监视功能会执行诸如装入表扫描等操作，
或运行 statfs 的等效命令。
借助于智能监视框架 (IMF)，VCS 除了支持基于轮询的监视之外，还支持智能资源
监视。IMF 是 VCS 代理框架的扩展名。您可以启用或禁用可识别 IMF 的 VCS 代理
的智能监视功能。 有关可识别 IMF 的代理的列表，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40 页的“智能资源监视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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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14 页的“手动为代理启用和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请参见第 216 页的“使用脚本为代理启用和禁用 IMF”。
基于轮询的监视可能会消耗很高百分比的系统资源，如在包含大量资源的系统上的
CPU 和内存。这不仅会影响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的性能，而且还可对代理能够有效
监视的资源量设置限制。
但是，借助基于 IMF 的监视，可以完全消除基于轮询的监视或减少此监视频率。例
如，对于进程脱机和联机监视，可以使用为进程启用的基于 IMF 的监视完全避免对
基于轮询的监视的需求。同样，对于 vxfs 装入，可以通过启用 IMF 监视消除基于
轮询的监视。监视内存占用的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系统资源供其他应用程序使用。
注意：仅 VxFS、CFS 和 NFS 装入类型支持装入智能监视框架。
使用启用 IMF 的代理，VCS 将能够有效地监视大量资源。
因此，智能监视与基于轮询的监视相比，优点如下：
■

提供更快的资源状态更改通知

■

由于监视功能内存占用减少，VCS 系统利用率也会减少

■

使 VCS 能够有效地监视大量资源

考虑在下列情况下为代理启用 IMF：
■

有大量 Process 资源或 Mount 资源受 VCS 控制。

■

有任何可识别 IMF 的代理。

有关可识别 IMF 代理的信息，请参见以下文档：
■

有关您的捆绑代理是否可识别 IMF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

有关 CFS 环境中可识别 IMF 的代理，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指南》。

智能资源监视的工作原理
某个可识别 IMF 的代理启动时，该代理会初始化 IMF 通知模块。在资源处于稳定
状态后，该代理会使用 IMF 通知模块注册监视资源所需的详细信息。例如，该进程
代理会使用 IMF 通知模块注册进程的 PID。 代理的 imf_getnotification 函数会等待
任何资源状态更改。当 IMF 通知模块通知 imf_getnotification 功能某个资源状态更
改时，该代理框架会运行监视代理功能来确定该资源的状态。该代理会将状态更改
通知给 VCS，VCS 会采取相应的操作。
任何两个连续的 monitor 代理函数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或“OFFLINE
(脱机)”后，资源将处于稳定状态。下列是如何达到稳定状态的几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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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联机时，monitor 代理函数在 online 代理函数完成之后调度。假设此 monitor
代理函数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下一个 monitor 代理函数在
MonitorInterval 属性指定的时间间隔之后运行。 如果此 monitor 代理函数也将
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则视为达到稳定状态，这是因为两个连续的
monitor 代理函数将资源的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第二个 monitor 代
理函数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后，将调度 IMF 的注册命令。资源向
IMF 通知模块注册，并受 IMF 控制。MonitorInterval 的默认值为 60 秒。
类似的事件序列适用于使资源脱机。

■

假设 IMF 对某一代理类型已禁用，且当该资源为“ONLINE (联机)”时，您针对
该代理类型启用 IMF。下一个 monitor 代理函数在 MonitorInterval 指定的时间
间隔之后运行。 如果此 monitor 代理函数再次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
则视为达到稳定状态，这是因为两个连续的 monitor 代理函数将资源的状态报告
为“ONLINE (联机)”。
如果资源的初始状态为“OFFLINE (脱机)”，且在您针对代理类型启用 IMF 之
后，下一个 monitor 代理函数也将状态报告为“OFFLINE (脱机)”，则类似的
事件序列将会适用。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 IMF 通知模块”。

关于开放式 IMF
开放式 IMF 体系结构是在 IMF 功能基础上进一步构建的，可用于获得有关用户空
间中所发生事件的通知。
这种体系结构使用 IMF 后台驻留程序 (IMFD)，此后台驻留程序从用户空间通知提
供程序 (USNP) 收集通知，并将这些通知传递给 AMF 驱动程序，AMF 驱动程序继
而将这些通知传递给相应的代理。IMFD 在需要开放式 IMF 的代理第一次向 IMF 注
册时启动。
开放式 IMF 体系结构可带来以下益处：
■

IMF 可对相同 VCS 资源下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分组，并且是内核空间事件和用
户空间事件的中央通知提供程序。

■

通过利用仅从用户空间提供的通知，有更多代理可识别 IMF。

■

代理无需与 USNP 交互即可从 IMF 获取通知。

例如，借助开放式 IMF，AMF 驱动程序可以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通知提
供程序 vxnotify 获取通知。AMF 驱动程序会将这些通知传递给 DiskGroup 代理。
有关 DiskGroup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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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类别
与 VCS 配合使用的不同代理类型包括捆绑代理、企业代理和自定义代理。

关于捆绑代理
VCS 附带捆绑代理。 其中包括用于 Disk、Mount、IP 以及各种其他资源类型的代
理。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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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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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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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DB2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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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 代理框架
VCS 代理框架是一组编译到每个代理中的常用预定义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连接到
VCS 引擎 (HAD) 的功能和了解常用配置属性的功能。代理框架使得开发人员无需
开发群集所需的功能，因此开发人员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控制特定资源类型上。
VCS 代理框架还包括用于对资源和即时状态更改通知进行异步监视的 IMF。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有关开发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关于群集控制、通信以及成员集
群集通信可确保 VCS 随时了解每个系统的服务组和资源的状态。另外，VCS 还可
以通过它们识别哪些系统是群集的活动成员，哪些系统已经加入或脱离群集，以及
哪些系统出现了故障。
请参见第 43 页的“关于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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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3 页的“关于 HostMonitor 后台驻留程序”。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and Atomic Broadcast (GAB)”。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 I/O 防护模块”。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 IMF 通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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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配置文件创建正常生效的群集配置

■

在新节点加入群集时分发信息

■

响应操作员的输入

■

在出现故障时采取纠正操作。

该引擎使用代理来监视和管理资源。它从本地系统上的代理收集有关资源状态的信
息，然后将该信息转发给所有群集成员。
本地引擎还会接收来自其他群集成员的信息以更新它掌握的群集信息。HAD 是作为
重复状态计算机 (RSM) 运行。每个节点上运行的引擎都掌握了该节点上完整的同步
资源状态视图。每个 HAD 实例都按要求采用相同的代码路径以便采取纠正操作。
RSM 通过使用一个特制的通信软件包进行维护。通信软件包由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协议和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and Atomic Broadcast (GAB)
协议组成。
请参见第 288 页的“关于系统间群集通信”。
hashadow 进程对 HAD 进行监视并在需要时重新启动它。

关于 HostMonitor 后台驻留程序
VCS 引擎启动同时，VCS 还启动 HostMonitor 后台驻留程序。 VCS 引擎将创建
HostMonitor 类型的 VCS 资源 VCShm 以及 VCShmg 服务组。 VCS 引擎不会将这
些对象添加到 main.cf 文件。请勿修改或删除这些 VCS 组件。 VCS 使用 HostMonitor
后台驻留程序监视 CPU、内存和交换设备的资源利用率。如果资源超过为其定义的
阈值限制，则 VCS 报告给引擎日志。HostMonitor 后台驻留程序还会监视 CPU、
内存和交换设备的可用容量，使 VCS 引擎针对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到最大的可
用系统还是最适合的系统做出动态决策。
VCS 删除使用 HostMonitor 对象名称、由用户定义的 VCS 对象。如果已使用
HostMonitor 后台驻留程序的保留字在 main.cf 文件中定义了以下对象，则 VCS 将
在 VCS 引擎启动时删除这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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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为 VCShmg 的任何组及其所有资源。

■

定义为 HostMonitor 的任何资源类型以及此类资源类型的所有资源。

■

定义为 VCShm 的任何资源。

请参见第 68 页的“VCS 关键字和保留字”。
可以使用 Statistics 属性控制 HostMonitor 后台驻留程序的行为。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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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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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常规成员集包括在多个网络通道之间相互通信的系统。

■

危险成员集包括只具有一个专用通信链接的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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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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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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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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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
LLT 负责通过网络链接发送和接收心跳通信。 GAB 的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功能使用此心跳来确定群集成员集。

关于 I/O 防护模块
I/O 防护模块实现定额型功能来确保在专用网络断开后只有一个群集继续运行。 I/O
防护还提供在故障转移时执行 SCSI-3 持久性保留的功能。共享磁盘组提供全面的
保护，防止将要从群集成员集中排除的节点损坏数据。
请参见第 318 页的“关于 I/O 防护算法”。

关于 IMF 通知模块
智能监视框架 (IMF) 的通知模块是异步监视框架 (AMF)。
AMF 是一种内核驱动程序，它连接到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和其他内核接口，以获取
有关以下事件等各种事件的通知：
■

进程启动或停止时。

■

从装入点装入或卸载块设备时。

■

区域启动或停止时。

AMF 也可与智能监视框架后台驻留程序 (IMFD) 交互，获得与磁盘组相关的通知。
AMF 将这些通知传递到启用了智能监视的各种 VCS 代理中。
请参见第 41 页的“关于开放式 IMF”。
Zone 代理和 DiskGroup 代理还使用 AMF 内核驱动程序提供异步事件通知。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群集控制、通信以及成员集”。

关于安全服务
VCS 使用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提供群集节点之间的安全通信。VCS 使用数字
证书进行身份验证，使用 SSL 来对通过公共网络进行的通信加密。
在安全模式下：
■

VCS 使用基于平台的身份验证。

■

VCS 不会存储用户的密码。

■

所有 VCS 用户都是系统用户和域用户，且都是使用完全限定的用户名进行配置
的， 例如，administrator@vcsdomain。VCS 提供了单一登录机制，这样已通
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无需在每次连接到群集时都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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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安全的通信，VCS 组件从在本地系统上配置的身份验证代理获取凭据。在
VCS 6.0 和更高版本中，配置安全群集时会自动在每个节点上部署根代理和身份验
证代理。获取的证书在身份验证过程中使用，并提供给客户端以进行 SSL 握手。
VCS 及其组件按以下格式指定帐户名和域：
■

HAD Account
name = HAD
domain = VCS_SERVICES@Cluster UUID

■

CmdServer
name = CMDSERVER
domain = VCS_SERVICES@Cluster UUID

有关如何在设置群集时设置安全服务的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文档》。
请参见第 232 页的“启用和禁用群集的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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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管理群集的 VCS 组件

VCS 组件

说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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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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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Symantec 建议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作
为图形用户界面来监视和管理群集。 Clus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可能不支持 VCS 6.0 及更高版本中发布的功能。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VCS 命令行界面
(CLI)

VCS 命令行界面提供一组全面的用于管理和控制群集的命令。
请参见第 166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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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提供了集中式管理
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查看和管理存
储资源并生成报告。
Symantec 建议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环境。
您可以从 http://go.symantec.com/vom 下载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有关安装、升级和配置说明，请参考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文档。
如果要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单个群集，可从
http://www.symantec.com/operations-manager/support 下载可用的版本。使用 Java
控制台无法管理此版本的新功能。 Cluster Server Management Console 已废弃。

总结
在本示例中，一个双节点群集将 NFS 文件系统导出到客户端。 两个节点都连接到
共享存储，这样它们就可访问要共享的目录。 一个服务组 NFS_Group 根据需要在
系统 A 与系统 B 之间进行故障转移。
VCS 引擎 HAD 读取配置文件，确定控制服务组中的资源所需的代理，并启动代理。
HAD 使用资源依赖关系来确定使资源联机的顺序。 VCS 按适当的顺序向对应的代
理执行联机命令。
图 1-5 显示了示例 NFS 组的依赖关系图。
图 1-5
NFSRestart

IP

Share

NFSRestart
NFS/Proxy

Mount

DiskGroup

Lock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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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在配置为运行 NFS_Group 的所有系统上启动 DiskGroup、Mount、Share、
NFS、NIC、IP 和 NFSRestart 的代理。
按以下方式配置资源依赖关系：
■

/home 文件系统（配置为 Mount 资源）要求磁盘组（配置为 DiskGroup 资源）
先联机，然后才能装入。

■

下层 NFSRestart 资源要求装入了文件系统且 NFS 后台驻留程序 (NFS) 处于运
行状态。

■

对 home 文件系统 (Share) 执行 NFS 导出时要求下层 NFSRestart 资源已启动。

■

高可用性 IP 地址 nfs_IP 要求共享文件系统 (Share) 并启动网络接口卡 (NIC)。

■

上层 NFSRestart 资源要求启用 IP 地址。

■

NFS 后台驻留程序和磁盘组没有子依赖关系，因此可以并行启动。

■

NIC 资源是持久性资源，不需要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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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故障转移配置

■

关于高级故障转移配置

■

群集拓扑和存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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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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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程序

非对称故障转移
故障转移之后

应用程序

关于群集拓扑
基本故障转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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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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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称故障转移

故障转移之前

故障转移之后

Application1
Application1

Application2
Applicat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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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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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对 1 配置
冗余服务器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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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故障回复的 N 对 1 故障转移
冗余服务器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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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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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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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6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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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7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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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存储群集

■

校园群集

■

无共享群集

■

复制数据群集

■

全局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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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8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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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9

站点 A

SG

站点 B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SG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靠磁盘的
RAID 1 镜像

SG = 服务组

校园群集需要在同一 IP 子网上存在两个独立的心跳网络链接、两个均可提供高可用
性磁盘的存储阵列以及建筑物之间的公用网络连接。 如果校园群集设置位于不同的
子网（每个站点对应一个），则使用 VCS DNS 代理处理网络更改或手动执行 DNS
更改。
请参见第 587 页的“ VCS 校园群集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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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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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存储复制数据群集

服务组

复制

还可以将复制数据群集配置为不能在本地进行故障转移，但建议不要进行此配置。
请参见第 579 页的“ VCS 复制数据群集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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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2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重定向的
客户端

公共
网络

集群 A

客户端

集群 B

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Oracle
组

Oracle
组

重复
数据

单独
存储

单独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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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配置 VCS

■

VCS 配置语言

■

关于 main.cf 文件

■

关于 types.cf 文件

■

关于 VCS 属性

■

VCS 关键字和保留字

■

VCS 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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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cf
定义群集，包括服务组和资源。

■

types.cf
定义资源类型。

默认情况下，这两个文件都位于以下目录下：
/etc/VRTSvcs/conf/config
如果启用了代理，则可能会存在与 types.cf 类似的其他文件。默认情况下，
OracleTypes.cf 位于 /etc/VRTSagents/ha/conf/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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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CS 群集中，置入联机状态的第一个系统会读取配置文件，并为此配置创建内
部（内存中）表示。自第一个系统之后被置入联机状态的系统会从群集中的系统获
取相关信息。
如果需要手动修改文件，必须停止群集。重新启动群集之后，编辑配置文件时所做
的更改即会生效。经过更改的节点应该是第一个重新置入联机状态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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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基于 Web 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

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

使用命令行界面，

■

如果 VCS 未运行，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和修改这些文件，

■

在 Windows 系统上使用 VCS 模拟器创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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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cf 文件的组成要素

main.cf 文件的组成要素

说明

Include 子句

Include 子句可以将其他配置文件纳入 main.cf 中。这些其他
文件（包括 types.cf 文件）通常包含类型定义。通常，自定
义代理会在自己的文件中添加类型定义。
include "types.cf"
请参见第 62 页的“将多个 .cf 文件纳入 main.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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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cf 文件的组成要素

说明

群集定义

定义群集的属性、群集名称和群集用户的名称。
cluster demo (
UserNames = { admin = cDRpdxPmHzpS }
)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系统定义

列出指定为属于群集的系统。系统名称必须与 uname -a 命
令返回的名称相匹配。
可以将各个服务组都配置为在本节中定义的系统的子集上运
行。
system Server1
system Server2
请参见第 742 页的System attributes。

服务组定义

main.cf 中的服务组定义由特定服务组的属性组成。
group NFS_group1 (
SystemList = { Server1=0, Server2=1 }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
)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 SystemList 属性”。

资源定义

定义特定服务组中使用的每个资源。可以按任何顺序添加这
些资源。第一次运行配置文件时，实用程序 hacf 将按字母顺
序排列这些资源。
DiskGroup DG_shared1 (
DiskGroup = share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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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cf 文件的组成要素

说明

资源依赖关系子句

定义了资源之间的关系。依赖关系由两个资源名称之间的关
键字 requires 指明。
IP_resource requires NIC_resource
在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下，父资源依赖于一组子资源，而且
父资源需要来自子资源集的一组最低数量的资源来联机或保
持联机状态。
res1 requires atleast 2 from res2,
res3,res4,res5,res6
上述依赖关系说明 res1 只有在来自资源集（res2、res3、
res4、res5、res6）的两个资源联机时才能联机或保持联机状
态。父资源需要的最低资源数量应该大于或等于 1 并且小于
资源集中子资源的总数量。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资源和资源依赖关系”。

服务组依赖关系子句

要配置服务组依赖关系，需将关键字 requires 放在 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声明中。将依赖关系子句放在资源依赖关系规
定的前面，资源声明的后面。
requires group_x
<dependency category>
<dependency location>
<dependency rigidity>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注意：分别列出了全局群集的组件配置示例。
请参见第 510 页的“ VCS 全局群集： 构造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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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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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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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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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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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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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 main.cf 中包含其他 .cf 文件，请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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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VCS 配置概念
关于 types.cf 文件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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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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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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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可以为各个属性设置的值类型。
在以下 DiskGroup 示例中，NumThreads 和 OnlineRetryLimit 属性都归类为 int
（即整型）。 DiskGroup、StartVolumes 和 StopVolumes 属性则定义为 str（即
字符串）。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属性数据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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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示例展示了适用于 Solaris 的 DiskGroup 资源类型定义：
type DiskGroup (
static str IMFRegList[] = { DiskGroup, Reservation }
static int IMF{} = { Mode=3, MonitorFreq=5, RegisterRetryLimit=3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license.vfd", "disk.vfd",
"udid.vfd", "verifyplex.vfd", checkudid, campusplex, numdisks,
joindg, splitdg, getvxvminfo, volinuse }
static int NumThreads = 1
static int OnlineRetryLimit = 1
static str ArgList[] = { DiskGroup, StartVolumes, StopVolumes,
MonitorOnly, MonitorReservation, tempUseFence,
PanicSystemOnDGLoss, DiskGroupType, UmountVolumes,
Reservation, ConfidenceLevel }
str DiskGroup
boolean StartVolumes = 1
boolean StopVolumes = 1
boolean MonitorReservation = 0
temp str tempUseFence = INVALID
int PanicSystemOnDGLoss
str DiskGroupType = private
int Umount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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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 Reservation = Cluster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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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可用性地址是在 Device 属性定义的接口上配置的。

■

IP 地址用双引号引起来，因为该字符串包含句点。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属性数据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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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 Solaris 的 main.cf：
IP nfs_ip1 (
Device = hme0
Address = "192.168.1.201"
)

适用于 Solaris 的 types.cf：

type IP (
static keylist RegList = { NetMask }
static keylist SupportedActions = { "device.vfd", "route.vfd" }
static str ArgList[] = { Device, Address, NetMask, Options, ArpDelay,
IfconfigTwice, RouteOptions, PrefixLen, ExclusiveIPZone }
static int ContainerOpts{} = { RunInContainer=0, PassCInfo=1 }
str Device
str Address
str NetMask
str Options
int ArpDelay = 1
int IfconfigTwice
str RouteOptions
int PrefixLen
boolean ExclusiveIPZone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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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符串是使用双引号引起来的一个字符序列。字符串还可以包含双引
号，但是双引号的后面必须紧跟反斜杠。在字符串中，反斜杠以 \\ 表
示。如果字符串以字母开头且只包含字母、数字、短划线 (-) 和下划线
(_)，则不需要引号。
例如，定义网络接口的字符串（如 hme0）就不需要引号，因为该字符
串中只包含字母和数字。而定义 IP 地址的字符串中包含句点，因此需
要引号，例如：192.168.100.1。

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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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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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属性维数
VCS 属性具有下列维数：
标量

标量只有一个值。这是默认维数。

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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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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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

关联是名称-值对的无序列表。可以使用逗号 (,) 或分号 (;) 分隔这些值。
属性名称后面的一对大括号 ({}) 表示该属性是关联。
例如，要将平均时间和时间戳的值与某个属性关联起来：
str MonitorTimeStats{} = { Avg = "0", T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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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属性和群集对象
VCS 包括以下类型的属性，具体取决于应用属性的群集对象：
群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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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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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属性

定义群集中系统的属性。
例如，Capacity 和 Limits。

资源类型属性

定义 VCS 中资源类型的属性。
这些资源类型属性可以进一步分类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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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224 页的“覆盖资源类型静态属性”。
资源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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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属性

定义站点的属性。
例如，Preference 和 System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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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在系统上的作用域： 全局属性和本地属性
值适用于所有系统的属性的作用域是全局。按各个系统应用值的属性的作用域是本
地。 at 运算符 (@) 表示某个本地值应用到的系统。
在下面的资源类型中可以找到本地属性的示例，在该资源类型中按计算机指定 IP 地
址和路由选项。
MultiNICA mnic (
Device@sys1 = { le0 = "166.98.16.103", qfe3 = "166.98.16.103" }
Device@sys2 = { le0 = "166.98.16.104", qfe3 = "166.98.16.104" }
NetMask = "255.255.255.0"
ArpDelay = 5
Options = "trailers"
RouteOptions@sys1 = "default 166.98.16.1 1"
RouteOptions@sys2 = "default 166.98.16.1 1"
)

关于属性使用期： 临时属性
可以在 types.cf 文件中定义临时属性。 只要 VCS 引擎 (HAD) 处于运行状态，临时
属性的值就会一直保留在内存中。但在重新启动 HAD 时，临时属性的值将不可用。
因为这些属性值没有存储在 main.cf 文件中。
不能将临时属性转换为永久属性，反之亦然。保存配置时，VCS 会将临时属性及其
默认值保存在 types.cf 文件中。
这些属性可以是某个节点的本地属性，也可以是群集中所有节点的全局属性。即使
节点不是群集的一部分，也可以定义本地属性。
只有在 VCS 处于运行状态时，才可以定义和修改这些属性。
请参见第 210 页的“添加、删除和修改资源属性”。

VCS 对象的大小限制
下列 VCS 对象限于 1024 个字符。
■

服务组名称

■

资源名称

■

资源类型名称

■

用户名

■

属性名

VCS 密码限于 255 个字符。可输入最多包含 255 个字符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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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关键字和保留字
以下是 VCS 关键字和保留字的列表。请注意，这些关键字和保留字区分大小写。
action

firm

offline

set

system

after

global

online

Signaled

System

ArgListValues

group

MonitorOnly

site

temp

before

Group

Name

soft

type

boolean

hard

NameRule

start

Type

cluster

heartbeat

Path

Start

VCShm

Cluster

HostMonitor

Probed

state

VCShmg

condition

int

remote

State

ConfidenceLevel

IState

remotecluster

static

event

keylist

requires

stop

false

local

resource

str

VCS 环境变量
表 3-2 列出了 VCS 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72 页的“ 定义 VCS 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72 页的“用于启动和停止 VCS 模块的环境变量”。
表 3-2

VCS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PERL5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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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_CONF

VCS 配置文件的根目录。
默认值： /etc/VRTSvcs

注意：不能修改此变量。
VCS_CONN_INIT_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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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和默认值

VCS_CONN_HANDSHAKE_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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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_DEBUG_LOG_TAGS

为 VCS 引擎、VCS 代理和 HA 命令启用调试日志。在启动 HAD 或执行
HA 命令之前，必须设置 VCS_DEBUG_LOG_TAGS。
请参见第 634 页的“对 VCS 引擎启用调试日志”。
您也可以从 /opt/VRTSvcs/bin/vcsenv 文件导出该变量。

VCS_DOMAIN

VCS 用户所属的安全域。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使用此环境变量对远程主机上的 VCS 用户进行身
份验证。
默认值：该远程主机的完全限定主机名是在 VCS_HOST 环境变量或在
.vcshost 文件中定义的。

VCS_DOMAINTYPE

安全域的类型，如 unixpwd、nt、nis、nisplus、ldap 或 vx。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使用此环境变量对远程主机上的 VCS 用户进行身
份验证。
默认值：unixpwd

VCS_DIAG

VCS 转储 HAD 核心和 FFDC 数据所在的目录。

VCS_ENABLE_L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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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_HOME

VCS 可执行文件的根目录。
默认值： /opt/VRTSvcs

注意：不能修改此变量。
VCS_HOST

将在其上运行 ha 命令的 VCS 节点。

VCS_GAB_PORT

VCS 连接到的 GAB 端口。
默认值：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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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VCS_GAB_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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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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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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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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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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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VCS 配置概念
VCS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VCS_GAB_RMTIMEOUT

HAD 注册 GAB 的超时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默认值：200000（表示 200 秒）
如果将 VCS_GAB_RMTIMEOUT 设置为小于 200000 的值，该值将自动
重置为 200000。
请参见第 606 页的“关于 GAB 客户端注册监视”。

VCS_GAB_RM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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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IC - GAB 使系统混乱

■

SYSLOG - GAB 会记录相应的消息

默认值：SYSLOG
请参见第 606 页的“关于 GAB 客户端注册监视”。
VCS_HAD_RESTART_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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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_LOG

日志文件和临时文件的根目录。
不能将此变量设置为 ""（空字符串）。
默认值：/var/VRTS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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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的 VCS 服务的名称。
默认值：vcs-app

注意：启动 VCS 引擎 (HAD) 之前，配置指定的服务。如果没有指定服
务，则 VCS 引擎会在端口 14141 上启动。群集级属性
OpenExternalCommunicationPort 确定是否打开端口。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VCS_TEMP_DIR

存储 hacf 要求的或生成的临时信息的目录。
默认值：/var/VRTSvcs
下列情况下，会在 /tmp 下创建此目录：
■

没有设置该变量。

■

设置了该变量，但为其设置的目录不存在。

■

实用程序 hacf 找不到默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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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VCS 环境变量
创建 /opt/VRTSvcs/bin/custom_vcsenv 文件，并在该文件中定义 VCS 环境变
量。这些变量是在运行 hastart 命令时为 VCS 设置的。
要设置变量，请使用与启动 VCS 的 shell 适合的语法。 通常，VCS 在 /bin/sh 中
启动。例如，将变量定义为：
VCS_GAB_TIMEOUT = 35000;export VCS_GAB_TIMEOUT

用于启动和停止 VCS 模块的环境变量
AMF、LLT、GAB、VxFEN 和 VCS 引擎的启动和停止环境变量可定义默认的 VCS
行为，以便在系统重新启动期间启动这些模块，或者在系统关闭期间停止这些模
块。
注意：AMF、LLT、GAB、VxFEN 与 VCS 引擎的启动和关闭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要正常启动或关闭 VCS，必须启用或禁用所有这些模块的启动和关闭模式。
在单节点群集中，如果未配置 LLT、GAB 和 VxFEN，可以禁用这些内核模块的启
动和停止环境变量。
表 3-3 介绍 VCS 的启动和停止变量。
表 3-3

VCS 的启动和停止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AMF_START

AMF 驱动程序的启动模式。 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
AMF 驱动程序才能启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amf
默认值：1

AMF_STOP

AMF 驱动程序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AMF 驱
动程序才能停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amf
默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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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LLT_START

LLT 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LLT 才能启
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llt
默认值：1

LLT_STOP

LLT 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LLT 才能停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llt
默认值：1

GAB_START

GAB 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GAB 才能启
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gab
默认值：1

GAB_STOP

GAB 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GAB 才能停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gab
默认值：1

VXFEN_START

VxFEN 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VxFEN 才
能启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vxfen
默认值：1

VXFEN_STOP

VxFEN 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VxFEN 才能停
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vxfen
默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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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VCS_START

VCS 引擎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VCS 引
擎才能启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vcs
默认值：1

VCS_STOP

VCS 引擎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VCS 引擎才
能停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default/vcs
默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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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使 VCS 处于工作状态

■

4. 关于 VCS 用户权限模型

■

5.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群集

■

6.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

7. 在 VCS 中配置应用程序和资源

■

8. 使用 VCS Simulator 预测 VCS 行为

4
关于 VCS 用户权限模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

管理员为用户指派角色的方法

■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 OS 用户组的用户权限

■

拥有多重角色的用户的 VCS 权限

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启用还是限制群集操作取决于登录时所使用的权限。 VCS 有三种权限级别：
Administrator、Operator 和 Guest。 VCS 提供了一些预定义的用户角色；各个角
色都有特定的权限级别。例如，Guest 角色的权限最小，而 Cluster Administrator
角色的权限最大。
请参见第 681 页的“关于管理矩阵”。

VCS 权限级别
表 4-1 介绍 VCS 权限类别。
表 4-1

VCS 权限

VCS 权限级别

权限说明

Administrators

可执行所有操作，包括配置

Operators

可对群集或服务组执行特定操作。

G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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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角色和权限

用户角色

权限

Cluster
Administrator（群
集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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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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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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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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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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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Operator
（组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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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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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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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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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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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 角色

Cluster Administrator
涵盖以下权限

Group Administrator
涵盖以下权限

Cluster Operator
涵盖以下权限

Group Operator
涵盖以下权限

Cluster Guest
涵盖以下权限

GroupGuest

例如，群集管理员涵盖组管理员的权限，而组管理员又涵盖组操作员的权限。

CLI 命令的用户权限
以管理权限或 root 权限登录的用户被授予的权限大于 Cluster Administrator 的权
限，例如能够启动和停止群集。
如果您没有 root 权限，并且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未开放，则您无法运行 CLI 命令。
如果该端口已开放，则在您运行 haxxx 命令时，VCS 将提示输入 VCS 用户名和密
码。
可以使用 halogin 命令保存身份验证信息，这样就不必在每次运行 VCS 命令时都
输入凭据。
请参见第 183 页的“登录到 VCS”。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全局群集中的用户权限
仅当启动跨群集联机或脱机操作的用户拥有以下权限之一时，VCS 才允许执行该操
作：
■

该远程群集上的组的组管理员或组操作员权限

■

该远程群集的群集管理员或群集操作员权限

仅当启动跨群集切换操作的用户拥有以下权限时，VCS 才允许执行该操作：
■

这两个群集上的组的组管理员或组操作员权限

■

这两个群集的群集管理员或群集操作员权限

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的用户权限
在安全模式下，VCS 会为所有本机用户指派来宾权限。
为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分配权限时，必须使用 username@domain 的格式指定完
全限定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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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分配权限时，必须按以下格式之一指定用户名：
■

要添加群集级用户，请仅指定用户名。

■

要添加节点级用户，请使用 username@FQDN 的格式指定用户名，其中，FQDN
是完全限定域名。

在安全群集中，如果未打开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则仅登录到主机系统的 root 用
户才可以运行 CLI 命令。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用户”。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当 VCS 以安全模式运行时，不能为使用 VCS 的用户指派或更改密码。

关于字符串级的用户
可以通过指定用户名（无需域名）添加群集级用户。 利用分配给群集级用户的权
限，该用户可以从群集中的任何节点登录。 例如，如果将 user1 添加到包含四个节
点（sys1、sys2、sys3 和 sys4）的群集，那么 user1 可以利用在群集级分配的权
限访问所有四个节点。
在群集级添加用户具有以下优点：
■

对于每个群集，添加群集级用户只需要一个条目。 在节点级添加用户需要多个
条目，添加用户的每个节点都要有一个条目。 要允许用户从群集中所有四个节
点进行操作，需要四个条目：user1@sys1、user1@sys2、user1@sys3 和
user1@sys4，其中 sys1、sys2、sys3 和 sys4 是完全限定主机名。

■

群集级的添加、更新和删除权限更加简便，并且可以确保用户在群集中所有节
点的权限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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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群集未在安全模式下运行，则将用户添加到群集。

■

为该用户指派一个角色。

■

为用户指派一组适合该角色的对象。对于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还可以将角
色添加到操作系统用户组。
请参见第 80 页的“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 OS 用户组的用户权限”。

例如，管理员可以为用户指派特定服务组的 Group Administrator 角色。这样，用户
就有权对特定服务组执行操作了。
可以从命令行或图形用户界面管理用户及其权限。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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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14 页的“管理用户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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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orGroups - 用于群集或服务组。

■

OperatorGroups - 用于群集或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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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派用户权限

指派权限

在个人级别上，配置属性

为 OS 用户组，配置属性

Cluster
administ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s =
{tom@FQDN})

cluster (AdministratorGroups =
{OSUserGroup1@FQDN})

Cluster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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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ster guest

Cluster (Guests = {tom@FQDN})

Group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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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operator

group group_name (Operators =
{tom@FQDN})

group group_name
(OperatorGroups =
{OSUserGroup1@FQDN})

Group guest

Cluster (Guests = {tom@FQDN})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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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多重角色的用户的 VCS 权限

情况和规则

在 VCS 配置中指派的角色 VCS 授予 Tom 的权限

情况： 个人级别的多重角
色。

Tom： Cluster administ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Tom： Group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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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operator

情况： 不同 OS 用户组的
不同角色（仅适于安全群
集）。

Cluster administrator

OSUserGroup1：Cluster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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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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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控制台）管理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

快速入门先决条件

■

Java 控制台的组件

■

关于 Cluster Monitor

■

关于 Cluster Explorer

■

访问 Java 控制台的其他功能

■

管理 Cluster Monitor

■

管理用户配置文件

■

管理服务组

■

管理资源

■

管理系统

■

管理群集

■

运行命令

■

编辑属性

■

查询群集配置

■

通过使用通知程序向导设置 VCS 事件通知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群集
关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

管理日志

■

管理 VCS Simulator

关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提供了完善的群集管理功能。 使用 Java 控制台
中的不同视图可以监视群集和 VCS 对象，其中包括服务组、系统、资源和资源类
型。 Java 控制台支持的许多操作在命令行界面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上也受支持。
该控制台根据它连接到的群集是否支持某功能来启用或禁用各个功能。例如，在连
接到最新版本的 VCS 时，Cluster Shell 图标不可用。但在连接到早期版本的 VCS
群集时，此图标处于启用状态。
使用 Java 控制台无法管理 6.0 及更高版本中引入的新功能。
您可以从 http://www.symantec.com/operations-manager/support 下载 Java 控制
台。
Symantec 建议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环境。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提供了集中式管理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来监视、直观查看和管理存储资源并生成报告。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版本没有提供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必须
单独获取。 您可以在 http://go.symantec.com/vom 中免费下载该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46 页的“ VCS 管理组件”。

关于残障人士辅助功能
适用于 VCS 的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为残障人士提供了访问和使用信
息及数据的功能，这些功能完全可与为非残障人士提供的访问和使用功能相媲美，
其中包括：
■

用于特殊操作的备用键盘序列。
请参见第 774 页的“关于 VCS 中的辅助功能”。

■

高对比显示设置。

■

支持第三方辅助工具。 请注意，Symantec 尚未针对英文之外的语言对屏幕阅读
器进行测试。

■

常用窗口的纯文本显示。

83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群集
快速入门先决条件

快速入门先决条件
下列是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快速入门的先决条件：
■

确保您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如果安装的是该
软件的早期版本，请升级到最新版本。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与 VCS
的早期版本兼容。

■

下列平台支持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

AIX 6.1 和 7.1

■

HP-UX 11i v3（IA-64 和 PA-RISC）

■

RHEL5 U8 和 RHEL6 U2

■

SLES10 SP4 和 SLES11 SP2

■

Solaris 10（SPARC 和 x86）

Windows XP、Windows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Windows Server 2012 和 Windows 2012 R2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则将端口 14141 和 14150 添加到例外列表。
默认情况下，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为 14141。为了使 Java 控制台正常工作，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必须处于打开状态。您可以通过设置群集级属性
OpenExternalCommunicationPort 来关闭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

■

验证配置是否具有用户帐户。在安装 VCS 期间会建立用户帐户，使用该帐户可
立即访问 Cluster Manager。如果不存在用户帐户，则必须创建一个。
请参见第 115 页的“添加用户”。

■

在 UNIX 系统上，必须设置 Cluster Manager 的显示配置。
请参见第 85 页的“在 UNIX 系统上设置显示配置”。

■

启动 Cluster Manager。
请参见第 86 页的“启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

添加群集面板。
请参见第 111 页的“配置新的群集面板”。

■

登录到群集。
请参见第 112 页的“登录到群集和注销”。

■

确保具有足够的权限来执行群集操作。
请参见第 76 页的“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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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X 系统上设置显示配置
UNIX 版本的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需要 X-Windows 桌面。 在 Windows
工作站上不需要设置显示配置。
在 UNIX 系统上设置显示配置

1

键入以下命令以授权系统在桌面上显示：
# xhost +

2

在要启动 Cluster Manager 的系统上，配置 shell 环境变量 DISPLAY。例如，
如果使用 Korn shell，则键入以下命令可在系统 myws 上显示：
# export DISPLAY=myws:0

通过安全 shell 使用 Java 控制台
您可以通过允许 X11 转发或端口转发的安全 shell (SSH) 使用 Java 控制台。 请确
保已经在客户端系统和主机系统上正确配置了 SSH。
在“Port Forwarding (端口转发)”模式下，控制台将连接到客户端系统上的指定端
口。该端口将转发到 VCS 服务器节点上的端口 14141。
使用 x11 转发

1

在 ssh 配置文件中，将 ForwardX11 设置为 yes。
ForwardX11

2

yes

登录到远程系统，并启动可用于测试转发连接的 X 时钟程序。
xclock &

请不要在客户端上设置 DISPLAY 变量。 通过安全 shell 转发的 X 连接使用特
殊的本地显示设置。

85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群集
快速入门先决条件

使用端口转发

1

在 ssh 配置文件中，将 GatewayPorts 设置为 yes。
GatewayPorts

2

yes

从客户端系统，将端口 (client_port) 转发到 VCS 服务器上的端口 14141。
$ssh -L client_port:server_host:14141 server_host

如果使用 openSSH，您可能无法在配置文件中设置 GatewayPorts。在这种情
况下，请在该命令中使用 -g 选项。
$ssh -g -L client_port:server_host:14141 server_host

3

在客户端系统上打开另一个窗口，并启动 Java 控制台。
$/opt/VRTSvcs/bin/hagui

4

在“Cluster Monitor (群集监视器)”中添加群集面板。 出现提示时，输入客户
端系统的名称作为主机，并输入 client_port 作为端口。 请不要输入 localhost。

启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可以在 Windows 系统或 UNIX 系统上运行 Java 控制台。
在 Windows 系统上启动 Java 控制台
◆

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 Java Console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 Java 控制
台)”。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使用“应用”菜单。

在 UNIX 系统上启动 Java 控制台
◆

建立用户帐户并设置显示配置后，键入以下命令以启动 Cluster Manager：
/opt/VRTSvcs/bin/hagui

命令 hagui 不能跨防火墙运行，除非打开了所有服务器传出端口。
■

VCS 引擎： 14141

■

命令服务器： 14150

■

安全群集： 1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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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控制台的组件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提供了两个窗口，即 Cluster Monitor 和 Cluster
Explorer，通过这两个窗口可执行大多数任务。 当 VCS 运行（联机）时，可以使
用 Cluster Manager 管理、配置和监控群集。
您还可以通过 Java 控制台在 Windows 系统上使用 VCS Simulator。当 VCS 脱机
时，使用此工具可以模拟一些操作，并生成新的配置文件（main.cf 和 types.cf）。
通过 VCS Simulator，您可以设计模拟实际情形的配置，而无需测试群集或更改现
有配置。
请参见第 163 页的“ 管理 VCS Simulator”。

Java 控制台中的图标
Java 控制台使用几个图标来传递有关群集对象及其状态的信息。
请参见第 692 页的“远程群集状态”。
请参见第 693 页的“系统状态”。
表 5-1 显示了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中的图标。
表 5-1
图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中的图标
说明
群集

系统

服务组

资源类型

资源

脱机

出现故障（处于 UP BUT NOT IN CLUSTER MEMBERSHIP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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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说明
出现故障（处于 EXITED 状态）

部分出现故障

链接心跳（处于 UP 和 DOWN 状态）
系统处于运行状态且有危险

冻结

自动禁用

未知

ADMIN_WAIT

全局服务组（需要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处于 RUNNING 状态的远程群集（需要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处于 EXITING、EXITED、INIT、INQUIRY、LOST_CONN、
LOST_HB、TRANSITIONING 或 UNKNOWN 状态的远程群集。

关于 Cluster Monitor
启动 Cluster Manager 后，出现的第一个窗口是群集监视器。此窗口包括一个或多
个面板，这些面板显示了有关实际群集或模拟群集的一般信息。
可以使用群集监视器执行下列任务：
■

登录到群集。

■

注销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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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有关各种 VCS 对象的摘要信息。

■

自定义显示。

■

使用 VCS Simulator。

■

退出 Cluster Manager。

图 5-1 显示了 Symantec Cluster Manager 的第一个窗口。
图 5-1

启动 Cluster Server Cluster Manager

群集监视器工具栏
群集监视器工具栏包含几个按钮。
图 5-2 显示了“Cluster Monitor (群集监视器)”工具栏。
图 5-2

群集监视器工具栏

表 5-2 按照按钮在工具栏上从左到右的顺序列出了按钮。
表 5-2
按钮

“Cluster Monitor (群集监视器)”工具栏按钮
说明
New cluster (新建群集)：向群集监视器中添加一个新的群集
面板
Delete cluster (删除群集)：从群集监视器中删除群集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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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说明
Expand (展开)：展开“Cluster Monitor (群集监视器)”视图

Collapse (折叠)：暂停滚动群集面板

Start (开始)：恢复滚动

Stop (停止)：暂停滚动群集面板

Login (登录)：登录到群集面板中显示的群集

Show Explorer (显示浏览器)：登录到该群集后，启动另一
个 Cluster Explorer 窗口
Move Cluster Panel Up (上移群集面板)：将所选的群集面
板上移
Move Cluster Panel Down (下移群集面板)：将所选的群集
面板下移
Help (帮助)：访问联机帮助

关于 Cluster Monitor 面板
要管理群集，请在 Cluster Monitor 中添加群集面板，或重新配置现有的群集面板。
每个面板都摘要列出了群集的连接状态和组件状态。

通过 Cluster Monitor 监视群集连接的状态
Cluster Monitor 的一个面板的右侧窗格中显示了群集连接的状态。在用户登录和连
接到群集之前，不活动面板显示为不可用。 要改变群集连接，请右键单击面板以访
问菜单。
以下菜单是可用的：
■

通过活动面板上的菜单，可以注销群集。

■

通过不活动面板上的菜单，可以登录到群集，配置群集，以及从 Cluster Monitor
中删除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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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luster Monitor 显示方式采用默认的展开视图时，将启用这些菜单。如果您激活
采用折叠滚动视图的 Cluster Monitor 中的菜单，则会在访问菜单时停止滚动。
如果控制台所连接的系统停机，将出现一条消息，通知您群集连接丢失。Cluster
Monitor 将根据“Connectivity Configuration (连接配置)”对话框中设置的故障转移
重试次数，尝试连接到群集中的另一个系统。 这些面板只有在 Cluster Monitor 成
功连接另一个系统之后才会刷新。如果故障转移失败，将出现一条消息，通知您操
作失败，面板将变为不可用

通过 Cluster Monitor 监视 VCS 对象
Cluster Monitor 摘要列出了群集中各种对象的状态，通过它可以在 Cluster Explorer
中访问这些对象的深层信息。 Cluster Monitor 面板右侧窗格显示服务组、系统和心
跳的连接状态（online、offline、up 或 down）。 Cluster Monitor 面板左侧窗格显
示三个图标，分别表示服务组、系统和心跳。
图标的颜色指示群集的状态：
■

闪烁的红色斜杠指示 Cluster Manager 无法连接到群集，将会尝试连接到群集中
的另一个系统。

■

闪烁的黄色斜杠指示 Cluster Manager 在连接到群集时出现问题。

将指针指向图标可以获得该图标的屏幕提示，屏幕提示提供了有关特定 VCS 对象
的其他信息。
要查看 Cluster Explorer、“Logs (日志)”和“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中
VCS 对象的详细信息，请右键单击面板来访问菜单。 当 Cluster Monitor 显示方式
采用默认的展开视图时，将启用这些菜单。如果您激活采用折叠滚动视图的 Cluster
Monitor 中的菜单，则会在访问菜单时停止滚动。

展开和折叠 Cluster Monitor 显示
Cluster Monitor 支持两种视图： 展开（默认）和折叠。 展开视图将显示所有群集
面板。 折叠视图将在面板向上滚动时每次显示一个群集面板。
在面板停止滚动之后，针对群集面板的展开视图启用的操作（如查看菜单）也会在
折叠视图上启用。
查看您必须为下列操作执行的操作：
折叠 Cluster Monitor 视图

在“View (视图)”菜单中，单击“Collapse (折叠)”。
或
单击 Cluster Monitor 工具栏上的“Collapse (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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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 Cluster Monitor 视图

在“View (视图)”菜单中，单击“Expand (展开)”。
或
单击 Cluster Monitor 工具栏上的“Expand (展开)”。

暂停群集面板的滚动

单击群集面板。
或
单击 Cluster Monitor 工具栏上的“Stop (停止)”。

自定义 Cluster Manager 的显示方式
可以对 Cluster Manager 进行自定义，以根据您的喜好来显示对象。
自定义 Cluster Manager 的显示方式

1

在群集监视器中，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Preferences (首选项)”。如
果使用的是 Windows 系统，请继续执行步骤 2。否则，请继续执行步骤 3。

2

在“Look & Feel (外观与体验)”选项卡（适用于 Windows 系统）中，执行下
列操作：

■

单击“Native (Windows) look & feel (本机 (Windows) 外观与体验)”（或
“Native (Motif) look & feel (本机 (Motif) 外观与体验)”）或者“Java
(Metal) look & feel (Java (Metal) 外观与体验)”。

■

3

单击“Apply (应用)”。

在“Appearance (外观)”选项卡中，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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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颜色（适用于“Java (Metal) look & feel (Java (Metal) 外观与体
验)”）。

4

■

单击图标大小。

■

选中“Show Tooltips (显示工具提示)”复选框以启用工具提示。

■

选中“Remove Cluster Manager colors (删除 Cluster Manager 颜色)”
复选框以改变标准颜色方案。

■

单击“Apply (应用)”。

在“Sound (声音)”选项卡中，执行下列操作：

此选项卡要求有一块正确配置的声卡。
■

选中“Enable Sound (启用声音)”复选框以将声音与特定事件相关联。

■

在“Events (事件)”配置树中单击事件。

■

在“Sounds (声音)”列表框中单击声音。

■

要测试所选的声音，请单击“Play (播放)”。

■

单击“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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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重复上述步骤，为其他事件启用声音。

做出最后选择之后，单击“OK (确定)”。

关于 Cluster Explorer
Cluster Explorer 是用于群集管理的主窗口。通过
此窗口可以查看 VCS 对象的状态并执行各种操作。
图 5-3 显示 Cluster Explorer 窗口。
Cluster Explorer 窗口

图 5-3

该窗口分为三个窗格。 顶部窗格包括一个工具栏，通过该工具栏可以快速执行一些
常用操作。 左侧窗格包含一个配置树，还有三个选项卡： “Service Groups (服务
组)”、“Systems (系统)”和“Resource Types (资源类型)”。 右侧窗格包含一
个面板，其中显示与配置树中所选对象相关的各种视图。
访问 Cluster Explorer

1

登录到群集。

2

在活动“Cluster Monitor (群集监视器)”面板中单击任意位置。
或
右键单击所选的“Cluster Monitor (群集监视器)”面板，然后在菜单中单击
“Explorer View (浏览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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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包含 18 个按钮。
注意：一些按钮可能处于禁用状态，具体取决于群集类型（本地或全局）以及登录
到群集所用的权限。
图 5-4 显示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

图 5-4

表 5-3 显示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按钮。
从左到右依次是：
表 5-3
按钮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按钮
说明
Open Configuration (打开配置)。 将只读配置修改为可读写的文件。 这
样，即可修改配置。
Save Configuration (保存配置)。 将配置写入磁盘。

Save and Close Configuration (保存并关闭配置)。 将配置以只读文件
形式写入磁盘。
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 显示“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
务组)”对话框。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显示“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对话
框。
Add System (添加系统)。 显示“Add System (添加系统)”对话框。

Manage systems for a Service Group (管理服务组系统)。显示“System
Manager (系统管理器)”对话框。
Online Service Group (使服务组联机)。 显示“Online Service Group
(使服务组联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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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说明
Offline Service Group (使服务组脱机)。 显示“Offline Service Group
(使服务组脱机)”对话框。
Show Command Center (显示命令中心)。 使您可以执行许多也可从命
令行执行的 VCS 操作。
“Show Shell Command Window (显示 Shell 命令窗口)”。 使您可以
在群集系统上启动非交互式 shell 命令，并按系统查看结果。
Show the Logs (显示日志)。显示 VCS 引擎、VCS 代理以及由控制台
执行的命令生成的警报和消息。
Launch Configuration Wizard (启动配置向导)。 使您可以创建 VCS 服
务组。
Launch Notifier Resource Configuration Wizard (启动通知程序资源配
置向导)。 使您可以设置 VCS 事件通知。
Remote Group Resource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组资源配置向导)。
使您可以配置资源来监视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
Add/Delete Remote Clusters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使您可以添加和删
除全局群集。
Configure Global Groups (配置全局组)。 使您可以将本地服务组转换
为全局组，反之亦然。
Query (查询)。 使您可以根据过滤条件搜索群集配置。

Virtual Fire Drill (虚拟防火练习)。 检查是否可以将某个资源故障转移到
群集中的另一个节点。需要支持运行虚拟防火练习的代理。
Show Cluster Explorer Help (显示 Cluster Explorer 帮助)。 使您可以访
问联机帮助。

Cluster Explorer 的配置树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是 VCS 对象的选项卡式显示方式。
这些选项卡如下：
■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列出了群集中的服务组。展开每个服务组
以查看该组的资源类型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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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s (系统)”选项卡列出了群集中的系统。

■

“Types (类型)”选项卡列出了群集中的资源类型。

Cluster Explorer 视图面板
Cluster Explorer 右侧窗格中的一个视图面板提供了配置树中所选对象的详细信息。
这些信息以表格或图形格式显示。 使用视图面板中的选项卡可以访问特定视图。通
过控制台，可以“移走”每个视图，使其在单独的窗口中显示。
■

单击配置树中的任一对象，可以访问“Status (状态)”视图和“Properties (属
性)”视图。

■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可以访问“Service Group (服务组)”视图、“System
Connectivity (系统连接)”视图和“Remote Cluster Status (远程群集状态)”视
图（仅适用于全局群集）。

■

单击配置树中的服务组，可以访问“Resource (资源)”视图。

创建移走视图
在“View (视图)”菜单中，单击“Tear Off (移走)”，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视
图。
或
右键单击配置树中的对象，再单击“View (视图)”，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视
图。

状态视图
状态视图简要列出了配置树中所选对象的状态。 使用该视图可以监视群集、系统、
服务组、资源类型和资源的整体状态。
例如，如果在配置树中选择了一个服务组，则状态视图会显示成员系统上该服务组
及其资源的状态。 它还会显示最近五个严重日志或错误日志。 将指针指向状态表
中的图标，可以打开相关 VCS 对象的屏幕提示。
图 5-5 显示状态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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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状态视图

对于全局群集，该视图显示远程群集的状态。 对于全局组，该视图显示本地群集和
远程群集上全局组的状态。
访问状态视图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某个对象。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tatus (状态)”选项卡。

属性视图
属性视图显示 VCS 对象的属性。 这些属性说明群集及其组件的作用域和参数。
图 5-6 显示了属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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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属性视图

要查看有关属性的信息，请单击属性名称或表的“Help (帮助)”列中的图标。
请参见第 64 页的“关于 VCS 属性”。
默认情况下，该视图显示配置树中所选对象的关键属性。 资源的属性视图显示资源
的关键属性，以及特定于资源类型的属性。 还显示其值已经覆盖的属性。
请参见第 143 页的“覆盖资源类型静态属性”。
要查看与所选的 VCS 对象关联的所有属性，请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
有属性)”。
访问属性视图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 VCS 对象。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

服务组视图
服务组视图显示群集中的服务组及其依赖关系。 使用该视图中的依赖关系图和屏幕
提示，可以监视、创建和断开依赖关系。 要查看屏幕提示，请将指针指向组图标，
以获得有关群集系统上组的类型和状态的信息，以及服务组之间依赖关系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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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显示服务组视图。
图 5-7

服务组视图

两个服务组之间的连线表示依赖关系，即父子关系。 在 VCS 中，父服务组依赖子
服务组。 一个服务组既可以充当父服务组，也可以充当子服务组。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服务组之间链接的颜色指示不同类型的依赖关系。
■

蓝色链接指示 soft 依赖关系。

■

红色链接指示 firm 依赖关系。

■

绿色链接指示 hard 依赖关系，通常在灾难恢复配置中与 VVR 配合使用。

访问服务组视图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某个群集。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资源视图
资源视图显示服务组中的资源。 使用该视图中的依赖关系图和屏幕提示，可以监视
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及群集中所有或单个系统上服务组的状态。
图 5-8 显示资源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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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资源视图

在该图中，两个资源之间的连线表示依赖关系，即父子关系。 资源依赖关系指定了
使资源联机和脱机的顺序。在故障转移期间，最接近图顶部的资源必须先脱机，与
之链接的资源才会脱机。 同样，最接近图底部的资源必须先联机，与之链接的资源
才能联机。
■

依赖于其他资源的资源是父资源。 该图将父资源图标与位于其下方的子资源图
标链接起来。 根资源（没有父资源的资源）显示在顶行中。

■

其他资源所依赖的资源是子资源。 该图将子资源图标与位于其上方的父资源图
标链接起来。

■

一个资源既可以充当父资源，也可以充当子资源。

将指针指向资源图标可以显示有关资源的类型、状态和关键属性的屏幕提示。 资源
状态反映指定系统（本地）的状态。
在资源视图的底部窗格中，将指针指向系统图标和服务组图标可以显示有关群集中
所有或单个系统上服务组状态的屏幕提示。 单击系统图标，可以查看该系统上服务
组的资源依赖关系图。 单击服务组图标，可以查看群集中所有系统上的资源依赖关
系图。
访问资源视图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2

单击配置树中的某个服务组。

3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在服务组视图和资源视图中移动和链接图标
图 5-9 显示服务组视图或资源视图右上角的链接和自动安排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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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链接和自动安排按钮

单击“Link (链接)”可以为服务组视图和资源视图设置或禁用链接模式。
注意：也可以不使用“Link (链接)”按钮，而使用其他方法来设置依赖关系链接。
通过链接模式，可以创建依赖关系链接，方法是：单击父项图标，将黄色线拖至要
用作子项的图标，然后单击子项图标。 在链接两个图标的过程中，可以使用 Esc 键
删除连接父项和子项的黄色依赖关系线。
如果没有激活链接模式，可单击图标并沿水平面拖动来移动该图标。 单击“Auto
Arrange (自动安排)”可以重新设置依赖关系图的外观。 添加或删除资源、服务组
或依赖关系链接后，该视图会重新设置图标的排列方式。 在资源视图和服务组视图
中所做的更改将一直保留，直至用户以后注销并重新登录到 Java 控制台。

放大服务组视图和资源视图
资源视图和服务组视图包括一个导航器工具，可放大或缩小图的显示。
图 5-10 显示右上角中用于打开缩放面板的放大镜图标。
图 5-10

缩放面板

■

要将视图向左或向右移动，请从手形图标之间的下拉列表框中单击一个距离（以
像素为单位）。 单击 <- 或 -> 手形图标即可向所需方向移动视图。

■

要缩小或放大视图，请从放大镜图标之间的下拉列表框中单击一个大小系数。
单击 - 或 + 放大镜图标即可修改视图大小。

■

要查看依赖关系图的某一区段，请将指针指向 + 放大镜图标右侧的框。 使用此
框中的红色边框可以包围依赖关系图的相应区段。 单击新确定了框线的区域即
可查看该区段。

■

要返回到原始视图，请单击标记为 1 的放大镜图标。

系统连接视图
图 5-11 显示用来显示群集中系统连接的状态的系统连接视图。使用该视图可以监
视系统链接和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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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视图

图 5-11

VCS 通过专用网络监视系统及其服务。 系统通信是通过另一个专用网络利用心跳
机制来实现的。这样，它们便可以识别哪些系统是群集的活动成员，哪些系统要加
入或脱离群集，以及哪些系统已出现故障。
VCS 要求通过两个或更多通信通道连接所有系统，以防止网络出现故障。 如果系
统降为只有一个心跳连接，则 VCS 无法再区分是丢失了系统，还是丢失了网络连
接。这种情况被视为一种危险状态。
将指针指向系统图标可以显示有关链接和心跳。如果群集中的一个系统在连接到其
他系统时遇到问题，则该系统图标将更改其外观，以指示链接关闭。 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在该系统的屏幕提示中出现危险警告。
访问系统连接视图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某个群集。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ystem Connectivity (系统连接)”选项卡。

远程群集状态视图
此视图需要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图 5-12 显示提供了全局群集环境中的群集和全局组的概述信息的远程群集状态视
图。使用该视图可以查看群集的名称、地址和状态，以及心跳的类型（Icmp 或
IcmpS）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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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远程群集状态视图

通过该视图，可以将远程群集故障声明为灾难、断开连接或中断。 将指针指向表单
元格可以查看有关 VCS 对象的信息。
访问远程群集状态视图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某个群集。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Remote Cluster Status (远程群集状态)”选项卡。

访问 Java 控制台的其他功能
使用 Cluster Manager 可以访问“Template View (模板视图)”、“System Manager
(系统管理器)”、“User Manager (用户管理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
心)”、“Configuration Wizard (配置向导)”、“Notifier Resource Configuration
Wizard (通知程序资源配置向导)”、“Remote Group Resource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组资源配置向导)”、“Query Module (查询模块)”和“Logs (日志)”。
使用 Cluster Manager 还可以运行虚拟防火练习（或 HA 防火练习），检查可能阻
止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联机的任何配置差异。

模板视图
模板视图显示 VCS 中可用的服务组模板。 模板是预定义的服务组，可定义服务组
中的资源、资源属性和依赖关系。 使用该视图可以将服务组添加到群集配置中，还
可以将服务组模板中的资源复制到现有服务组。
在该窗口中，左侧窗格显示 Cluster Manager 所连接的系统上的可用模板。右侧窗
格显示所选模板的资源依赖关系图。
模板文件遵循 VCS 配置语言，并包含扩展名 .tf。 这些文件驻留在 VCS 配置目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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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显示模板视图。
图 5-13

模板视图

访问模板视图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Templates (模板)”。

系统管理器
使用“System Manager (系统管理器)”可以在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添加和删除系
统。
每个系统都指派了相应的优先级编号（从 0 开始），这些编号用于指示发生故障转
移时在其中启动服务组的系统的顺序。 如有必要，请双击“Priority (优先级)”列
中的项以输入新值。 选中“Startup (启动)”复选框将系统添加到服务组 AutoStartList
属性。 这样，每次启动 HAD 时，服务组便可在系统上自动联机。

访问系统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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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服务组，然后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
的“System Manager (系统管理器)”。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的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单击服务
组，然后单击工具栏上的“Manage systems for a Service Group (管理服务组系
统)”。

用户管理器
通过“User Manager (用户管理器)”可以添加和删除用户配置文件以及更改用户权
限。 如果 VCS 未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可以通过用户管理器更改用户密码。 您必
须以“Cluster Administrator (群集管理员)”身份登录，才能访问用户管理器。

访问用户管理器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User Manager (用户管理
器)”。

命令中心
通过命令中心可以构建和执行 VCS 命令；大多数可从命令行执行的命令也可以通
过该窗口来执行。 该窗口的左侧窗格显示所有 VCS 操作的“Commands (命令)”
树。 右侧窗格显示说明所选命令的视图面板。 底部窗格显示正在执行的命令。
命令树包含“Configuration (配置)”文件夹和“Operations (操作)”文件夹。 单
击“Configuration (配置)”文件夹或“Operations (操作)”文件夹左侧的图标，
可以查看其子文件夹以及右侧窗格中的命令信息。 将指针指向命令树中的项可以显
示有关所选命令的信息。
图 5-14 显示“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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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窗口

访问命令中心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 菜单中的“Command Center (命
令中心)”。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单击“Show Command Center (显示命令中心)”。

配置向导
使用“Configuration Wizard (配置向导)”可以创建服务组并将其指派给群集中的系
统。
请参见第 132 页的“使用配置向导创建服务组”。
访问“Configuration Wizard (配置向导)”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Configuration Wizard
(配置向导)”。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单击“Launch Configuration Wizard (启动配置向
导)”。

通知程序资源配置向导
VCS 提供了一种向管理员通知重要事件（例如资源或系统故障）的方法。VCS 包
含一个“通知程序”组件，该组件由通知程序后台驻留程序和 hanotify 实用程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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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通过该向导，可以将通知程序组件配置为 NotifierMngr 类型的资源，并作为
ClusterService 组的一部分。
请参见第 157 页的“通过使用通知程序向导设置 VCS 事件通知”。
访问“Notifier Resource Configuration Wizard (通知程序资源配置向导)”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Notifier Wizard (通知程
序向导)”。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单击“Launch Notifier Resource Configuration
Wizard (启动通知程序资源配置向导)”。

远程组资源配置向导
通过 RemoteGroup 资源，可以从本地群集管理或监视远程服务组。 对于远程群集
中运行的每个服务组，可以在本地群集中创建相应的 RemoteGroup 资源。
请参见第 137 页的“通过 Java 控制台添加 RemoteGroup 资源”。
访问“Remote Group Resource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组资源配置向导)”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Remote Group Resource
Wizard... (远程组资源向导...)”。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单击“Configure Remote Group Resource Wizard
(配置远程组资源向导)”。

群集查询
使用“Cluster Query (群集查询)”可以从 Cluster Explorer 运行 SQL 之类的查询。
可以查询的 VCS 对象包括服务组、系统、资源和资源类型。可以自定义某些查询，
包括搜索系统的联机组计数和特定资源属性。
请参见第 155 页的“查询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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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Query (查询)”对话框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Query (查询)”。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中，单击“Query (查询)”。

Logs (日志)
“Logs (日志)”对话框显示由 VCS 引擎、VCS 代理所生成的日志消息和从 Cluster
Manager 向群集执行的命令。 使用该对话框可以监视针对出现故障的全局群集和
失败的服务组故障转移尝试发出的警报，并采取相应操作。
注意：为确保引擎日志消息的时间戳准确，请务必将运行 Java 控制台的系统的时
区设置为运行 VCS 引擎的系统所用的同一时区。
■

单击“VCS Logs (VCS 日志)”选项卡可以查看事件的日志类型、时间和详细信
息。对于每条消息，表中的第一列都显示一个图标，用于指示消息类型。使用
该窗口可以通过设置过滤条件来自定义消息的显示。

■

单击“Agent Logs (代理日志)”选项卡可以根据系统、资源类型和资源的筛选
条件显示日志。使用该选项卡可以查看代理事件的日志类型、时间和详细信息。

■

单击“Command Logs (命令日志)”选项卡可以查看命令的状态（成功或失
败）、时间、命令 ID 和详细信息。“Command Log (命令日志)”只显示当前
会话中执行的命令。

■

单击“Alerts (警报)”选项卡可以查看可能需要管理操作的情况。当本地组无法
故障转移到本地群集中的任何系统、全局组无法进行故障转移或者群集发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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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时，都会生成警报。如果您是通过控制台登录到群集，则还会以弹出窗口的
形式显示当前警报。
访问“Logs (日志)”对话框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View (视图)”菜单中的“Logs (日志)”。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单击“Show the Logs (显示日志)”。

服务器凭据和用户凭据
如果 VCS 正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可以在 Cluster Explorer 中查看用于连接到群集
的服务器凭据和用户凭据。
查看用户凭据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View (视图)”菜单中的“User Credentials (用户凭
据)”。

查看服务器凭据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View (视图)”菜单中的“Server Credentials (服务
器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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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Cluster Monitor
通过在 Cluster Monitor 中添加或重新配置群集面板，可以使用 Java 控制台管理群
集或管理模拟群集。 要激活与新添加的群集的连接，请完成以下过程，然后单击新
创建的连接以登录。

配置新的群集面板
必须使用 Java GUI 为要连接到的每个群集添加群集面板。
配置新的群集面板

1

在 Cluster Monitor 中，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New Cluster (新建群
集)”。 对于模拟群集，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New Simulator (新建
模拟器)”。
或
单击“Cluster Monitor (群集监视器)”工具栏上的“New Cluster (新建群集)”。

2

输入下列详细信息以连接到群集：

■

输入群集中系统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

如有必要，请更改默认端口号 14141；VCS Simulator 使用默认端口号
14153。请注意，必须使用各不相同的端口来连接每个模拟器实例，即使这
些实例在同一系统上运行也是如此。

■

输入故障转移重试次数。 VCS 将默认故障转移重试次数设置为 12。

■

对于模拟群集，单击用于该配置的平台。

■

单击“OK (确定)”。 群集监视器中将显示不活动面板。

修改群集面板配置
修改群集面板可以指向其他群集，更改端口号或故障转移重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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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群集监视器处于默认展开状态，请继续执行步骤 2。如果群集监视器处于
折叠状态，请执行下列操作：
在“View (视图)”菜单中，单击“Expand (展开)”。
或
在“View (视图)”菜单中，当活动面板作为视图面板出现时，单击“Stop (停
止)”。

2

右键单击群集面板。 如果该面板处于不活动状态，请继续执行步骤 4。

3

在菜单中，单击“Logout (注销)”。 该群集面板变为不活动面板。

4

右键单击不活动面板，然后单击“Configure... (配置...)”。

5

编辑详细信息以连接到群集：

■

输入群集中任何系统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

输入端口号和故障转移重试次数。 VCS 将默认端口号设置为 14141，并将
故障转移重试次数设置为 12；VCS Simulator 使用默认端口号 14153。

■

对于模拟面板，单击用于该配置的平台。

■

单击“OK (确定)”。

登录到群集和注销
在 Cluster Monitor 中添加或配置一个群集面板，单击该面板可登录到群集并访问
Cluster Explorer。 完成对群集的管理操作后，使用 Cluster Monitor 注销群集。

登录到群集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登录到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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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群集监视器处于默认展开状态，请继续执行步骤 2。如果群集监视器处于
折叠状态，请执行下列操作：
在“View (视图)”菜单中，单击“Expand (展开)”。
或
在“View (视图)”菜单中，当活动面板作为视图面板出现时，单击“Stop (停
止)”。

2

单击代表您要登录到的群集的面板。
或
如果相应的面板处于突出显示状态，请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Login
(登录)”。

3

输入用户信息：
如果群集没有以安全的模式运行：
■

输入 VCS 用户名和密码。

■

单击“OK (确定)”。

如果群集以安全的模式运行：
■

输入本机用户的凭据。

可以使用 nis 或 nis+ 帐户，也可以使用在本地系统上设置的帐户。如果未
输入域名，则 VCS 将假定域为本地系统。
如果用户对该系统不具有 root 权限，则 VCS 会为用户指派来宾权限。要覆
盖这些权限，请将域用户添加到 VCS 管理员列表中。
请参见第 114 页的“管理用户配置文件”。
■

Java 控制台使用引擎提供的身份验证代理和域类型连接到群集。要更改身
份验证代理或域类型，请单击“Advanced (高级)”。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安全服务”。
根据需要选择新的代理和域类型。

■

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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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Credentials (服务器凭据)”对话框显示了控制台所连接的群集服
务的凭据。
要禁止在每次连接到群集时显示此对话框，请选中“Do not show during
startup (启动期间不显示)”复选框。

■

单击“OK (确定)”连接到群集。

动态显示内容会展示从服务器传输到控制台的各种对象，如服务组和资源。
初始登录时，会自动启动 Cluster Explorer，并且群集面板中的图标会更改颜色
以指示活动面板。

注销群集
要注销群集，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如果群集监视器处于默认展开状态，请继续执行步骤 2。如果群集监视器处于
折叠状态，请执行下列操作：
在“View (视图)”菜单中，单击“Expand (展开)”。
或
在“View (视图)”菜单中，当活动面板作为视图面板出现时，单击“Stop (停
止)”。

2

右键单击活动面板，然后单击“Logout (注销)”。
或
如果相应的面板处于突出显示状态，请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Logout
(注销)”。
群集监视器将关闭，“Cluster Monitor (群集监视器)”面板将变为不活动面板。
如果对群集执行了任何命令，系统可能会提示您保存配置。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注销
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Log Out (注销)”。

管理用户配置文件
通过 Java 控制台，具有 Cluster Administrator 权限的用户可以添加、修改和删除
用户配置文件。 “User Manager (用户管理器)”对话框中每个用户名旁边的图标
指示了每个用户的权限。 管理员权限和操作员权限分为群集级和组级。
请参见第 76 页的“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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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
要添加用户，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User Manager (用户
管理器)”。

2

在“User Manager (用户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New User (新建用户)”。

3

在“Add User (添加用户)”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用户的名称。

■

如果群集没有以安全的模式运行，请输入该用户的密码并进行确认。

■

选中相应的复选框为用户授予权限。要授予 Group Administrator 或 Group
Operator 权限，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否则，继续执行最后一步。

■

单击“Select Groups... (选择组...)”。

■

单击要授予用户对其有相应权限的组，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该组移到
“Selected Groups (选择组)”框中。

■

单击“OK (确定)”退出“Select Group (选择组)”对话框，然后再次单击
“OK (确定)”退出“Add User (添加用户)”对话框。

4

单击“Close (关闭)”。

删除用户
要删除用户，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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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User Manager (用户
管理器)”。

2

在“User Manager (用户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用户名。

3

单击“Remove User (删除用户)”。

4

单击“Yes (是)”。

5

单击“Close (关闭)”。

更改用户密码
具有 Administrator、Operator 或 Guest 权限的用户可以更改自己的密码。 您必须
以 Cluster Administrator 身份登录，才能访问用户管理器。 在更改密码之前，请确
保配置处于读写模式。 群集管理员可以将配置更改为读写模式。
注意：如果群集正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该模块不可用。
以管理员身份更改密码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User Manager (用户
管理器)”。

2

单击用户名。

3

单击“Change Password (更改密码)”。

4

在“Change Password (更改密码)”对话框中：

5

■

输入新密码。

■

在“Confirm Password (确认密码)”字段中重新输入密码。

■

单击“OK (确定)”。

单击“Close (关闭)”。

以操作员或来宾身份更改密码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Change Password (更
改密码)”。

2

在“Change Password (更改密码)”对话框中：
■

输入新密码。

■

在“Confirm Password (确认密码)”字段中重新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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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OK (确定)”。

单击“Close (关闭)”。

更改用户权限
要更改用户权限，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File (文件)”菜单中的“User Manager (用户
管理器)”。

2

单击用户名。

3

单击“Change Privileges (更改权限)”，然后输入用户权限详细信息：

■

选中相应的复选框为用户授予权限。要授予 Group Administrator 或 Group
Operator 权限，请继续执行下一步。否则，继续执行最后一步。

■

单击“Select Groups (选择组)”。

■

单击要授予用户对其有相应权限的组，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该组移到
“Selected Groups (选择组)”框中。

■

在“Change Privileges (更改权限)”对话框中单击“OK (确定)”，然后在
“User Manager (用户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Close (关闭)”。

为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 OS 用户组指派权限
对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可以在操作系统 (OS) 用户组级别上为本机用户指
派权限。 为 OS 用户组指派 VCS 权限的过程包括在下列一个（或多个）属性中添
加用户组：
■

AdministratorGroups - 用于群集或服务组。

■

OperatorGroups - 用于群集或服务组。

请参见第 80 页的“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 OS 用户组的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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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OS 用户组指派权限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要针对群集指派权限，请选择群集；要针对特
定服务组指派权限，请选择服务组。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然后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有属性)”。

3

在属性列表中，单击与 AdministratorGroups 或 OperatorGroups 对应的编辑图
标。

4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
■

使用 + 按钮添加元素。

■

单击新添加的元素，并采用 group@domain 格式输入用户组名称。

■

单击“OK (确定)”。

管理服务组
可以使用 Java 控制台管理群集中的服务组。 可以使用该控制台对服务组执行添加
和删除、联机和脱机、冻结和取消冻结、链接和取消链接、启用和禁用、自动启
用、切换以及刷新操作。 您还可以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添加服务组
Java 控制台提供了多种向群集中的系统添加服务组的方法。可以使用 Cluster
Explorer、“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或“Template View (模板视图)”执行
此任务。
Cluster Explorer 提供了多种添加服务组的方法。本节将介绍其中几种方法。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添加服务组

1

在“Edit (编辑)”菜单中，单击“Add (添加)”，然后单击“Service Group
(服务组)”。
或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某个群集，然后
单击菜单中的“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
或
单击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

2

输入服务组详细信息：

118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群集
管理服务组

■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

■

在“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框中，单击要添加服务组的系统。

■

单击向右箭头将所选系统移到“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系
统)”框中。将自动为系统指派优先级编号（从 0 开始），以指示发生故障
转移时要在其上启动服务组的系统的顺序。如有必要，请双击“Priority (优
先级)”列中的项以输入新值。
选中“Startup (启动)”复选框将系统添加到服务组 AutoStartList 属性。这
样，每次启动 HAD 时，服务组便可在系统上自动联机。

■

单击相应的服务组类型。故障转移服务组每次只在一个系统上运行；并行
服务组可以同时在多个系统上运行。

■

要基于模板添加新服务组，请单击“Templates... (模板...)”，否则，请继
续执行此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步骤。 （基于模板添加新服务组的另一种方法
是：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Templates
(模板)”。 右键单击“Template View (模板视图)”面板，然后在弹出菜单
中单击“Add as Service Group (作为服务组添加)”。）

■

单击相应的模板名称，然后单击“OK (确定)”。

■

如果要查看与服务组关联的命令，请单击左下角的“Show Command (显
示命令)”。单击“Hide Command (隐藏命令)”关闭命令视图。

■

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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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中心中添加服务组

1

在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
组)”。
或
单击命令中心工具栏上的“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

2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

3

在“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框中，单击要添加服务组的系统。

4

单击向右箭头将所选系统移到“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系统)”
框中。将自动为系统指派优先级编号（从 0 开始），以指示发生故障转移时要
在其上启动服务组的系统的顺序。如有必要，请双击“Priority (优先级)”列中
的项以输入新值。
选中“Startup (启动)”复选框将系统添加到服务组 AutoStartList 属性。这样，
每次启动 HAD 时，服务组便可在系统上自动联机。

5

单击相应的服务组类型。故障转移服务组每次只在一个系统上运行；并行服务
组可以同时在多个系统上运行。

6

要基于模板添加新服务组，请单击“Templates... (模板...)”，否则，请继续
执行步骤 9。

7

单击相应的模板名称。

8

单击“OK (确定)”。

9

单击“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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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emplate View (模板视图)”中添加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Templates... (模
板...)”。

2

右键单击“Template View (模板视图)”面板，然后在菜单中单击“Add as
Service Group (作为服务组添加)”。这会将服务组模板添加到群集配置文件
中，而无需将它与特定系统相关联。

3

使用系统管理器将服务组添加到群集中的系统。
请参见第 105 页的“系统管理器”。

删除服务组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或命令中心删除服务组。
注意：您无法删除具有依赖关系的服务组。 要删除已链接的服务组，必须先删除该
链接。
在 Cluster Explorer 删除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在菜单中单击“Delete (删除)”。

3

单击“Ye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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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中心中删除服务组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Delete
Service Group (删除服务组)”。

2

单击服务组。

3

单击“Apply (应用)”。

使服务组联机
要使服务组联机，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使服务组联机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Online (联机)”，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如果不需要指定系
统，请单击“Any System (任意系统)”。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中使服务组联机

1

单击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Online Service Group (使服务组联机)”。

2

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

单击服务组。

■

对于全局组，请选择要使组联机的群集。

■

单击要使组联机的系统，或选中“Any System (任意系统)”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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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No Preonline (无 Preonline)”复选框使服务组联机，但不调用
Preonline 触发器。

■

单击左下角的“Show Command (显示命令)”查看与服务组关联的命令。
单击“Hide Command (隐藏命令)”关闭命令视图。

■

单击“OK (确定)”。

通过命令中心使服务组联机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Controls (控制)”>“Online Service Group
(使服务组联机)”。
或
单击命令中心工具栏上的“Bring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2

单击服务组。

3

对于全局组，请选择要使组联机的群集。

4

单击要使组联机的系统，或选中“Any System (任意系统)”复选框。

5

单击“Apply (应用)”。

使服务组脱机
要使服务组脱机，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使服务组脱机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Offline (脱机)”，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单击“All Systems
(所有系统)”使服务组在所有系统上脱机。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中使服务组脱机

1

单击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Offline Service Group (使服务组脱机)”。

2

输入服务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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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服务组。

■

对于全局组，请选择要使组脱机的群集。

■

单击要使组脱机的系统，或单击“All Systems (所有系统)”。

■

如果要查看与服务组关联的命令，请单击左下角的“Show Command (显
示命令)”。单击“Hide Command (隐藏命令)”关闭命令视图。

■

单击“OK (确定)”。

通过命令中心使服务组脱机

1

在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令)”>“Operations (操
作)”>“Controls (控制)”>“Offline Service Group (使服务组脱机)”。
或
单击命令中心工具栏上的“Take service group offline (使服务组脱机)”。

2

单击服务组。

3

对于全局组，请选择要使组脱机的群集。

4

单击要使组脱机的系统，或单击“All Systems (所有系统)”复选框。

5

单击“Apply (应用)”。

切换服务组
切换服务组的过程包括使服务组在其当前系统上脱机和使服务组在另一个系统上联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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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切换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Switch To (切换到)”，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通过命令中心切换服务组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Controls (控制)”>“Switch Service Group
(切换服务组)”。

2

单击服务组。

3

对于全局组，请选择要在其中切换服务组的群集。

4

单击要使组联机的系统，或选中“Any System (任何系统)”复选框。

5

单击“Apply (应用)”。

冻结服务组
冻结服务组可以防止它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统。 该冻结过程将停止服务组上的所有
联机和脱机过程。 请注意，服务组处于转换状态时，无法冻结服务组。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冻结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Freeze (冻结)”，然后在菜单中单击“Temporary (临时)”或
“Persistent (持久)”。 如果选择了“persistent (持久)”选项后将其保存到配
置中，则系统在重新启动后仍保持冻结状态。

通过命令中心冻结服务组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Freeze Service
Group (冻结服务组)”。

2

单击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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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有必要，请选中“persistent (持久)”复选框。 如果选择了“persistent (持
久)”选项后将其保存到配置中，则系统在重新启动后仍保持冻结状态。

4

单击“Apply (应用)”。

取消冻结服务组
取消冻结服务组后，即可对该服务组执行联机或脱机操作。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取消冻结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Unfreeze (取消冻结)”。

通过命令中心取消冻结服务组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Unfreeze Service
Group (取消冻结服务组)”。

2

单击服务组。

3

单击“Apply (应用)”。

启用服务组
在使服务组联机之前，应该先启用它。 如果在系统维护过程中手动禁用了某个服务
组，则可能需要在完成维护过程之后使该服务组联机。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启用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Enable (启用)”，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单击“All Systems
(所有系统)”在所有系统上启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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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中心启用服务组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Enable Service
Group (启用服务组)”。

2

单击服务组。

3

选中“Per System (特定系统)”复选框在特定系统而不是所有系统上启用组。

4

单击“Apply (应用)”。

禁用服务组
禁用服务组可防止其联机。 该过程将暂时禁止 VCS 监视正在进行维护操作的系统
上的服务组。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禁用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Disable (禁用)”，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单击“All Systems
(所有系统)”在所有系统上禁用组。

从命令中心禁用服务组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Disable Service
Group (禁用服务组)”。

2

单击服务组。

3

选中“Per System (特定系统)”复选框在特定系统而不是所有系统上禁用组。

4

单击“Apply (应用)”。

自动启用服务组
在 VCS 探查所有资源并检查其是否做好联机准备之前，服务组将一直处于自动禁
用状态。 当群集中的某个系统上 VCS 引擎未在运行时，需自动启用服务组，因此
您必须覆盖服务组的禁用状态，以便在群集中的另一个系统上启用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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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luster Explorer 自动启用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Autoenable (自动启用)”，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从命令中心自动启用服务组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Autoenable
Service Group (自动启用服务组)”。

2

单击服务组。

3

单击要自动启用组的系统。

4

单击“Apply (应用)”。

刷新服务组
当服务组联机或脱机时，该组中的资源也会相应地联机或脱机。如果联机操作或脱
机操作在特定资源上挂起，请刷新服务组以清除资源的 WAITING TO GO ONLINE
或 WAITING TO GO OFFLINE 状态。刷新服务组通常会使服务组处于 PARTIAL
状态。完成此过程之后，再解决特定资源的问题（如有必要），然后继续启动或停
止服务组。
注意：刷新操作不会停止正在运行的资源操作（如联机、脱机、迁移和清除）。如
果正在运行的操作在刷新命令发出之后成功完成，资源状态可能会根据该操作发生
更改。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刷新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群集，再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右键
单击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Flush (刷新)”，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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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ommand Center 刷新服务组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Flush Service
Group (刷新服务组)”。

2

单击服务组。

3

单击要刷新服务组的系统。

4

单击“Apply (应用)”。

链接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链接服务组。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链接服务组

1

单击配置树中的某个群集。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这会打开服务组依
赖关系图。要将父组和子组进行链接，请执行下列操作：
■

单击“Link (链接)”。

■

单击父组。

■

将鼠标移向子组。 黄色线将“捕捉”到子组。必要时，可在该线连接到子
组之前按键盘上的 Esc，删除父组和指针之间的连线。

■

单击子组。

■

在“Link Service Groups (链接服务组)”对话框中，单击组关系和依赖关系
类型。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

单击“OK (确定)”。

也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链接服务组：执行步骤 1 和 2，右键单击父组，然后在
菜单中单击“Link (链接)”。在对话框中单击子组、关系、依赖关系类型，然
后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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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令中心链接服务组

1

在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Link Service Groups (链接服务
组)”。

2

在“Service Groups (服务组)”框中单击父资源组。选择父组之后，那些可以
充当子组的潜在组将显示在“Child Service Groups (子服务组)”框中。

3

单击某个子服务组。

4

单击组关系和依赖关系类型。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5

单击“Apply (应用)”。

取消链接服务组
要取消链接服务组，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删除服务组依赖关系

1

单击配置树中的某个群集。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3

在“Service Group (服务组)”视图中，右键单击服务组之间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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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菜单中单击“Unlink (取消链接)”。

5

单击“Yes (是)”。

通过命令中心删除服务组依赖关系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Configuration (配置)”>“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Unlink
Service Groups (取消链接服务组)”。

2

在“Service Groups (服务组)”框中单击父资源组。选择父组之后，对应的子
组将显示在“Child Service Groups (子服务组)”框中。

3

单击子服务组。

4

单击“Apply (应用)”。

管理服务组中的系统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使用“System Manager (系统管理器)”可以在服务组的系
统列表中添加和删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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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添加系统

1

在“System Manager (系统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框中的系统。

2

单击向右箭头将可用系统移到“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系统)”
表中。

3

选中“Startup (启动)”复选框将系统添加到服务组 AutoStartList 属性。这样，
每次启动 HAD 时，服务组便可在系统上自动联机。

4

每个系统都指派了相应的优先级编号（从 0 开始），这些编号用于指示发生故
障转移时在其中启动服务组的系统的顺序。 如有必要，请双击“Priority (优先
级)”列中的项以输入新值。

5

单击“OK (确定)”。

在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系统

1

在“System Manager (系统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系统)”表中的系统。

2

单击向左箭头将系统移到“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框中。

3

单击“OK (确定)”。

使用配置向导创建服务组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配置向导创建服务组。
注意：VCS 还提供了为应用程序和 NFS 共享创建服务组的向导。有关这些向导的
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VCS 中配置应用程序和资源”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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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配置向导创建服务组

1

打开“Configuration Wizard (配置向导)”。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Configuration Wizard (配置向导)”。

2

阅读“Welcome (欢迎)”对话框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3

指定服务组的名称和目标系统：

4

■

输入组的名称。

■

在“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框中单击目标系统。

■

单击向右箭头将系统移到“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系统)”
表。要从表中删除系统，请单击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

选中“Startup (启动)”复选框将系统添加到服务组 AutoStartList 属性。这
样，每次启动 HAD 时，服务组便可在系统上自动联机。

■

将自动为系统指派优先级编号（从 0 开始），以指示发生故障转移时要在
其上启动服务组的系统的顺序。如有必要，请双击“Priority (优先级)”列
中的项以输入新值。

■

单击服务组类型。

■

单击“Next (下一步)”。

再次单击“Next (下一步)”，使用模板配置服务组并继续执行 7。单击“Finish
(完成)”，将空服务组添加到所选的群集系统并稍后对其进行配置。

5

单击建立新服务组所基于的模板。“Templates (模板)”框列出了 Cluster
Manager 所连接的系统上可用的模板。还显示了模板的资源依赖关系图、资源
数目和资源类型。单击“Next (下一步)”。

6

如果弹出一个窗口，通知您服务组的名称或该服务组内资源的名称已被使用，
请继续执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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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Next (下一步)”应用表中列出的所有新名称来解决名称冲突。
或
修改有冲突的名称，方法是在“Apply (应用)”按钮旁边的字段中输入文本，
在“Correction (更正)”下拉列表框中单击每个名称对应的文本的位置，单击
“Apply (应用)”，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8

单击“Next (下一步)”创建服务组。进度指示器会显示状态。

9

成功创建服务组后，单击“Next (下一步)”使用向导编辑属性。单击“Finish
(完成)”稍后使用 Cluster Explorer 编辑属性。

10 查看与服务组的资源相关联的属性。如有必要，请继续执行 11 来修改这些属
性的默认值。否则，请继续执行 12 以接受默认值并完成配置。

11 修改属性的值（如有必要）。

■

单击资源。

■

单击要修改的属性。

■

单击位于表中行尾的“Edit (编辑)”图标。

■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输入属性值。

■

单击“OK (确定)”。

■

对每个资源及属性重复此过程。

12 单击“Finish (完成)”。

管理资源
使用 Java 控制台可以管理群集中的资源。 可以使用该控制台对资源执行添加和删
除、联机和脱机、探查、启用和禁用、清除以及链接和取消链接操作。 您还可以将
资源类型导入到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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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资源
Java 控制台提供了多种向服务组添加资源的方法。可以使用 Cluster Explorer 或命
令中心执行此任务。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添加资源

1

在 Cluster Explorer 的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单击
要向其添加资源的服务组。

2

在“Edit (编辑)”菜单中，单击“Add (添加)”，然后单击“Resource (资
源)”。
或
单击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3

输入资源详细信息：
■

输入资源的名称。

■

单击资源类型。

■

根据您的配置编辑资源属性。Java 控制台还允许您在添加资源后编辑属性。

■

选中“Critical (关键)”和“Enabled (已启用)”复选框（如果适用）。默
认情况下，“Critical (关键)”选项处于选中状态。
“Critical (关键)”资源表示当该资源或它所依赖的任何资源出现故障时，服
务组也会出现故障。“Enabled (已启用)”资源表示代理将监视资源，您必
须在启用资源之前指定强制性属性的值。如果资源是在 VCS 处于运行状态
时动态创建的，则必须先启用该资源，然后让 VCS 监视它。VCS 不会使禁
用的资源或其子资源联机，即使该子资源处于启用状态也是如此。

■

单击左下角的“Show Command (显示命令)”查看与资源关联的命令。单
击“Hide Command (隐藏命令)”关闭命令视图。

■

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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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中心中添加资源

1

在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或
单击“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工具栏上的“Add resource (添加资
源)”。

2

选择要包含该资源的服务组。

3

输入资源的名称。

4

单击资源类型。

5

根据您的配置编辑资源属性。Java 控制台还允许您在添加资源后编辑属性。

6

选中“Critical (关键)”和“Enabled (已启用)”复选框（如果适用）。默认情
况下，“Critical (关键)”选项处于选中状态。
“Critical (关键)”资源表示当该资源或它所依赖的任何资源出现故障时，服务
组也会出现故障。“Enabled (已启用)”资源表示代理将监视资源，您必须在
启用资源之前指定强制性属性的值。如果资源是在 VCS 处于运行状态时动态
创建的，则必须先启用该资源，然后让 VCS 监视它。VCS 不会使禁用的资源
或其子资源联机，即使该子资源处于启用状态也是如此。

7

单击“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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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emplate (模板)”视图中添加资源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Templates... (模
板...)”。

2

在“Template View (模板视图)”的左侧窗格中，单击将资源添加到配置所用
的模板。

3

在资源依赖关系图中，右键单击要添加到配置中的资源。

4

单击“Copy (复制)”，然后在菜单中单击“Self (自身)”复制资源。单击
“Copy (复制)”，然后在菜单中单击“Self and Child Nodes (自身和子节
点)” 复制资源及其依赖的资源。

5

在 Cluster Explorer 的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单击
要向其添加资源的服务组。

6

在 Cluster Explorer 视图面板中，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7

右键单击“Resource (资源)”视图面板，然后在菜单中单击“Paste (粘贴)”。
将资源添加到服务组后，编辑属性以配置资源。

通过 Java 控制台添加 RemoteGroup 资源
如果本地服务组中配置的资源依赖远程服务组的状态，这种情况下 RemoteGroup
资源通常很有用。例如，在本地群集中运行的 Web 服务器应用程序可能依赖在远
程群集中运行的数据库应用程序。
注意：RemoteGroup 代理表示故障转移服务组的状态；并行服务组不支持此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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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Group 资源可以监视本地群集中远程服务组的状态。将 RemoteGroup 资源
添加到本地服务组后，就可以将该资源链接到现有的服务组资源。
您必须具有管理权限，才能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配置 RemoteGroup 代理”。
添加 RemoteGroup 资源

1

在“Tools (工具)”菜单中，单击“Add Remote Group Resource... (添加远
程组资源...)”。
或
单击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Configure Remote Group Resource
Wizard (配置远程组资源向导)”。

2

阅读“Welcome (欢迎)”对话框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Remote Group Resource Name (远程组资源名称)”对话框中，指定资源
的名称以及要将该资源添加到的服务组。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Remote Cluster Information (远程群集信息)”对话框中：
■

指定远程群集中节点的名称或 IP 地址。

■

指定远程节点上用于资源通信的端口。

■

指定远程群集的用户名。

■

指定该用户的密码。

■

如果希望指定高级选项以连接到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请选中相应的
复选框。否则，请单击 Next（下一步）继续执行最后一个步骤。

■

5

■

指定包含节点的域。

■

选择域类型。

■

指定身份验证代理和端口。

单击“Next (下一步)”。

在“Remote Group Resource Details (远程组资源详细信息)”对话框中，执行
以下操作：
■

选择要监视的组。

■

选择监视模式。
■

选择“MonitorOnly (仅监视)”选项以监视远程服务组。您不能对远程
组执行联机或脱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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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择“OnlineOnly (仅联机)”选项以监视远程服务组，并通过本地群集
使远程组联机。

■

选择“OnOff (联机或脱机)” 选项以监视远程服务组，并通过本地群集
使远程组联机，然后再使其脱机。

指定 RemoteGroup 资源是否监视远程群集中特定系统或任意系统上远程组
的状态。
■

选择“Any System (任意系统)”选项可使 RemoteGroup 资源监视远程
服务组的状态，而不管其在哪个系统上联机。

■

选择“Specific System (特定系统)”选项可使 RemoteGroup 资源监视
远程群集中特定系统上远程组的状态。必须在相同数量的系统上配置这
两个服务组。
此选项提供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之间的一对一映射。“Local Systems
(本地系统)”列表显示配置了 RemoteGroup 资源的系统。单击“Remote
Systems (远程系统)”列表下方的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系
统。如果远程组故障转移到远程群集中的另一个系统，则 RemoteGroup
资源也会故障转移到本地群集中的相应系统。

■

单击“Next (下一步)”。

6

查看对话框中的文本，并单击“Finish (完成)”将 RemoteGroup 资源添加到
本地群集中的指定服务组。

7

创建 RemoteGroup 资源与服务组现有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145 页的“链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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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删除资源。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删除资源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服务组，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然后右键单击视
图面板中的资源图标。

2

在菜单中单击“Delete (删除)”。

3

单击“Yes (是)”。

通过命令中心删除资源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Delete
Resource (删除资源)”。

2

单击资源。

3

单击“Apply (应用)”。

使资源联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资源脱机。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使资源联机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服务组，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然后右键单击视
图面板中的资源图标。

2

单击“Online (联机)”，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通过命令中心使资源联机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Controls (控制)”>“Online Resource (使
资源联机)”。

2

单击资源。

3

单击使该资源在其上联机的系统。

4

单击“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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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资源脱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资源脱机。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使资源脱机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服务组，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然后右键单击视
图面板中的资源图标。

2

单击“Offline (脱机)”，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通过命令中心使资源脱机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Controls (控制)”>“Offline Resource (使
资源脱机)”。

2

单击资源。

3

单击使该资源在其上脱机的系统。

4

如有必要，请选中“ignoreparent (忽略父资源)” 复选框以使所选的子资源脱
机，而不管父资源的状态如何。 只有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中才
有该选项。

5

单击“Apply (应用)”。

使资源脱机并传播命令
使用“Offline Propagate (OffProp 脱机传播)”功能可以传播父资源的脱机状态。
此命令指示依赖于父资源的资源也应当脱机。
使用脱机传播 (OffProp) 的 ignoreparent（忽略父资源）功能可以使所选的资源脱
机，而不管父资源的状态如何。 此命令会将所选资源的脱机状态传播到子资源。只
能在命令中心使用 ignoreparen 选项。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使资源及其子资源脱机

1

在配置树的“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资源。

2

单击“Offline Prop (脱机传播)”，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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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中心中使资源及其子资源脱机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Controls (控制)”>“OffProp Resource (脱
机传播资源)”。

2

单击资源。

3

单击使该资源及其子资源在其上脱机的系统。

4

单击“Apply (应用)”。

在命令中心中使子资源脱机，同时忽略父资源的状态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Controls (控制)”>“OffProp Resource (脱
机传播资源)”。

2

单击资源。

3

单击使该资源及其子资源在其上脱机的系统。

4

选中“ignoreparent (忽略父资源)”复选框。

5

单击“Apply (应用)”。

探查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探查资源以检查其是否已配置。 例如，您可以探查资源以检查它是
否已做好联机的准备。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探查资源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Probe (探查)”，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通过 Command Center 探查资源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Controls (控制)”>“Probe Resource (探
查资源)”。

2

单击资源。

3

单击要在其上探查资源的系统。

4

单击“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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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资源类型静态属性
可以覆盖某些静态类型资源属性，并为其分配资源特定值。 覆盖静态属性并保存配
置后，文件 main.cf 将在资源定义中包括一行静态属性及其覆盖值的内容。
覆盖资源类型静态属性

1

右键单击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或视图面板的
“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中的资源。

2

单击“Override Attributes (覆盖属性)”。

3

选择要覆盖的属性。

4

单击“OK (确定)”。
所选属性将显示在资源的“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中的“Overridden
Attributes (覆盖属性)”表中。

5

要修改已覆盖属性的默认值，请单击属性的“Edit (编辑)”列中的图标。

将默认设置还原为类型的静态属性

1

右键单击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或视图面板的
“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中的资源。

2

单击“Remove Attribute Overrides (撤消属性覆盖)”。

3

选择要还原为其默认设置的已覆盖属性。

4

单击“OK (确定)”。

启用服务组中的资源
启用服务组中的资源可以使已禁用的资源联机。 可能已经手动禁用了某个资源，以
便暂时禁止 VCS 监视该资源。 您必须在启用资源之前指定强制性属性的值。
启用服务组中的单个资源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2

右键单击配置树中某个已禁用的资源，然后在菜单中单击“Enabled (启用)”。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启用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
卡。

2

右键单击服务组。

3

单击“Enable Resources (启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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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中心中启用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Enable Resources
for Service Group (启用服务组资源)”。

2

单击服务组。

3

单击“Apply (应用)”。

禁用服务组中的资源
禁用服务组中的资源可以阻止它们联机。如果您希望 VCS 暂时“忽略”资源（而
不是删除它们），同时服务组仍保持联机状态，则此禁用过程很有用。
禁用服务组中的单个资源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
卡。

2

右键单击配置树中的某个资源。 对于已启用的资源，将在菜单中的“Enabled
(启用)”选项旁边显示一个复选标记。

3

单击菜单中的“Enabled (启用)”清除该选项。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禁用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配置树中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
卡。

2

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单击“Disable Resources (禁用资源)”。

在命令中心中禁用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Disable Resources
for Service Group (禁用服务组中的资源)”。

2

单击服务组。

3

单击“Apply (应用)”。

清除资源
清除资源可以消除故障并使该资源可进入联机状态。 在诸如电源故障或配置错误之
类的许多情况下，资源都会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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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luster Explorer 清除资源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Clear Fault (清除故障)”，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系统。 单击“Auto (自
动)”（而非特定系统）可清除出现故障的所有系统上的故障。

通过命令中心清除资源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Clear Resource
(清除资源)”。

2

单击资源。 要清除“Systems (系统)”框中列出的所有系统上的故障，请执行
步骤 5。要清除特定系统上的故障，请执行步骤 3。

3

选中“Per System (特定系统)”复选框。

4

单击要清除资源的系统。

5

单击“Apply (应用)”。

链接资源
可以使用 Cluster Explorer 或命令中心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链接资源

1

在配置树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2

单击资源所属的服务组。

3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这将打开资源依赖关系
图。
要将父资源与子资源链接，请执行下列操作：
■

单击“Link... (链接...)”

■

单击父资源。

■

将鼠标移向子资源。 黄色线将“捕捉”到子资源。如有需要，可在该线连
接到子资源之前按键盘上的 Esc，删除父资源和指针之间的连线。

■

单击子资源。

■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或
右键单击父资源，然后在菜单中单击“Link (链接)”。在“Link Resources
(链接资源)”对话框中，单击将作为子资源的资源。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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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OK (确定)”。

在 Command Center 中链接资源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Configuration (配置)”>“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Link
Resources (链接资源)”。

2

单击要包含链接资源的服务组。

3

在“Service Group Resources (服务组资源)”框中单击父资源。选择父资源
之后，“Child Resources (子资源)”框中显示可以作为子资源的潜在资源。

4

单击某个子资源。

5

单击“Apply (应用)”。

取消链接资源
使用 Cluster Explorer 或命令中心可以取消链接服务组中的资源。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取消链接资源

1

在配置树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2

单击资源所属的服务组。

3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4

在“Resources (资源)”视图中，右键单击资源之间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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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菜单中单击“Unlink... (取消链接...)”。

6

在“Question (问题)”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删除链接。

在命令中心中取消链接资源

1

在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Unlink Resources (取消链接资
源)”。

2

单击包含链接资源的服务组。

3

在“Service Group Resources (服务组资源)”框中单击父资源。选择父资源
之后，“Child Resources (子资源)”框中显示相应的子资源。

4

单击子资源。

5

单击“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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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资源操作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可以启动预定义的操作脚本， 例如有这样一些预定义的资源
操作：拆分和结合磁盘组。
调用资源操作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Actions... (操作...)”

3

指定该操作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

单击要执行的预定义操作。

■

单击要执行该操作的系统。

■

要添加参数，请单击“Add (添加)”图标 (+) 并输入参数。单击“Delete
(删除)”图标 (-) 可删除参数。

■

单击“OK (确定)”。

刷新 ResourceInfo 属性
刷新 ResourceInfo 属性可以查看该属性的最新值。
刷新 ResourceInfo 属性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Refresh ResourceInfo (刷新 ResourceInfo)”，然后单击要刷新属性
值的系统。

清除 ResourceInfo 属性
清除 ResourceInfo 属性以重新设置此属性中的所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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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 ResourceInfo 属性的参数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Clear ResourceInfo (清除 ResourceInfo)”，然后单击要重新设置属
性值的系统。

导入资源类型
通过 Java 控制台，可以将资源类型导入配置 (main.cf) 中。 例如，可使用此过程将
Enterprise Agent 的 types.cf 导入您的配置中。 但不能导入您的配置中已有的资源
类型。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导入资源类型

1

在“File (文件)”菜单上，单击“Import Types (导入类型)”。

2

在“Import Types (导入类型)”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
■

单击从中导入资源类型的文件。 对话框中显示 Cluster Manager 连接到的
系统上的文件。

■

单击“Import (导入)”。

从 Java 控制台运行 HA 防火练习
使用 Cluster Manager 为本地群集中的特定资源运行 HA 防火练习。 可以为支持该
功能的代理运行 HA 防火练习。
运行 HA 防火练习

1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单击“Virtual Fire Drill (虚拟防火练习)”。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Virtual Fire Drill...
(虚拟防火练习...)”。

2

指定下列详细信息以运行虚拟防火练习：
■

选择要运行的检查的类型。

■

选择要对其运行基础架构检查的服务组。 请确保选择处于联机状态的服务
组。

■

选择运行检查的系统。

■

单击“Perform checks (执行检查)”。

■

查看检查结果。 如果虚拟防火练习报告任何错误，请右键单击资源并选择
“Fix it... (修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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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Close (关闭)”。

管理系统
使用 Java 控制台，可以管理群集中的系统。 可以使用该控制台添加、删除、冻结
和取消冻结系统。

添加系统
使用 Cluster Explorer 和“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可以将系统添加到群集
中。 在 LLTTab 配置文件中必须有与系统对应的条目，才能将其添加到群集中。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添加系统

1

在“Edit (编辑)”菜单中，单击“Add (添加)”，再单击“System (系统)”。
或
单击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Add System (添加系统)”。

2

输入系统的名称。

3

单击左下角的“Show Command (显示系统)”查看与系统关联的命令。 单击
“Hide Command (隐藏命令)”关闭命令视图。

4

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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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中心中添加系统

1

单击“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工具栏上的“Add System (添加系统)”。
或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Add
System (添加系统)”。

2

输入系统的名称。

3

单击“Apply (应用)”。

删除系统
本主题介绍如何删除系统。
通过命令中心删除系统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Delete
System (删除系统)”。

2

单击系统。

3

单击“Apply (应用)”。

冻结系统
冻结某个系统可以阻止服务组在该系统上联机。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冻结系统

1

单击配置树中的“Systems (系统)”选项卡。

2

在配置树中，右键单击系统，单击“Freeze (冻结)”，然后在菜单中单击
“Temporary (临时)”或“Persistent (持久)”。 如果选择了“persistent (持
久)”选项后将其保存到配置中，则系统在重新启动后仍保持冻结状态。

通过命令中心冻结系统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Freeze System
(冻结系统)”。

2

单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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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需要，选中“persistent (持久)”和“evacuate (迁移)”复选框。 如果选
择“evacuate (迁移)”选项，则在执行冻结操作之前，将所有服务组移到其他
系统。 如果选择了“persistent (持久)”选项后将其保存到配置中，则系统在
重新启动后仍保持冻结状态。

4

单击“Apply (应用)”。

取消冻结系统
取消冻结某个已冻结系统后，服务组可以在该系统上联机。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取消冻结系统

1

单击配置树中的“Systems (系统)”选项卡。

2

在配置树中，右键单击系统，然后单击“Unfreeze (取消冻结)”。

通过命令中心取消冻结系统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Operations (操作)”>“Availability (可用性)”>“Unfreeze System
(取消冻结系统)”。

2

单击系统。

3

单击“Apply (应用)”。

管理群集
可以使用 Java 控制台指定要通过该控制台查看的群集，还可通过它修改 VCS 配
置。 配置说明整个群集的参数的详细信息。可以使用 Cluster Explorer 或命令中心
打开、保存以及保存并关闭配置。

打开群集配置
可以使用 Cluster Explorer 或“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打开 VCS 配置或对
其进行更改。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打开配置
◆

在“File (文件)”菜单中，单击“Open Configuration (打开配置)”。
或
单击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Open Configuration (打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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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ommand Center 打开配置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Configuration (配置)”>“Configuration File (配置文件)”>“Open
Configuration (打开配置)”。

2

单击“Apply (应用)”。

保存群集配置
更新 VCS 配置之后，可以使用 Cluster Explorer 或命令中心将最新配置保存到磁
盘，同时将配置状态保持在读写模式下。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保存配置
◆

在“File (文件)”菜单中，单击“Save Configuration (保存配置)”。
或
单击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Save Configuration (保存配置)”。

通过命令中心保存配置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Configuration (配置)”>“Configuration File (配置文件)”>“Save
Configuration (保存配置)”。

2

单击“Apply (应用)”。

保存并关闭群集配置
更新 VCS 配置之后，可以使用 Cluster Explorer 或命令中心将最新配置保存到磁
盘，并关闭配置或将配置状态更改为只读模式。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保存并关闭配置
◆

在“File (文件)”菜单中，单击“Close Configuration (关闭配置)”。
或
单击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的“Save and Close Configuration (保存与
关闭配置)”。

通过命令中心保存并关闭配置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
令)”>“Configuration (配置)”>“Configuration File (配置文件)”>“Close
Configuration (关闭配置)”。

2

单击“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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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命令
使用命令中心在群集上运行命令。
命令在命令中心内排列为“Configuration”（配置）命令和“Operation”（操作）
命令。
在命令中心中运行命令

1

在“Command Center (命令中心)”中，单击命令树中的命令。如果需要，展
开树来查看命令。

2

在相应的命令界面中，单击 VCS 对象和相应的选项（如果需要）。

3

单击“Apply (应用)”。

编辑属性
使用 Java 控制台可以编辑 VCS 对象的属性。默认情况下，Java 控制台显示主要
属性和类型特定的属性。要查看与对象关联的所有属性，请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有属性)”。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编辑属性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单击要编辑其属性的对象。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如果属性未出现在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中，请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有属
性)”。

3

在“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或“Attributes View (属性视图)”中，单击
“Key Attributes (关键属性)”或“Type Specific Attributes (类型特定属性)”
表的“Edit (编辑)”列中的图标。在“Attributes View (属性视图)”中，单击属
性的“Edit (编辑)”列中的图标。

4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输入对属性值的更改，如下所示：
■

要编辑标量值，请执行以下操作：
输入或单击值。

■

要编辑非标量值，请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 + 按钮添加元素。使用 - 按钮删除元素。

■

要更改属性的作用域，请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Global (全局)”或“Per System (特定系统)”选项。

■

要更改系统的本地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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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5

单击“OK (确定)”。

在命令中心中编辑属性

1

<Check Alignment of PHs>在命令中心的配置树中，依次展开“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Attributes (属性)”>“Modify
vcs_object Attributes (修改 vcs_object 属性)”。

2

在菜单中单击 VCS 对象。

3

在属性表中，单击属性的“Edit (编辑)”列中的图标。

4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输入对属性值的更改，如下所示：
■

要编辑标量值，请执行以下操作：
输入或单击值。

■

要编辑非标量值，请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 + 按钮添加元素。使用 - 按钮删除元素。

■

要更改属性的作用域，请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Global (全局)”或“Per System (特定系统)”选项。

■

5

要更改系统的本地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单击“OK (确定)”。

查询群集配置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查询群集配置，请按照下列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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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Query (查询)”。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单击“Query (查询)”。

2

在“Cluster Query (群集查询)”对话框中，输入查询的详细信息：

■

单击要搜索的 VCS 对象。

■

根据选定的对象，单击要搜索的特定实体。

■

单击搜索项与值之间适当的短语或符号。

■

针对指定的查询单击相应值。

■

某些查询允许用户输入特定的过滤信息：
依次单击“System (系统)”、“Online Group Count (联机组计数)”、
<，然后在空白字段中键入所需值。
或
依次单击“Resource (资源)”、[provide attribute name] 并键入属性的
名称，单击 = 或“contains (包含)”，然后在空白字段中键入相应的属性
值。
例如，依次单击“Resource (资源)”、[provide attribute name] 并键入
MountPoint，单击“contains (包含)”，然后在空白字段中键入 /db01。

■

要使用其他查询，可以根据需要多次单击 + 以选择相应的选项。单击 - 可
以减少查询数。

■

针对每个过滤选项，单击 AND 或 OR。

■

单击“Search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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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搜索新项，请单击“Reset (重置)”将对话框重新设置为其原始空白状
态。

通过使用通知程序向导设置 VCS 事件通知
本主题中介绍的信息假设用户需要创建 ClusterService 组和通知程序资源。如果有
ClusterService 组，而通知程序资源是在其他组中配置的，则可以修改该组的现有
通知程序资源和系统列表的属性。如果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组，但未配置通知程
序资源，则创建通知程序资源并将其添加到 ClusterService 组。
通过使用通知程序向导设置事件通知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Tools (工具)”菜单中的“Notifier Wizard...
(通知程序向导...)”。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工具栏上，单击“Launch Notifier Resource
Configuration Wizard (启动通知程序资源配置向导)”。

2

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for Notifier (通知程序的服务组配置)”对话框
中，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要创建的通知程序资源的名称。 例如，ntfr。

■

在“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框中单击目标系统。

■

单击向右箭头将系统移到“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系统)”
表。要从表中删除系统，请单击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

选中“Startup (启动)”复选框将系统添加到服务组 AutoStartList 属性。这
样，每次启动 HAD 时，服务组便可在系统上自动联机。

■

每个系统都指派了相应的优先级编号（从 0 开始），这些编号用于指示发
生故障转移时在其中启动服务组的系统的顺序。 如有必要，请双击“Priority
(优先级)”列中的项以输入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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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Next (下一步)”。

5

选择要配置的通知模式。选中相应的复选框配置 SNMP 和/或 SMTP（如果适
用）。

6

在“SNMP Configuration (SNMP 配置)”对话框（如果适用）中，执行下列操
作：
■

单击 + 针对 SNMP 控制台和严重程度级别创建适当数量的字段。单击 - 可
以删除字段。

■

输入控制台并在菜单中单击严重性级别。 例如，snmpserv 和“Information
(信息)”。

■

输入 SNMP 陷阱端口。 例如，默认值是 162。

7

单击“Next (下一步)”。

8

在“SMTP Configuration (SMTP 配置)”对话框（如果适用）中，执行下列操
作：
■

输入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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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单击 + 针对通知的收件人和严重性级别创建适当数量的字段。单击 - 可以
删除字段。

■

输入收件人并在下拉列表框中单击严重性级别。 例如，admin@example.com
和“Information (信息)”。

单击“Next (下一步)”。

10 在“NIC Resource Configuration (NIC 资源配置)”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
■

单击“Configure NIC Resource (配置 NIC 资源)”（Symantec 建议执行
该操作）并执行下一步。否则，请单击“Next (下一步)”。

■

如果需要，输入资源的名称。

■

单击表的“Discover (发现)”列中的图标 (...) 以查看每个系统的
MACAddress。

■

单击“Discover (发现)”对话框中的“OK (确定)”。

11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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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击“Bring the Notifier Resource Online (使通知程序资源联机)”复选框
（如果需要）。

13 单击“Next (下一步)”。
14 单击“Finish (完成)”。

管理日志
使用 Java 控制台可以自定义引擎生成的日志消息的显示方式。 在“Logs (日志)”
对话框中，可以设置过滤条件来搜索和查看消息，还可以监视警报消息并采取解决
方法。
要查看“VCS Log (VCS 日志)”弹出窗口，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View and Logs
(视图和日志)”，或在工具栏中单击“Show the Logs (显示日志)”。
要浏览日志中每条日志消息的详细信息，请双击事件的说明。使用“VCS Log
details (VCS 日志详细信息)”弹出窗口中的箭头可以向前/后翻阅消息列表。

自定义日志显示方式
在“Logs (日志)”对话框中，可以使用“Edit Filters (编辑过滤器)”功能自定义日
志消息的显示方式。
自定义 VCS 日志的显示方式

1

在 VCS Logs (VCS) 选项卡中，单击“Edit Filters (编辑过滤器)”。

2

输入过滤条件并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显示消息时要显示的日志类型。

■

在“Logs of (日志类别)”列表中，选择要显示的日志消息类别。

■

在“Named (命名)”菜单中，选择选定对象或组件的名称。要查看选定类
别的所有消息，请单击“All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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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Logs from last (过去以下时间段内的日志)”字段中，输入数值并选择
时间单位。

■

要搜索日志消息，请输入搜索字符串。如果需要，选中“Whole String (整
个字符串)”复选框。

3

单击“OK (确定)”。

自定义代理日志的显示方式
◆

在“Agent Logs (代理日志)”选项卡中，输入过滤条件并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系统的名称。

■

输入要查看的日志数。

■

单击资源类型。

■

单击资源的名称。要查看所有资源的消息，请单击“All (所有)”。

■

单击“Get Logs (获取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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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置日志显示方式
使用“Reset Filters (重置过滤器)”功能可以为日志视图设置默认设置。例如，如
果使用“Edit Filters (编辑过滤器)”功能将日志视图自定义为仅显示关键消息和错
误消息，则使用“Reset Filters (重置过滤器)”功能可将该视图设置为显示所有日
志消息。
为日志显示方式重新设置默认设置
◆

在“VCS Logs (VCS 日志)”选项卡中，单击“Reset Filters (重置过滤器)”。

监视警报
Java 控制台可发送要求采取管理操作的自动警报，这些警报出现在“Logs (日志)”
对话框的“Alerts (警报)”选项卡上。使用此选项卡可以对警报采取操作或删除警
报。
对警报采取操作

1

在“Alert (警报)”选项卡或对话框中，单击要对其采取操作的警报。

2

单击“Take Action (采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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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必要信息以解决警报。
如果警报的内容是本地组无法故障转移到本地群集中的任何系统，则无法采取
任何操作。
如果警报的内容是全局组无法故障转移，则应采取的操作是使该组在全局群集
环境中的其他系统上联机。
如果警报的内容是全局群集出现故障，则应采取的操作是声明群集发生灾难、
断开连接或中断，并确定要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的服务组。

4

单击“OK (确定)”。

删除警报

1

在“Alert (警报)”选项卡或对话框中，单击要删除的警报。

2

单击“Delete Alert (删除警报)”。

3

提供此操作的详细信息：
■

输入删除警报的原因。

■

单击“OK (确定)”。

管理 VCS Simulator
使用可安装在 Windows 系统上的 VCS Simulator 可以查看状态转换、试用配置参
数以及预测群集或系统出现故障时服务组的行为方式。使用此工具可以在 OFFLINE
状态下创建和保存配置。
通过 Java 控制台，使用 VCS Simulator 可以在 VCS 脱机时配置模拟的群集面板、
使状态未知的系统进入联机状态、模拟运行系统时的断电情况、模拟资源故障以及
保存配置。
对于全局群集，可以模拟生成和清除群集故障的过程。
可以针对每个群集使用不同的端口号在系统上运行多个模拟群集。 Java 控制台提
供了可用于联机配置的相同视图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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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79 页的“关于 VCS Si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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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

关于安装 VCS 许可证

■

管理 LLT

■

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

启动 VCS

■

停止 VCS

■

停止 VCS 引擎及相关进程

■

登录到 VCS

■

关于管理 VCS 配置文件

■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用户

■

关于查询 VCS

■

关于管理服务组

■

管理代理

■

关于管理资源

■

关于管理资源类型

■

管理系统

■

关于管理群集

■

在使用 VCS 命令的脚本中使用 -wait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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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 HA 防火练习

■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模拟群集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查看用于管理 VCS 的常用命令的详细信息。有关特定命令或其选项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其用法信息或与这些命令有关的手册页。
可以在 VCS 运行时从群集中的任一系统输入大多数命令。用于启动 VCS 的命令通
常是在系统启动时启动。
请参见第 688 页的“VCS 命令行参考”。
请参见第 332 页的“关于管理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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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 命令中使用的符号

符号

用法

示例

[]

用于可选的命令选项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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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于指定一次只能使用一个由
| 分隔的命令选项或参数。

hagetcf [-s | -silent]

...

用于指定参数可以具有多个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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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于指定大括号中引起来的命
令选项或参数必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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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命令帮助或用法输出中使
用，用于指定必须使用实际值
替换这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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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166 页的“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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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如何识别本地系统
VCS 会检查文件 $VCS_CONF/conf/sysname。 如果该文件不存在，则会通过本地
系统的节点名称来识别该系统。 要查看系统的节点名称，请键入：
# uname -n

该文件中的条目必须与文件 /etc/llthosts 和 /etc/llttab 中的条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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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modify 选项
大多数配置更改是使用命令 haclus、hagrp、hares、hasys 和 hatype 的 -modify
选项来完成的。具体地说，上述这些命令的 -modify 选项会更改存储在 VCS 配置
文件中的属性值。默认情况下，所有属性都是全局属性，这意味着属性值对所有系
统而言都是相同的。
注意：只有 VCS 处于读写模式时，您才能更改配置。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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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命令行运行该实用程序。
# vcsencrypt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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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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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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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
当编辑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或配置需要用户密码的代理时，可以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对密码进行加密。
请参见第 168 页的“使用安全密钥加密代理密码”。
注意： 通过 Java 控制台输入密码时，不要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
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

1

从命令行运行该实用程序。
vcsencrypt -ag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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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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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安全密钥加密代理密码
使用安全密钥加密代理密码涉及以下步骤：
■

生成安全密钥

■

加密代理密码

请参见第 168 页的“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

生成安全密钥
使用 vcsencrypt 实用程序生成安全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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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必须是 root 用户或必须拥有管理权限才能生成安全密钥。
要生成安全密钥，请在任一群集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1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2

运行 vcsencrypt 实用程序。
# vcsencrypt -gensecinfo

3

当出现提示时，输入密码短语（至少包含八个字符）。
该实用程序将生成安全密钥，并显示下列消息：
Generating SecInfo...please wait...
SecInfo generated successfully.
Trying to update its value in config file...
SecInfo updated successfully.

4

保存 VCS 配置，将其设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加密代理密码
要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请在任一群集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1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2

加密代理密码。
# vcsencrypt -agent -sec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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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出现提示时，输入现有密码并按 Enter。
该实用程序将对输入的密码进行加密，并显示已加密的密码。
例如，7c:a7:4d:75:78:86:07:5a:de:9d:7a:9a:8c:6e:53:c6

4

修改必需的代理属性以分配加密密码。
c:\>hares -modify <ResourceName>
<password_attribute _name> <AES Password>

向组管理员授予密码加密权限
此过程说明了如何向组管理员授予密码加密权限。
授予组管理员密码加密权限
◆

将群集属性 SecInfoLevel 的值设置为 R+A：
# haclus -modify SecInfoLevel R+A

将密码加密权限限制于超级用户
◆

将群集属性 SecInfoLevel 的值设置为 R：
# haclus -modify SecInfoLevel R

更改安全密钥
按照这些说明更改安全密钥。
如果您更改了安全密钥，请确保使用新的安全密钥重新对创建的所有密码进行加
密。否则，代理无法正确解密已加密的密码，这会导致资源监视功能失败。
更改安全密钥

1

保存 VCS 配置，将其设置为可写入。
# haconf -makerw

2

运行以下命令：
# vcsencrypt -gensecinfo -force

3

保存 VCS 配置，将其设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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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装 VCS 许可证
Veritas InfoScale 安装程序提示您选择下列授权许可方法之一：
■

为要安装的产品和功能安装许可证密钥。在购买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时，您
会收到许可证密钥证书。 该证书指定组件密钥和所购许可证的类型。

■

在没有许可证密钥的情况下继续安装。安装程序会提示您选择要安装的组件选
项，然后设置所需的组件级别。
在选择此选项后的 60 天内，必须安装与所指定许可证级别相对应的有效许可证
密钥，或者通过管理具有管理服务器的服务器或群集来继续使用无密钥许可。

使用 vxlicinst 安装和更新许可证密钥
使用 vxlicinst 命令为已购买的产品安装或更新有效的产品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
vxlicinst(1m) 手册页。
要使用该实用程序，您必须具有 root 权限。必须在群集中的每个系统上运行该实用
程序；该实用程序不能在远程节点上安装或更新许可证。
安装新的许可证
◆

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cd /opt/VRTS/bin
./vxlicinst -k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更新正在运行的群集中的授权信息

1

使用 vxlicinst 实用程序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安装新的组件许可证。

2

更新群集中所有节点上的系统级授权信息。
只有在使用 vxlicinst 命令添加许可证密钥或使用 vxkeyless 命令设置组件
许可证级别后，才能运行 updatelic 命令。
# hasys -updatelic -all

必须更新所有节点上的授权信息，才能继续执行下一个步骤。

3

更新群集级授权信息：
# haclus -updatelic

设置或更改无密钥授权的产品级别
运行 vxkeyless 命令为已购买的组件设置组件级别。 此选项还要求您管理具有管
理服务器的服务器或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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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vxkeyless(1m) 手册页。
设置或更改产品级别

1

查看组件级别的当前设置。
# vxkeyless [-v] display

2

查看组件级别的可能设置。
# vxkeyless displayall

3

设置所需的组件级别。
# vxkeyless [-q] set prod_levels

其中 prod_levels 是逗号分隔的关键字列表。 使用由 vxkeyless displayall
命令返回的关键字。
如果要删除无密钥许可并输入密钥，必须清除无密钥许可证。使用 NONE 关键
字清除系统中的所有密钥。
请注意，清除密钥会禁用组件，直至您安装新密钥或设置新组件级别。
清除产品许可证级别

1

查看组件许可证级别的当前设置。
# vxkeyless [-v] display

2

如果安装了无密钥许可证，请删除所有无密钥许可证：
# vxkeyless [-q] set NONE

管理 LLT
可以使用 LLT 命令（如 lltdump 和 lltconfig）来管理 LLT 链路。有关命令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相应的 LLT 手册页。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请参见第 173 页的“显示群集详细信息和 LLT 链路的 LLT 版本”。
请参见第 173 页的“添加和删除 LLT 链接”。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请参见第 177 页的“为 LLT 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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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群集详细信息和 LLT 链路的 LLT 版本
可以使用 lltdump 命令来显示特定 LLT 链路的 LLT 版本。 还可以显示群集 ID 和
节点 ID 详细信息。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lltdump(1M) 手册页。
为 LLT 链接显示群集详细信息和 LLT 版本
◆

运行以下命令可显示详细信息：
# /opt/VRTSllt/lltdump -D -f link

例如，如果 bge3 连接到 sys1，则该命令会显示网络链接 bge3 上存在的所有
群集 ID 和节点 ID 的列表。
# /opt/VRTSllt/lltdump -D -f /dev/bge:3
lltdump : Configuration:
device : bge3
sap : 0xcafe
promisc sap : 0
promisc mac : 0
cidsnoop : 1
=== Listening for LLT packets ===
cid nid vmaj vmin
3456 1 5 0
3456 3 5 0
83 0 4 0
27 1 3 7
3456 2 5 0

添加和删除 LLT 链接
在 LLT 运行时，可以使用 lltconfig 命令添加或删除 LLT 链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lltconfig(1M) 手册页。
注意：添加或删除 LLT 链接时，不需要关闭 GAB 或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更改立即生效，但会在下次重新启动时丢失。要保留更改，还必须更新 /etc/llttab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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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LLT 链接
◆

根据 LLT 链接类型，运行以下命令添加 LLT 链接：
■

对于 ether 链接类型：
# lltconfig -t devtag -d device
[-b ether ] [-s SAP] [-m mtu] [-I] [-Q]

■

对于 UDP 链接类型：
# lltconfig -t devtag -d device
-b udp [-s port] [-m mtu]
-I IPaddr -B bcast

■

对于 UDP6 链接类型：
# lltconfig -t devtag -d device
-b udp6 [-s port] [-m mtu]
-I IPaddr [-B mcast]

其中：
devtag

标识链接的标记

device

接口的网络设备路径
■

对于 Solaris 10：

■

对于链接类型 ether，路径后跟冒号 (:) 和一个整数，该整数指定
LLT 用于挂接的单元或 PPA。
对于 Solaris 11：
对于链接类型 ether，路径是界面的设备文件的完整路径。（例
如，/dev/net/net1）

对于链接类型 UDP 和 UDP6，device 分别为 UDP 和 UDP6 设备路
径。
bcast

链接类型 udp 和 rdma 的广播地址

mcast

链接类型 UDP6 的多播地址

IPaddr

链接类型 udp、udp6 和 rdma 的 IP 地址

SAP

要绑定到链接类型 ether 的网络链接的 SAP

port

链接类型 udp、udp6 和 rdma 的端口

mtu

在网络链接上发送数据包时的最大传输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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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对于 ether 链接类型：
In Solaris 10:# lltconfig -t bge3 -d /dev/bge:3 -s 0xcafe -m 1500
In Solaris 11: # lltconfig -t net3 -d /dev/net/net3 -s 0xcafe -m 1500

■

对于 UDP 链接类型：
# lltconfig -t link1 -d /dev/udp -b udp -s 50010
-I 192.168.1.1 -B 192.168.1.255

■

对于 UDP6 链接类型：
# lltconfig -t link1 -d /dev/udp6
-b udp6 -s 50010 -I 2000::1

注意：如果希望添加的 LLT 链接在重新启动之后保持不变，则必须编辑
/etc/lltab 和 LLT 条目。
删除 LLT 链接

1

可运行以下命令来禁用在 LLT 下配置的网络链接。
# lltconfig -t devtag -L disable

2

等待 16 秒（LLT peerinact 时间）。

3

运行以下命令以删除链接：
# lltconfig -u devtag

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在安装和配置 VCS 之后，如果要配置 LLT 使用聚合接口，则可以使用下列方法之
一：
■

编辑 /etc/llttab 文件
此方法需要停止 LLT。聚合接口配置在重新启动后保持不变。

■

运行 lltconfig 命令
此方法允许您在运行中配置聚合接口。但是，更改在重新启动后不会持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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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辑 /etc/llttab 文件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1

如果 LLT 正在运行，请在停止其他相关模块后停止 LLT。
# svcadm disable -t llt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停止 VCS”。

2

将以下项添加到 /etc/llttab 文件以配置聚合接口。
link tag device_name systemid_range link_type sap mtu_size
tag

标识链接的标记

device_name

聚合接口的网络设备路径
路径后跟冒号 (:) 和一个整数，该整数指定 LLT 用于挂接的单元或
PPA。

systemid_range

此命令所适用的系统范围。
如果链接命令对所有系统均有效，则指定一个短划线 (-)。

link_type

链接类型必须为 ether。

sap

绑定到网络链接的 SAP。
默认值为 0xcafe。

mtu_size

3

在网络链接上发送数据包时的最大传输单元

重新启动 LLT 以使更改生效。 重新启动您在步骤 1 中停止的其他相关模块。
# svcadm enable llt

请参见第 178 页的“启动 VCS”。

176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使用 lltconfig 命令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

当 LLT 正在运行时，使用以下命令配置聚合接口：
lltconfig -t devtag -d device
[-b linktype ] [-s SAP] [-m mtu]
devtag

标识链接的标记

device

聚合接口的网络设备路径
路径后跟冒号 (:) 和一个整数，该整数指定 LLT 用于挂接的单元
或 PPA。

link_type

链接类型必须为 ether。

sap

绑定到网络链接的 SAP。
默认值为 0xcafe。

mtu_size

在网络链接上发送数据包时的最大传输单元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lltconfig(1M) 手册页。
进行此更改后，不需要重新启动。但是，要使这些更改在重新启动后保持不
变，必须更新 /etc/llttab 文件。
请参见第 176 页的“通过编辑 /etc/llttab 文件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为 LLT 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默认情况下会关闭低延迟传输 (LLT) 的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当群集设置包含两个
以上的节点以及更多活动的 LLT 端口时，Symantec 建议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请参见第 289 页的“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配置 LLT 的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

运行以下命令可以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lltconfig -F linkburst:0

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请查看以下有关启动、停止或卸载 AMF 内核驱动程序的过程。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 IMF 通知模块”。
请参见第 72 页的“用于启动和停止 VCS 模块的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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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AMF 内核驱动程序

1

将以下文件中 AMF_START 变量的值设置为 1（如果值不是 1）：
# /etc/default/amf

2

启动 AMF 内核驱动程序。运行以下命令：
# svcadm enable amf

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1

将以下文件中 AMF_STOP 变量的值设置为 1（如果值不是 1）：
# /etc/default/amf

2

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运行以下命令：
# svcadm disable amf

卸载 AMF 内核驱动程序

1

如果代理停机无关紧要，请使用下列步骤卸载 AMF 内核驱动程序：
■

停止已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中注册的代理。
amfstat 命令输出在“注册的 Reaper (Registered Reaper)”部分下列出了

已在 AMF 中注册的代理。
请参见 amfstat 手册页。

2

■

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178 页的“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

启动代理。

如果需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代理停机时间，请使用下列步骤卸载 AMF 内核驱动
程序：
■

运行以下命令禁用 AMF 驱动程序，即使代理仍已在其中注册也是如此。
# amfconfig -Uof

■

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178 页的“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启动 VCS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启动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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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installvcs -start 命令

■

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启动 VCS

启动 VCS

1

要使用 installvcs 程序启动 VCS，请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

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vcs -start

2

要手动启动 VCS，请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

启动 LLT 和 GAB。如果已配置 I/O 防护，请启动它。如果要在单节点群集
上启动 VCS，则跳过此步骤。
此外，如果要启用智能监视，可以启动 AMF。

■

LLT

# svcadm enable llt

GAB

# svcadm enable gab

I/O 防护

# svcadm enable vxfen

AMF

# svcadm enable amf

启动 VCS 引擎。
# svcadm enable vcs

要在单节点群集中启动 VCS，请运行以下命令：
# svcadm enable vcs-onenode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启动 VCS 引擎 (HAD) 及相关进程”。

3

验证 VCS 群集是否已启动且正在运行。
# gabconfig -a

请确保端口 a 和端口 h 成员集存在于群集中所有节点的输出中。如果配置了
I/O 防护，则端口 b 成员集也必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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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VCS 引擎 (HAD) 及相关进程
用来启动 VCS 的命令是从以下文件调用的：
/lib/svc/method/vcs

VCS 启动后，它将检查其本地配置文件的状态，并向 GAB 注册群集成员集。如果
本地配置有效，并且没有其他系统在运行 VCS，则 VCS 将根据本地配置文件生成
其状态并进入 RUNNING 状态。
如果所有节点上的配置无效，则 VCS 引擎将等待手动干预，或等待 VCS 在具有有
效配置的系统上启动。
请参见第 693 页的“系统状态”。
启动 VCS 引擎
◆

运行以下命令：
# svcadm enable vcs

在所有系统都处于 ADMIN_WAIT 状态时启动 VCS 引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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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节点群集上启动 VCS
◆

键入以下命令以启动不需要 GAB 和 LLT 的 VCS 实例。请不要在多系统群集
上使用该命令。
# svcadm enable vcs-onenode

停止 VCS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停止 VCS：
■

使用 installvcs -stop 命令

■

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停止 VCS

警告： Solaris 上的 svcadm disable 命令具有启动持久性。如果您尚未通过 -t 选
项使用该命令，则在系统重新启动后，请确保使用 svcadm enable 命令手动启用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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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 VCS

1

要使用 installvcs 程序停止 VCS，请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

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vcs -stop

2

要手动停止 VCS，请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

使 VCS 服务组脱机并验证服务组是否已脱机。
#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 hagrp -state service_group

■

停止 VCS 引擎。
# svcadm disable -t vcs

请参见第 181 页的“停止 VCS 引擎及相关进程”。
■

验证 VCS 引擎端口 h 是否已关闭。
# gabconfig -a

■

如果已配置 I/O 防护，请停止它。停止 GAB，然后停止 LLT。
I/O 防护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GAB

# svcadm disable -t gab

LLT

# svcadm disable -t 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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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Shutdown 属性，可以自定义 hastop 命令的行为。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关于使用 EngineShutdown 属性控制 hastop 行为”。
hastop 命令包括下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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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top
hastop
hastop
ha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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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2 显示了 hastop 命令的选项。
表 6-2

hastop 命令的选项

选项

说明

-all

在群集中的所有系统上停止 HAD，并使所有服务组脱机。

-help

显示命令用法。

-local

在键入该命令的系统上停止 HAD。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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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c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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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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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定的系统上停止 HAD。

关于在不使用 -force 选项的情况下停止 VCS
如果在不使用 -force 选项的情况下停止某个系统上的 VCS，它将进入 LEAVING
状态，并等待所有组在该系统上脱机。使用命令 hasys -display system 的输出，
可以验证 SysState 和 OnGrpCnt 属性的值是否为非零值。 VCS 将继续等待，直到
服务组脱机后才会关闭。
请参见第 657 页的“资源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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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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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关闭值

引擎关闭值

说明

Enable

处理所有 hastop 命令。这是默认行为。

Disable

拒绝所有 hastop 命令。

DisableClusStop

不处理 hastop -all 命令；处理其他所有 hastop 命令。

PromptClus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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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pt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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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ptAlways

在运行任何 hastop 命令之前都提示用户进行确认。

停止 VCS 的其他注意事项
以下是停止 VCS 的一些其他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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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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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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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到 VCS
当非 root 用户运行 haxxx 命令时，VCS 会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信息。使用 halogin
命令可以保存身份验证信息，这样就不必在每次运行 VCS 命令时都输入凭据。请
注意，可能需要特定的权限才能运行 VC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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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运行 halogin 命令时，VCS 会将已加密的身份验证信息存储在用户主目录中。
对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该命令还会建立信任关系并从身份验证代理检索证
书。
如果针对不同主机运行该命令，则 VCS 会存储每台主机的身份验证信息。 运行该
命令后，VCS 将一直存储这些信息，直到您结束会话。
对于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还可以为 VCS 生成凭据以将信息存储 24 小时或八
年，这样就可以对 VCS 进行配置，使其在您以非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VCS 命令时不
会提示输入密码。
请参见第 185 页的“在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上以非 root 用户身份运行高可用性 (HA)
命令”。
root 用户从本地主机运行 VCS 命令时，不需要运行 halogin。
登录到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1

设置下列环境变量：
■

VCS_DOMAIN - 用户所属的安全域的名称。

■

VCS_DOMAINTYPE - VxSS 域的类型： unixpwd、nt、ldap、nis、nisplus
或 vx。

2

定义将运行 VCS 命令的节点。将 VCS_HOST 环境变量设置为该节点的名称。
要在远程群集中运行这些命令，请将该变量设置为在 ClusterService 组中配置
的虚拟 IP 地址。

3

登录到 VCS：
# halogin vcsusername password

登录到未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1

定义将运行 VCS 命令的节点。将 VCS_HOST 环境变量设置为要运行这些命
令的节点的名称。要在远程群集中运行这些命令，可将该变量设置为在
ClusterService 组中配置的虚拟 IP 地址。

2

登录到 VCS：
# halogin vcsusername password

结束主机的会话
◆

运行以下命令：
# halogin -endsession hostname

184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关于管理 VCS 配置文件

结束所有会话
◆

运行以下命令：
# halogin -endallsessions

结束会话后，VCS 会在您每次运行 VCS 命令时提示您输入凭据。

在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上以非 root 用户身份运行高可用性 (HA) 命
令
执行以下过程来配置 VCS，使其在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上，当非 root 用户运行
HA 命令时不会提示输入密码。
在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上以非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HA 命令
当非 root 用户登录时，系统将使用登录用户上下文运行 HA 命令，而不提示输入密
码。 例如，如果用户 sam 已登录到主机 @example.com，且 VCS 配置指定
sam@example.com 作为组 G1 的组管理员，该非 root 用户将获得组 G1 的管理权
限。
◆

运行任何 HA 命令。此步骤为 VCS 生成凭据以存储身份验证信息。例如，运
行以下命令：
# hasys -state

关于管理 VCS 配置文件
本节介绍如何验证、备份和还原 VCS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59 页的“关于 main.cf 文件”。
请参见第 63 页的“关于 types.c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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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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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以下命令：
# hacf -verify config_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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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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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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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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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配置
保存配置时，VCS 会将 main.cf.autobackup 文件重命名为 main.cf。VCS 还会将当
前生效的配置保存到 main.cf.autobackup 文件中。
如果尚未配置 BackupInterval 属性，则 VCS 将保存当前生效的配置。
请参见第 186 页的“安排对 VCS 配置文件进行自动备份”。
保存配置
◆

运行以下命令
# haconf -dump -makero

选项 -makero 将配置设置为只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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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
本主题介绍如何将配置设置为读取/写入。
将模式设置为读取或写入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onf -make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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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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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 VCS 用户
可以在群集中的任一系统上添加、修改和删除用户，前提是您具有执行该操作的权
限。
如果 VCS 正以安全模式运行，请按以下格式之一指定用户名：
■

username@domain

■

username

仅指定用户名，以便将群集级权限分配给用户。该用户可以访问群集中的任何节
点。群集级用户的权限对群集中所有节点都是相同的。
指定用户名和域名，以便将用户添加到群集中的多个节点。此选项需要为一个用户
输入多项，每个节点输入一项。
当 VCS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时，不能指派或更改用户密码。
要执行添加、修改和删除用户的命令，您必须拥有 root 或管理员身份，并且 VCS
配置必须处于读取/写入模式。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
注意：必须将用户添加到 VCS 配置中，才能通过图形用户界面 Cluster Manager
监视和管理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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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
Cluster Guest 类别的用户不能添加用户。
添加用户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写入模式：
# haconf -maker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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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出现提示时输入密码。

4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添加具有群集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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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具有群集操作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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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具有组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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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具有组操作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add user -priv Ope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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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一个节点上添加具有群集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写入模式：
# haconf -maker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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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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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仅在一个节点上添加具有组管理员访问权限的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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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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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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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管理员或操作员的权限
◆

键入以下命令：
hauser -delpriv user Adminstrator|Ope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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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OS 用户组指派权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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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 OS 用户组的权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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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用户
Cluster Guest 类别的用户不能修改用户。
不能修改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中的 VCS 用户。
修改用户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模式：
# haconf -makerw

2

输入以下命令修改用户：
# hauser -update user

3

出现提示时输入新密码。

4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删除用户
可以从 VCS 配置中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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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用户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或写入模式：
# haconf -maker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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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从已注册用户列表中删除该用户：
# hauser -delete user

4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显示用户
本主题介绍如何显示用户列表以及用户的权限。
显示用户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list

显示所有用户的权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user -display

显示特定用户的权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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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服务组执行查询。
显示系统上服务组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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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服务组的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resources service_group

显示服务组依赖项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dep [service_group]

显示系统上的服务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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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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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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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系统名称区分大小写。
显示某服务组属性的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value service_group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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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故障转移的目标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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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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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资源执行查询。
显示资源的依赖关系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ep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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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isplay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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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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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关于查询 VCS

显示某资源类型的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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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系统上的资源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display -sys system

显示特定资源属性的值
◆

输入以下命令：
# hares -value resource attribute

显示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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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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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资源类型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资源类型执行查询。
显示所有资源类型
◆

键入以下命令：
# hatype -list

显示特定资源类型的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type -resources resource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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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资源类型相关信息
◆

键入以下命令：
# hatype -display resource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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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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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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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的运行时状态

运行时状态

定义

Faults

指示开始出现故障后的一小时内代理出现故障的次数以及开始出现故障
的时间。

Messages

显示有关代理状态的各种消息。

Running

指明代理正在运行。

Started

指示文件由 VCS 引擎 (HAD) 执行。

显示代理的运行时状态
◆

键入以下命令：
# haagent -display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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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 haagent -value agentattribute

查询系统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系统执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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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群集中系统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sys -list

显示每个系统的相关信息
◆

键入以下命令：
# hasys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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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 hasys -value systemattribute

显示与资源利用率相关的系统属性
◆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以下系统属性的资源利用率：
■

Capacity

■

HostAvailableForecast

■

Host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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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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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群集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群集执行查询。
显示特定群集属性的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lus -value attribute

显示群集相关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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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 hastatus

显示特定服务组（包括其资源）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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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指定服务组，则会显示所有服务组的状态。使用 -sound 选项，可以在
每次资源出现故障时通过响铃进行提示。
-time 选项输出收到状态时的系统时间。

显示特定系统上服务组和资源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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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特定资源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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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群集故障（包括出现故障的服务组、资源、系统、链接和代理）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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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 hamsg -help

显示当前系统上可用的 LDF 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hamsg -list

显示常规 LDF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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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path 指定 hamsg 查找指定 LDF 的位置。如果未指定该位置，则 hamsg
会在默认目录中查找文件：
/var/VRTSvcs/ldf
显示特定 LDF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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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 hamsg 返回与任一指定的查询选项匹配的消息。

-s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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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ype

指定 hamsg 返回与指定的对象类型匹配的消息
■

VCS = 常规 VCS 消息

■

RES = 资源

■

GRP = 服务组

■

SYS = 系统

■

AGT =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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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me

指定 hamsg 返回与指定的对象名称匹配的消息。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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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g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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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

指定 hamsg 查找指定 LDF 的位置。如果未指定该位置，则 hamsg
会在默认目录 /var/VRTSvcs/ldf 中查找文件。

-lang

指定显示消息所用的语言。 例如，值 en 指定英文，ja 指定日文。

使用条件语句查询 VCS 对象
某些查询命令包括条件语句选项。 条件语句有下列三种形式：
Attribute=Value（属性与值相等）
Attribute!=Value（属性与值不相等）
Attribute=~Value（value 为属性的前缀。例如，对于资源状态 = ~FAULTED 这

一查询，将返回其状态以 FAULTED 开头的所有资源。）
可以使用多个条件语句，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AND 逻辑关系。
您只能查询 hagrp -display 命令输出中出现的属性-值对。
请参见第 192 页的“查询服务组”。
显示其值与条件语句匹配的服务组的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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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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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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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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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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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指定任何条件语句，则会列出群集中的所有代理。

关于管理服务组
服务组管理包括多项任务，例如添加、删除或修改服务组。

添加和删除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添加或删除服务组。
向群集中添加服务组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add service_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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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delete service_group

请注意，只有在删除了服务组的所有资源之后，才能删除该服务组。

修改服务组属性
本主题介绍如何修改服务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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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服务组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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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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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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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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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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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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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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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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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统上启动服务组并仅使那些已经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的资源联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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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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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下列命令之一：
■

# hagrp -on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

# hagrp -on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any

■

# hagrp -on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sit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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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服务组脱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服务组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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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服务组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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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当在系统上探查到所有资源时才使服务组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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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服务组及其关联的父服务组脱机
◆

键入下列命令之一：
■

#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

#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any

■

#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service_group -site sit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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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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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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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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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 可使并行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的所有可能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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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服务组
VCS 为具有资源的服务组提供实时迁移功能，以监视虚拟机。迁移服务组的进程同
时涉及将服务组在最小停机时间内从源系统移动到目标系统。
将服务组从一个系统迁移到另一个系统
键入以下命令：

◆

# hagrp -migrate service_group -to system

仅当服务组完全联机时，才能对其进行迁移。只有故障转移服务组和资源类型
的 SupportedOperations 属性设置为 migrate 时，才支持 -migrate 选项。
请参见第 706 页的“资源类型属性”。
该服务组必须符合以下配置要求：
■

可以迁移的单一强制性资源，其 SupportedOperations 属性设置为 migrate，
Operations 属性设置为 OnOff

■

Operations 属性设置为 None 或 OnOnly 的其他可选资源

以下配置支持 -migrate 选项：
■

独立服务组

■

具有以下配置中的一项或两项的服务组：
■

具有 online local soft 或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的并行子服务组

■

具有 online global soft 或 online remote soft 依赖关系的并行或故障转移父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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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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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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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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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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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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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启用组之后，才能使其联机。
禁用服务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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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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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enableresources service_group

禁用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disableresources service_group

如果禁用了组资源，则代理不会监视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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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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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资源将启动先前被阻止的联机进程，同时等待该资源变得完好无误。
■

如果指定了 system，则仅从该系统清除所有出现故障的非持久性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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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服务组中处于 ADMIN_WAIT 状态的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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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415 页的“ 更改代理文件路径和二进制文件”。

刷新服务组
当服务组联机或脱机时，该组中的资源也会相应地联机或脱机。如果联机操作或脱
机操作在特定资源上挂起，请刷新服务组以清除资源的 WAITING TO GO ONLINE
或 WAITING TO GO OFFLINE 状态。刷新服务组通常会使服务组处于 PARTIAL
状态。完成此过程之后，再解决特定资源的问题（如有必要），然后继续启动或停
止服务组。
注意：刷新操作不会停止正在运行的资源操作（如联机、脱机、迁移和清除）。如
果正在运行的操作在刷新命令发出之后成功完成，资源状态可能会根据该操作发生
更改。
使用 hagrp -flush 命令清除 VCS 的内部状态。hagrp -flush 命令将资源状态从
waiting to go online 转换为 not waiting。必须使用 hagrp -flush -force 命令将
资源状态从 waiting to go offline 转换为 not waiting。
刷新系统上的服务组
◆

键入以下命令：
# hagrp -flush [-force] group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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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系统上的所有服务组

1

在 /opt/VRTSvcs/bin/ 位置将以下脚本另存为 haflush
#!/bin/ksh
PATH=/opt/VRTSvcs/bin:$PATH; export PATH
if [ $# -ne 1 ]; then
echo "usage: $0 <system name>"
exit 1
fi
hagrp -list |
while read grp sys junk
do
locsys="${sys##*:}"
case "$locsys" in
"$1")
hagrp -flush "$grp" -sys "$locsys"
;;
esac
done

2

运行该脚本。
# haflush systemname

链接和取消链接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链接服务组以创建服务组间的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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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服务组
键入以下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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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组的名称

child_group

子组的名称

gd_category

组依赖关系的类别 (online/offline)。

gd_location

依赖关系的作用域 (local/global/remote/site)。

gd_type

组依赖关系的类型 (soft/firm/hard)。 默认为 firm。

取消链接服务组
键入以下命令：

◆

# hagrp -unlink parent_group child_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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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agent -start agent -sys system

停止代理
运行以下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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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代理资源脱机的情况下升级该代理，请使用 -force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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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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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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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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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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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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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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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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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从服务组中删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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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资源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delete resource

VCS 并不删除联机资源。但是，您可以通过更改 DeleteOnlineResources 属性
的值来启用联机资源的删除。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要强制删除资源，请使用 -force 选项（无论 DeleteOnlineResources 属性的值
是什么，使用该选项都可使资源脱机）。
hares -delete -forc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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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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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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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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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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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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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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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haattr -delete resource_type attribute

添加静态资源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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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静态资源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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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临时资源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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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临时资源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attr -delete -temp resource_type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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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资源属性的默认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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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new_value 是指属性的新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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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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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VCS 属性成为本地属性

维数

任务和命令

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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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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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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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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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删除列表中用户提供的值（如果列表中出现多个相同值，则删除所
有这些值）：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delete <key> ...
[-sys system]

■

删除列表中的所有值：
-modify [object] attribute_name -delete -keys [-sy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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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数

任务和命令

键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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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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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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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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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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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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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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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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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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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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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属性定义为全局属性
使用 hares -global 命令，为属性设置群集范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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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系统上设置属性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hares -global resourceattributevalue ... | key... | {keyvalue}...

手动为代理启用和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查看下列过程以手动启用或禁用智能资源监视。默认情况下会启用智能资源监视功
能。IMF 资源类型属性确定某个可识别 IMF 的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请参见第 706 页的“资源类型属性”。
启用智能资源监视

1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2

运行以下命令启用智能资源监视。
■

启用脱机资源的智能监视：
#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1

■

启用联机资源的智能监视：
#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2

■

启用联机资源和脱机资源的智能监视：
#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3

3

如果需要，请更改 IMF 属性的 MonitorFreq 键和 RegisterRetryLimit 键的值。
有关设置这些属性的特定于代理的建议，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4

保存 VCS 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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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确保在群集中所有节点上均已配置 AMF 内核驱动程序。
/lib/svc/method/amf status

如果配置了 AMF 内核驱动程序，则输出类似于：
AMF: Module loaded and configured

如果命令输出返回 AMF 驱动程序未加载或未配置，请配置 AMF 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177 页的“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6

重新启动该代理。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haagent -stop agent_name -force -sys sys_name
# haagent -start agent_name -sys sys_name

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1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2

要禁用某个特定类型的所有资源的智能资源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0

3

要禁用某个特定资源的智能资源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 hares -override resource_name IMF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IMF -update Mode 0

4

保存 VCS 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注意：VCS 提供了用来针对代理启用或禁用 IMF 功能的 haimfconfig 脚本。您可以
在 VCS 处于运行或停止状态时使用脚本。使用此脚本可针对可识别 IMF 的捆绑代
理、Enterprise Agent 和自定义代理启用或禁用 IMF。
请参见第 216 页的“使用脚本为代理启用和禁用 IMF”。

215

通过命令行管理群集
关于管理资源

使用脚本为代理启用和禁用 IMF
VCS 提供一个脚本来为代理和 AMF 模块启用和禁用 IMF。可以在 VCS 运行时或
VCS 停止后使用此脚本。使用此脚本可针对可识别 IMF 的捆绑代理、Enterprise
Agent 和自定义代理启用或禁用 IMF。
必须使用相同的命令对群集的每个节点都运行此脚本一次。例如，如果您为一个节
点上的所有可识别 IMF 的代理启用了 IMF，则必须也对其他群集节点重复此操作。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使用脚本为代理启用或禁用 IMF。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请参见第 706 页的“资源类型属性”。

为所有可识别 IMF 的代理启用和禁用 IMF
按如下方法为所有支持 IMF 的代理启用和禁用 IMF：
为所有可识别 IMF 的代理启用 IMF
◆

运行以下命令：
haimfconfig -enable

为所有可识别 IMF 的代理禁用 IMF
◆

运行以下命令：
haimfconfig -disable

注意：上述 haimfconfig 命令适用于所有可识别 IMF 的代理。

为一组代理启用和禁用 IMF
按如下方法为一组代理启用或禁用 IMF：
为一组代理启用 IMF
◆

运行以下命令：
haimfconfig -enable -agent agent(s)

此命令为指定的代理启用 IMF。此外，如果 AMF 模块尚未加载，它还会在系
统上配置并加载 AMF 模块。 如果代理是自定义代理且 Mode 值配置不正确，
则命令将提示您输入 Mode 和 MonitorFreq 的值。
■

如果 VCS 正在运行，则此命令可能要求转储配置和重新启动代理。命令将
提示您确认是否要继续。 如果您选择“Yes (是)”，它将重新启动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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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理并转储配置。 它还相应地设置 Mode 值（适用于所有指定的代理）和
MonitorFreq 值（仅适用于自定义代理）以启用 IMF。对于未运行的代理，
则会更改 Mode 值（用于所有指定代理）和 MonitorFreq 值（仅用于所有
指定的自定义代理）以便在代理启动时为它们启用 IMF。
注意：命令将提示您确认是否要使配置更改持久保留。如果选择 No，命令
将退出。如果选择 Yes，则会启用 IMF，并使用 haconf -dump -makero
命令转储配置。

■

如果 VCS 未运行，则需要通过修改 VCS 配置文件来更改 Mode 值（用于所
有指定代理）和 MonitorFreq 值（仅用于所有指定的自定义代理）。在命
令对配置文件做出任何更改之前，它会提示您进行确认。如果选择 Yes，
则会修改 VCS 配置文件。当 VCS 启动时将为指定的代理启用 IMF。

示例
haimfconfig -enable -agent MountApplication

此命令为 Mount 代理和 Application 代理启用 IMF。
为一组代理禁用 IMF
运行以下命令：

◆

haimfconfig -disable -agent agent(s)

此命令通过针对每个代理以及所有曾经覆盖 Mode 值的资源将 Mode 值更改为 0
来禁用 IMF。
■

如果 VCS 正在运行，则此命令会将代理的 Mode 值和这些代理的所有资源
的被覆盖 Mode 值更改为 0。
注意：命令将提示您确认是否要使配置更改持久保留。如果选择 No，命令
将退出。如果选择 Yes，则会启用 IMF，并使用 haconf -dump -makero
命令转储配置。

■

如果 VCS 未运行，则需要通过修改 VCS 配置文件来更改 Mode 值。在对配
置文件做出任何更改之前，命令会提示您进行确认。如果选择 Yes，则会
在配置文件中将 Mode 值设置为 0。

示例
haimfconfig -disable -agent Mount Application

此命令为 Mount 代理和 Application 代理禁用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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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上启用和禁用 AMF
请按如下方法启用或禁用 AMF：
在系统上启用 AMF
◆

运行以下命令：
haimfconfig -enable -amf

此命令将 AMF 配置文件中的 AMF_START 的值设置为 1。此外，它还在系统上
配置和加载 AMF 模块。
在系统上禁用 AMF
◆

运行以下命令：
haimfconfig -disable -amf

如果 AMF 已配置并加载，此命令会在系统上取消配置并卸载 AMF 模块。 此
外，它还将 AMF 配置文件中的 AMF_START 的值设置为 0。
注意：如果代理已向 AMF 注册，此命令不会直接取消配置 AMF。脚本将在取消配
置 AMF 之前提示您确认是否要为所有代理强制禁用 AMF。

查看脚本所做的配置更改
查看命令执行的步骤汇总，如下所示：
查看脚本为代理启用 IMF 时所做的更改
◆

运行以下命令：
haimfconfig -validate -enable -agent agent

查看脚本为代理禁用 IMF 时所做的更改
◆

运行以下命令：
haimfconfig -validate -disable -agent agent

注意：脚本还会生成 $VCS_LOG/log/haimfconfig_A.log 文件。此日志包含有关
该脚本运行的所有命令的信息。此外，它还记录命令输出和返回值。将备份最后十
个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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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代理的当前 IMF 状态
显示当前 IMF 状态
运行以下命令：

◆

haimfconfig -display

代理的状态可以为下列状态之一：
■

ENABLED： 为代理启用 IMF。

■

DISABLED： 为代理禁用 IMF。

■

ENABLED|PARTIAL： 对于代理的某些资源，部分启用 IMF。 可能的原因有：
■

代理在类型级别设置了正确的 Mode 值，在资源级别设置了不正确的 Mode
值。

■

代理在资源级别设置了正确的 Mode 值，在类型级别设置了不正确的 Mode
值。

例如：
如果为 Mount 代理禁用 IMF（当 Mode 设置为 0 时），为其余已安装的可识别 IMF
的代理启用 IMF：
haimfconfig -display
#Agent

STATUS

Application

ENABLED

Mount

DISABLED

Process

ENABLED

DiskGroup

ENABLED

Zone

ENABLED

如果为 Mount 代理禁用 IMF（当 VCS 运行时，代理正在运行且未向 AMF 模块注
册），为其余已安装的可识别 IMF 的代理启用 IMF：
haimfconfig -display
#Agent

STATUS

Application

ENABLED

Mount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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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ENABLED

DiskGroup

ENABLED

Zone

ENABLED

如果为所有已安装的可识别 IMF 的代理禁用 IMF（当未加载 AMF 模块时）：
haimfconfig -display
#Agent

STATUS

Application

DISABLED

Mount

DISABLED

Process

DISABLED

DiskGroup

DISABLED

Zone

DISABLED

如果为 Mount 代理部分启用 IMF（对于某些资源，Mode 在类型级别设置为 3，在
资源级别设置为 0），为其余已安装的可识别 IMF 的代理完全启用 IMF：
haimfconfig -display
#Agent

STATUS

Application

ENABLED

Mount

ENABLED|PARTIAL

Process

ENABLED

DiskGroup

ENABLED

Zone

ENABLED

如果为 Mount 代理部分启用 IMF（对于某些资源，Mode 在类型级别设置为 0，在
资源级别设置为 3），为其余已安装的可识别 IMF 的代理完全启用 IMF：
haimfconfig -display
#Agent

STATUS

Application

ENABLED

Mount

ENABLED|PARTIAL

Process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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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Group

ENABLED

Zone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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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以下命令：
hares -link parent_resource child_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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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链接资源
◆

输入以下命令：
hares -unlink parent_resource child_resource

配置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
在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中，父资源依赖于一组子资源。只有当该资源集中联机的子
资源数量达到最低要求时，父资源才能联机或保持联机状态。
输入以下命令设置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此命令假设有 5 个子资源。如果有更多
子资源，请输入这些资源的名称，名称之间不含空格。
hares -link parent_resource
child_res1,child_res2,child_res3,child_res4,child_res5 -min
minimum_resources

以下是一个示例：
hares -link res1 res2,res3,res4,res5,res6 -m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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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示例中，父资源 (res1) 依赖于子资源（res2、res3、res4、res5 和 res6）。
只有当 2 个或更多子资源联机时，父资源才能联机；只有当 2 个或更多子资源保持
联机时，父资源才能保持联机。

使资源联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资源联机。
使资源联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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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资源脱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资源脱机。
使资源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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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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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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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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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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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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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探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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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代理监视系统上的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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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该命令可以立即返回结果，但是到该命令返回结果时监视进程可能还未完
成。

清除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清除资源。
清除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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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资源将启动先前被阻止的联机进程，同时等待该资源变得完好无误。 如果
未指定 system，则会在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中列出的每个系统上清除故
障。
请参见第 205 页的“清除服务组中出现故障的资源”。
该命令还会清除资源的父资源。 使用该命令无法清除其静态属性 Operations
定义为 None 的持久性资源，必须用物理方式进行处理，如更换原始磁盘。随
后代理会自动更新状态。

关于管理资源类型
资源类型管理包括以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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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add resource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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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资源类型
◆

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delete resource_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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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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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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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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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更多信息，请键入：
hatype -help -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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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override resource static_attribute

将默认设置还原为类型的静态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hares -undo_override resource static_attribute

关于初始化资源类型计划和优先级属性
以下配置显示如何通过配置文件初始化资源类型计划和优先级属性。此示例列举的
是 FileOnOff 资源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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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FileOnOff (
static str AgentClass = RT
static str AgentPriority = 10
static str ScriptClass = RT
static str ScriptPriority = 40
static str ArgList[] = { PathName }
str PathName
)

设置计划和优先级属性
本主题介绍如何设置计划和优先级属性。
注意：对于 AgentClass 和 AgentPriority 属性，所做更改会立即生效。对于
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所做更改只对那些在执行 hatype 命令后激发的脚本
才会生效。
更新 AgentClass
◆

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AgentClass value

例如，要将 FileOnOff 资源的 AgentClass 属性设置为 RealTime，请键入：
hatype -modify FileOnOff AgentClass "RT"

更新 AgentPriority
◆

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AgentPriority value

例如，要将 FileOnOff 资源的 AgentPriority 属性设置为 10，请键入：
hatype -modify FileOnOff AgentPriority "10"

更新 ScriptClass
◆

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ScriptClass value

例如，要将 FileOnOff 资源的 ScriptClass 属性设置为 RealTime，请键入：
hatype -modify FileOnOff ScriptClass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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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ScriptPriority
◆

键入以下命令：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ScriptPriority value

例如，要将 FileOnOff 资源的 ScriptClass 属性设置为 40，请键入：
hatype -modify FileOnOff ScriptPriorit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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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hasys -modify modify_options

某些属性是 VCS 的内部属性，无法修改。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关于 -modify 选项”。
显示 llttab 文件中定义的系统节点 ID 的值
◆

键入以下命令显示下列文件中定义的系统节点 ID 的值：
/etc/llttab
hasys -nodeid [node_ID]

冻结系统（防止组在系统上联机或进行切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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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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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cuate

启用冻结之前，将系统的活动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另一个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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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冻结已冻结的系统（重新启用服务组的联机和切换）
键入以下命令：

◆

hasys -unfreeze [-persistent] system

在群集中任何系统上运行命令
键入以下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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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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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管理群集
群集管理包括以下活动：

配置和取消配置群集 UUID 值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VCS 时，安装程序会生成群集 UUID（通用唯一 ID）值。 该值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中是相同的。
可以使用 uuidconfig 实用程序来显示、复制、配置和取消配置群集节点上的群集
UUID。
确保在系统之间设置了 ssh 或 rsh 通信。默认情况下，实用程序使用 ssh。
显示 VCS 节点上的群集 UUID 值
◆

运行下列命令显示群集 UUID 值：
■

对于特定节点：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rsh] -clus -display sys1
[sys2 sys3...]

■

对于在 /etc/llthosts 文件中指定的所有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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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rsh] -clus -display
-use_llthost

配置 VCS 节点上的群集 UUID
◆

运行下列命令配置群集 UUID 值：
■

对于特定节点：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rsh] -clus -configure
sys1 [sys2 sys3...]

■

对于在 /etc/llthosts 文件中指定的所有节点：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clus -configure
-use_llthost

实用程序根据任一 VCS 节点上是否存在群集 UUID 来配置群集节点上的群
集 UUID：
■

如果不存在群集 UUID，或者群集节点上的群集 UUID 不同，则实用程序将
执行下列操作：
■

使用 /opt/VRTSvcs/bin/osuuid 生成新的群集 UUID。

■

创建实用程序用于存储群集 UUID 的 /etc/vx/.uuids/clusuuid 文件。

■

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配置群集 UUID。

■

如果群集 UUID 存在并且所有节点上的 UUID 都相同，则实用程序将保留此
UUID。
使用 -force 选项可放弃现有群集 UUID 并创建新的群集 UUID。

■

如果群集中的某些节点具有群集 UUID 并且 UUID 相同，则实用程序会在其
余节点上配置现有 UUID。

取消配置 VCS 节点上的群集 UUID
◆

运行下列命令取消配置群集 UUID 值：
■

对于特定节点：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rsh] -clus
-unconfigure sys1 [sys2 sys3...]

■

对于在 /etc/llthosts 文件中指定的所有节点：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rsh] -clus
-unconfigure -use_llt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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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程序会删除节点中的 /etc/vx/.uuids/clusuuid 文件。
将群集 UUID 从一个节点复制到其他节点
◆

运行下列命令复制群集 UUID 值：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rsh] -clus -copy
-from_sys sys -to_sys sys1 sys2 [sys3...]

实用程序将群集 UUID 从使用 -from_sys 选项指定的系统复制到使用 -to_sys
选项指定的所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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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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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运行下列命令之一检索有关引擎版本的信息。
had -v
hastart -v

添加和删除系统
本主题概括介绍了在群集中添加和删除系统所需执行的任务。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向群集中添加系统

1

确保系统满足 VCS 的硬件和软件要求。

2

从新系统设置专用通信链接。

3

在新系统上安装 VCS 及所需的修补程序。

4

添加 VCS 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安装 VCS 许可证”。

5

配置 LLT 和 GAB 以在群集成员集中包括新系统。

6

使用 hasys -add 命令添加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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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集中删除节点

1

为当前配置文件 main.cf 创建一个备份副本。

2

从节点切换或删除 VCS 服务组。只要该节点运行其他服务组所依赖的服务组，
就不能删除该节点。

3

在该节点上停止 VCS。
hastop -sys systemname

从所有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删除该系统。

4

hagrp -modify groupname SystemList -delete systemname

从群集中删除该节点。

5

hasys -delete systemname

6

从其余每个节点上的 /etc/llthosts 文件中删除该节点的条目。

7

从其余每个节点上的 /etc/gabtab 文件中更改节点计数条目。

8

在脱离群集的节点上取消 GAB 和 LLT 的配置。

9

从该节点上删除 VCS 和其他 packages。

10 从该节点上删除 GAB 和 LLT 的配置文件。

更改 VCS 的端口
可以为 VCS 及其组件更改某些默认端口。
以下是 VCS 环境中可以进行的更改以及与端口有关的信息的列表：
■

更改 VCS 的默认端口。
在 /etc/services 文件中添加与某个 VCS 服务名称对应的条目，例如：
vcs-app 3333/tcp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其中，示例中的 3333 是指要运行 VCS 的端口号。当引擎启动时，它会在上面
为服务配置的端口 (3333) 上监听。您需要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的 /etc/services
文件中修改端口。
■

无需对代理或 HA 命令进行更改。代理和 HA 命令使用本地提供的 UDS 套接字
连接到引擎，而不是使用 TCP/IP 连接。

■

无需使用 VCS_HOST 环境变量提供的机制对 HA 命令（用于与远程运行的 VCS
引擎 (HAD) 进行通信）进行更改。由于 HA 命令会查询 /etc/services 文件并
连接到合适的端口，因此无需更改这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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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Java 控制台 GUI，可以在登录到 GUI 时指定 GUI 要连接到的端口号。必
须指定在 /etc/services 文件中配置的端口号（例如上例中的 3333）。

更改默认端口

1

停止 VCS。

2

在 /etc/services 中添加一个服务名称条目 vcs-app。
vcs-app 3333/tcp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3

您需要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的 /etc/services 文件中修改端口。

4

重新启动 VCS。

5

检查该端口。
# netstat -an|grep 3333
*.3333 *.* 0 0 49152 0 LISTEN
*.3333 *.* 0 0 49152 0 LISTEN

6

使用 Java 控制台通过端口 3333 连接到 VCS。

通过命令行设置群集属性
本主题介绍如何通过命令行设置群集属性。
注意：对于 EngineClass 和 EnginePriority 属性，所做更改会立即生效。对于
ProcessClass 和 ProcessPriority，所做更改仅对在执行 haclus 命令后激发的进程
生效。
修改群集属性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lus [-help [-modify]]

更新 EngineClass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lus -modify EngineClass value

例如，要将 EngineClass 属性设置为 RealTime：
# haclus -modify EngineClass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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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EnginePriority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lus -modify EnginePriority value

例如，要将 EnginePriority 设置为 20：
# haclus -modify EnginePriority "20"

更新 ProcessClass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lus -modify ProcessClass value

例如，要将 ProcessClass 设置为 TimeSharing：
# haclus -modify ProcessClass "TS"

更新 ProcessPriority
◆

键入以下命令：
# haclus -modify ProcessPriority value

例如，要将 ProcessPriority 设置为 40：
# haclus -modify ProcessPriority "40"

关于初始化配置文件中的群集属性
可以在配置群集的同时指派群集属性的值。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查看以下示例配置：
cluster vcs-india (
EngineClass = "RT"
EnginePriority = "20"
ProcessClass = "TS"
ProcessPriority = "40"
)

启用和禁用群集的安全模式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群集启用和禁用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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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CS 群集中启用安全模式

1

# hasys -state

输出中显示的 SysState 值必须为 RUNNING。

2

您可以启用安全模式或 FIPS 安全模式。
要启用安全模式，请启动 安装程序，并指定 -security 选项。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security

要启用 FIPS 安全模式，请启动 安装程序，并指定 -security -fips 选项。
# /opt/VRTS/install/installvcs -security -fips

如果已启用安全模式，并需要移到 FIPS 安全模式，请完成以下过程中的步骤。
请参见第 234 页的“从安全模式迁移到 FIPS 安全模式”。
安装程序会显示创建日志的目录。

3

查看安装程序在验证 VCS 配置文件是否存在时的输出。
安装程序还将验证 VCS 是否在群集中的所有系统上运行。

4

安装程序会检查群集是处于安全模式还是非安全模式。如果群集处于非安全模
式，则安装程序会提示您是否要启用安全模式。
Do you want to enable secure mode in this cluster? [y,n,q] (y) y

5

查看安装程序在修改 VCS 配置文件以在群集中启用安全模式并重新启动 VCS
时的输出。

在 VCS 群集中禁用安全模式

1

使用 -security 选项启动 安装程序。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security

要禁用采用 FIPS 的安全模式，请使用下面的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vcs -security -fips

安装程序会显示创建日志的目录。

2

查看安装程序在继续进行验证时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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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34

安装程序会检查群集是处于安全模式还是非安全模式。如果群集处于安全模
式，则安装程序会提示您是否要禁用安全模式。
Do you want to disable secure mode in this cluster? [y,n,q] (y) y

4

查看安装程序在修改 VCS 配置文件以在群集中禁用安全模式并重新启动 VCS
时的输出。

从安全模式迁移到 FIPS 安全模式
从安全模式迁移到 FIPS 安全模式

1

取消配置安全性。
# installvcs -security

2

3

清除以下目录中存在的凭据：
■

/var/VRTSvcs/vcsauth

■

/var/VRTSat

■

/var/VRTSat_lhc

■

所有 VCS 用户的主目录中的 .VRTSat

在 FIPS 模式下配置安全性。
# installvcs -security -f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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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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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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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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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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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与这些命令相关的手册页。

运行 HA 防火练习
运行 HA 防火练习时，服务组必须处于联机状态。
请参见第 277 页的“关于使用 HA 防火练习测试资源故障转移”。
针对特定资源运行 HA 防火练习
◆

键入以下命令。
# hares -action <resname> <vfdaction>.vfd -sys <sysname>

该命令用于运行基础架构检查，并验证系统 <sysname> 是否具有承载资源
<resname> 所需的基础架构（如果资源需要在该系统上联机才能进行故障转
移）。 对于变量 <sysname>，请指定资源处于脱机状态的系统的名称。 变量
<vfdaction> 指定为代理定义的操作。针对某资源类型的 HA 防火练习检查是在
SupportedActions 属性中为该资源定义的，可以使用 .vfd 后缀来标识 HA 防火
练习检查。
针对服务组运行 HA 防火练习
◆

键入以下命令。
# havfd <grpname> -sys <sysname>

该命令将运行基础架构检查，并验证如果故障转移要求服务组在系统上联机，
那么系统 <sysname> 是否具有所需的基础架构来托管服务组 <grpname> 中的
资源。 对于变量 <sysname>，请指定组处于脱机状态的系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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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检测到的错误
◆

键入以下命令。
# hares -action <resname> <vfdaction>.vfd -actionargs fix -sys
<sysname>

变量 <vfdaction> 表示报告了系统 <sysname> 错误的检查。 针对某资源类型
的 HA 防火练习检查是在 SupportedActions 属性中为该资源定义的，可以使用
.vfd 后缀来标识 HA 防火练习检查。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模拟群集
VCS Simulator 是一个可以帮助您构建和模拟群集配置的工具。 通过 VCS
Simulator，可以预测服务组在群集或系统发生故障时的行为，查看状态转换，还可
以指定和微调各种配置参数。当评估复杂的多节点配置时，该工具尤其有用。它的
方便之处在于，您可以设计特定配置，而无需测试群集或更改现有配置。
您还可以微调那些控制故障转移规则的属性值，如模拟环境中的 Load 和 Capacity。
通过 VCS Simulator 可以模拟各种配置，VCS Simulator 提供做出正确选择所需的
信息。它还可以模拟全局群集。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关于 VCS Simulator”。

236

7
在 VCS 中配置应用程序和
资源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

针对 UNIX 的 VCS 捆绑代理

■

配置 NFS 服务组

■

关于配置 RemoteGroup 代理

■

关于配置 Samba 服务组

■

配置协调点代理

■

关于使用 HA 防火练习测试资源故障转移

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
在 VCS 中配置资源和应用程序需要执行下列任务：
■

创建一个用于包含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资源的服务组。
要配置资源，可以使用用于管理 VCS 的任何一个支持的组件。
请参见第 46 页的“ VCS 管理组件”。

■

向该服务组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这些资源。
例如，如果要在 VCS 中配置一个数据库，则必须为该数据库和底层共享存储配
置资源，还必须配置网络资源。
使用适当的代理来配置资源。
请参见第 238 页的“针对 UNIX 的 VCS 捆绑代理”。
配置资源时要定义其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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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VCS 提供的代理的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必须将这些资源逻辑地分组到同一个服务组。这样，当某个资源出现故障时，
整个服务组会故障转移到另一节点。
■

指派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例如，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

使该服务组联机以使这些资源可用。

针对 UNIX 的 VCS 捆绑代理
捆绑代理是根据它们提供的高可用资源的类型分类的。
请参见第 238 页的“关于存储代理”。
请参见第 239 页的“关于网络代理”。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关于文件共享代理”。
请参见第 241 页的“关于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请参见第 242 页的“关于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关于测试代理”。

关于存储代理
存储代理监视共享存储并使共享存储具有高可用性。存储包括共享磁盘、磁盘组、
卷和装入。磁盘组代理支持基于 IMF 的监视和基于轮询的传统监视。
有关以下代理的详细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表 7-1 显示了存储代理及其说明。
表 7-1

存储代理及其说明

代理

说明

Disk

监视物理磁盘或磁盘片。Disk 资源不存在依赖关系。

DiskGroup

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组联机和脱机、监视它们并使
它们具有高可用性。磁盘组代理支持基于 IMF 的监视和基于轮询的传
统监视。
DiskGroup 资源不存在依赖关系。

DiskGroupSnap

使资源联机、脱机，并监视用于防火练习测试的磁盘组。DiskGroupSnap
代理支持您使用 VxVM 伸展镜像在校园群集环境中验证配置完整性和数
据完整性。包含 DiskGroupSnap 代理资源的服务组对应用程序的服务
组具有 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这是为了确保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应用程
序服务组不在同一个站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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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说明

Volume

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具有高可用性，并使您能够使卷
联机和脱机并对其进行监视。Volume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VolumeSet

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集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监视。
使用 VolumeSet 代理可使卷集具有高可用性。VolumeSet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Mount

使资源联机或脱机、监视文件系统或 NFS 客户端装入点并使其具有高
可用性。Mount 代理支持基于 IMF 的监视和基于轮询的传统监视。
Mount 代理可与 DiskGroup 和 Volume 代理结合使用来为应用程序提
供存储。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Zpool

使 ZFS 存储池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监视。

关于网络代理
网络代理可以监视网络资源。并使您的 IP 地址和计算机名具有高可用性。网络代理
支持 IPv4 和 IPv6 地址。但是，您不能同时使用两种类型的地址。
有关以下代理的详细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表 7-2 显示网络代理及其说明。
表 7-2

网络代理及其说明

代理

说明

NIC

监视配置的 NIC。如果网络链接出现故障。或 NIC 出现问题。资源将
标记为 FAULTED。可以使用 NIC 代理使单个适配器上的单个 IP 地址
具有高可用性。并对其进行监视。此资源不存在任何子依赖关系。

IP

管理配置接口上虚拟 IP 地址及其子网掩码的过程。可以使用 IP 代理监
视单个适配器上的单个 IP 地址。在为接口分配虚拟 IP 地址之前，必须
使用物理（或管理）基础 IP 地址启用该接口。

MultiNICA

表示一组网络接口。并提供接口之间的故障转移功能。可以使用
MultiNICA 代理实现多适配器系统上的 IP 地址的高可用性。并对它们
进行监视。如果 MultiNICA 资源更改其活动设备。MultiNICA 代理将处
理 IP 地址的切换。

IPMultiNIC

管理配置为 MultiNICA 资源的一个接口上的别名的虚拟 IP 地址。如果
接口出现故障。IPMultiNIC 代理将与 MultiNICA 资源协作以故障转移到
备份 NIC。IPMultiNIC 代理依赖 MultiNICA 代理选择系统上的首选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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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说明

MultiNICB

使用 IPMultiNICB 代理。在 VCS 尝试故障转移到其他系统之前。
MultiNICB 代理允许 IP 地址故障转移到同一个系统上的多个 NIC。可
以使用此代理实现多适配器系统上的 IP 地址的高可用性，也可以对它
们进行监视。不存在针对 MultiNICA 资源的依赖关系。

IPMultiNICB

使用 MultiNICB 代理。IPMultiNICB 代理配置和管理 MultiNICB 资源指
定的活动网络设备上的多个虚拟 IP 地址“IP 别名”。当 MultiNICB 代
理将特定接口报告为失败时。IPMultiNICB 代理会将 IP 地址移到下一个
活动接口。IPMultiNICB 资源依赖于 MultiNICB 资源。

DNS

更新和监视主机名与 IP 地址和规范名称 (CNAME) 之间的映射。当跨
子网对节点进行故障转移时“广域故障转移”。DNS 代理对 DNS 区域
执行这些任务。如果故障转移的源节点和目标节点位于不同子网，则使
用 DNS 代理。DNS 代理更新名称服务器。并允许客户端连接至应用程
序服务的已故障转移实例。

关于文件共享代理
文件服务代理可以使共享目录和子目录具有高可用性。
有关这些代理的详细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表 7-3 显示文件共享代理及其说明。
表 7-3

文件共享代理及其说明

代理

说明

NFS

管理用于处理来自 NFS 客户端的请求的 NFS 后台驻留程序。NFS 代
理管理 NFS 服务器上的 rpc.nfsd/nfsd 后台驻留程序和 rpc.mountd 后
台驻留程序。如果启用 NFSv4 支持，它还管理 rpc.idmapd/nfsmapid
后台驻留程序。

NFSRestart

出现应用程序故障转移或服务器崩溃时提供 NFS 锁定恢复。NFSRestart
代理还可以通过在服务组故障转移发生前关闭 NFS 服务器与客户端的
所有 TCP 连接来阻止潜在的 NFS ACK 风暴。它还管理重要的 NFS 锁
定和状态后台驻留程序（lockd 和 statd）。

Share

共享、取消共享和监视单个本地资源，以导出由远程系统装入的 NFS
文件系统。Share 资源依赖于 NFS。在 NFS 服务组中，资源的 IP 系
列依赖于 Share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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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说明

SambaServer

将 smbd 进程作为后台驻留程序启动、停止和监视。可以使用
SambaServer 代理使 smbd 后台驻留程序具有高可用性，或对其进行
监视。smbd 后台驻留程序提供 Samba 共享服务。SambaServer 代理
与 SambaShare 和 NetBIOS 代理配合使用，可允许运行 UNIX 或类似
UNIX 操作系统的系统使用 Microsoft 网络协议提供服务。它没有任何
从属资源。

SambaShare

通过修改指定的 Samba 配置文件来添加、删除和监视共享。可以使用
SambaShare 代理使 Samba Share 具有高可用性，或对其进行监视。
SambaShare 资源依赖于 SambaServer、NetBios 和 Mount 资源。

NetBIOS

启动、停止并监视 nmbd 后台驻留程序。可以使用 NetBIOS 代理使
nmbd 后台驻留程序具有高可用性，或对其进行监视。nmbd 进程将
NetBIOS 名称或用以标识 Samba 服务器的名称在网络中进行广播。
NetBios 资源依赖于 IP 或 IPMultiNIC 资源。

关于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可以使网站、应用程序和进程具有高可用性。
有关这些代理的详细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表 7-4 显示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及其说明。
表 7-4

服务和应用程序代理及其说明

代理

说明

AlternateIO

监视 VCS 存储和网络服务组，后者又监视从控制域中导出的冗余 I/O
服务和来宾逻辑域的备用 I/O 域。

Apache

使 Apache 服务器联机、脱机并监视其进程。将 Apache Web 服务器代
理和其他代理结合使用，可以实现 Apache Web 服务器的高可用性。
此类型的资源依赖于 IP 和 Mount 资源。Apache 代理可以检测 Apache
Web 服务器是否是由管理员正常关闭的。如果 Apache 是正常关闭的，
则即使 Apache 停机该代理也不会触发资源故障。
Apache 代理支持基于 IMF 的联机监视和基于轮询的传统监视。

Application

使应用程序联机、脱机并监视其状态。使用 Application 代理，可以针
对不同程序，指定不同的联机、脱机和监视例程的可执行文件。这些可
执行文件必须位于各个节点本地。可以使用 Application 代理为没有捆
绑代理、Enterprise Agent 或自定义代理的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此
类型的资源可依赖于 IP、IPMultiNIC 和 Mount 资源。Application 代理
支持基于 IMF 的监视和基于轮询的传统监视。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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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说明

Process

启动、停止及监视指定的进程。使用 Process 代理可使进程具有高可用
性。此类型的资源可依赖于 IP、IPMultiNIC 和 Mount 资源。Process
代理支持基于 IMF 的监视和基于轮询的传统监视。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ProcessOnOnly

启动并监视指定的进程。使用此代理可使进程具有高可用性。此资源不
存在任何子依赖关系。

Zone

使 Solaris 10 区域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监视及清除。可以使用 Zone
代理使区域具有高可用性并对其进行监视。通常，不存在针对 Zone 资
源的依赖关系。但是，如果区域根目录位于共享存储上，该资源可能需
要 Mount 和 DiskGroup 资源。Zone 代理支持基于 IMF 的监视和基于
轮询的传统监视。

LDom

使逻辑域 (LDom) 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监视。可以使用 LDom 代理监
视 LDom 并使其具有高可用性。LDom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它还依
赖于存储资源，如 Mount、Volume、Zpool 或 Disk 资源。

Project

添加、删除及监视 Solaris 项目。可以使用 Project 代理使项目具有高
可用性或对其进行监视。

关于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监视 Veritas 组件和 VCS 对象。
有关这些代理的详细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表 7-5 显示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及其说明。
表 7-5

VCS 基础架构和支持代理及其说明

代理

说明

NotifierMngr

启动、停止并监视通知程序进程,使其具有高可用性。通知程序进程管
理从 VCS 接收消息以及将这些消息传送到 SNMP 控制台和 SMTP 服
务器。NotifierMngr 资源可依赖于 NIC 资源。

Proxy

镜像本地系统或远程系统上的其他资源的状态。此代理提供了一种方法
以指定和修改某个资源，并可通过其代理反映资源的状态。可使用 Proxy
代理复制某个资源的状态。 例如，使用 NFS 资源的服务组可以使用
Proxy 资源。Proxy 资源可指向单独的并行服务组中的 NFS 资源。

Phantom

使 VCS 能够确定不包括 OnOff 资源的并行服务组的状态。Phantom 资
源不存在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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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说明

RemoteGroup

建立在不同的 VCS 群集上配置的应用程序之间的依赖关系。例如，如
果在本地群集中配置 Apache 资源，在远程群集中配置 MySQL 资源，
则 Apache 资源依赖于 MySQL 资源。可以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建
立这两种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并监视或管理远程群集中存在的服务
组。

CoordPoint

监视 I/O 防护协调点。

关于测试代理
测试代理为对测试 VCS 功能很有用的程序支持资源提供高可用性。
有关这些代理的详细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表 7-6 显示 VCS 测试代理及其说明。
表 7-6

测试代理及其说明

代理

说明

ElifNone

监视某个文件并检查该文件是否不存在。可以使用 ElifNone 代理测试
服务组行为。没有针对 ElifNone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FileNone

监视某个文件并检查该文件是否存在。可以使用 FileNone 代理测试服
务组行为。没有针对 FileNone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FileOnOff

创建、删除和监视文件。可以使用 FileOnOff 代理测试服务组行为。没
有针对 FileOnOff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FileOnOnly

创建和监视文件，但是不删除文件。可以使用 FileOnOnly 代理测试服
务组行为。没有针对 FileOnOnly 资源存在的依赖关系。

配置 NFS 服务组
本节介绍了 NFS 的功能和配置 NFS 的方法。

关于 NFS
通过网络文件系统 (NFS)，网络用户能够访问存储在 NFS 服务器上的共享文件。通
过 NFS，用户能够透明地处理共享文件，就像文件位于本地磁盘上一样。

NFS 术语
NFS 操作中使用的关键术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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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 服务器

使本地文件系统可供网络上的用户访问的计算机。

NFS 客户端

可访问 NFS 服务器上文件系统的计算机。

rpc.mountd

在 NFS 服务器上运行的后台驻留程序。该程序处理来自于 NFS 客
户端的初始请求。NFS 客户端使用 mount 命令发出请求。

rpc.nfsd/nfsd

在 NFS 服务器上运行的后台驻留程序。它由无状态内核线程形成，
这些线程处理来自于 NFS 客户端的大多数 NFS 请求（包括 NFS 读
取/写入请求）。

rpc.lockd/lockd

在 NFS 服务器和 NFS 客户端上运行的后台驻留程序。
在服务器端，它接收来自于 NFS 客户端的锁请求，并将其传递给基
于内核的 nfsd。
在客户端，它将来自于用户的 NFS 锁请求转发给 NFS 服务器上的
rpc.lockd/lockd。

rpc.statd/statd

在 NFS 服务器和 NFS 客户端上运行的后台驻留程序。
在服务器端，它维护有关持有锁的 NFS 客户端和试图得到锁的 NFS
客户端的信息。如果 NFS 服务器在崩溃后恢复，rpc.statd/statd 会
通知所有 NFS 客户端，以回收它们在服务器崩溃前所持有的锁。此
过程称为 NFS 锁恢复。
在客户端，它维护用户请求其锁的服务器的列表。它还可以处理来自
于服务器 statd/rpc.statd 的通知。如果 NFS 客户端在崩溃后恢复，
rpc.statd/statd 会通知 NFS 服务器在客户端重新启动后停止监视客
户端。

rpc.idmapd/nfsmapid 将 NFSv4 用户名和组映射到系统的本地用户名和组的用户区后台驻
留程序。此后台驻留程序特定于 NFSv4。
rpc.svcgssd

用户区后台驻留程序在 NFS 服务器上运行。它为 RPC 后台驻留程
序提供 rpcsec_gss 安全性。

NFSv4

最新的 NFS 版本。这是一个有状态的协议。NFXv4 要求系统上仅运
行 rpc.nfsd/nfsd 后台驻留程序。它不需要关联后台驻留程序
rpc.mountd、statd 和 lockd。

关于管理和配置 NFS
VCS 使用代理监视和管理与 NFS 相关的实体。这些代理包括 NFS 代理、Share 代
理、NFSRestart 代理、IP 代理、IPMultiNIC 代理和 IPMultiNICA 代理。
有关这些代理以及它们在提供 NFS 高可用性方面所发挥作用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关于文件共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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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FS 服务组
可通过多种方式使用 VCS 配置 NFS。受 VCS 支持的 NFS 服务组支持以下配置。
■

配置单 NFS 环境
可使用此配置从单个虚拟 IP 地址导出所有本地目录。在此配置中，NFS 资源是
故障转移服务组的一部分，且在整个群集环境中只有一个与 NFS 相关的服务
组。此配置支持锁恢复并可处理潜在的 NFS ACK 风暴（大量 ACK 数据包）。
此配置还支持 NFSv4。 请参见第 245 页的“配置单 NFS 环境”。

■

配置多 NFS 环境
可使用此配置从多个虚拟 IP 地址导出 NFS 共享。 需要创建不同的 NFS 共享服
务组，其中每个服务组具有一个虚拟 IP 地址。请注意，NFS 现在是其他并行服
务组的一部分。此配置支持锁恢复并可防止潜在的 NFS ACK 风暴（大量 ACK
数据包）。此配置还支持 NFSv4。 请参见第 246 页的“配置多 NFS 环境”。

■

使用单独存储配置多个 NFS 环境
可使用此配置将所有存储资源置于一个单独服务组中。Mount 和 DiskGroup 等
存储资源是不同服务组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NFS 共享服务组依赖于存储服
务组。 如果包含存储资源的服务组是并行服务组，SFCFSHA 将使用此配置。
请参见第 248 页的“使用单独存储配置 NFS”。

■

在并行服务组中配置 NFS 服务
当仅希望 NFS 服务运行时使用此配置。如果想要获得 NFSRestart 代理提供的
任何功能，请不要使用此配置。此配置具有一些缺点，因为其不支持 NFS 锁恢
复也不阻止潜在的 NFS ACK 风暴。Symantec 建议不要使用此配置。 请参
见第 249 页的“在并行服务组中配置所有 NFS 服务”。

配置单 NFS 环境
可使用此配置从单个虚拟 IP 地址导出所有本地目录。在此配置中，NFS 资源是故
障转移服务组的一部分，且在整个群集环境中只有一个与 NFS 相关的服务组。此
配置支持锁恢复并可处理潜在的 NFS ACK 风暴（大量 ACK 数据包）。此配置还支
持 NFSv4。

创建 NFS 导出服务组
此服务组包含用于导出的 Share 和 IP 资源。 Share 资源的 PathName 属性值必须
位于共享存储中，并且它必须对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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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NFS 导出服务组

1

在服务组内创建 NFS 资源。
注意：如果要使用 NFSv4，必须针对 NFSRestart 资源将 NFSLockFailover 设
置为 1。

2

如果为使用 VxVM 的 NFS 导出配置支持存储区，请为要导出的装入点创建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存
储代理”一章。

3

创建一个 NFSRestart 资源。将此 NFSRestart 资源的 Lower 属性设置为 1。
请确保 NFSRes 属性指向系统上的 NFS 资源。
对于 NFS 锁恢复，请确保 NFSLockFailover 属性和 LocksPathName 属性具
有相应的值。NFSRestart 资源依赖于已为此服务组配置的 Mount 和 NFS 资
源。
注意：NFSRestart 资源摆脱了 NFS 的 preonline 和 postoffline 触发器。

4

创建一个 Share 资源。将 PathName 设置为要导出的装入点。如果有多个共
享，则创建多个 Share 资源，其 PathName 属性值各不相同。在服务组中配置
的所有 Share 资源都应依赖于 Lower 属性值为 1 的 NFSRestart 资源。

5

创建一个 IP 资源。此 IP 资源的 Address 属性值用于在客户端系统上装入 NFS
导出。使 IP 资源依赖于服务组中配置的 Share 资源。

6

如果要使用 NFS 锁恢复，则创建一个 DNS 资源。DNS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要了解如何配置 DNS 资源，请参考示例配置。

7

创建一个 NFSRestart 资源。将 NFSRes 属性设置为在系统上配置的 NFS 资
源 (nfs)。将此 NFSRestart 资源的 Lower 属性设置为 0。请使 NFSRestart 资
源依赖于 IP 资源或 DNS 资源（如果要使用 NFS 锁恢复）。

注意：请确保两个 NFSRestart 资源的所有属性（Lower 属性除外）都相同。

配置多 NFS 环境
可使用此配置从多个虚拟 IP 地址导出 NFS 共享。需要创建不同的 NFS 共享服务
组，其中每个服务组具有一个虚拟 IP 地址。以下示例中有一个具有虚拟 IP 的单个
服务组。请注意，NFS 现在是其他并行服务组的一部分。此配置支持锁恢复并可防
止潜在的 NFS ACK 风暴（大量 ACK 数据包）。 此配置还支持 NFS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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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 NFS 环境创建 NFS 服务组
此服务组包含一个 NFS 资源。根据服务组的用途，该服务组还可包含一个 NIC 资
源和一个 Phantom 资源。
创建 NFS 服务组

1

配置一个单独的并行服务组 (nfs_grp)。

2

对于此服务组，将 AutoStart 和 Parallel 属性值设置为 1。

3

AutoStartList 属性的值必须包含服务组中所有群集节点的列表。

4

在该服务组内配置一个 NFS 资源 (nfs)。 还可以在此服务组中放置 NIC 资源以
监视 NIC。
注意：如果要使用 NFSv4，必须针对 NFSRestart 资源将 NFSLockFailover 设
置为 1。

5

必须在此服务组中创建一个 Phantom 资源，才能显示该服务组的正确状态。

为多 NFS 环境创建 NFS 导出服务组
此服务组包含用于导出的 Share 和 IP 资源。Share 资源的 PathName 属性值必须
位于共享存储中，并且它必须对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可见。
创建 NFS 导出服务组

1

在服务组内创建 NFS Proxy 资源。此 Proxy 资源指向在系统上配置的实际 NFS
资源。

2

如果使用 VxVM 配置用于 NFS 导出的支持存储区，请为要导出的装入点创建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存
储代理”部分。

3

创建一个 NFSRestart 资源。将此 NFSRestart 资源的 Lower 属性设置为 1。
请确保 NFSRes 属性指向在系统上配置的 NFS 资源。
对于 NFS 锁恢复，请确保 NFSLockFailover 属性和 LocksPathName 属性具
有相应的值。NFSRestart 资源依赖于已为此服务组配置的 Mount 资源。
NFSRestart 资源摆脱了 NFS 的 preonline 和 postoffline 触发器。

4

创建一个 Share 资源。将 PathName 属性设置为要导出的装入点。如果有多个
共享，则创建多个 Share 资源，其 PathName 属性值各不相同。在服务组中配
置的所有 Share 资源都需要依赖于 Lower 属性值为 1 的 NFSRestart 资源。

5

创建一个 IP 资源。此 IP 资源的 Address 属性值用于在客户端系统上装入 NFS
导出。使 IP 资源依赖于服务组中配置的 Share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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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要使用 NFS 锁恢复，则创建一个 DNS 资源。DNS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要了解如何配置 DNS 资源，请参考示例配置。

7

创建一个 NFSRestart 资源。将 NFSRes 属性设置为在系统上配置的 NFS 资
源 (nfs)。将此 NFSRestart 资源的 Lower 属性值设置为 0。使 NFSRestart 资
源依赖于 IP 资源或 DNS 资源，以使用 NFS 锁恢复。

注意：请确保两个 NFSRestart 资源的所有属性（Lower 属性除外）都相同。

使用单独存储配置 NFS
可使用此配置将所有存储资源置于一个单独服务组中。Mount 和 DiskGroup 等存储
资源是不同服务组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NFS 共享服务组依赖于存储服务组。
如果包含存储资源的服务组是并行服务组，SFCFSHA 将使用此配置。

创建 NFS 服务组
此服务组包含一个 NFS 资源。 根据服务组的用途，该服务组还可包含一个 NIC 资
源和一个 Phantom 资源。
创建 NFS 服务组

1

配置一个单独的并行服务组 (nfs_grp)。

2

对于此服务组，将 AutoStart 和 Parallel 属性值设置为 1。

3

AutoStartList 的值必须包含服务组中所有群集节点的列表。

4

在该服务组内配置一个 NFS 资源 (nfs)。 还可以在此服务组中放置 NIC 资源以
监视 NIC。 必须在此服务组中创建一个 Phantom 资源，才能显示该服务组的
正确状态。

注意：如果要使用 NFSv4，必须针对 NFSRestart 资源将 NFSLockFailover 设置为
1。

创建 NFS 存储服务组
此服务组可包含一个 DiskGroup 资源和一个 Mount 资源。
创建 NFS 存储服务组
◆

如果使用 VxVM 配置用于 NFS 导出的支持存储区，请为要导出的装入点创建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的“存储代
理”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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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NFS 导出服务组
此服务组包含用于导出的 Share 资源和 IP 资源。Share 资源的 PathName 属性值
必须位于共享存储中，并且它必须对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可见。
创建 NFS 导出服务组

1

在此服务组和存储服务组之间创建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2

在服务组内创建 NFS Proxy 资源。此 Proxy 资源指向在系统上配置的实际 NFS
资源。

3

创建一个 NFSRestart 资源。将此 NFSRestart 资源的 Lower 属性设置为 1。
确保 NFSRes 属性指向在系统上配置的 NFS 资源。对于 NFS 锁恢复，请确保
NFSLockFailover 属性和 LocksPathName 属性具有相应的值。NFSRestart 资
源摆脱了 NFS 的 preonline 和 postoffline 触发器。

4

创建一个 Share 资源。将 PathName 属性的值设置为要导出的装入点。如果有
多个共享，则创建多个 Share 资源，其 PathName 属性值各不相同。在服务组
中配置的所有 Share 资源都需要依赖于 Lower 属性值为 1 的 NFSRestart 资
源。

5

创建一个 IP 资源。此 IP 资源的 Address 属性值用于在客户端系统上装入 NFS
导出。使 IP 资源依赖于服务组中配置的 Share 资源。

6

如果要使用 NFS 锁恢复，则创建一个 DNS 资源。DNS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要了解如何配置 DNS 资源，请参考示例配置。

7

创建一个 NFSRestart 资源。将 NFSRes 属性设置为在系统上配置的 NFS 资
源 (nfs)。将此 NFSRestart 资源的 Lower 属性设置为 0。要使用锁恢复，请使
NFSRestart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或 DNS 资源。

注意：请确保两个 NFSRestart 资源的所有属性（Lower 属性除外）都相同。

在并行服务组中配置所有 NFS 服务
当仅希望 NFS 服务运行时使用此配置。如果想要获得 NFSRestart 代理提供的任何
功能，请不要使用此配置。此配置具有一些缺点，因为其不支持 NFS 锁恢复也不
阻止潜在的 NFS ACK 风暴。Symantec 不建议使用此配置。

创建 NFS 服务组
此服务组包含一个 NFS 资源和一个 NFSRestart 资源。
创建 NFS 服务组

1

配置一个单独的并行服务组 (nfs_grp)。

2

对于此服务组，将 AutoStart 和 Parallel 属性值设置为 1。 AutoStartList 的值
必须包含服务组中所有群集节点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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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此服务组内配置一个 NFS 资源 (nfs)。还可以在此服务组中放置 NIC 资源以
监视 NIC。

4

在此服务组内配置一个 NFSRestart 资源。将 Low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2。此资
源的 NFSRes 属性必须指向在系统上配置的 NFS 资源 (nfs)。此配置不支持
NFSLockFailover。

注意：
■

此配置不支持 NFSLockFailover。

■

此配置无法防止潜在的 NFS ACK 风暴。

■

此配置不支持 NFSv4。

创建 NFS 导出服务组
此服务组包含用于导出的 Share 和 IP 资源。Share 资源的 PathName 属性值必须
位于共享存储中，并且它必须对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可见。
创建 NFS 导出服务组

1

在服务组内创建 NFS Proxy 资源。此 Proxy 资源指向在系统上配置的实际 NFS
资源。

2

如果使用 VxVM 配置用于 NFS 导出的支持存储区，请为要导出的装入点创建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中的“存储代理”一章。

3

创建一个 Share 资源。将 PathName 设置为要导出的装入点。如果有多个共
享，则创建多个 Share 资源，其 PathName 属性值各不相同。

4

创建一个 IP 资源。此 IP 资源的 Address 属性值用于在客户端系统上装入 NFS
导出。使 IP 资源依赖于服务组中配置的 Share 资源。

示例配置
以下是一些支持的 NFS 配置的示例配置。
■

请参见第 251 页的“没有锁恢复功能的单 NFS 环境的示例配置”。

■

请参见第 253 页的“具有锁恢复功能的单 NFS 环境的示例配置”。

■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单 NFSv4 环境的示例配置”。

■

请参见第 258 页的“多 NFSv4 环境的示例配置”。

■

请参见第 260 页的“没有锁恢复功能的多 NFS 环境的示例配置”。

■

请参见第 263 页的“具有锁恢复功能的多 NFS 环境的示例配置”。

■

请参见第 266 页的“使用单独存储配置 NFS 的示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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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269 页的“在并行服务组中配置所有 NFS 服务时的示例配置”。

没有锁恢复功能的单 NFS 环境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Fence = SCSI3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group sg1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
)
DiskGroup vcs_dg1 (
DiskGroup = dg1
StartVolumes = 0
StopVolumes = 0
)
IP ip_sys1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Address = "10.198.90.198"
NetMask = "255.255.248.0"
)
Mount vcs_dg1_r01_2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1_2"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1_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Mount vcs_dg1_r0_1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_1"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_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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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L (
NFSRes = nfs
Lower = 1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U (
NFSRes = nfs
)
NIC nic_sg11_hme0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98.88.1" }
)

NFS nfs (
Nservers = 16
)

Share share_dg1_r01_2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Options = rw
)
Share share_dg1_r0_1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_1"
Options = rw
)
Volume vol_dg1_r01_2 (
Volume = dg1_r01_2
DiskGroup = dg1
)
Volume vol_dg1_r0_1 (
Volume = dg1_r0_1
DiskGroup = dg1
)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U requires

nfs
vcs_dg1_r01_2
vcs_dg1_r0_1
ip_s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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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_sys1 requires nic_sg11_hme0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1_2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_1
share_dg1_r01_2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share_dg1_r0_1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vcs_dg1_r01_2 requires vol_dg1_r01_2
vcs_dg1_r0_1 requires vol_dg1_r0_1
vol_dg1_r01_2 requires vcs_dg1
vol_dg1_r0_1 requires vcs_dg1

具有锁恢复功能的单 NFS 环境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Fence = SCSI3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group sg1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
)
DiskGroup vcs_dg1 (
DiskGroup = dg1
StartVolumes = 0
StopVolumes = 0
)
IP ip_sys1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Address = "10.198.90.198"
NetMask = "255.255.248.0"
)
DNS dns_11 (
Domain = "oradb.s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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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GKeyFile = "/Koradb.sym.+157+13021.private"
StealthMasters = { "10.198.90.202" }
ResRecord @sys1 = { sys1 = "10.198.90.198" }
ResRecord @sys2 = { sys2 = "10.198.90.198" }
CreatePTR = 1
OffDelRR = 1
)
Mount vcs_dg1_r01_2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1_2"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1_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Mount vcs_dg1_r0_1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_1"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_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NFS nfs (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L (
NFSRes = nfs
Locks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NFSLockFailover = 1
Lower = 1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U (
NFSRes = nfs
Locks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NFSLockFailover = 1
)
NIC nic_sg11_hme0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98.88.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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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share_dg1_r01_2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Options = rw
)
Share share_dg1_r0_1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_1"
Options = rw
)
Volume vol_dg1_r01_2 (
Volume = dg1_r01_2
DiskGroup = dg1
)
Volume vol_dg1_r0_1 (
Volume = dg1_r0_1
DiskGroup = dg1
)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nfs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1_2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_1
NFSRestart_sg11_U requires dns_11
dns_11 requires ip_sys1
ip_sys1 requires nic_sg11_hme0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1_2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_1
share_dg1_r01_2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share_dg1_r0_1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vcs_dg1_r01_2 requires vol_dg1_r01_2
vcs_dg1_r0_1 requires vol_dg1_r0_1
vol_dg1_r01_2 requires vcs_dg1
vol_dg1_r0_1 requires vcs_dg1

单 NFSv4 环境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Fence = SCSI3
)
system sys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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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ys2 (
)
group sg1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
)
DiskGroup vcs_dg1 (
DiskGroup = dg1
StartVolumes = 0
StopVolumes = 0
)
IP ip_sys1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Address = "10.198.90.198"
NetMask = "255.255.248.0"
)
DNS dns_11 (
Domain = "oradb.sym"
TSIGKeyFile = "/Koradb.sym.+157+13021.private"
StealthMasters = { "10.198.90.202" }
ResRecord @sys1 = { sys1 = "10.198.90.198" }
ResRecord @sys2 = { sys2 = "10.198.90.198" }
CreatePTR = 1
OffDelRR = 1
)
Mount vcs_dg1_r01_2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1_2"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1_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Mount vcs_dg1_r0_1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_1"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_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NFS nf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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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L (
NFSRes = nfs
Locks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NFSLockFailover = 1
Lower = 1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U (
NFSRes = nfs
Locks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NFSLockFailover = 1
)
NIC nic_sg11_hme0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98.88.1" }
NetworkType = ether
)
Share share_dg1_r01_2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Options = rw
)
Share share_dg1_r0_1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_1"
Options = rw
)
Volume vol_dg1_r01_2 (
Volume = dg1_r01_2
DiskGroup = dg1
)
Volume vol_dg1_r0_1 (
Volume = dg1_r0_1
DiskGroup = dg1
)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nfs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1_2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_1
NFSRestart_sg11_U requires dns_11
dns_11 requires ip_sys1
ip_sys1 requires nic_sg11_hme0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1_2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_1
share_dg1_r01_2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share_dg1_r0_1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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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_dg1_r01_2 requires vol_dg1_r01_2
vcs_dg1_r0_1 requires vol_dg1_r0_1
vol_dg1_r01_2 requires vcs_dg1
vol_dg1_r0_1 requires vcs_dg1

多 NFSv4 环境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Fence = SCSI3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group nfs_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NFS n1 (
Nservers = 6
)
Phantom ph1 (
)
group sg1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
)
DiskGroup vcs_dg1 (
DiskGroup = dg1
StartVolumes = 0
StopVolumes = 0
)
DNS dns_11 (
Domain = "oradb.sym"
TSIGKeyFile = "/Koradb.sym.+157+13021.private"
StealthMasters = { "10.198.90.202" }
ResRecord @sys1 = { sys1 = "10.198.90.198" }
ResRecord @sys2 = { sys2 = "10.198.90.198" }
CreatePT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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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DelRR = 1
)
IP ip_sys2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Address = "10.198.90.198"
NetMask = "255.255.248.0"
)
Mount vcs_dg1_r01_2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1_2"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1_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Mount vcs_dg1_r0_1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_1"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_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L (
NFSRes = n1
Lower = 1
Locks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NFSLockFailover = 1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U (
NFSRes = n1
Locks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NFSLockFailover = 1
)
NIC nic_sg11_hme0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98.88.1" }
)
Proxy p11 (
TargetResName = n1
)
Share share_dg1_r01_2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Options = r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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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share_dg1_r0_1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_1"
Options = rw
)
Volume vol_dg1_r01_2 (
Volume = dg1_r01_2
DiskGroup = dg1
)
Volume vol_dg1_r0_1 (
Volume = dg1_r0_1
DiskGroup = dg1
)
requires group nfs_sg online local firm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p11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1_2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_1
NFSRestart_sg11_U requires dns_11
dns_11 requires ip_sys1
ip_sys1 requires nic_sg11_hme0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1_2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_1
share_dg1_r01_2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share_dg1_r0_1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vcs_dg1_r01_2 requires vol_dg1_r01_2
vcs_dg1_r0_1 requires vol_dg1_r0_1
vol_dg1_r01_2 requires vcs_dg1
vol_dg1_r0_1 requires vcs_dg1

没有锁恢复功能的多 NFS 环境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Fence = SCSI3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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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nfs_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NFS n1 (
Nservers = 6
)

Phantom ph1 (
)
group sg1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
)
DiskGroup vcs_dg1 (
DiskGroup = dg1
StartVolumes = 0
StopVolumes = 0
)
IP ip_sys1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Address = "10.198.90.198"
NetMask = "255.255.248.0"
)
Mount vcs_dg1_r01_2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1_2"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1_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Mount vcs_dg1_r0_1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_1"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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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L (
NFSRes = n1
Lower = 1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U (
NFSRes = n1
)
NIC nic_sg11_hme0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98.88.1" }
)
Proxy p11 (
TargetResName = n1
)
Share share_dg1_r01_2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Options = rw
)
Share share_dg1_r0_1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_1"
Options = rw
)
Volume vol_dg1_r01_2 (
Volume = dg1_r01_2
DiskGroup = dg1
)
Volume vol_dg1_r0_1 (
Volume = dg1_r0_1
DiskGroup = dg1
)
requires group nfs_sg online local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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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p11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1_2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_1
NFSRestart_sg11_U requires ip_sys1
ip_sys1 requires nic_sg11_hme0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1_2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_1
share_dg1_r01_2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share_dg1_r0_1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vcs_dg1_r01_2 requires vol_dg1_r01_2
vcs_dg1_r0_1 requires vol_dg1_r0_1
vol_dg1_r01_2 requires vcs_dg1
vol_dg1_r0_1 requires vcs_dg1

具有锁恢复功能的多 NFS 环境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Fence = SCSI3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group nfs_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NFS n1 (
Nservers = 6
)

Phantom ph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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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g1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
)
DiskGroup vcs_dg1 (
DiskGroup = dg1
StartVolumes = 0
StopVolumes = 0
)
DNS dns_11 (
Domain = "oradb.sym"
TSIGKeyFile = "/Koradb.sym.+157+13021.private"
StealthMasters = { "10.198.90.202" }
ResRecord @sys1 = { sys1 = "10.198.90.198" }
ResRecord @sys2 = { sys2 = "10.198.90.198" }
CreatePTR = 1
OffDelRR = 1
)
IP ip_sys1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Address = "10.198.90.198"
NetMask = "255.255.248.0"
)
Mount vcs_dg1_r01_2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1_2"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1_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Mount vcs_dg1_r0_1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_1"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_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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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Res = n1
Lower = 1
Locks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NFSLockFailover = 1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U (
NFSRes = n1
Locks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NFSLockFailover = 1
)
NIC nic_sg11_hme0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98.88.1" }
)
Proxy p11 (
TargetResName = n1
)
Share share_dg1_r01_2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Options = rw
)
Share share_dg1_r0_1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_1"
Options = rw
)
Volume vol_dg1_r01_2 (
Volume = dg1_r01_2
DiskGroup = dg1
)
Volume vol_dg1_r0_1 (
Volume = dg1_r0_1
DiskGroup = dg1
)
requires group nfs_sg online local firm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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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1_2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vcs_dg1_r0_1
NFSRestart_sg11_U requires dns_11
dns_11 requires ip_sys1
ip_sys1 requires nic_sg11_hme0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1_2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_1
share_dg1_r01_2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share_dg1_r0_1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vcs_dg1_r01_2 requires vol_dg1_r01_2
vcs_dg1_r0_1 requires vol_dg1_r0_1
vol_dg1_r01_2 requires vcs_dg1
vol_dg1_r0_1 requires vcs_dg1

使用单独存储配置 NFS 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Fence = SCSI3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group nfs_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NFS n1 (
Nservers = 6
)
Phantom ph1 (
)
group sg11storage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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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Group vcs_dg1 (
DiskGroup = dg1
StartVolumes = 0
StopVolumes = 0
)
Mount vcs_dg1_r01_2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1_2"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1_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Mount vcs_dg1_r0_1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_1"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_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Volume vol_dg1_r01_2 (
Volume = dg1_r01_2
DiskGroup = dg1
)
Volume vol_dg1_r0_1 (
Volume = dg1_r0_1
DiskGroup = dg1
)
vcs_dg1_r01_2 requires vol_dg1_r01_2
vcs_dg1_r0_1 requires vol_dg1_r0_1
vol_dg1_r01_2 requires vcs_dg1
vol_dg1_r0_1 requires vcs_dg1
group sg1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
)
IP sys1 (
Device @sys1 = hm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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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sys2 = hme0
Address = "10.198.90.198"
NetMask = "255.255.248.0"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L (
NFSRes = n1
Lower = 1
)
NFSRestart NFSRestart_sg11_U (
NFSRes = n1
)
NIC nic_sg11_hme0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98.88.1" }
)
Proxy p11 (
TargetResName = n1
)
Share share_dg1_r01_2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Options = rw
)
Share share_dg1_r0_1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_1"
Options = rw
)
requires group sg11storage online local hard
NFSRestart_sg11_L requires p11
NFSRestart_sg11_U requires ip_sys1
ip_sys1 requires nic_sg11_hme0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1_2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_1
share_dg1_r01_2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share_dg1_r0_1 requires NFSRestart_sg11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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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行服务组中配置所有 NFS 服务时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UseFence = SCSI3
)
system sys1 (
)
system sys2 (
)
group nfs_sg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NFS n1 (
Nservers = 6
)

NFSRestart nfsrestart (
NFSRes = n1
Lower = 2
)
nfsrestart requires n1
group sg11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
)
IP ip_sys1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Address = "10.198.90.198"
NetMask = "255.255.2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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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 nic_sg11_hme0 (
Device @sys1 = hme0
Device @sys2 = hme0
NetworkHosts = { "10.198.88.1" }
)
Proxy p11 (
TargetResName = n1
)
Share share_dg1_r01_2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1_2"
Options = rw
)
Share share_dg1_r0_1 (
PathName = "/testdir/VITA_dg1_r0_1"
Options = rw
)
requires group sg11storage online local hard
ip_sys1 requires nic_sg11_hme0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1_2
ip_sys1 requires share_dg1_r0_1
share_dg1_r01_2 requires p11
share_dg1_r0_1 requires p11
group sg11storage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
DiskGroup vcs_dg1 (
DiskGroup = dg1
StartVolumes = 0
StopVolumes = 0
)
Mount vcs_dg1_r01_2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1_2"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1_2"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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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vcs_dg1_r0_1 (
MountPoint = "/testdir/VITA_dg1_r0_1"
BlockDevice = "/dev/vx/dsk/dg1/dg1_r0_1"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Volume vol_dg1_r01_2 (
Volume = dg1_r01_2
DiskGroup = dg1
)
Volume vol_dg1_r0_1 (
Volume = dg1_r0_1
DiskGroup = dg1
)
vcs_dg1_r01_2 requires vol_dg1_r01_2
vcs_dg1_r0_1 requires vol_dg1_r0_1
vol_dg1_r01_2 requires vcs_dg1
vol_dg1_r0_1 requires vcs_dg1

关于配置 RemoteGroup 代理
RemoteGroup 代理监视和管理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建立
不同 VCS 群集上配置的应用程序之间的依赖关系。
例如，您在本地群集中配置 Apache 资源，在远程群集中配置 Oracle 资源。 在此
示例中，本地群集中的 Apache 资源依赖于远程群集中的 Oracle 资源。 如果您将
RemoteGroup 代理作为资源添加到 Apache 服务组中，则可以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在包含 Apache 资源和 Oracle 资源的服务组之间建立此依赖关系。
有关该代理及其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注意：虽然 RemoteGroup 代理配置和虚拟业务服务配置都提供多层应用程序支持，
但是这两种配置互斥。
有关虚拟业务服务的信息，请参见 《虚拟业务服务可用性安装使用指南》。
请参见第 137 页的“通过 Java 控制台添加 RemoteGroup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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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ontrolMode 属性
在 ControlMode 属性中，您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下列值： OnOff、MonitorOnly
和 OnlineOnly。

关于 OnOff 模式
如果希望 RemoteGroup 资源完全管理远程服务组，请选择此属性的 OnOff 值。
在一对一映射的情况下，将远程服务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0。这样可
避免远程服务组不必要的联机或脱机。

关于 MonitorOnly 模式
如果希望监视远程服务组的状态，请选择此属性的 MonitorOnly 值。选择 MonitorOnly
属性后，RemoteGroup 代理不能控制远程服务组，既不能使其联机也不能使其脱
机。
使 RemoteGroup 资源联机之前，远程服务组应处于 ONLINE 状态。
Symantec 建议您将远程服务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

关于 OnlineOnly 模式
如果远程服务组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联机或脱机，请选择此属性的 OnlineOnly
值。当使用 ControlMode 属性的 OnlineOnly 值时，对 VCSSysName 设置为 ANY
的本地服务组进行切换或故障转移不会引起远程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使 RemoteGroup 资源脱机不会造成远程服务组脱机。
如果选择本地节点与远程节点之间的一对一映射，则远程服务组的 AutoFailOver 属
性的值必须设置为 0。
注意：当 ControlMode 的值设置为 OnlineOnly 或 MonitorOnly 时，建议将
RemoteGroup 资源的 VCSSysName 属性的值设置为 ANY。如果希望本地节点与
远程节点之间为一对一映射，则不能对本地服务组进行切换或故障转移。请注意，
在这些配置中，RemoteGroup 代理不会使远程服务组脱机，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 ReturnIntOffline 属性
ReturnIntOffline 属性可使用以下三个值之一：RemotePartial、RemoteOffline 和
RemoteFaulted。
这些值不相互排斥，可相互结合使用。要使 ReturnIntOffline 属性有效，必须将
RemoteGroup 资源的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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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RemotePartial 选项
如果希望在远程服务组处于 ONLINE | PARTIAL 状态时 RemoteGroup 资源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请选择此属性的 RemotePartial 值。

关于 RemoteOffline 选项
如果希望在远程服务组处于 OFFLINE 状态时 RemoteGroup 资源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请选择此属性的 RemoteOffline 值。

关于 RemoteFaulted 选项
如果希望在远程服务组处于 OFFLINE | FAULTED 状态时 RemoteGroup 资源返回
IntentionalOffline，请选择此属性的 RemoteFaulted 值。

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
在此配置示例中，以下内容为真：
■

VCS 群集（群集 1）为 Web 服务提供高可用性。
配置一个 VCS 服务组 (ApacheGroup)，使之带有监视 Web 服务器（如 Apache）
的代理，来监视 Web 服务。

■

VCS 群集（群集 2）为 Web 服务所需的数据库提供高可用性。
配置一个 VCS 服务组 (OracleGroup)，使之带有数据库（如 Oracle）代理，来
监视数据库。

数据库资源必须处于联机状态，Web 服务器才能联机。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创
建这种依赖关系。
配置 RemoteGroup 代理

1

在 ApacheGroup 服务组（群集 1 中）中添加一个 RemoteGroup 资源。

2

链接这些资源，使 Web 服务器资源依赖于 RemoteGroup 资源。

3

配置以下 RemoteGroup 资源项来监视或管理包含数据库资源的服务组：
■

IpAddress：
设置为群集 2 中某节点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也可将其设置为虚拟 IP 地
址。

■

GroupName
设置为 OracleGroup。

■

ControlMode
设置为 OnOff。

■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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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对 OracleGroup 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的名称。
■

Password
Username 中定义的加密密码。使用 vcsencrypt -agent 命令加密该密
码。

■

VCSSysName
设置为本地的、基于每个节点的值。
VCSSysName@local1 ——将此值设置为 remote1。
VCSSysName@local2 - 将此值设置为 remote2。
注意：如果远程群集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必须设置 DomainType 或
BrokerIp 属性的值。

4

将 OracleGroup 的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0。

具有 RemoteGroup 代理的服务组行为
为更好地理解此解决方案，请考虑可能发生的以下行为。

使 Apache 服务组联机
以下是使 Apache 服务组联机的依赖关系：
■

Apache 资源依赖于 RemoteGroup 资源。

■

RemoteGroup 代理与远程群集进行通信并对指定的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

RemoteGroup 代理使数据库服务组在群集 2 中联机。

■

RemoteGroup 资源联机后，Apache 资源联机。

这样，便在两个不同的 VCS 群集之间建立了一个应用程序级的依赖关系。 Apache
资源要联机，RemoteGroup 必须先联机； RemoteGroup 资源要联机，数据库服务
组必须先联机。

数据库服务组意外脱机
以下是数据库服务组意外脱机时的操作序列：
■

RemoteGroup 资源检测到数据库组已处于 OFFLINE 或 FAULTED 状态。

■

RemoteGroup 资源将进入 FAULTED 状态。

■

Apache 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在该节点上被置于脱机状态。

■

Apache 组故障转移到另一个节点。

■

作为故障转移操作的一部分，Oracle 服务组将在群集 2 中的另一个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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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Apache 服务组脱机
以下是使 Apache 服务组脱机时的操作序列：
■

依赖于 RemoteGroup 资源的所有资源被置于脱机状态。

■

RemoteGroup 代理尝试使 Oracle 服务组脱机。

■

Oracle 服务组脱机后，RemoteGroup 随即脱机。

因此，Web 服务器先脱机，然后数据库才脱机。

在并行服务组中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
在并行服务组中配置 RemoteGroup 资源时，该资源可以在所有群集节点（包括脱
机节点）上联机。群集节点上的多个 RemoteGroup 资源实例可探查远程服务组的
状态。
注意：RemoteGroup 资源自动检测该资源是为并行服务组还是为故障转移服务组
配置的。要启用并行服务组的 RemoteGroup 资源，无需任何其他配置。
并行服务组中的 RemoteGroup 资源具有下列特性：
■

即使 RemoteGroup 资源处于脱机状态，该资源仍将继续监视远程服务组。

■

如果 RemoteGroup 资源在群集的任意位置联机，该资源不会使远程服务组脱
机。

■

重新启动代理后，如果 RemoteGroup 资源在其他群集节点上联机，该资源不会
返回脱机状态。

■

如果 RemoteGroup 资源是群集中唯一的联机 RemoteGroup 资源实例，该资源
会使远程服务组脱机。

■

如果 RemoteGroup 资源实例在群集中的某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则在其他节
点上尝试使该资源联机的操作无效。

关于配置 Samba 服务组
可以在并行配置或故障转移配置中使用 VCS 配置 Samba。
有关特定于平台的详细信息和 Samba 系列代理的属性的示例，请参考《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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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转移配置中 Samba 的示例配置
该配置包括含有 SambaServer、NetBios、IP、NIC 和 SambaShare 资源的故障转
移服务组。可以为所有节点配置相同的 NetBiosName 和 Interfaces 属性值，因为
资源一次只在一个节点上联机。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lus1 (
)
system sys1(
)
system sys2(
)
group smbserver (
SystemList = { sys1= 0, sys2= 1 }
)
IP ip (
Device = hme0
Address = "10.209.114.201"
NetMask = "255.255.252.0"
)
NIC nic (
Device = hme0
NetworkHosts = { "10.209.74.43" }
)
NetBios nmb (
SambaServerRes = smb
NetBiosName = smb_vcs
Interfaces = { "10.209.114.201" }
)
SambaServer smb (
ConfFile = "/etc/samba/smb.conf"
LockDir = "/var/run"
SambaTopDir = "/us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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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baShare smb_share (
SambaServerRes = smb
ShareName = share1
ShareOptions = "path = /samba_share/; public = yes;
writable = yes"
)
ip requires nic
nmb requires smb
smb requires ip
smb_share requires nmb

配置协调点代理
要监视 I/O 防护协调点，请在已配置 I/O 防护的 VCS 群集中配置协调点代理。
对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可使用安装程序的 -fencing 选项配置代理，或者手动配
置代理。对于基于磁盘的防护，必须手动配置代理。
有关该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有关配置代理的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关于使用 HA 防火练习测试资源故障转移
配置数据库或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要求在多个系统上具有若干个基础架构和配置设
置。 不过，在初始设置后，群集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 管理员会通过添加磁盘、
创建新磁盘组和卷、添加新群集节点或新 NIC 来升级和维护基础架构。使群集配置
随基础架构的变化而更新非常重要。
HA 防火练习可检测节点上的 VCS 配置与底层基础架构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
阻止服务组在特定节点上联机。
有关哪些代理支持 HA 防火练习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关于 HA 防火练习
HA 防火练习（早先称为虚拟防火练习）功能使用与该代理相关联的 Action 函数。
支持的代理的 Action 函数已更新，可支持 HA 防火练习功能 - 运行基础架构检查并
修复特定错误。
基础架构检查将验证在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中定义的资源是否具有在其他节点
上进行故障转移所必需的基础架构。例如，Mount 资源的基础架构检查将验证在该
资源的 MountPoint 属性中定义的装入目录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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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当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时才能运行基础架构检查。该检查验证指定节点是否能够
充当用于承载服务组的故障转移目标。
HA 防火练习提供一个选项，用于修复在执行基础架构检查期间检测到的特定错误。

关于运行 HA 防火练习
可从命令行或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运行 HA 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149 页的“从 Java 控制台运行 HA 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235 页的“运行 HA 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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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CS Simulator 预测
VCS 行为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Simulator

■

Simulator 端口

■

从命令行界面管理 VCS Simulator

关于 VCS Simulator
使用 VCS Simulator 可以模拟和测试群集配置。 可以使用 VCS Simulator 查看和修
改服务组和资源配置，以及测试故障转移行为。 VCS Simulator 可以在独立系统上
运行，且不需要任何其他硬件。
VCS Simulator 运行的 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的版本与在群集中运行
的版本相同，这样可以确保故障转移决策与实际群集中的相同。
可以使用 VCS Simulator 测试不同操作系统中的配置。VCS 模拟程序只能在 Windows
系统上运行。但是，它可以在 Windows 系统上模拟非 Windows 操作系统。例如，
可以在 Windows 系统上运行 VCS Simulator，并测试 Windows、Linux、Solaris、
HP-UX 和 AIX 群集的 VCS 配置。另外，通过 VCS Simulator 还可以创建和测试全
局群集。
可以从 Java 控制台或命令行管理 VCS Simulator。
要下载 VCS Simulator，请转到
http://www.symantec.com/operations-manager/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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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or 端口
表 8-1 列出了 VCS Simulator 用来连接到各种群集配置的端口。您可以修改群集配
置从而遵循网络策略。而且，Symantec 可以根据模拟器配置数更改端口分配或添
加新端口。
表 8-1

Simulator 端口

Port

用法

15552

SOL_ORA_SRDF_C1:simulatorport

15553

SOL_ORA_SRDF_C2:simulatorport

15554

SOL_ORACLE:simulatorport

15555

LIN_NFS:simulatorport

15556

HP_NFS:simulatorport

15557

AIX_NFS:simulatorport

15558

Consolidation:simulatorport

15559

SOL_NPLUS1:simulatorport

15572

AcmePrimarySite:simulatorport

15573

AcmeSecondarySite:simulatorport

15580

Win_Exch_2K7_primary:simulatorport

15581

Win_Exch_2K7_secondary:simulatorport

15582

WIN_NTAP_EXCH_CL1:simulatorport

15583

WIN_NTAP_EXCH_CL2:simulatorport

15611

WIN_SQL2K5_VVR_C1:simulatorport

15612

WIN_SQL2K5_VVR_C2:simulatorport

15613

WIN_SQL2K8_VVR_C1:simulatorport

15614

WIN_SQL2K8_VVR_C2:simulatorport

15615

WIN_E2K10_VVR_C1:simulatorport

15616

WIN_E2K10_VVR_C2:simulatorport

表 8-2 列出了 VCS Simulator 用于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的端口。将 WAC 端口
设置为 -1 可禁用 WAC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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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WAC 端口

Port

用法

15562

SOL_ORA_SRDF_C1:wacport

15563

SOL_ORA_SRDF_C2:wacport

15566

Win_Exch_2K7_primary:wacport

15567

Win_Exch_2K7_secondary:wacport

15570

WIN_NTAP_EXCH_CL1:wacport

15571

WIN_NTAP_EXCH_CL2:wacport

15582

AcmePrimarySite:wacport

15583

AcmeSecondarySite:wacport

15661

WIN_SQL2K5_VVR_C1:wacport

15662

WIN_SQL2K5_VVR_C2:wacport

15663

WIN_SQL2K8_VVR_C1:wacport

15664

WIN_SQL2K8_VVR_C2:wacport

15665

WIN_E2K10_VVR_C1:wacport

15666

WIN_E2K10_VVR_C2:wacport

从命令行界面管理 VCS Simulator
在创建或管理模拟群集之前，在 Windows 系统上启动 VCS Simulator。
注意：VCS Simulator 分别对待从命令行和 Java 控制台创建的群集。因此，从命令
行创建的群集在图形界面中不可见。如果从命令行删除群集，可能会在 Java 控制
台中看到该群集。

从命令行界面启动 VCS Simulator
本主题介绍如何从命令行启动 VCS Si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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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行启动 VCS Simulator (Windows)
VCS Simulator 在路径 %VCS_SIMULATOR_HOME%\types\ 中安装特定于平台的
types.cf 文件。变量 %VCS_SIMULATOR_HOME% 表示 Simulator 安装目录，通
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VCS Simulator\。
示例：C:\DOS>set %VCS_SIMULATOR_HOME%=C:\Program Files\Veritas\VCS
Simulator\

1

要模拟运行特定操作系统的群集，请将该操作系统的 types.cf. 文件从 types 目
录复制到 %VCS_SIMULATOR_HOME%\default_clus\conf\config\。
例如，如果要模拟的群集在 Solaris 平台上运行，请复制文件 types.cf.solaris。

2

将自定义类型定义添加到该文件（如果需要），并将该文件重命名为 types.cf。

3

如果要使 main.cf 文件在模拟群集中运行，则将其复制到
%VCS_SIMULATOR_HOME%\default_clus\conf\config\。

4

启动 VCS Simulator：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tartsystem_name

变量 system_name 表示系统名称，该变量在配置文件 main.cf 中定义。
此命令在端口 14153 上启动 Simulator。

5

将系统添加到配置（如果需要）：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ys -addsystem_name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upsystem_name

6

验证群集中每个节点的状态：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ys -state

请参见第 283 页的“从命令行模拟全局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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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行模拟全局群集

1

在系统上的一个目录 (%VCS_SIMULATOR_HOME%) 中安装 VCS Simulator。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中的“安装 VCS Simulator”部分。

2

在系统上设置群集。运行以下命令添加群集：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etupclus new_clustername -simport
port_no -wacport port_no

模拟全局群集时，请勿将 default_clus 用作群集名称。
VCS Simulator 将配置示例复制到路径
%VCS_SIMULATOR_HOME%\clustername 下，并创建名为 clustername_sys1
的系统。
例如，要添加使用端口 15555 和 15575 的群集 clus_a，请运行以下命令：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etupclus clus_a -simport 15555
-wacport 15575

同样，添加第二个群集：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etupclus clus_b -simport 15556
-wacport 15576

要创建多个群集而不模拟全局群集环境，请将 wacport 指定为 -1。

3

启动模拟群集：
%VCS_SIMULATOR_HOME%\bin> hasim -start clustername_sys1
-clus clustername

4

设置以下环境变量以便从命令行访问 VCS Simulator：
■

设置 %VCS_SIM_PORT%=port_number

■

设置 %VCS_SIM_WAC_PORT%=wacport

请注意，必须为每个模拟群集设置以上变量，否则 Simulator 总是连接默认群
集 default_clus。
可以使用 Java 控制台链接群集和配置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还可以手动编辑配置文件 main.cf 以创建全局群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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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令行管理模拟群集
VCS Simulator 命令的功能类似标准 ha 命令的功能。
表 8-3 介绍了 VCS Simulator 命令：
表 8-3

VCS Simulator 命令

命令

说明

hasim -start
system_name

启动 VCS Simulator。变量 system_name 表示从
LOCAL_BUILD 转换为 RUNNING 状态的系统。

hasim -setupclus
clustername -simport
port_no [-wacport
port_no] [-sys
systemname]

创建模拟群集并将指定的端口与该群集关联。

hasim -deleteclus
<clus>

删除指定的群集。删除群集会删除与该群集关联的所有文
件和目录。
删除群集之前，请确保该群集未配置为全局群集。

hasim -start
在由 clustername 指定的群集上启动 VCS Simulator。
clustername_sys1 [-clus
如果启动 VCS Simulator 时使用 -disablel10n 选项，则
clustername]
模拟群集不接受属性的本地化值。 在 Windows 系统上模拟
[-disablel10n]
UNIX 配置时，使用此选项可防止将模拟配置导入 UNIX 群
集时可能出现的损坏。
hasim -stop

停止模拟过程。

hasim -poweroff
system_name

正常关闭系统。

hasim -up system_name

启动系统。

hasim -fault
system_name
resource_name

找出指定系统上指定资源的故障。

hasim -faultcluster
clustername

模拟群集故障。

hasim -clearcluster
clustername

清除模拟群集故障。

hasim -getsimconfig
cluster_name

检索有关 VCS Simulator 端口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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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hasim -hb [..]

相当于标准的 hahb 命令。

hasim -disablel10n

禁用属性值的本地化输入。在 Windows 系统上模拟 UNIX
配置时使用此选项。

hasim -clus [...]

相当于标准的 haclus 命令。

hasim -sys [...]

相当于标准的 hasys 命令。

hasim -grp [...]

相当于标准的 hagrp 命令。

hasim -res [...]

相当于标准的 hares 命令。

hasim -type [...]

相当于标准的 hatype 命令。

hasim -conf [...]

相当于标准的 haconf 命令。

hasim -attr [...]

相当于标准的 haattr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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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群集中的通信、成员
集和数据保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群集通信

■

关于群集成员集

■

关于成员仲裁

■

关于数据保护

■

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

带有 I/O 防护的 VCS 操作示例

■

关于没有 I/O 防护时的群集成员集和数据保护

■

没有 I/O 防护的 VCS 操作示例

■

群集通信最佳做法摘要

关于群集通信
VCS 使用两种通信：单个系统上的本地通信和系统间通信。
请参见第 287 页的“关于系统内通信”。
请参见第 288 页的“关于系统间群集通信”。

关于系统内通信
在同一系统内，VCS 引擎（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使用特定于 VCS 的通信
协议（称为进程间消息传送 (IPM)）与 GUI、命令行以及代理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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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显示了单个 VCS 系统上的基本通信。 请注意，代理仅与高可用性后台驻留
程序 (HAD) 进行通信，代理之间从不相互通信。
单个 VCS 系统上的基本通信

图 9-1

命令行
实用程序

代理

代理

GUI

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图 9-2 说明了从单个代理到 HAD 的通信。
图 9-2

从单个代理到 HAD 的通信
特定于代理的代码
代理框架

状态

控制
HAD

代理使用编译为代理本身的代理框架。对于在群集中配置的每个资源类型，每个群
集系统上都会为其运行一个代理。代理将处理属于该类型的所有资源。引擎将命令
传递给代理，而代理将返回命令执行的状态。例如，向代理发出命令，要求它使资
源联机。代理会以操作的成功（或失败）状态进行响应。 资源联机之后，只有在联
机状态发生更改时代理才会与引擎进行通信。

关于系统间群集通信
VCS 使用群集互联实现群集系统间的网络通信。 每个系统都作为独立单元运行并
在群集级别共享信息。 在每个系统上，作为群集决策逻辑的 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
留程序 (HAD) 维护着群集配置视图。该后台驻留程序作为重复状态计算机运行，这
表示群集中的所有系统都具有同步的群集配置状态。这是通过以下机制实现的：
■

所有系统都运行一个相同的 HAD 副本。

■

每个系统上的 HAD 都维护各自资源的状态，并将与本地系统相关的所有群集信
息发送到群集中的所有其他计算机。

■

每个系统上的 HAD 都会从其他群集系统接收信息来更新它自己的群集视图。

■

每个系统都采用相同代码路径对群集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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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状态计算机通过一个特制的通信软件包进行通信，该软件包由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和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这
两个组件组成。
请参见第 289 页的“关于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请参见第 289 页的“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图 9-3 大致介绍了两个典型的重复状态计算机系统间的通信路径。
重复状态计算机的群集通信

图 9-3
代理

代理

代理

代理

用户
空间

HAD

HAD

用户
空间

内核
空间

GAB

GAB

内核
空间

LLT

LLT

关于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协议负责群集成员集通信和
可靠群集通信。
GAB 有以下两项主要功能：
■

群集成员集
GAB 经由 LLT 从每个系统接收有关心跳状态的输入来维护群集成员集。 当系统
不再从群集对等端接收心跳时，LLT 便会将心跳丧失通知传递给 GAB。GAB 会
将对等端标记为 DOWN，并将其从群集中排除。在大多数配置中都使用成员仲
裁来防止网络分裂。

■

群集通信
GAB 的第二项功能是可靠的群集通信。 GAB 可提供到所有群集系统的有保证
的有序消息传递。Atomic Broadcast 功能由 HAD 使用，用以确保群集中的所有
系统都会接收到所有的配置更改消息，或全部回滚到先前状态，与数据库原子
提交非常相似。虽然 GAB 中的通信功能称为 Atomic Broadcast，但是它不会生
成任何实际的网络广播流量。 Atomic Broadcast 消息是从发送系统到每个接收
系统的一系列点对点单播消息，需要每个接收系统进行相应的确认。

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低延迟传输协议用于所有群集通信，它是 IP 堆栈的一种高性能、低延迟替代协议。
LLT 有下列两项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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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分配
LLT 为 GAB 提供通信主干。LLT 将系统间通信在所有已配置的网络链接间进行
分配（负载平衡）。此分配可确保在所有网络链接间平均分配所有群集通信，
以提高性能和故障恢复能力。如果某个链接失败，便会将流量重定向到其余链
接。最多支持八个网络链接。

■

心跳
LLT 负责通过各个已配置的网络链接发送和接收心跳通信。心跳通信是点对点单
播通信。LLT 使用以太网广播来了解群集中节点的地址。所有其他群集通信（包
括所有状态通信和配置通信）都是点对点的单播。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使用心跳来确定群集成员集。

心跳信号定义如下：
■

群集中每个系统上的 LLT 将通过所有已配置的 LLT 接口每半秒钟发送一次心跳
数据包。

■

每个系统上的 LLT 将通过每个已配置的 LLT 接口跟踪每个对等端的心跳状态。

■

每个系统上的 LLT 会将群集中每个系统的心跳状态转发给本地的 GAB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功能。

■

GAB 将从 LLT 接收所有群集系统的心跳状态，并基于该信息确定成员集。

图 9-4 显示了群集中的心跳。
图 9-4

群集中的心跳
代理

代理

通过每个接口每 0.5
秒钟单播一次点对点
心跳

每个 LLT 模块将通过每个
已配置接口跟踪每个对等端的
心跳状态

代理

代理

HAD

HAD

GAB

GAB

LLT

LLT

LLT 将每个系统的
心跳状态转发给
GAB

可以对 LLT 进行配置，以便将特定的群集互联链接指定为高优先级或低优先级。高
优先级链接用于到 GAB 的群集通信以及心跳信号。在正常操作期间，低优先级链
接仅用于心跳和链接状态维护，心跳频率将降低为正常频率的 50% 以减少网络开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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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配置的所有高优先级链接出现故障，LLT 会将所有群集通信流量切换到第一
个可用的低优先级链接。通信流量将在高优先级链接重新可用后立即返回到这些链
接。
虽然不是必需的，是建议您最好配置至少一个低优先级链接，并在专用群集互联上
配置两个高优先级链接，以便提供通信路径冗余。低优先级链路通常配置在公共网
络或管理网络上。
如果对专用 NIC 使用不同的介质速度，则 Symantec 建议您将具有较低速度的 NIC
配置为低优先级链接以提高 LLT 性能。通过此设置，LLT 可在专用链接间执行主动
-被动负载平衡。在配置和故障转移时，LLT 会自动选择高优先级的链路作为主动链
路，仅当高优先级链路发生故障时，才会使用低优先级的链路。
LLT 在所有配置的链接上以加权轮循方式发送数据包。LLT 使用 linkburst 参数，用
于表示 LLT 在选择下一链接之前在链接上发送的背靠背数据包的数量。除了基于默
认加权轮循算法的负载平衡之外，LLT 还提供了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LLT 实现基
于目标的负载平衡的原理是，根据目标节点 id 和端口选择 LLT 链接。对于基于目
标的负载平衡，LLT 在一个链接上发送特定目标的所有数据包。但是，基于目标的
负载平衡方法存在以下潜在问题：如果端口的流量不同，LLT 无法充分利用可用链
接。如果设置中具有两个以上的群集节点及更多活动 LLT 端口，Symantec 建议您
使用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您必须为群集手动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以设置端
口到 LLT 链接映射。
请参见第 177 页的“为 LLT 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LLT 在启动时将带有 LLT 节点 id 和群集 id 信息的广播数据包发送到 LAN 上，以发
现网络中具有相同节点 id 和群集 id 对的所有节点。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会以自己
的群集 id、节点 id 和节点名称来回复此广播消息。
在以下情况下，原始节点上的 LLT 并不启动并给出相应的错误：
■

同一网络中任何其他节点上的 LLT 正使用原始节点上的 LLT 拥有的节点 id 和群
集 id 对运行。

■

原始节点上的 LLT 收到节点的响应，但该节点在 /etc/llthosts 文件中没有对
应的节点名称条目。

关于群集成员集
群集的当前成员指的是正在活跃地参与群集的系统。 Cluster Server 引擎 (HAD) 必
须准确地确定当前的群集成员集，以便在系统出现故障时采取纠正措施并维护整体
群集拓扑。
群集成员集的更改是用以确定 HAD 是否需要在群集中执行故障处理的逻辑起点之
一。
群集成员集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初始加入群集以及群集启动和运行后如何确定
成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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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初始加入群集成员集
在群集初始引导时，LLT 将确定哪些系统正在发送心跳信号，并将该信息传递给
GAB。 GAB 在对群集成员集进行种子设定时会使用该信息。

对新群集进行种子设定
设定种子可确保新群集启动时具有该群集的精确成员系统数。这样可以防止一个群
集在初始启动时拆分为多个子群集。
将按以下方式自动对新群集进行种子设定：
■

在群集初始引导时，群集中的所有系统都是非种子系统。

■

GAB 将检查在 /etc/gabtab 文件中声明为群集成员的系统的数量。
声明为群集中系统的数量如下表示：
/sbin/gabconfig -c -nN

其中变量 # 将替换为群集中的系统数。
注意：Symantec 建议使用群集中的确切节点数替换 #。

■

当每个系统上的 GAB 基于在 /etc/gabtab 中声明的数量和来自 LLT 的输入检
测到正在运行系统数正确时，便会对系统进行种子设定。

■

如果您已在群集中启用了 I/O 防护，并且已通过 I/O 防护设置了 GAB 自动种子
功能，GAB 会自动对系统进行种子设定，即使某些群集节点不可用时也是如此。
请参见第 292 页的“通过 I/O 防护使用 GAB 自动种子参数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

■

HAD 将在每个种子系统上启动。HAD 只会在已进行种子设定的系统上运行。
只有 GAB 已进行种子设定时，HAD 才可以提供 HA 功能。

请参见第 293 页的“手动设定群集种子”。

通过 I/O 防护使用 GAB 自动种子参数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
如果某些节点并未启动并在群集中运行，GAB 端口不会启动，以免发生裂脑。 在
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gabconfig –x 命令对 GAB 进行手动种子设定，以启动 GAB
端口。
请参见第 293 页的“手动设定群集种子”。
不过，如果在群集中启用了 I/O 防护，则 I/O 防护可以处理群集中任何预先存在的
裂脑情况。 可以将 I/O 防护配置为由 GAB 自动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 行为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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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群集中有多个节点未启动，GAB 端口（端口 a）仍会在群集中的所有成员
节点上启动。

■

如果协调点没有来自任何非成员节点的密钥，I/O 防护（GAB 端口 b）也会启
动。

默认情况下禁用此功能。 您必须配置 /etc/vxfenmode 文件中的
autoseed_gab_timeout 参数，才能启用 GAB 的自动种子功能。
请参见第 316 页的“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启用 I/O 防护的 GAB 自动种子参数
◆

将 /etc/vxfenmode 文件中的 autoseed_gab_timeout 参数值设置为 0 以启用
此功能。
要延迟 GAB 自动种子功能，也可以设置大于 0 的值。GAB 使用此值将群集的
自动种子设定延迟指定的秒数。

禁用 I/O 防护的 GAB 自动种子参数
◆

将 /etc/vxfenmode 文件中的 autoseed_gab_timeout 参数值设置为 -1 以禁
用此功能。
此外，也可以将该行从 /etc/vxfenmode 文件中删除。

手动设定群集种子
当 /etc/gabtab 中声明的群集系统数多于将加入群集的系统数时，适合手动对群集
进行种子设定。
如果在群集启动时某个系统因正在维护而停机，便可能需要进行手动设定。
警告：建议您不要手动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除非管理员了解该命令的风险和含
义。

注意：
如果您已在群集中启用了 I/O 防护，则可以通过 I/O 防护设置 GAB 自动种子功能，
这样 GAB 会自动对系统进行种子设定，即使某些群集节点不可用时也是如此。
请参见第 292 页的“通过 I/O 防护使用 GAB 自动种子参数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
手动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之前，请检查将加入群集的系统是否能够相互发送和接收
心跳。确认群集中不可能出现网络分裂情况。
手动设置群集种子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检查将加入群集的系统是否能相互发送和接收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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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群集中不可能出现网络分裂情况。

要手动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请键入以下命令：
/sbin/gabconfig -x

请注意，进行手动种子设定时没有声明群集中的系统数。 该命令将对与运行该命令
的系统进行通信的所有系统进行种子设定。
因此，请确保不在群集的多个节点上运行此命令。
请参见第 642 页的“种子设定和 I/O 防护”。

持续的群集成员集
在群集启动并运行之后，只要一个系统的对等系统能够通过群集互联从该系统接收
到心跳信号，就说明该系统依然是群集的活动成员。将根据以下方式确定群集成员
集是否发生更改：
■

如果系统上的 LLT 在预定时间 (peerinact) 内从任何已配置的 LLT 接口都没有接
收到某个系统的心跳消息，LLT 便会通知 GAB 来自该特定系统的心跳丧失。
默认情况下，该预定时间为 16 秒，但是可以进行配置。
可以使用 set-timer peerinact 命令设置此预定义时间。 请参见 llttab 手册
页。
如果启用快速链接故障检测，LLT 将立即检测链接故障。

■

当 LLT 通知 GAB 某个心跳丧失时，群集中的剩余系统便会进行协调，以就哪些
系统仍在活跃地参与群集，而哪些系统未活跃地参与群集达成一致。 此过程在
称为 GAB 稳定超时（5 秒）的时间段内进行。
VCS 具有特定的错误处理功能，此功能将在系统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发挥
作用。

■

GAB 会将系统标记为 DOWN，将其从群集成员集中排除，并将成员集更改信息
发送到防护模块。

■

防护模块将执行成员仲裁，以确保不存在裂脑情况，并且只有一个正常工作的
内聚群集继续运行。

默认情况下防护模块处于打开状态。
查看在停用防护模块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5 页的“关于没有 I/O 防护时的群集成员集和数据保护”。

关于成员仲裁
发生可感知的成员集更改时，很有必要执行成员仲裁，因为系统可能会错误地显示
为停机。 当系统上的 LLT 通过任何已配置的 LLT 接口都不再能接收到另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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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跳消息时，GAB 会将该系统标记为 DOWN。 但是，如果群集互联网络发生了
故障，则系统可能会显示为出现故障，但实际上没有出现故障。 在大多数发生这种
情况的环境中，这种情况是由于群集互联网络基础架构不合适而造成的，通常是因
为该基础架构使得所有通信链路路由都通过了单故障点。
如果所有群集互联链路都出现故障，则一个群集可能会拆分为两个子群集，并且两
个群集互不了解。 这两个子群集可以各自针对已脱离的系统执行恢复操作。 此条
件被称为裂脑。
在裂脑况下，两个系统可能会尝试导入同一存储并导致数据损坏，使一个 IP 地址在
两个位置启动，或错误地同时在两个位置运行某个应用程序。
成员仲裁可确保不会出现此类裂脑情况。

关于成员仲裁组件
成员仲裁组件包括防护模块和协调点。
请参见第 295 页的“关于防护模块”。
请参见第 295 页的“关于协调点”。

关于防护模块
群集中的每个系统都运行一个称为 vxfen 的内核模块或防护模块。该模块负责通过
成员集仲裁进程确保成员集发生更改过程中的群集成员集为有效的当前群集成员
集。
vxfen 执行下列操作：
■

在正常运行期间向协调点进行注册

■

在成员集发生更改期间争夺协调点的控制权

关于协调点
协调点提供了锁定机制，以确定哪些节点可将数据驱动器与其他节点隔开。节点只
有在将其对等端逐出协调点之后才能将对等端与数据驱动器隔开。当 vxfen 争夺协
调点的控制权，并且胜方分区阻止已逐出的节点访问数据磁盘时，VCS 才会防止裂
脑。
注意：通常，一个群集的防护配置必须有三个协调点。Symantec 也支持以单个 CP
服务器作为其唯一协调点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但要注意此 CP 服务器将成为单个
故障点。
协调点可以是磁盘或服务器，也可以是这两者。
■

协调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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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协调点的磁盘称为协调器磁盘。协调器磁盘是指在重新配置群集期间为 I/O
防护保留的三个标准磁盘或者 LUN。在 VCS 配置中，协调器磁盘不用于其他任
何存储目的。
可以将协调器磁盘配置为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功能。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允许协调器磁盘利用 DMP 的路径
故障转移功能以及动态添加和删除功能。因此，您可以将 I/O 防护配置为使用
DMP 设备。I/O 防护使用的 SCSI-3 磁盘策略在所使用的磁盘设备上是基于 dmp
的。
注意：I/O 防护的 dmp 磁盘策略支持从节点到协调器磁盘的单个和多个硬件路
径。如果少数协调器磁盘具有多个硬件路径且少数具有单个硬件路径，则仅支
持 dmp 磁盘策略。对于全新安装，即使是单个硬件路径，Symantec 也只支持
IO 防护的 dmp 磁盘策略。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协调点服务器
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是运行在远程系统或群集上的软件解决方案。它通
过允许 SFHA 群集节点执行下列任务来提供仲裁功能：
■

自动注册，以成为能够访问数据驱动器的活动 VCS 群集的成员（向 CP 服
务器注册）

■

检查其他哪些节点已注册为此活动 VCS 群集

■

从此活动 VCS 群集中自动撤销注册

■

强制撤消其他节点注册（抢占）为此活动 VCS 群集的成员

简而言之，CP 服务器充当在现有 I/O 防护模块内集成的另一种仲裁机制。
注意：使用 CP 服务器时，该防护仲裁逻辑仍保留在 VCS 群集上。
运行不同操作系统的多个 VCS 集群可以同时访问 CP 服务器。CP 服务器与
VCS 集群之间使用基于 TCP/IP 的通信。

关于首选防护
I/O 防护驱动程序使用协调点以防止在 VCS 群集中出现裂脑。默认情况下，在协调
点争用期间，防护驱动程序优先使用具有最大节点数的子群集。通过首选防护功
能，可以指定防护驱动程序必须如何确定未发生故障的子群集。
可以使用群集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配置首选防护策略，如下所示：
■

启用基于系统的首选防护策略以优先使用高容量系统。

■

启用基于组的首选防护策略，以优先使用高优先级应用程序的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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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基于站点的首选防护策略以优先使用具有较高优先级的站点。

■

禁用首选防护策略，以使用基于节点数的默认争用策略。

请参见第 300 页的“首选防护的工作原理”。
请参见第 382 页的“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策略”。

防护模块如何启动
防护模块按以下方式启动：
■

将协调器磁盘置于磁盘组中。
这样，防护启动脚本便可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命令轻松确定
哪些磁盘是协调器磁盘，以及这些磁盘具有哪些路径。该磁盘组永远不会导入，
且不会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

每个系统上的防护启动脚本都通过 VxVM 命令使用协调器磁盘的可用路径来填
充文件 /etc/vxfentab。
请参见第 316 页的“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

防护驱动程序启动后，将从 /etc/vxfentab 文件读取物理磁盘名称。该驱动程序
使用这些物理磁盘名称确定协调器磁盘的序列号并构建驱动器的内存中列表。

■

防护驱动程序会验证已经在群集中运行的系统以查看相同的协调器磁盘。
防护驱动程序将检查 GAB 端口 B 以获取成员集信息。 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系统
已启动且正在运行，则它是第一个启动的系统并被视为正确的协调器磁盘配置。
新成员加入时将请求协调器磁盘配置。LLT ID 最低的系统将用协调器磁盘序列
号列表进行响应。如果有一个匹配项，新成员就会加入群集。如果没有匹配项，
vxfen 将进入错误状态，且不允许该新成员加入。该进程确保所有系统都与相同
的协调器磁盘进行通信。

■

防护驱动程序确定是否已存在可能会导致裂脑情况的条件。
此操作是通过验证在协调器磁盘上具有键的任何系统是否也存在于当前 GAB 成
员集中来实现的。如果该验证失败，防护驱动程序便会向控制台和系统日志输
出一条警告，且不会启动。

■

如果所有验证都通过，则每个系统上的防护驱动程序会向每个协调器磁盘注册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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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中协调器磁盘的拓扑

图 9-5
系统 0

系统 1

系统 2

SAN 连接

系统 3

LLT 链路
协调器磁盘

成员仲裁如何工作
群集启动时，所有系统都会在协调器磁盘上注册一个唯一键。该键对群集和节点是
唯一的，且基于 LLT 群集 ID 和 LLT 系统 ID。
请参见第 341 页的“关于 I/O 防护注册键格式”。
发生可感知的成员集更改时，成员仲裁会执行如下操作：
■

GAB 将系统标记为 DOWN，将其从群集成员集中排除，并将成员集更改信息
（已脱离的系统的列表）发送到防护模块。

■

群集中 LLT 系统 ID 最低的系统将争夺协调器磁盘的控制权。

■

■

在最常见的情况下（已脱离的系统确实停机或出现故障），此争夺只有一个
竞争者。

■

在裂脑情形下（此时已形成两个或多个子群集），协调器磁盘的争夺便在子
群集中 LLT 系统 ID 最低的系统之间展开。代表其子群集中的所有其他系统
进行争夺的此系统称为争夺者节点，子群集中的其他系统称为旁观者节点。

在 I/O 防护争夺过程中，如果争夺者节点发生混乱或无法达到协调点，则可以通
过 VxFEN 争夺者节点重新选择功能选择子群集中下一个具有最小节点 ID 的备
用节点，由它充当争夺者节点。
争夺者重新选择功能的工作方法如下：
■

当争夺者节点发生意外混乱时，VxFEN 驱动程序便会启动争夺者重新选择。

■

如果争夺者节点无法到达大部分协调点，VxFEN 模块会向子群集中的其他节
点发送 RELAY_RACE 消息。VxFEN 模块随后重新选择 ID 最小的下一个节
点作为新的争夺者。

■

经过连续重新选择，如果没有可重新选择为争夺者节点的节点，子群集中的
所有节点都会发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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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争夺包括针对看起来不再属于 GAB 成员集的每个系统的每个键执行“抢占并
中止”命令。
“抢占并中止”命令只允许具有有效键的已注册系统逐出其他系统的键。这可
确保即使有多个系统尝试逐出其他系统，每次争夺也只会有一个胜方。执行“抢
占并中止”命令的第一个系统将获胜并逐出另一个系统的键。第二个系统执行
“抢占并中止”命令时不能执行键逐出，因为它不再是具有有效键的已注册系
统。
如果群集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值是 System、Group 或 Site，则争
夺资源时，VxFEN 争夺者节点将会累加本地子群集和剩下的子群集中所有节点
的权值。如果剩下的部分具有更高的总和（节点权值总和），那么对此部分的
争夺将延迟对协调点的争用。这样可有效地使更关键的子群集获得优先权，从
而在争用中获胜。如果群集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值为 Disabled，
则会根据节点的计数总和来计算延迟。
请参见第 296 页的“关于首选防护”。

■

如果“抢占并中止”命令返回成功消息，则表示该系统已赢得该协调器磁盘的
控制权。
每个系统将针对所有协调器磁盘重复此争夺。从大多数协调器磁盘中逐出其他
系统的注册键的系统将在争夺中获胜并获得控制权。

■

在获胜的系统上，vxfen 模块将通知它参与争用时所代表的所有系统自己在争用
中获胜，该子群集仍然有效。

■

在未赢得控制权的系统上，vxfen 模块将触发系统混乱。此子群集中的其他系统
将注意到这种混乱，确定它们输掉了协调器磁盘的控制权，然后也会发生混乱
并重新启动。

■

重新启动后，系统将尝试进行种子设定以加入该群集。
■

如果重新启动的系统可以与 /etc/gabtab 中声明的数量的群集系统交换心跳，
则它们将自动进行种子设定并继续加入群集。它们的键也会重新放回协调器
磁盘中。只有在重新启动期间清除了成员集发生更改的起因时，才会出现这
种情况。

■

如果重新启动的系统不能与 /etc/gabtab 中声明的数量的群集系统交换心跳，
则它们将不会自动进行种子设定，且 HAD 不会启动。这是可能的裂脑情况，
需要进行管理干预。

■

如果您已在群集中启用了 I/O 防护，并且已通过 I/O 防护设置了 GAB 自动种
子功能，GAB 会自动对系统进行种子设定，即使某些群集节点不可用时也是
如此。
请参见第 292 页的“通过 I/O 防护使用 GAB 自动种子参数对群集进行种子设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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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此时强制手动设定种子将允许群集进行种子设定。但是，当防护模块
针对在协调器磁盘上具有键的系统检查 GAB 成员集时，将出现不匹配状况。
vxfen 将检测到可能的裂脑情况，输出一条警告，且不会启动。而 HAD 也不会
启动。需要进行管理干预。
请参见第 293 页的“手动设定群集种子”。

首选防护的工作原理
I/O 防护驱动程序使用协调点以防止在 VCS 群集中出现裂脑。网络分裂时，每个子
群集中的防护驱动程序都会争夺协调点。获取多数协调点的子群集将继续运行，而
防护驱动程序会在所有其他子群集的节点上造成系统混乱。默认情况下，在协调点
争用期间，防护驱动程序优先使用具有最大节点数的子群集。
此默认争夺首选项不会将在任何节点上联机的应用程序组或任何子群集中的系统容
量纳入考虑范围。例如，考虑双节点群集的情况，即在一个节点上配置应用程序，
而另一个节点为备用节点的情况。如果存在网络分裂情况，且备用节点赢得争夺，
则运行应用程序的节点将陷入混乱，VCS 需要使应用程序在备用节点上联机。上述
情况会导致运行中断，应用程序需要花费时间故障转移到未发生故障的节点，然后
重新启动。
通过首选防护功能，可以指定防护驱动程序确定正常子群集的方式。首选防护解决
方案使用一种称为节点权重的防护参数。VCS 根据您使用特定 VCS 属性所提供的
联机应用程序、系统容量和站点首选项详细信息来计算节点权重，并且将计算结果
传递到防护驱动程序，从而影响协调点竞争的结果。在争夺时，争夺者节点将合计
本地子群集以及剩下的子群集中所有节点的权重。如果剩下的子群集的节点权重总
数较大，则此子群集的争夺者将延迟协调点的争夺。这样，具有关键系统或关键应
用程序的子群集将赢得争夺。
首选防护功能使用具有下列争夺策略值的群集级别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

Disabled（默认）：首选防护已禁用。
将 PreferredFencingPolicy 属性值设置为 Disabled 时，VCS 会设置基于计数的
争夺策略，然后将节点权重值重置为 0。

■

System：基于子群集中的系统的容量。
如果某个系统在体系结构、CPU 的数量或内存方面比其他系统强大，则该系统
将在防护争夺中获得优先权。
将 PreferredFencingPolicy 属性值设置为 System 时，VCS 会基于系统级别属
性 FencingWeight 计算节点权重。
请参见第 742 页的System attributes。

■

Group：基于子群集中优先级较高的应用程序。
防护驱动程序会将在所有子群集中的节点上处于联机的服务组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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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网络分裂的情况下，I/O 防护可确定 VCS 引擎是否在参与协调点竞争的
所有节点上都处于运行状态。如果 VCS 引擎在所有节点上都处于运行状态，具
有较高优先级服务组的节点将在防护竞争中获得优先权。
不过，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终止了具有较高优先级服务组的节点上的 VCS 引擎实
例，则 I/O 防护会将该节点的首选防护节点权重重置为零。I/O 防护不会首选该
节点来进行成员仲裁。相反，I/O 防护会首选运行着 VCS 引擎实例的节点，即
使这种节点具有的服务组优先级较低，也是如此。
如果不在 VCS 引擎与 I/O 防护之间进行同步，则具有高优先级服务组但当前未
运行 VCS 引擎的节点可能会在竞争中胜出。这种情况意味着，竞争失败的节点
上的服务组将无法故障转移到未出现故障的节点。
将 PreferredFencingPolicy 属性值设置为 Group 时，VCS 会基于那些处于活动
状态的服务组的组级别属性 Priority 计算节点权重。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

Site：基于向子群集中的站点分配的优先级。
仅在将群集属性 SiteAware 设置为 1 时 Site 策略才可用。VCS 会为优先级较高
的站点中的节点设置较高的权重，为优先级较低的站点中的节点设置较低的权
重。累计节点权重最高的站点将成为首选站点。在站点间出现网络分裂的情况
下，VCS 将首选协调点竞争过程中首选站点中的节点所属的子群集。
请参见第 773 页的“站点属性”。

请参见第 382 页的“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策略”。

关于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在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实现中，vxfen 驱动器会完全处理驱动器内各种基于 SCSI-3
PR 的仲裁操作。I/O 防护还会提供一种称作自定义防护的框架，其中，仲裁操作可
以使用自定义脚本实现。vxfen 驱动程序调用该自定义脚本。
基于 CP 服务器的协调点使用自定义防护框架。请注意，还可以使用自定义防护框
架来启用基于 SCSI-3 PR 的防护仲裁。这样用户便可使用自定义防护将 SCSI-3
LUN 和 CP 服务器的组合指定为协调点。可通过在 /etc/vxfenmode 文件中指定
vxfen_mode=customized 和 vxfen_mechanism=cps 来启用自定义防护。
图 9-6 显示了自定义防护选项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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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防护

图 9-6

SCSI-3 LUN

CP 服务器

cpsadm
vxfenadm

自定义
脚本
用户空间

客户端集群节点

vxfend

VXFEN
内核空间

GAB

LLT

用户级别的后台驻留程序 vxfend 将与 vxfen 驱动程序进行交互，进而与 GAB 进行
交互以获得节点成员集更新。收到成员集更新时，vxfend 将调用各种脚本，以争夺
协调点并隔离数据磁盘。vxfend 后台驻留程序管理各种防护代理。自定义的防护脚
本位于 /opt/VRTSvcs/vxfen/bin/customized/cps 目录中。
涉及的脚本包括：
■

generate_snapshot.sh：检索协调器磁盘的 SCSI ID 和/或 CP 服务器的 UUID
ID
CP 服务器使用存储在 /etc/VRTScps/db/current/cps_uuid 中的 UUID。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群集 UUID”。

■

join_local_node.sh：向协调器磁盘或 CP 服务器注册键

■

race_for_coordination_point.sh：在重新配置群集后进行争夺以确定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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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join_local_node.sh：删除使用 join_local_node.sh 注册的键

■

fence_data_disks.sh：防止缺失节点访问数据磁盘。

■

local_info.sh：列出本地节点的配置参数和协调点，这些配置参数和协调点由
vxfen 驱动程序使用。

CP 服务器提供的 I/O 防护增强功能
CP 服务器配置通过提供以下新功能来增强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

CP 服务器配置是可伸缩的，具有三个 CP 服务器的配置可以为多个 VCS 集群
提供 I/O 防护。由于单个 CP 服务器配置可以为大量 VCS 集群提供服务，因此
可以大大降低多个 VCS 集群部署的成本。

■

在 I/O 防护过程中，恰当设置的 CP 服务器可以消除任何协调器磁盘位置偏差。
例如，如果由于逻辑限制而导致三个协调器磁盘中有两个位于单个站点并且设
置第三个协调器磁盘位置的成本过高，则可能会发生该位置偏差。
请参见第 303 页的图 9-7。
在这种配置下，如果具有两个协调器磁盘的站点不可访问，则另一站点由于缺
少大多数协调点而不再存在。I/O 防护会要求将 SAN 扩展到第三个站点，但这
可能并不是合适的解决方案。 替代方法是将 CP 服务器作为第三个协调点放置
在远程站点。

注意：CP 服务器提供一种不必依赖 SCSI-3 兼容协调器磁盘的替代仲裁机制。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中的数据磁盘防护将仍需要 SCSI-3 I/O 防护。
站点 1 中协调器磁盘的偏斜放置

图 9-7

站点 1

站点 2

节点 1

节点 2
公共
网络

协调器磁盘 #1

SAN
协调器磁盘 #3

协调器磁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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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于多数的防护
基于多数的防护模式是一种不需要协调点的防护机制。您无需将共享磁盘或自由节
点用作协调点或服务器。
此防护机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仲裁方式，并且不需要进行任何额外的硬件设置（例
如 CP 服务器或共享 SCSI3 磁盘）。在裂脑情形中，将根据子群集中节点的“多
数”数量来进行仲裁。
基于多数的防护：如果将 N 定义为群集中的节点（当前成员集）总数，则“多数”
等于 N/2 + 1。
领导者节点：在发生裂脑情形前，群集中节点 ID 最小的节点称为先导节点。该节
点在发生绑定的情形下能发挥作用。

基于多数的 I/O 防护的工作原理
当出现网络分裂时，该防护会将每个子群集中的一个节点选为争夺者节点，将其他
节点指定为旁观者节点。由于基于多数的防护不使用协调点，所以在发生脑裂情形
后，子群集不会参与实际争夺来确定胜方。其中包含多数节点的子群集将继续运
行，而其余子群集中的节点将脱机。
下列算法用于确定胜方子群集：

1

在发生网络分裂前，当前 GAB 成员集中节点 ID 最小的节点将被指定为防护争
夺中的领导者节点。

2

当发生网络分裂时，每个争夺者子群集会计算其分区中节点的数量，并将该数
量与其余分区中的节点数量进行比较。

3

如果争夺者发现其分区中未包含多数节点，则它向其分区中的所有节点（包括
自身）发送 LOST_RACE 消息，所有节点将发生混乱。但是，如果争夺者发现
其分区包含多数节点，则它将向所有节点发送 WON_RACE 消息。这样，包含
多数节点的分区将继续运行。

为基于多数的 I/O 防护机制确定群集多数
在发生网络分裂的情况下，确定群集多数时有如下注意事项：
1.

当前成员集中的群集节点数为奇数：在发生网络裂脑时，一个子群集包含多数
成员。

2.

当前成员集中的群集节点数为偶数：在发生网络裂脑时，两个子群集包含相同
数量的节点。含有领导者节点的分区被视为多数，并且该分区将继续运行。
如果网络裂脑不均匀，而使得一个子群集比其他子群集包含更多的节点，则包
含多数节点的子群集将被视为多数并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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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现 CP 服务器的高可用性
如果要配置多节点 CP 服务器群集，请在 CP 服务器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HA。 否
则，在单个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在这两种配置中，VCS 提供了 CP 服务器进程的本地启动和停止，从而处理 NIC、
IP 地址等依赖项。此外，VCS 还可以在 CP 服务器进程出现故障时重新启动该进
程。
VCS 可以使用多个网络路径访问 CP 服务器。如果一个网络路径出故障，CP 服务
器无需重新启动，继续在其他可用虚拟 IP 地址中的一个地址侦听即可。
要使 CP 服务器进程具有高可用性，必须执行以下任务：
■

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安装和配置 SFHA。

■

将 CP 服务器进程配置为故障转移服务组。

■

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以保护共享的 CP 服务器数据库。

注意：Symantec 建议不要在单节点或用于托管 CP 服务器的 SFHA 群集上运行任
何其他应用程序。
一台 CP 服务器最多可以为 128 个 VCS 集群提供服务。同样，一组通用 CP 服务
器最多也可以为 128 个 VCS 集群提供服务。

关于 CP 服务器数据库
CP 服务器需要一个用于存储 VCS 集群节点的注册密钥的数据库。 CP 服务器使用
SQLite 数据库来进行其操作。 默认情况下，该数据库位于 /etc/VRTScps/db。
对于托管 CP 服务器的单节点 VCS 群集，可将此数据库放置于本地文件系统上。
对于托管 CP 服务器的 SFHA 群集，必须将此数据库放置在共享文件系统上。 必须
在属于 SFHA 群集的所有节点之间共享该文件系统。
在托管 CP 服务器的 SFHA 群集中，可通过设置基于 SCSI-3 PR 的 I/O 防护来保护
共享数据库。 基于 SCSI-3 PR 的 I/O 防护会防止发生裂脑情形。
警告：不能直接编辑 CP 服务器数据库，只能使用 cpsadm(1M) 对其进行访问。 手
动操作该数据库可能会导致意外结果，包括系统混乱。

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
以下为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
■

多个应用群集使用三个 CP 服务器作为其协调点
请参见第 306 页的图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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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应用群集使用单个 CP 服务器和一对或多对协调器磁盘（两个）作为其协调
点
请参见第 307 页的图 9-9。

■

多个应用群集使用单个 CP 服务器作为其协调点
此单协调点防护配置必须使用在 SFHA 群集中配置的高可用性 CP 服务器作为
其协调点。
请参见第 307 页的图 9-10。
警告：在单 CP 服务器防护配置中，仲裁设备在 SFHA 群集中的 CP 服务器故
障转移期间不可用。因此，在 CP 服务器故障转移期间，如果任何应用群集上出
现网络分裂，将关闭该应用群集。

虽然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使用三个协调点，但可以对 I/O 防护使用三个以上的协
调点。确保使用的协调点总数为奇数。在多个应用群集共享一组通用的 CP 服务器
协调点的配置中，应用群集和 CP 服务器使用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 来唯一标识
应用群集。
图 9-8 显示使用三个连接到多个应用群集的 CP 服务器的配置。
与多个应用群集连接的三个 CP 服务器

图 9-8

单节点 VCS 集群上托管的 CP 服务器
（也可托管在 SFHA 集群上）

TCP/IP

公共网络

TCP/IP

应用集群
（运行 VCS、SFHA、SFCFS 或 SF Oracle
RAC 的集群，可为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图 9-9 显示使用单个 CP 服务器的配置，该 CP 服务器与多个应用群集连接，其中
每个应用群集也使用两个协调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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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应用群集具有两个协调器磁盘的单个 CP 服务器

图 9-9

单节点 VCS 集群上托管的 CP 服务器
（也可托管在 SFHA 集群上）

TCP/IP

公共网络

TCP/IP

光纤通道
协调器磁盘

协调器磁盘
应用集群

（运行 VCS、SFHA、SFCFS 或 SF Oracle RAC 的集群，
可为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光纤通道
公共网络
TCP/IP

图 9-10 显示使用单个 CP 服务器的配置，该 CP 服务器与多个应用群集连接。
与多个应用群集连接的单个 CP 服务器

图 9-10

SFHA 群集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

公共网络

TCP/IP
TCP/IP

应用程序群集
（运行 VCS、SFHA、SFCFS 或 SF Oracle RAC 以便为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的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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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SSG) 是 VCS 服务组。 使用 CP 服务器的 I/O 防护配置需要
CP 服务器服务组。
可以使用 Quorum 代理来配置 CP 服务器服务组故障转移。 CP 服务器使用 Quorum
代理来监视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
请参见第 309 页的“关于 CP 服务器的 Quorum 代理”。
图 9-11 显示了在单节点 VCS 群集上承载 CP 服务器时 CPSSG 组及其依赖关系的
图解。
图 9-11

在单节点 VCS 群集上承载 CP 服务器时的 CPSSG 组

vxcpserv

quorum

cpsvip

cpsnic

图 9-12 显示了在 SFHA 群集上承载 CP 服务器时 CPSSG 组及其依赖关系的图解。
图 9-12

在 SFHA 群集上承载 CP 服务器时的 CPSSG 组
vxcpserv

quorum

cpsmount

cpsvip

cpsvol

cpsnic

cp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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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P 服务器的 Quorum 代理
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使用 Quorum 代理监视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
此代理是作为 VRTScps package的一部分安装的。 此代理的作用包括联机、监视、
脱机和清理。
可以使用 Quorum 代理来配置 CP 服务器服务组故障转移。
Quorum 代理的属性如下：
■

QuorumResources
此属性定义了代理必须监视的 IP 资源。

■

Quorum
Quorum 属性值确定了 CP 服务器启动时所需的虚拟 IP 地址的最小数量。默认
值为 1。

■

State
此属性用于当 Quorum 达到其阈值时在 Quorum 代理日志文件中的 info 级别显
示日志消息。此属性供 VCS 内部使用，不可编辑。日志文件位于
/var/VRTSvcs/log/Quorum_A.log。

Quorum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如下：
type Quorum (
static str ArgList[] = { QuorumResources, Quorum, State }
str QuorumResources[]
int Quorum = 1
)

关于 CP 服务器用户类型和权限
CP 服务器支持以下用户类型，每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访问级别权限：
■

CP 服务器管理员 (admin)

■

CP 服务器操作员

不同的访问级别权限允许用户执行不同的命令。如果某个用户既不是 CP 服务器管
理员用户，也不是 CP 服务器操作员用户，则该用户具有来宾身份，可以执行有限
的命令。
在 VCS 集群的防护配置期间，会将用户类型及其访问级别权限分配给各个用户。
在安装过程中，系统提示您输入用户名、密码和访问级别权限（CP 服务器管理员
或 CP 服务器操作员）。
要管理和操作 CP 服务器，必须至少具有一个 CP 服务器 admin 权限。
会向 CP 服务器上的 root 用户赋予所有管理员权限，这些管理员权限可以用于执行
所有特定于 CP 服务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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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CS 群集和 CP 服务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在数据中心，必须使 VCS 群集（应用群集）和 CP 服务器之间的 TCP/IP 通信具有
安全性。通信通道的安全性包括加密、身份验证和授权。
CP 服务器节点或群集需要确认与其进行通信的 VCS 群集节点（作为协调点）的真
实性，并只接受来自已知 VCS 群集节点的请求。来自未知客户端的请求会被视为
未经身份验证而遭拒绝。同样，VCS 群集中的防护框架必须确认可信用户是否正在
使用 CP 服务器执行防护操作。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之间的安全通信有两种模式：
■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AT)（基于 IPM 的安全通信）

■

HTTPS 通信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AT)：以其名义完成身份验证的实体称为主体。在 VCS
群集节点上，当前 VCS 安装程序会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创建身份验证服务器凭
据。它还会创建用于验证凭据的 vcsauthserver。然后，安装程序继续以安全的模
式启动 VCS。通常，在配置了安全性的现有 VCS 群集中，vcsauthserver 在每个群
集节点上运行。
HTTPS 通信：SSL 基础架构使用客户端群集证书和 CP 服务器证书来确保通信安
全。HTTPS 模式不使用代理机制来创建身份验证服务器凭据。

使用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AT) 确保 CP 服务器和 VCS 群
集之间的通信安全的工作原理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应用群集）节点通信包括以下实体：
■

vxcpserv，代表 CP 服务器

■

cpsadm，代表 VCS 群集节点

图 9-13 显示了在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应用群集）上启用了安全性的端到端通
信流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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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上启用了安全性的端到端通信流

图 9-13

CP 服务器
(vxcpserv)

CP 客户端
(cpsadm)

vcsauthserver

vcsauthserver

客户端集群节点
CP 服务器和配置了安全性的 VCS 群集节点之间的通信流如下所示：
■

初始安装：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节点的标识由 VCS 安装程序在其各自的节点上配置。
注意：防护配置时，安装程序在 CP 服务器和应用群集之间建立信任，以便
vxcpserv 进程可以对来自应用群集节点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 如果您手动配置
操刀的 I/O，则您必须设置在 CP 服务器和应用程序字符串之间的信任。
cpsadm 命令通过环境变量 CPS_USERNAME、CPS_DOMAINTYPE 获取用户

名、域类型。在手动运行 cpsadm 命令之前导出这些变量。在运行 cpsadm 命令
之前，自定义防护框架将在内部导出这些环境变量。
CP 服务器进程 (vxcpserv) 使用其自己的添加到本地 vcsauthserver 的用户
(CPSERVER)。
■

从身份验证代理获取凭据：
cpsadm 命令尝试获取本地节点上提供的现有凭据。安装程序在防护配置时生成
这些凭据。
vxcpserv 进程尝试获取本地节点上提供的现有凭据。安装程序在启用安全性时
生成这些凭据。

■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节点之间的通信：
CP 服务器建立其凭据并启动后，该服务器即已准备好从客户端接收数据。
cpsadm 命令获取其凭据并对 CP 服务器凭据进行身份验证之后，cpsadm 将连
接到 CP 服务器。数据将传递到 CP 服务器。

■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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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特定 VCS 群集节点接收数据时，vxcpserv 将验证其凭据。如果验证失败，
则拒绝连接请求数据。

CP 服务器与 VCS 群集之间如何使用 HTTPS 协议实现安全通
信
HTTPS 是基于 SSL/TLS（安全套接字层或传送层安全）的 HTTP 通信。在 HTTPS
中，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使用公钥基础架构 (PKI) 来保障通信安全。HTTPS
是一个行业标准协议，广泛用于 Internet 中实现安全通信。使用实体的密钥加密的
数据只能使用该实体的公钥进行解密。公共可信实体（如认证机构 (CA)）通过签署
证书来确认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身份。在 CP 服务器部署中，服务器和客户端都有各
自的私钥，由公共 CA 签署的相应证书以及 CA 证书。CP 服务器使用基于 OpenSSL
的 SSL 实施来实施 HTTPS 以实现安全通信。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应用群集）节点通信包括以下实体：
■

vxcpserv，代表 CP 服务器

■

cpsadm，代表 VCS 群集节点

CP 服务器和配置了安全性的 VCS 群集节点之间的通信流如下所示：
■

初始安装：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节点的标识由 VCS 安装程序在其各自的节点上配置。
注意：要使用 HTTPS 实现安全通信，并不需要在 CP 服务器与应用群集之间建
立信任。
可使用签署的客户端证书标识客户端身份。CP 服务器对客户端进行了身份验证
后，该客户端即可发布只对其自己的群集有效的操作命令。

■

从身份验证代理获取凭据：
cpsadm 命令尝试获取本地节点上提供的现有凭据。安装程序在防护配置时生成
这些凭据。
vxcpserv 进程尝试获取本地节点上提供的现有凭据。安装程序在启用安全性时
生成这些凭据。

■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节点之间的通信：
CP 服务器建立其凭据并启动后，该服务器即已准备好从客户端接收数据。
cpsadm 命令获取其凭据并对 CP 服务器凭据进行身份验证之后，cpsadm 将连
接到 CP 服务器。数据将传递到 CP 服务器。

■

验证：
在从特定 VCS 群集节点接收数据时，vxcpserv 将验证其凭据。如果验证失败，
则拒绝连接请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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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服务器和 VCS 集群的安全性配置详细信息
本节讨论 CP 服务器和 VCS 集群（应用群集）的安全性配置详细信息。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AT) 安全模式中的设置
以下是 CP 服务器和 VCS 集群之间的安全通信的设置：
■

CP 服务器设置：
安装程序使用下列值创建用户：
■

username： CPSERVER

■

domainname: 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

domaintype: vx

在 CP 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以验证设置：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CPSERVER
# /opt/VRTScps/bin/cpsat showcred

注意：CP 服务器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 不得包含指定 security=0 的行。
如果没有指定 security 参数的行，或者存在指定 security=1 的行，则 CP 服务
器启用时具有安全性（这是默认情况）。

■

VCS 群集节点设置：
在 VCS 群集中，安装程序在防护配置期间会使用下列值为 cpsadm 创建一个用
户：
■

username： CPSADM

■

domainname: 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

domaintype: vx

在 VCS 集群 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以便验证安全设置：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CPSADM
# /opt/VRTScps/bin/cpsat showcred

上述用户只可用于 CP 服务器和 VCS 集群节点之间通信的身份验证。
对于 CP 服务器的授权，如果配置了安全性，VCS 集群上的自定义防护框架将使用
以下用户：
CPSADM@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其中，cluster_uuid 是应用程序群集的通用唯一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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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 VCS 集群节点，防护在该 VCS 集群节点上启动之前，必须在 CP 服务器
数据库上注册此用户。可以通过执行以下命令进行验证：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users

以下是此命令输出的示例：
Username/Domain Type
CPSADM@VCS_SERVICES@77a2549c-1dd2-11b2-88d6-00306e4b2e0b/vx
Cluster Name / UUID
Role
cluster1/{77a2549c-1dd2-11b2-88d6-00306e4b2e0b} Operator

注意：每个客户端节点上的配置文件 (/etc/vxfenmode) 不得包含指定 security=0
的行。如果没有指定 security 参数的行，或者存在指定 security=1 的行，则客户
端节点启动时会启用安全性（这是默认情况）。

HTTPS 安全模式设置
以下是 CP 服务器和 VCS 集群之间的安全通信的设置：
■

CP 服务器设置：
安装程序使用下列值创建用户：
■

CP 服务器和 CP 服务器客户端证书

■

vxcps.conf 文件中的虚拟 IP 地址和虚拟 IP 地址端口。

在 CP 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以验证设置：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CPSERVER
# /opt/VRTScps/bin/cpsat showcred
■

VCS 群集节点设置：
在 VCS 群集上，安装程序将在服务器上创建的 CP 服务器客户端证书复制到客
户端节点。
■

vxfenmode 文件中的虚拟 IP 地址和虚拟 IP 地址端口。

非安全模式的设置
在非安全模式下，仅 CP 服务器提供授权。没有请求密码。没有提供身份验证和加
密。域类型为 vx 的用户凭据 cpsclient@hostname 由自定义的防护框架用于 CP 服
务器与 VCS 集群节点之间的通信。
对于每个 VCS 集群节点，防护在 VCS 集群节点上启动之前，必须在 CP 服务器数
据库上添加此用户。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命令对该用户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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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sadm -s cpserver -a list_users

以下是此命令输出的示例：
Username/Domain Type
cpsclient@sys1/vx

Cluster Name / UUID

cluster1 / {f0735332-e3709c1c73b9}

Role
Operator

注意：在非安全模式下，CP 服务器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 应该包含指定
security=0 的行。 同样，在每个 VCS 集群节点上，配置文件 (/etc/vxfenmode) 应
该包含指定 security=0 的行。

关于数据保护
成员仲裁本身不足以进行完整数据保护，因为它假定所有系统要么全部参与仲裁，
要么已经全部停机。
但是在极少数其他情况下也必须进行数据保护。 例如：
■

系统挂起将导致内核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处理。

■

系统资源太忙以至于未发送心跳信号。

■

硬件支持中断和恢复功能并执行了该功能。 通过中断命令将系统降至系统控制
器级别会导致心跳信号超时。

在这些类型的情况下，系统实际上没有停机，并且在群集成员集重新计算之后可能
会返回到群集。 这可能会导致数据损坏，因为系统在确定它不应再位于群集中之前
可能已对磁盘执行了写入操作。
结合使用成员仲裁与共享存储的数据保护可消除上述的所有数据损坏可能性。
数据保护可将不是当前有效的群集成员的任何系统与共享数据存储器相隔离（删除
这些系统的访问权限）。 对访问权限的阻止是使用 SCSI-3 持久性保留来实现的。

关于 SCSI-3 持久性保留
SCSI-3 持久性保留 (SCSI-3 PR) 既支持从多个系统访问设备，也支持从单个系统
通过多个路径访问设备。 同时，它可阻止从其他系统或其他路径对设备进行的访
问。
VCS 逻辑决定何时使服务组在特定系统上联机。 如果服务组包含一个磁盘组，则
该磁盘组将作为正在联机的服务组的一部分导入。 使用 SCSI-3 PR 时，导入磁盘
组会将注册和保留置于数据磁盘上。 只有导入了具有 SCSI-3 保留的存储的系统才
能向共享存储进行写入。 这会防止未参与成员仲裁的系统损坏共享存储。
SCSI-3 PR 可确保持久性保留在多次 SCSI 总线重置之后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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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 SCSI 3 PR 可阻止 IT 环境中可能试图向存储进行非法写入的所有元素，
而不仅仅是与 VCS 相关的元素。
成员仲裁与数据保护合称 I/O 防护。

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表 9-1 列出了 I/O 防护配置文件。
表 9-1

I/O 防护配置文件

文件

说明

/etc/default/vxfen

此文件存储 I/O 防护的启动环境变量和停止环境变量：
■

■

VXFEN_START - 定义 I/O 防护模块在系统重新启动后的启动行为。有效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I/O 防护启动。
0 - 指示禁止 I/O 防护启动。
VXFEN_STOP - 定义 I/O 防护模块在系统关闭期间的关闭行为。有效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I/O 防护关闭。
0 - 指示禁止 I/O 防护关闭。

安装程序会在 VCS 配置结束时将这些变量的值设置为 1。
如果手动配置了 VCS，必须确保将这些环境变量的值设置为 1。
/etc/vxfendg

此文件包含协调器磁盘组信息。
此文件不适用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和基于多数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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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说明

/etc/vxfenmode

此文件包含下列参数：
■

■

■

vxfen_mode
■ scsi3 - 适用于基于磁盘的防护。
■

customized - 适用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disabled - 运行 I/O 防护驱动程序，但不执行任何防护操作。

■

majority - 适用于不使用协调点的防护。

vxfen_mechanism
此参数仅适用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将值设置为 cps。
scsi3_disk_policy
■ dmp - 将 vxfen 模块配置为使用 DMP 设备
默认情况下，磁盘策略使用 DMP 磁盘策略。如果使用 iSCSI 设备，则必须将磁盘策略
设置为 DMP。

注意：必须在所有节点上使用相同的 SCSI-3 磁盘策略。
■

■

■

协调点列表
只有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才需要此列表。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中的协调点可以包括协调器磁盘、CP 服务器或这两者的混合。如果使用
协调器磁盘，必须创建包含各个协调器磁盘的协调器磁盘组。
有关如何为每个 CP 服务器指定协调点和多个 IP 地址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示例文件
/etc/vxfen.d/vxfenmode_cps。
single_cp
此参数适用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该防护使用单个高可用性 CP 服务器作为其协调点。 此
外，此参数还适用于使用包含单个磁盘的协调器磁盘组的情况。
autoseed_gab_timeout
即使某些群集节点不可用，此参数也支持 GAB 自动设置群集的种子。
此功能适用于 SCSI3 和自定义模式下的 I/O 防护。
0 - 启用 GAB 自动设置种子功能。大于 0 的任何值表示 GAB 在自动设置群集种子之前必须
延迟的秒数。
-1 - 禁用 GAB 自动设置种子功能。此设置是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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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说明

/etc/vxfentab

当 I/O 防护启动时，vxfen 启动脚本会在每个节点上创建此 /etc/vxfentab 文件。启动脚本使用
/etc/vxfendg 和 /etc/vxfenmode 文件的内容。无论何时重新启动系统，防护驱动程序都会将
vxfentab 文件初始化，使当前列表包含所有协调器点。

注意：/etc/vxfentab 文件是生成的文件；请不要修改此文件。
对于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每个节点上的 /etc/vxfentab 文件都包含一个列表，其中列出每个协
调器磁盘的所有路径及其唯一磁盘标识符。用空格分隔路径和唯一磁盘标识符。某一节点上的
基于磁盘的防护配置的 /etc/vxfentab 文件示例如下所示：
■

DMP 磁盘：

/dev/vx/rdmp/c1t1d0s2 HITACHI%5F1724-100%20%20FAStT%5FDISKS%5F6
00A0B8000215A5D000006804E795D075
/dev/vx/rdmp/c2t1d0s2 HITACHI%5F1724-100%20%20FAStT%5FDISKS%5F6
00A0B8000215A5D000006814E795D076
/dev/vx/rdmp/c3t1d0s2 HITACHI%5F1724-100%20%20FAStT%5FDISKS%5F6
00A0B8000215A5D000006824E795D077
对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etc/vxfentab 文件还包含安全设置信息。
对于带单个 CP 服务器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etc/vxfentab 文件还包含 single_cp 设置信息。
此文件不适用于基于多数的防护。

带有 I/O 防护的 VCS 操作示例
本主题介绍 I/O 防护模块使用的一般逻辑，并给出了一些特定的情形示例。请注意，
此主题不适用于基于多数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318 页的“关于 I/O 防护算法”。
请参见第 319 页的“例如：其中一个系统出现故障的双系统群集”。
请参见第 320 页的“群集互联出现故障的四系统群集”。

关于 I/O 防护算法
为了确保在常见事件和罕见事件中都执行最适当的操作，防护算法将按以下方式工
作：
■

防护模块的用途是，杜绝同时有多个子群集中的系统保持为群集的当前有效成
员。在所有情况下，要么只有一个子群集将继续运行，要么没有任何系统将继
续运行（极少出现这种情况）。

■

原群集的子群集中 LLT ID 最低的系统将代表该子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争夺协调器
磁盘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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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某个系统赢得第一个协调器磁盘的控制权，则它将会优先赢得其他协调器
磁盘。
在争夺中失败的任何系统在争夺下一个磁盘之前都会有一个短暂的延迟。正常
情况下，在争夺第一个协调器磁盘时的胜方将赢得所有磁盘。
这可确保当多个系统争夺协调器磁盘时有一个明确的胜方，从而防止三个或更
多个系统各赢得一个协调器磁盘的控制权。

■

如果群集拆分后，其中一个子群集至少拥有先前稳定成员集的 51% 的成员，则
该子群集会优先赢得争夺。
较小子群集中的系统在开始争夺之前会有一个短暂的延迟。
如果使用首选防护功能，则总权重较小的子群集将延迟。
请参见第 296 页的“关于首选防护”。
这可确保尽可能多的系统将在群集中保持运行。

■

如果 vxfen 模块在启动时发现具有协调器磁盘控制权的系统不在当前的 GAB 成
员集中，便会向控制台输出一条错误消息，指出可能发生了裂脑情况。
管理员必须通过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手动清除这种情况。

例如：其中一个系统出现故障的双系统群集
在此示例中，系统 1 出现故障，系统 0 执行 I/O 防护操作，如下所示：
■

系统 0 上的 GAB 模块根据 LLT 报告的心跳信号丧失情况确定系统 1 出现故障。

■

GAB 将成员集更改信息传递给群集中每个系统上的防护模块。
唯一仍在运行的系统是系统 0

■

系统 0 将从每个协调器磁盘逐出由系统 1 注册的键，从而获得协调器磁盘的控
制权。
键的逐出是按照协调器磁盘序列号的顺序逐个进行的。

■

当系统 0 上的防护模块成功控制协调器磁盘时，HAD 将执行与成员集更改相关
的关联策略。

■

如果此共享存储是在已由系统 0 接管的服务组中配置的，且已被导入，则系统
1 对该共享存储的访问会被阻止。
系统出现故障时的 I/O 防护示例

图 9-14
系统 0

协调器磁盘

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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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互联出现故障的四系统群集
在此示例中，群集互联出现故障，使得群集从一个四系统群集拆分为两个双系统群
集。该群集将执行成员仲裁以确保只剩下一个子群集。
由于丧失了心跳，系统 0 和系统 1 都认为系统 2 和系统 3 已停机。系统 2 和系统
3 都认为系统 0 和系统 1 已停机。
图 9-15
系统 0

群集互联出现故障的四系统群集
系统 1

系统 2

系统 3

LLT 链路

SAN 连接
协调器磁盘

I/O 防护操作的过程如下所示：
■

在已配置的对等端不活动超时时间内，四个系统上的 LLT 在任何已配置的 LLT
接口上都没有接收到互联故障另一端的系统的心跳消息。

■

每个系统上的 LLT 都会通知 GAB 已发现成员集发生更改。具体地说：

■

■

■

系统 0 上的 LLT 通知 GAB 它不再看到系统 2 和系统 3

■

系统 1 上的 LLT 通知 GAB 它不再看到系统 2 和系统 3

■

系统 2 上的 LLT 通知 GAB 它不再看到系统 0 和系统 1

■

系统 3 上的 LLT 通知 GAB 它不再看到系统 0 和系统 1

LLT 通知 GAB 发生心跳丧失之后，剩下的系统将执行“GAB 稳定超时”操作
（5 秒）。在此示例中：
■

系统 0 和系统 1 达成一致，认为它们都不能看到系统 2 和系统 3

■

系统 2 和系统 3 达成一致，认为它们都不能看到系统 0 和系统 1

GAB 将系统标记为 DOWN，并将其从群集成员集中排除。在此示例中：
■

系统 0 和系统 1 上的 GAB 将系统 2 和系统 3 标记为 DOWN，并将其从群
集成员集中排除。

■

系统 2 和系统 3 上的 GAB 将系统 0 和 1 标记为 DOWN，并将其从群集成
员集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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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系统上的 GAB 都将成员集更改信息传递给 vxfen 驱动程序来进行成员仲
裁。每个子群集都会争夺协调器磁盘的控制权。在此示例中：
■

系统 0 的 LLT ID 较低，将代表其自身和系统 1 参与争夺。

■

系统 2 的 LLT ID 较低，将代表其自身和系统 3 参与争夺。

■

四个系统上的 GAB 还会将成员集更改信息传递给 HAD。HAD 将等待防护模块
的成员仲裁结果，然后再相应地采取进一步的操作。

■

如果系统 0 无法达到大部分协调点，VxFEN 驱动程序将启动从系统 0 到系统 1
的争夺者节点重新选择，系统 1 将启动对协调点的争夺。

■

假设系统 0 赢得协调器磁盘的控制权，并将系统 2 和系统 3 的注册键逐出磁盘。
结果如下所示：
■

系统 0 赢得协调器磁盘的控制权。 系统 0 上的防护模块向当前群集（在此示
例中为系统 0 和系统 1）中的所有其他防护模块发送 WON_RACE。 收到
WON_RACE 时，每个系统上的防护模块会将成功的信息告知 HAD。系统 0
和系统 1 保持为群集的当前有效成员。

■

如果系统 0 在向系统 1 发送 WON_RACE 之前终止，VxFEN 将启动从系统
0 到系统 1 的争夺者节点重新选择，系统 1 将启动对协调点的争夺。
获得大部分协调点的系统 1 保持有效状态并且仍然是群集的当前成员，系统
1 上的防护模块又将成功信息告知 HAD。

■

系统 2 丢失对协调器磁盘控制的争夺，且系统 2 上的防护模块将发送一条
LOST_RACE 消息。系统 2 上的防护模块将调用内核混乱，该系统重新启
动。

■

系统 3 通过系统 2 的内核混乱看到另一个成员集更改。因为系统 2 是本子群
集中参与协调器磁盘控制权争夺的系统，因此系统 3 也会发生混乱。

■

HAD 将基于成员集更改执行关联策略或恢复操作。

■

系统 2 和系统 3 对共享存储的访问将被阻止（如果共享存储是目前由系统 0 或
系统 1 接管的服务组的一部分）。

■

要重新将系统 2 和系统 3 加入群集，管理员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关闭系统 2 和系统 3

■

修复群集互联链路

■

重新启动系统 2 和系统 3

I/O 防护在不同事件情形下的工作方式
表 9-2 介绍了在不同的故障事件情形下，I/O 防护如何防止数据损坏。针对各种情
况，查看操作员应采取的纠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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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I/O 防护情形

事件

节点 A 出现的情况 节点 B 出现的情况 操作员操作

两个专用网络均出现
故障。

节点 A 会争夺大部分 节点 B 会争夺大部分 节点 B 被逐出群集之
协调点。
协调点。
后，请先修复专用网
络，然后再尝试使节
如果节点 A 在对协调 如果节点 B 在对协调
点 B 重新返回到群集
点的争夺中获胜，则 点的争夺中失败，节
中。
节点 A 会将节点 B 逐 点 B 会发生混乱并自
出共享磁盘，然后继 行从群集中删除。
续运行。

发生上述事件之后，
两个专用网络重新恢
复运行。

节点 A 继续运行。

节点 B 已经崩溃， 它 还原专用网络之后，
不能启动数据库，因 重新启动节点 B。
为无法向数据磁盘写
入数据。

一个专用网络发生故
障。

节点 A 会在控制台上
输出有关 IOFENCE
的消息，并继续运
行。

节点 B 会在控制台上
输出有关 IOFENCE
的消息，并继续运
行。

节点 A 挂起。

节点 A 由于某种原因 节点 B 失去与节点 A 修复或调试挂起的节
非常忙或节点 A 处于 之间的心跳链接，并 点，并重新启动该节
内核调试程序中。
争夺大部分协调点。 点以便重新加入群
集。
节点 A 不再挂起或不 节点 B 在对协调点的
再处于内核调试程序 争夺中获胜，并将节
中时，所有已排队的 点 A 逐出共享数据磁
针对数据磁盘的写入 盘。
操作均会失败，因为
节点 A 已被逐出。当
节点 A 从 GAB 收到
有关被逐出的消息之
后，会发生混乱并自
行从群集中删除。

修复专用网络。修复
网络之后，两个节点
就可自动使用网络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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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节点 A 出现的情况 节点 B 出现的情况 操作员操作

节点 A 和节点 B 以及
专用网络断电。而协
调点和数据磁盘的电
源正常供电。

节点 A 重新启动，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检测到节点 B 向协调
点进行了注册。驱动
程序没有在群集成员
表中看到节点 B，因
为专用网络已断开。
这会导致 I/O 防护设
备驱动程序阻止节点
A 加入群集。节点 A
控制台会显示以下消
息：

节点 B 重新启动，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检测到节点 A 向协调
点进行了注册。驱动
程序没有在群集成员
表中看到节点 A，因
为专用网络已断开。
这会导致 I/O 防护设
备驱动程序阻止节点
B 加入群集。节点 B
控制台会显示以下消
息：

Potentially a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Dropping out
of the cluster.
Refer to the
user
documentation
for steps
required
to clear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Potentially a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Dropping out
of the cluster.
Refer to the
user
documentation
for steps
required
to clear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节点的电源恢复供
电，节点重新启动，
但专用网络仍然无法
正常运行。

解决已有的裂脑情
况。
请参见第 663 页的“防
护启动报告已有的裂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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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节点 A 出现的情况 节点 B 出现的情况 操作员操作

节点 A 崩溃而节点 B 节点 A 崩溃。
停机。节点 B 恢复正
常运行而节点 A 仍然
停机。

节点 B 重新启动并且
检测到节点 A 向协调
点进行了注册。驱动
程序没有在群集成员
表中看到节点 A。I/O
防护设备驱动程序会
在控制台上输出以下
消息：

解决已有的裂脑情
况。
请参见第 663 页的“防
护启动报告已有的裂
脑”。

Potentially a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Dropping out
of the cluster.
Refer to the
user
documentation
for steps
required
to clear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包含三个协调点中的
两个协调点的磁盘阵
列断电。
没有任何节点脱离群
集成员集

只要任何节点都没有 只要任何节点都没有 打开发生故障的磁盘
脱离群集，节点 A 就 脱离群集，节点 B 就 阵列的电源，以便后
会继续运行。
会继续运行。
续网络分裂不会导致
群集关闭；或者更换
协调点。
请参见第 349 页的“群
集联机时替换 I/O 防
护协调器磁盘”。

包含三个协调点中的
两个协调点的磁盘阵
列断电。
节点 B 正常脱离群
集，磁盘阵列仍处于
断电状态。正常脱离
意味着干净的关闭，
从而可以正确取消配
置 vxfen。

节点 A 在群集中继续 节点 B 已脱离群集。 打开发生故障的磁盘
运行。
阵列的电源，以便后
续网络分裂不会导致
群集关闭；或者更换
协调点。
请参见第 349 页的“群
集联机时替换 I/O 防
护协调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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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包含三个协调点中的
两个协调点的磁盘阵
列断电。

节点 A 出现的情况 节点 B 出现的情况 操作员操作

节点 A 会争夺大部分 节点 B 由于崩溃或网
协调点。节点 A 发生 络分裂已脱离群集。
故障，因为三个协调
点中只有一个是可用
节点 B 突然崩溃，或
的。节点 A 会发生混
者在节点 A 和节点 B
乱并自行从群集中删
之间出现网络分裂，
除。
且磁盘阵列仍处于断
电状态。

打开发生故障的磁盘
阵列的电源，并重新
启动 I/O 防护驱动程
序，使节点 A 能够向
所有协调点进行注
册；或者更换协调
点。
请参见第 666 页的“群
集脱机时替换损坏的
磁盘”。

关于没有 I/O 防护时的群集成员集和数据保护
无论是否使用 I/O 防护，正确地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并使用低优先级的心跳群集互
联链路都是最佳的做法。 推荐使用的另一种最佳做法是在群集的系统之间设置多个
群集互联链路。 这样，GAB 便可区分下列情况：
■

同时丧失所有心跳链接，这被解释为系统故障。 在这种情况下，HAD 可能会尝
试在其他系统上重新启动在该系统上运行的服务，具体取决于故障转移配置。

■

在一段时间内逐个丧失所有心跳链接，这被解释为互联故障。在这种情况下，
将假定系统很可能没有停机，HAD 不会尝试在其他系统上重新启动服务。

为了使这种区分有意义，请务必确保群集互联链路没有单点故障，如网络交换机或
以太网卡故障。

关于危险
在所有情况下，当系统上的 LLT 通过任何已配置的 LLT 接口都不再能接收到其他
系统的心跳消息时，GAB 便会报告成员集发生更改。
当系统只剩下一个到群集的互联链路时，GAB 将不再能够可靠地辨别是系统发生了
故障，还是网络发生了故障。这时，系统成员集的可靠性被视为有危险。在这种情
况下，将引入一个特殊的成员集类别，称为危险成员集。这样便可在没有成员仲裁
和支持 SCSI-3 的设备的情况下也能提供最佳的潜在裂脑防护。
当系统处于危险成员集状态时，如果系统失去最后一个互联链接，则会执行以下两
个操作：
■

VCS 将系统上运行的服务组置于自动禁用状态。处于自动禁用状态的服务组在
出现资源或组故障时可以进行故障转移，但是如果出现系统故障，则在管理员
手动清除自动禁用标志之前无法进行故障转移。

■

VCS 将该系统作为一个单独的群集对其执行操作。群集中的其他系统将被拆分
到另一个不同的群集成员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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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台驻留程序停机节点活动 (DDNA)
后台驻留程序停机节点活动 (DDNA) 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节点上的 VCS 高可用
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出现故障，但节点仍在运行。当 HAD 出现故障时，hashadow
进程会尝试重新启动 HAD。如果 hashadow 进程成功启动 HAD，系统将脱离 DDNA
成员集并加入常规成员集。
在 DDNA 情况下，VCS 无法获得有关该节点上服务组状态的信息。因此，VCS 会
将在受影响节点上联机的所有服务组置于自动禁用状态。在该节点上联机的服务组
无法进行故障转移。
需要手动干预才能实现自动禁用服务组的故障转移。管理员必须释放在受影响节点
上运行的资源，清除资源故障，并在另一个节点上使服务组联机。
您可以使用 GAB 注册监视功能检测 DDNA 状态。
请参见第 606 页的“关于 GAB 客户端注册监视”。

没有 I/O 防护的 VCS 操作示例
下列情形介绍没有 I/O 防护的群集中的事件，以及 VCS 如何响应。
请参见第 326 页的“例如：没有低优先级链接的四系统群集”。
请参见第 328 页的“例如：具有低优先级链接的四系统群集”。

例如：没有低优先级链接的四系统群集
以一个具有两个专用群集互联心跳链接的四系统群集为例进行说明。 该群集没有任
何低优先级链路。
公共网络
节点 0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3

常规成员集：0、1、2、3

群集互联链接故障
在该示例中，到系统 2 的一个链接出现故障，使得系统 2 只剩下一个群集互联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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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网络
系统 0

系统 1

系统 2

系统 3

成员集：0、1、2、3
危险成员集： 2

重新配置群集。 系统 0、1 和 3 属于常规成员集，系统 2 属于危险成员集。系统 2
上的服务组被自动禁用。所有正常的群集操作将继续，其中包括由于资源故障而进
行的正常服务组故障转移。

群集互联链路发生故障，接着发生系统故障
在该示例中，到系统 2 的链路出现故障，系统 2 被置于危险成员集中。 随后，系统
2 由于电源故障而出现故障。
公共网络
系统 0

系统 1

系统 2

系统 3

常规成员集：0、1、3（带有
System2 的已知先前危险成员集）

系统 0、1 和 3 发现系统 2 已出现故障。 该群集被重组。 系统 0、1 和 3 在常规成
员集中。 当系统 2 进入危险成员集时，系统 2 上运行的服务组被自动禁用。 虽然
系统现在彻底失败，在系统管理员手动清除系统 2 上运行的服务组的 AutoDisabled
标志之前，任何其他系统都无法接管这些服务组。
但是，清除该标志之后，便可手动使这些服务组在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上联机。

所有高优先级群集互连链接失败
在该示例中，到系统 2 的所有高优先级链路都出现故障。 具体分为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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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网络
系统 0

系统 1

系统 2

系统 3

常规成员集：0、1、3（集群 1）
常规成员集：2（集群 2）

■

到系统 2 的两个链路同时出现故障
系统 2 从未在危险成员集中。 由于没有低优先级的链路，因此群集拆分为两个
子群集，其中系统 0、1 和 3 在一个子群集中，系统 2 在另一个子群集中。 这
便是裂脑情形。

■

到系统 2 的两个链路在不同时刻出现故障
当第二个链路出现故障时，系统 2 处于危险成员集中，因此在系统 2 上联机的
服务组被自动禁用。 如果管理员不进行干预，则任何其他系统都无法使这些服
务组联机。
系统 0、1 和 3 形成一个微型群集。 系统 2 形成另一个单系统微型群集。 对于
系统 0、1 和 3 上已存在的所有服务组，在系统 2 上将自动禁用这些服务组。

例如：具有低优先级链接的四系统群集
以一个四系统群集为例进行说明，该群集具有两个专用群集互联心跳链接，以及一
个低优先级的公共链路。
公共网络
系统 0

系统 1

系统 2

系统 3

常规成员集：0、1、2、3
专用网络上的集群状态
心跳仅位于公共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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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互联链接故障
在该示例中，到系统 2 的一个链接出现故障，使得系统 2 只剩下一个群集互联链接
和一个低优先级链接。
公共网络
系统 0

系统 1

系统 2

系统 3

常规成员集：0、1、2、3
无危险

其他系统向系统 2 发送所有群集状态通信时使用剩余的专用链接，其他系统互相进
行通信时使用两个专用链接。 低优先级链接仍旧只传输心跳信号。 无危险情况产
生，因为还剩下两个链接用来确定系统故障。

群集互联链路发生故障，接着发生系统故障
在该示例中，到系统 2 的链路出现故障。 因为有一个低优先级心跳链接，因此不会
将系统 2 置于危险成员集中。 随后，系统 2 由于电源故障而出现故障。

公共网络
系统 0

系统 1

系统 2

系统 3

常规成员集：0、1、3

系统 0、1 和 3 发现系统 2 已出现故障。 该群集被重组。 系统 0、1 和 3 在常规成
员集中。 系统 2 上被配置为在出现系统故障时进行故障转移的服务组将尝试在其他
目标系统（如果有）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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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高优先级群集互连链接失败
在该示例中，到系统 2 的两个高优先级群集互联链路均出现故障，使得系统 2 只剩
下一个低优先级链路。
现在，会通过低优先级链路将群集状态通信路由到系统 2。 系统 2 被置于危险成员
集中。 系统 2 上的服务组被自动禁用，服务组属性 AutoFailOver 被设置为 0，表
示该服务组在出现系统故障时不进行故障转移。
公共网络
System0

System1

System2

System3

常规成员集：0、1、3
危险成员集：2

重新建立群集互联链路后，所有群集状态通信都会返回到群集互联，而低优先级链
路将回到仅发送心跳信号的状态。 此时，系统 2 将被重新放回常规群集成员集中。

群集通信最佳做法摘要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下列群集通信最佳做法，以为适当的群集成员集和数据保护
提供最佳支持：
■

通过要求所有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系统子集）在群集自动进行种子设定之前
都在 GAB 成员集中，正确地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
如果不是每个系统都存在，则管理员必须手动干预来消除潜在裂脑情况，然后
再手动对群集进行种子设定。

■

在群集系统间配置多个独立的通信网络链接。
网络不应具有单点故障，如共享交换机或以太网卡。

■

无论是否使用 I/O 防护，建议您都在群集中配置低优先级 LLT 链路。在没有 I/O
防护的群集中，这一点至关重要。
注意：但是如果群集将防护与群集文件系统 (CFS) 或 Oracle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RAC) 一起使用，则不用考虑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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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低优先级链接通常是共享的公共网络链接。在主要群集互联出现故障且
低优先级链接为仅存链接的情况下，大量数据会转移到该低优先级链接。这会
导致公共网络的性能降低到一个不可接受的程度。如果未配置低优先级链接，
则在这种情况下成员仲裁将生效，某些系统可能会关闭，但是其余系统将继续
运行，且不会对公共网络产生影响。
建议您不要配置没有 I/O 防护的 CFS 或 RAC 群集。
■

禁用控制台中止序列
大多数 UNIX 系统提供控制台中止序列，管理员可以利用它停止和重新启动处理
器。在处理器停止之后继续操作可能会损坏数据，因此 VCS 不支持这样做。
使用中止序列暂停某个系统后，该系统将停止产生心跳。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会
认为该系统已出现故障并接管其服务。如果稍后通过另一个控制台序列启用了
该系统，它将继续像以前那样对共享存储进行写入，即使已经在其他系统上重
新启动了它的应用程序。
Symantec 建议您在未运行 I/O 防护的系统上禁用控制台中止序列，或创建一个
别名以强制 go 命令执行重新启动。

■

Symantec 建议至少使用三个协调点来配置 I/O 防护。 您可以使用协调器磁盘、
CP 服务器或两者的组合。
选择尽可能小的 LUN 作为协调器磁盘。任何配置所需的协调器磁盘都不超过三
个。

■

发生网络分裂后，在没有关闭已拆分群集一端的情况下，请不要重新连接群集
互联。
在测试过程中，管理员可能会断开群集互联的连接并制造网络分裂，在这种测
试环境中通常会发生上述重新连接群集互联的情况。这可能会发生意外行为，
具体取决于何时重新连接互联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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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 I/O 防护

■

关于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

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

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

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

关于管理协调点服务器

■

关于在基于磁盘的防护和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之间迁移

■

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策略

■

关于 I/O 防护日志文件

关于管理 I/O 防护
I/O 防护功能提供可通过 VRTSvxfen package 得到的下列实用程序：
vxfentsthdw

测试用于 I/O 防护的磁盘 SCSI-3 功能
请参见第 333 页的“关于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vxfenconfig

配置和取消配置 I/O 防护
列出 vxfen 驱动程序所使用的协调点。

vxfenadm

显示关于 I/O 防护操作的信息并管理用于 I/O 防护的 SCSI-3 磁
盘注册和保留
请参见第 340 页的“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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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enclearpre

从磁盘删除 SCSI-3 注册和保留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vxfenswap

替换协调点，而不停止 I/O 防护
请参见第 348 页的“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vxfendisk

生成磁盘组中磁盘的路径的列表。使用此实用程序需要安装和
配置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I/O 防护命令驻留在 /opt/VRTS/bin 文件夹中。 请确保已将此文件夹路径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
有关这些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相应的手册页。

关于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可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验证用于存储数据的共享存储阵列是否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和 I/O 防护。在配置 I/O 防护过程中，使用该测试实用程序测试单个磁
盘。该实用程序还有许多其他选项，它们可能更适合用于测试其他配置中的存储设
备。您还需要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以设置 I/O 防护。
您可从群集中的某个系统运行该实用程序，该程序通过以下方法测试用于存放数据
的存储：在指定磁盘上设置并验证 SCSI-3 注册，在指定磁盘上设置并验证持久性
保留，在磁盘中写入数据并读取数据，从磁盘上删除注册。
另请参考 vxfentsthdw(1M) 手册页。

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的常规准则
查看下列准则以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

该实用程序需要两个连接到共享存储的系统。
小心：这些测试会重写并破坏磁盘上的数据，除非您使用 -r 选项。

■

这两个节点必须具有 SSH（默认）或 rsh 通信。如果使用 rsh，启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时请指定 -n 选项。
完成测试过程之后，可以删除通信权限并还原公共网络连接。

■

为确保在测试期间这两个系统都连接到同一磁盘，可以使用 vxfenadm -i
diskpath 命令来验证磁盘序列号。
请参见第 344 页的“验证节点识别出的磁盘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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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具有大量磁盘的磁盘阵列，可使用 -m 选项来选取少许磁盘，然后创建磁盘
组并使用 -g 选项测试所选取的所有磁盘。

■

如果该实用程序表明磁盘可以进行 I/O 防护，则会显示如下消息：
The disk /dev/rdsk/c1t1d0s2 is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如果实用程序没有显示表明磁盘就绪的消息，则验证失败。
■

-o 选项将覆盖磁盘大小相关的错误，并且实用程序会继续进行其他测试，但是

磁盘可能无法正确设置，因为磁盘大小可能小于支持的大小。数据磁盘和协调
器磁盘所支持的磁盘大小分别为 256 MB 和 128 MB。
■

如果要测试的磁盘具有现有的 SCSI-3 注册键，则测试在继续后面的操作前会发
出一条警告。

关于 vxfentsthdw 命令选项
表 10-1 描述了该实用程序提供的用于测试存储设备的方法。
表 10-1

vxfentsthdw 选项

vxfentsthdw 选项

说明

何时使用

-n

实用程序使用 rsh 进行通信。

使用 rsh 进行通信时使用。

-r

无损测试。以无损方式测试磁盘 在进行无损测试时使用。
的 SCSI-3 持久性保留，就是说，
请参见第 337 页的“使用 -r 选项在
只进行读取测试而不进行写入测
磁盘上执行无损测试”。
试。可与 -m、-f 或 -g 选项一
起使用。

-t

在 SCSI-3 保留下，测试 SCSI 需要执行 TUR 测试时。
TEST UNIT (TUR) 命令的返回
值。TUR 测试失败时，会输出一
条警告。

-d

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设备。
可与 -c 或 -g 选项一起使用。

-w

使用原始设备。
可与 -c 或 -g 选项一起使用。

默认情况下，vxfentsthdw 脚
本会为磁盘组中的磁盘选择 DMP
路径。如果需要脚本为磁盘组中
的磁盘使用原始路径，请使用 -w
选项。
使用 -w 选项，vxfentsthdw
脚本会为磁盘组中的磁盘选择操
作系统路径。默认情况下，该脚
本会使用 -d 选项为磁盘组中的
磁盘选择 DMP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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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entsthdw 选项

说明

何时使用

-c

实用程序测试协调器磁盘组，提 测试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时。
示系统和设备并报告是成功还是
请参见第 335 页的“使用
失败。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
磁盘组”。

-m

以交互模式手动运行实用程序， 测试少许磁盘或对大型阵列中的
提示系统和设备并报告是成功还 磁盘进行抽样时。
是失败。
请参见第 337 页的“使用
可与 -r 和 -t 选项一起使用。 vxfentsthdw -m 选项测试共享磁
盘”。
-m 为默认选项。

-f filename

实用程序测试文本文件中列出的 对几个磁盘进行测试时。
系统和设备组合。
请参见第 339 页的“使用
可与 -r 和 -t 选项一起使用。 vxfentsthdw -f 选项测试文件中列
出的共享磁盘”。

-g disk_group

实用程序测试指定磁盘组中的所 测试大量磁盘和磁盘阵列时。可
有磁盘设备。
临时创建用于测试的磁盘组并在
测试之后将其解体（取消分
可与 -r 和 -t 选项一起使用。
组）。
请参见第 339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g 选项测试磁盘组
中的所有磁盘”。

-o

实用程序覆盖与磁盘大小相关的 测试磁盘是否符合 SCSI-3 保留
错误。
标准但覆盖与磁盘大小相关的错
误时。
请参见第 340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o 选项测试磁盘”。

使用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验证是否已将磁盘配置为支持 I/O 防护。在此过程
中，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按照一次测试一个磁盘的方式在每个节点上测试这三个
磁盘。
在本节中，该过程使用下列磁盘举例说明：
■

在节点 sys1 上，这些磁盘被识别为 /dev/rdsk/c1t1d0s2、/dev/rdsk/c2t1d0s2
和 /dev/rdsk/c3t1d0s2。

■

在节点 sys2 上，相同磁盘被识别为 /dev/rdsk/c4t1d0s2、/dev/rdsk/c5t1d0s2
和 /dev/rdsk/c6t1d0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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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协调器磁盘组时，该实用程序要求可从两个
节点访问协调器磁盘组 vxfencoorddg。
使用 vxfentsthdw –c 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1

使用 vxfentsthdw 命令并指定 -c 选项。例如：
# vxfentsthdw -c vxfencoorddg

2

输入要用于测试协调器磁盘的节点：
Enter the first node of the cluster: sys1
Enter the second node of the cluster: sys2

3

查看测试进程针对协调器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为两个节点输出的内容。每个磁
盘都应显示如下输出内容：
ALL tests on the disk /dev/rdsk/c1t1d0s2 have PASSED.
The disk is now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as a COORDINATOR DISK.
ALL tests on the disk /dev/rdsk/c4t1d0s2 have PASSED.
The disk is now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2 as a COORDINATOR DISK.

4

测试完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之后，vxfencoorddg 磁盘组就可供使用了。

删除和替换故障磁盘
如果协调器磁盘组中的某个磁盘没有通过验证，请从 vxfencoorddg 磁盘组中删除
该故障磁盘或 LUN，并用其他磁盘或 LUN 进行替换，然后重新测试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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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和替换故障磁盘

1

使用 vxdiskadm 实用程序从磁盘组中删除故障磁盘。
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2

将一个新磁盘添加到节点，并对其进行初始化，然后再将其添加到协调器磁盘
组。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以了解初始化 I/O 防护磁盘和设置协调器
磁盘组的说明。
若有必要，启动磁盘组。
有关启动磁盘组的说明，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3

重新测试磁盘组。
请参见第 335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使用 -r 选项在磁盘上执行无损测试
需要保留数据时，可以在磁盘设备上执行无损测试。
对磁盘执行无损测试
◆

要测试含有要保留的数据的磁盘设备，可以将 -r 选项与 -m、-f 或 -g 选项结
合使用。
例如，要将 -m 选项和 -r 选项结合使用，可以按如下方式运行该实用程序：
# vxfentsthdw -rm

使用 -r 选项进行调用时，实用程序不会执行向磁盘写入的测试。因此，它不
会针对常见的所有使用情况对磁盘进行测试。

使用 vxfentsthdw -m 选项测试共享磁盘
查看用于测试共享磁盘的过程。默认情况下，该实用程序使用 -m 选项。
在以下步骤中此过程使用 /dev/rdsk/c1t1d0s2 磁盘。
如果实用程序没有显示表明磁盘就绪的消息，则验证失败。验证失败可能是由于磁
盘阵列配置不当而造成的。另外，也可能是因磁盘损坏而致。
如果验证失败是因磁盘损坏而致，请删除并替换该磁盘。如果 vxfentsthdw 实用程
序表明磁盘可用于 I/O 防护，则会显示如下消息：
The disk /dev/rdsk/c1t1d0s2 is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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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 A/P 阵列，仅在主动启用路径上运行 vxfentsthdw 命令。
使用 vxfentsthdw 脚本测试磁盘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在某一节点上，启动实用程序。
# vxfentsthdw [-n]

3

查看完有关测试将重写磁盘上数据的概述和警告之后，请确认继续执行该过程
并输入节点名称。
******** WARNING!!!!!!!! ********
THIS UTILITY WILL DESTROY THE DATA ON THE DISK!!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 [y/n] (default: n) y
Enter the first node of the cluster: sys1
Enter the second node of the cluster: sys2

4

输入要检查的磁盘的名称。对于各个节点，所使用的磁盘名称可能相同：
Enter the disk name to be checked for SCSI-3 PGR on node
sys1 in the format:
for dmp: /dev/vx/rdmp/cxtxdxs2
for raw: /dev/rdsk/cxtxdxs2
/dev/rdsk/c2t13d0s2
Make sure it's the same disk as seen by nodes sys1 and sys2
Enter the disk name to be checked for SCSI-3 PGR on node
sys2 in the format:
for dmp: /dev/vx/rdmp/cxtxdxs2
for raw: /dev/rdsk/cxtxdxs2
Make sure it's the same disk as seen by nodes sys1 and sys2
/dev/rdsk/c2t13d0s2

如果磁盘的序列号不同，则测试会终止。

5

查看实用程序在执行检查并报告其活动时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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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磁盘在每个节点上都可用于 I/O 防护，则实用程序会报告成功消息：
ALL tests on the disk /dev/rdsk/c1t1d0s2 have PASSED
The disk is now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
Removing test keys and temporary files, if any ...
.
.

7

针对要验证的每个磁盘运行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使用 vxfentsthdw -f 选项测试文件中列出的共享磁盘
使用 -f 选项可测试文本文件中列出的磁盘。请查看下面的示例过程。
测试文件中列出的共享磁盘

1

创建文本文件 disks_test 来测试由系统 sys1 和 sys2 共享的两个磁盘，该文
件的内容可能如下所示：
sys1 /dev/rdsk/c2t2d1s2 sys2 /dev/rdsk/c3t2d1s2
sys1 /dev/rdsk/c2t2d1s2 sys2 /dev/rdsk/c3t2d1s2

其中第一个磁盘在第一行中列出，并由 sys1 识别为 /dev/rdsk/c2t2d1s2，
由 sys2 识别为 /dev/rdsk/c3t2d1s2。另一个磁盘在第二行中列出，由 sys1
识别为 /dev/rdsk/c2t2d2s2，由 sys2 识别为 /dev/rdsk/c3t2d2s2。通常，
磁盘列表可能会非常大。

2

要测试磁盘，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tsthdw -f disks_test

实用程序每次报告一个磁盘的测试结果，就像使用 -m 选项时一样。

使用 vxfentsthdw -g 选项测试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
使用 -g 选项测试某个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由磁盘阵列中所
有磁盘组成的临时磁盘组，并对该组进行测试。
注意：请勿将测试磁盘组导入为共享磁盘组；即，请勿使用命令为 vxdg import 的
-s 选项。
测试完毕后，将该磁盘组销毁并根据需要将磁盘放入合适的磁盘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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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某个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

1

为需要测试的磁盘创建磁盘组。

2

输入以下命令以测试磁盘组 test_disks_dg：
# vxfentsthdw -g test_disks_dg

实用程序每次报告一个磁盘的测试结果。

测试具有现有键的磁盘
如果实用程序检测到协调器磁盘具有现有键，则会显示如下消息：
There are Veritas I/O fencing keys on the disk. Please make sure
that I/O fencing is shut down on all nodes of the cluster before
continuing.
******** WARNING!!!!!!!! ********
THIS SCRIPT CAN ONLY BE USED IF THERE ARE NO OTHER ACTIVE NODES
IN THE CLUSTER! VERIFY ALL OTHER NODES ARE POWERED OFF OR
INCAPABLE OF ACCESSING SHARED STORAGE.
If this is not the case, data corruption will result.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 [y/n] (default: n) y

继续进行测试之前，实用程序会通过一条警告进行提示。只要尚未配置 I/O 防护，
就可以继续进行测试。

使用 vxfentsthdw -o 选项测试磁盘
使用 -o 选项检查是否符合 SCSI-3 保留或注册标准，但不要测试磁盘大小要求。
请注意，通过使用 -o 标志，可以覆盖与磁盘大小相关的错误。 通过 -o 标志，实
用程序可以继续进行与 SCSI-3 保留、注册相关的测试以及其他测试。但是，由于
磁盘大小可能低于协调器或数据磁盘所支持的大小，磁盘可能不会正确设置。
当您遇到与磁盘大小相关的错误时，可以使用 -o 选项以及所有可用的 vxfentsthdw
选项。

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管理员可以使用 vxfenadm 命令对防护配置进行测试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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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使用的命令选项如下：
读取磁盘上的键，并以数字、字符和节点格式显示这些键

-s

注意：-g 和 -G 选项已废弃。请使用 -s 选项。
-i

从设备中读取 SCSI 查询信息

-m

向磁盘进行注册

-n

为磁盘设置保留

-p

删除其他系统的注册

-r

读取保留

-x

删除注册

有关命令选项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vxfenadm(1M) 手册页。

关于 I/O 防护注册键格式
vxfen 驱动程序在数据磁盘和协调器磁盘上注册的键由八个字节组成。 协调器磁盘
和数据磁盘的键格式不同。
协调器磁盘的键格式如下：
字节

0

1

2

3

4

5

6

7

值

V

F

cID 0x

cID 0x

cID 0x

cID 0x

nID 0x

nID 0x

其中：
■

VF 是为这些键创建命名空间的唯一标识符（占用两个字节）

■

cID 0x 是采用十六进制的 LLT 群集 ID（占用四个字节）

■

nID 0x 是采用十六进制的 LLT 节点 ID（占用四个字节）

vxfen 驱动程序在 I/O 防护的 sybase 模式下使用此键格式。
已配置为 VCS 下故障转移磁盘组的数据磁盘的键格式如下：
字节

0

1

2

3

值

A+nID

V

C

S

4

5

其中，nID 是 LLT 节点 ID
例如：如果节点 ID 为 1，则第一个字节的值为 B (A + 1 = B)。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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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配置为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下并行磁盘组的数据磁盘的键格式如下：
字节

0

1

2

3

4

值

A+nID

P

G

R

DGcount DGcount DGcount DGcount

5

6

7

其中：DGcount 是配置中的磁盘组计数（占用四个字节）。
默认情况下，CVM 对每个磁盘组使用唯一的防护键。但是，某些阵列对可以注册的
唯一键的总数有所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same_key_for_alldgs 可调参
数更改默认行为。此参数的默认值为 off。如果您的配置使存储阵列限制达到唯一
键的总数，则可以使用以下 vxdefault 命令将值更改为 on：
# vxdefault set same_key_for_alldgs on
# vxdefault list
KEYWORD
...
same_key_for_alldgs
...

CURRENT-VALUE

DEFAULT-VALUE

on

off

如果将可调参数更改为 on，CVM 随后在导入或创建磁盘组时生成的所有键的最后
四个字节均为 0000（DGcount 为 0）。您必须逐出所有已导入的磁盘组，然后在
请其重新导入，这样才能使 same_key_for_alldgs 可调参数的更改值生效。

显示 I/O 防护注册键
可使用 vxfenadm 命令显示当前分配给磁盘的键。
以下过程中诸如 disk_7、disk_8 和 disk_9 之类的变量表示设置中的磁盘名称。
显示 I/O 防护注册键

1

要显示磁盘的键，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fenadm -s disk_name

例如：
■

要显示节点 ID 为 1 的系统上的协调器磁盘 /dev/rdsk/c1t1d0s2 的键，请
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adm -s /dev/rdsk/c1t1d0s2
key[1]:
[Numeric Format]: 86,70,68,69,69,68,48,48
[Character Format]: VFDEED00
* [Node Format]: Cluster ID: 57069 Node ID: 0 Node Name: sys1

vxfenadm 的 -s 选项以三种格式显示键值的所有八个字节。在数字格式中，

342

管理 I/O 防护
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

前两个字节代表标识符 VF，包含 ASCII 值 86 和 70。

■

接下来的四个字节包含采用十六进制编码的群集 ID 57069 (0xDEED) 的
ASCII 值，分别为 68、69、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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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字节包含节点 ID 0 (0x00) 的 ASCII 值，分别为 48、48。节点 ID 1
应为 01，节点 ID 10 应为 0A。
Node Format 前面的星号表示 vxfenadm 命令在已配置 LLT 且正在运行的
群集节点上运行。
■

■

显示 CVM 并行磁盘组上的键：
# vxfenadm -s /dev/vx/rdmp/disk_7
Reading SCSI Registration Keys...
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7
Total Number Of Keys: 1
key[0]:
[Numeric Format]: 66,80,71,82,48,48,48,49
[Character Format]: BPGR0001
[Node Format]: Cluster ID: unknown Node ID: 1 Node Name: sys2

■

显示 Cluster Server (VCS) 故障转移磁盘组上的键：
# vxfenadm -s /dev/vx/rdmp/disk_8
Reading SCSI Registration Keys...
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8
Total Number Of Keys: 1
key[0]:
[Numeric Format]: 65,86,67,83,0,0,0,0
[Character Format]: AVCS
[Node Format]: Cluster ID: unknown Node ID: 0 Node Name: sys1

2

显示在磁盘文件中指定的所有磁盘中注册的键：
# vxfenadm -s all -f disk_filename

例如：
显示协调器磁盘上的所有键：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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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9
Total Number Of Keys: 2
key[0]:
[Numeric Format]: 86,70,70,68,57,52,48,49
[Character Format]: VFFD9401
* [Node Format]: Cluster ID: 64916 Node ID: 1
key[1]:
[Numeric Format]: 86,70,70,68,57,52,48,48
[Character Format]: VFFD9400
* [Node Format]: Cluster ID: 64916 Node I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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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Name: sys2

Node Name: sys1

可使用 lltstat -C 命令验证群集 ID，使用 lltstat -N 命令验证节点 ID。例
如：
# lltstat -C
57069

如果磁盘的键不属于特定群集，则 vxfenadm 命令无法查找节点 ID 对应的节点
名称，从而会将节点名称输出为 unknown。例如：
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7
Total Number Of Keys: 1
key[0]:
[Numeric Format]: 86,70,45,45,45,45,48,49
[Character Format]: VF----01
[Node Format]: Cluster ID: unknown Node ID: 1

Node Name: sys2

对于具有任意键格式的磁盘，vxfenadm 命令会将所有字段都输出为 unknown。
例如：
[Numeric Format]: 65,66,67,68,49,50,51,45
[Character Format]: ABCD123[Node Format]: Cluster ID: unknown Node ID: unknown
Node Name: unknown

验证节点识别出的磁盘是否相同
要确认磁盘（或 LUN）是否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这两个节点必须同时访问同
一磁盘。由于共享磁盘在各个节点上的名称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通过检查序
列号来验证磁盘的身份。将 vxfenadm 命令与 -i 选项结合使用，可验证在 LUN 的
所有路径上是否返回了同一个 LUN 序列号。
例如，某个 EMC 磁盘可以从节点 A 通过 /dev/rdsk/c2t13d0s2 路径进行访问；
也可以从节点 B 通过 /dev/rdsk/c2t11d0s2 路径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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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节点识别出的磁盘是否相同

1

验证数据的共享存储与安装了 Cluster Server 的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

2

从节点 A 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adm -i /dev/rdsk/c2t13d0s2
Vendor id
Product id
Revision
Serial Number

:
:
:
:

EMC
SYMMETRIX
5567
42031000a

当您使用 /dev/rdsk/c2t11d0s2 路径在节点 B 上输入等效命令时，应出现相
同的序列号信息。
而对于另一个制造商 Hitachi Data Systems 制造的磁盘，输出会有所不同，可
能类似以下内容：
# vxfenadm -i /dev/rdsk/c2t1d0s2
Vendor id
Product id
Revision
Serial Number

:
:
:
:

HITACHI
OPEN-3
-SUN
0117
0401EB6F0002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vxfenadm(1M) 手册页。

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可以使用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删除磁盘和协调点服务器上的 SCSI-3 注册和保
留。
请参见第 346 页的“删除已有的键”。
此实用程序现在还支持基于服务器的防护。您可以使用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从
当前群集的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清除注册。运行此实用程序的本地节点在
/etc/vx/.uuids 目录的 clusuuid 文件中必须包含当前群集的 UUID。如果该群集的
UUID 文件在本地节点上不可用，那么此实用程序将不会从协调点服务器清除注册。
注意：可以使用此实用程序从您在命令中指定的任何群集的协调器磁盘组中删除注
册键和注册（保留），但是您只能从 CP 服务器清除当前群集的注册。另外，您可
能会在从协调点服务器中清除注册时遇到延迟的情况，这是因为此实用程序会尝试
与协调点服务器使用的 IP 地址建立网络连接。出现该延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网络问
题，也可能是由于 IP 地址错误或无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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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遇到的任何问题，可以参见
/var/VRTSvcs/log/vxfen/vxfen.log 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669 页的“在已设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VCS 集群节点上启动防护期间发
生的问题”。

删除已有的键
如果遇到了裂脑情况，请使用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从协调器磁盘、协调点服务
器和所有共享磁盘组中的数据磁盘上删除 CP 服务器、SCSI-3 注册和保留。
您也可以使用此过程删除另一个节点、或者共享磁盘或 CP 服务器上其他节点的注
册和保留键。
在裂脑发生之后清除键

1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VCS。
# hastop -all

2

确保所有节点已关闭端口 h。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下列命令以验证端口 h 是否已
关闭：
# gabconfig -a

端口 h 不能在输出中出现。

3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I/O 防护。在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4

如果有在 VCS 控制之外运行且可访问共享存储的应用程序，则关闭群集中所
有可访问共享存储的其他节点。这样可防止数据损坏。

5

启动 vxfenclearpre 脚本：
# /opt/VRTSvcs/vxfen/bin/vxfenclear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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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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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脚本介绍和警告。然后，可以选择运行脚本。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y/n] (default : n) y

有些情况下，从磁盘/LUN 中逐出一个节点时，会在群集中某个节点的控制台
上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信息性消息。可以忽略这些信息性消息。
<date> <system name> scsi: WARNING: /sbus@3,0/lpfs@0,0/
sd@0,1(sd91):
<date> <system name> Error for Command: <undecoded
cmd 0x5f> Error Level: Informational
<date> <system name> scsi: Requested Block: 0 Error Block 0
<date> <system name> scsi: Vendor: <vendor> Serial Number:
0400759B006E
<date> <system name> scsi: Sense Key: Unit Attention
<date> <system name> scsi: ASC: 0x2a (<vendor unique code
0x2a>), ASCQ: 0x4, FRU: 0x0

该脚本清理磁盘并显示下列状态消息。

Cleaning up the coordinator disks...
Cleared keys from n out of n disks,
where n is the total number of disks.
Successfully removed SCSI-3 persistent registrations
from the coordinator disks.
Cleaning up th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s...
...................
[10.209.80.194]:50001: Cleared all registrations
[10.209.75.118]:443: Cleared all registrations
Successfully removed registrations from th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s.
Cleaning up the data disks for all shared disk groups ...
Successfully removed SCSI-3 persistent registration and
reservations from the shared data disks.
See the log file /var/VRTSvcs/log/vxfen/vxfen.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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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retry starting fencing module. In order to restart the whole
product, you might want to reboot the system.

7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防护模块。
# svcadm enable vxfen

8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vxfenswap 实用程序使您可以添加、删除和替换联机群集中的协调点。该实用程序
会验证新磁盘序列号在所有节点上是否相同以及新磁盘是否可以支持 I/O 防护。
此实用程序同时支持基于磁盘和基于服务器的两种防护。
此实用程序使用 SSH、RSH 或 hacli 在群集中的节点之间进行通信。执行此实用程
序之前，请确保已在其中一个通信协议中设置了节点间通信。
请参考 vxfenswap(1M) 手册页。
有关 I/O 防护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在以下情况下，无需停止 I/O 防护即可替换协调器磁盘：
■

磁盘发生损坏或无法使用，您需要切换到一个新磁盘组。
请参见第 349 页的“群集联机时替换 I/O 防护协调器磁盘”。
请参见第 352 页的“替换联机群集中的协调器磁盘组”。
如果需要在群集脱机时替换协调器磁盘，您无法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必
须手动执行该实用程序替换协调器磁盘时所执行的步骤。
请参见第 666 页的“群集脱机时替换损坏的磁盘”。

■

有可用作协调器磁盘的新磁盘。
请参见第 356 页的“将磁盘从恢复的站点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

■

协调器磁盘中已注册的键已丢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网络分裂，群集可能出现混乱。您可以使用 vxfenswap
命令用同样的磁盘替换协调器磁盘。在磁盘替换过程中，缺失的键会重新注册，
没有数据损坏的任何风险。
请参见第 358 页的“刷新协调器磁盘上丢失的键”。

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下，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执行自定义协调点（CP 服务器或 SCSI-3 磁盘）的计划替换。
请参见第 367 页的“在联机群集中替换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调点”。

管理 I/O 防护
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

刷新协调点上注册的 I/O 防护键。
请参见第 369 页的“刷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调点上的注册键”。

您也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在基于磁盘的防护和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之间迁
移，而不会在 VCS 群集中导致应用程序停机。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在联机群集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在联机群集中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如果 vxfenswap 运行失败，可以使用 vxfenswap 命令的 -a cancel 手动回滚
vxfenswap 实用程序所做的更改。
■

对于基于磁盘的防护，请使用 vxfenswap -g diskgroup -a cancel 命令取消
vxfenswap 操作。
如果某个节点在磁盘替换过程中出现故障，或者如果您中止了磁盘替换，则必
须运行此命令。

■

对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可使用 vxfenswap -a cancel 命令取消 vxfenswap 操
作。

群集联机时替换 I/O 防护协调器磁盘
查看在运行的群集中添加、删除或替换一个或多个协调器磁盘的过程。
警告：如果在 vxfenswap 脚本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之前有任何节点退出群集成员集，
则该群集可能出现混乱。
在群集联机时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定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
#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 -attribute FaultTolerance -localclus

3

估计您打算在配置防护期间使用的协调点数。

4

将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设置为 0。
注意：由于在此过程中稍后需将此属性值重置为小于协调点数的值，因此必须
将该值设置为 0。这可以确保 Coordpoint 代理不会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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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的现有值。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 -attribute LevelTwoMonitorFreq -localclus

注意：在继续下一步之前，请记下该属性值。迁移后，如果重新启用该属性，
需要将其设置为同一值。
您也可以运行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确定是否已设置
LevelTwoMonitorFreq 的值。

6

禁用 CoordPoint 代理的二级监视。
#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0

7

确保该群集联机。
# vxfenadm -d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8

导入协调器磁盘组。
/etc/vxfendg 文件中包括磁盘组的名称（通常为 vxfencoorddg），该磁盘组

包含协调器磁盘，因此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tfC import ‘cat /etc/vxfendg‘

其中：
-t 指定只有在重新启动节点之后才可以导入磁盘组。
-f 指定强制执行导入，适用于一个或多个磁盘不可访问的情况。
-C 指定删除所有导入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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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您的设置使用 VRTSvxvm 版本，请跳到步骤 10。不需要设置
coordinator=off 来添加或删除磁盘。对于其他 VxVM 版本，请执行此步骤：
其中版本为特定发行版本。
关闭协调器磁盘组的协调器属性值。
# vxdg -g vxfencoorddg set coordinator=off

10 要从协调器磁盘组中删除磁盘，请使用 VxVM 磁盘管理员实用程序 vxdiskadm。
11 执行下列步骤将新磁盘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
■

将新磁盘添加到节点。

■

将新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

检查磁盘是否符合 I/O 防护标准。

■

将新磁盘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并将协调器磁盘组的协调器属性值设置为
on。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请注意，尽管此磁盘组的内容已更改，但 I/O 防护仍保持相同状态。

12 在某一节点上，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必须将磁盘组指定给此实用程序。
该实用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备份现有 /etc/vxfentab 文件。

■

在每个节点上，为已修改的磁盘组创建测试文件 /etc/vxfentab.test。

■

读取在 vxfenswap 命令中指定的磁盘组，并将该磁盘组添加到每个节点上
的 /etc/vxfentab.test 文件。

■

验证所有节点上的新磁盘序列号均相同。如果检查失败，则脚本中止。

■

验证新磁盘是否可以在每个节点上支持 I/O 防护。

13 如果通过了磁盘验证，实用程序会报告成功，并询问您是否希望提交此新协调
器磁盘组。

14 请确认是否要清除协调点上的键并继续执行 vxfenswap 操作。
Do you want to clear the keys on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and proceed with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y/n] (default: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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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查看实用程序显示的消息，并确认要提交新协调器磁盘组。否则跳到步骤 16。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y

如果实用程序成功提交，则它会将 /etc/vxfentab.test 文件移动到
/etc/vxfentab 文件。

16 如果不希望提交新协调器磁盘组，请回答 n。
vxfenswap 实用程序回滚磁盘替换操作。

17 如果协调器标志在步骤 9 中设置为 OFF，请其设置为 ON。
# vxdg -g vxfencoorddg set coordinator=on

18 逐出磁盘组。
# vxdg deport vxfencoorddg

19 重新启用 CoordPoint 代理的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您可能需要使用在
禁用该属性之前设置的值。
#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Frequencyvalue

其中 Frequencyvalue 是该属性的值。

20 将 FaultTolerance 属性设置为小于协调点总数 50% 的值。
例如，如果配置中有四 (4) 个协调点，则该属性值必须小于 (2)。如果其值设置
为大于 (2)，则 CoordPoint 代理将出现故障。

替换联机群集中的协调器磁盘组
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还可以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以下示例将协调器磁盘组
vxfencoorddg 替换为新磁盘组 vxfendg。
替换协调器磁盘组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定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
#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 -attribute FaultTolerance -localclus

3

估计您打算在配置防护期间使用的协调点数。

4

将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设置为 0。
注意：由于在此过程中稍后需将此属性值重置为小于协调点数的值，因此必须
将该值设置为 0。这可以确保 Coordpoint 代理不会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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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的现有值。
#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 -attribute LevelTwoMonitorFreq -localclus

注意：在继续下一步之前，请记下该属性值。迁移后，如果重新启用该属性，
需要将其设置为同一值。

6

禁用 CoordPoint 代理的二级监视。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0
# haconf -dump -makero

7

确保该群集联机。
# vxfenadm -d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8

查找位于 /etc/vxfendg 文件中的当前协调器磁盘组的名称（通常为
vxfencoorddg）。
# cat /etc/vxfendg
vxfencoord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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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找可用于替换当前协调器磁盘组的备用磁盘组。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TYPE

c2t0d0s2
c2t1d0s2
c4t0d0
c4t0d1
c4t0d2
c4t0d3
c4t0d4
c4t0d5
c4t0d6

auto:LVM
- auto:LVM
- auto:LVM
-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

DISK

GROUP

STATUS

LVM
LVM
LVM
(vxfendg)
online
(vxfendg)
online
(vxfendg)
online
(vxfencoorddg)
online
(vxfencoorddg)
online
(vxfencoorddg)
online

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创建新的磁盘组：
# vxdg -o coordinator=on init alternatevxfendg disk1 disk2 disk3
# vxdg -o coordinator deport alternatevxfendg

10 验证新磁盘组是否符合 I/O 防护标准。运行以下命令：
# vxfentsthdw -c vxfendg

请参见第 335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11 如果尚未逐出新磁盘组，则运行以下命令逐出该磁盘组：
# vxdg deport vxfendg

1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新的防护模式信息和磁盘策略信息创建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

使用新的防护模式信息和磁盘策略信息编辑现有的 /etc/vxfenmode，然后
删除任何已有的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请注意，/etc/vxfenmode.test 文件和 /etc/vxfenmode 文件的格式相同。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13 在任何节点上，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例如，如果 vxfendg 是需要用作协
调器磁盘组的新磁盘组：
# vxfenswap -g vxfendg [-n]

该实用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备份现有 /etc/vxfentab 文件。

354

管理 I/O 防护
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

在每个节点上，为已修改的磁盘组创建测试文件 /etc/vxfentab.test。

■

读取在 vxfenswap 命令中指定的磁盘组，并将该磁盘组添加到每个节点上
的 /etc/vxfentab.test 文件。

■

验证所有节点上的新磁盘序列号均相同。如果检查失败，则脚本中止。

■

验证新磁盘组是否可以在每个节点上支持 I/O 防护。

14 如果通过了磁盘验证，则实用程序报告成功，并询问您是否要替换协调器磁盘
组。

15 请确认是否要清除协调点上的键并继续执行 vxfenswap 操作。
Do you want to clear the keys on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and proceed with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y/n] (default: n) y

16 查看实用程序显示的消息，并确认您希望替换协调器磁盘组。否则跳到步骤
21。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y

如果实用程序成功提交，则它会将 /etc/vxfentab.test 文件移动到
/etc/vxfentab 文件。
该实用程序还使用此新磁盘组更新 /etc/vxfendg 文件。

17 如果在将协调器标志设置为 on 前未导入新的磁盘组，请将其导入。
# vxdg -t import vxfendg

18 将新协调器磁盘组的协调器属性值设置为 on。
# vxdg -g vxfendg set

coordinator=on

将旧磁盘组的协调器属性值设置为 off。
# vxdg -g vxfencoorddg set

coordinator=off

19 逐出新的磁盘组。
#

vxdg deport vxfendg

20 验证协调器磁盘组是否已改变。
# cat /etc/vxfendg
vxfendg

协调器磁盘组的交换操作现在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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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果不希望替换协调器磁盘组，请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n。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所有更改回滚至协调器磁盘组。

22 重新启用 CoordPoint 代理的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您可能需要使用在
禁用该属性之前设置的值。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Frequencyvalue
# haconf -dump -makero

其中 Frequencyvalue 是该属性的值。

23 将 FaultTolerance 属性设置为小于协调点总数 50% 的值。
例如，如果配置中有四 (4) 个协调点，则该属性值必须小于 (2)。如果其值设置
为大于 (2)，则 CoordPoint 代理将出现故障。

将磁盘从恢复的站点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
在校园群集环境中，假设主站点断开连接，而辅助站点中只有有限组磁盘联机。 主
站点还原时，主站点的磁盘还可用作协调器磁盘。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
这些磁盘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
请参见第 590 页的“关于校园群集中的 I/O 防护”。
将新磁盘从恢复的站点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保该群集联机。
# vxfenadm -d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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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协调器磁盘组的名称。
# cat /etc/vxfendg
vxfencoorddg

4

运行以下命令：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c1t1d0s2
c2t1d0s2
c3t1d0s2

5

TYPE
DISK GROUP
STATUS
auto:cdsdisk
- (vxfencoorddg)
auto
- offline
auto
- offline

online

验证在协调器磁盘组中使用的磁盘数量。
# vxfenconfig -l
I/O Fencing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Count
: 1
Disk List
Disk Name
Major Minor Serial Number
/dev/vx/rdmp/c1t1d0s2

6

32

48

Policy

R450 00013154 0312

dmp

主站点联机时，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
# vxfenswap -g vxfencoorddg [-n]

7

验证协调器磁盘的计数。
# vxfenconfig -l
I/O Fencing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Single Disk Flag
: 0
Count
: 3
Disk List
Disk Name
Major Minor Serial Number
/dev/vx/rdmp/c1t1d0s2
/dev/vx/rdmp/c2t1d0s2
/dev/vx/rdmp/c3t1d0s2

32
32
32

48
32
16

Policy

R450 00013154 0312
R450 00013154 0313
R450 00013154 0314

dmp
dmp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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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协调器磁盘上丢失的键
如果协调器磁盘丢失已注册的键，则发生网络分裂时群集可能出现混乱。
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用同样的磁盘替换协调器磁盘。vxfenswap 实用程序
会注册在磁盘替换过程中丢失的键。
刷新协调器磁盘上丢失的键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保该群集联机。
# vxfenadm -d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3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没有键的协调器磁盘：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Device Name: /dev/vx/rdmp/c1t1d0s2
Total Number of Keys: 0
No keys...
...

4

将 /etc/vxfenmode 文件复制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这样可确保两个文件的配置详细信息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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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任何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以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
# vxfenswap -g vxfencoorddg [-n]

6

验证这些键是否自动放置在协调器磁盘上。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Device Name: /dev/vx/rdmp/c1t1d0s2
Total Number of Keys: 4
...

关于管理协调点服务器
本节介绍如何对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执行管理和维护任务。
有关 cpsadm 命令以及关联的命令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cpsadm(1M) 手册页。

CP 服务器操作 (cpsadm)
表 10-2 列出了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操作和所需权限。
表 10-2

CP 服务器操作的用户权限

CP 服务器操作

CP 服务器操作员

CP 服务器管理员

add_cluster

–

✓

rm_clus

–

✓

add_node

✓

✓

rm_node

✓

✓

add_user

–

✓

rm_user

–

✓

add_clus_to_user

–

✓

rm_clus_from_user

–

✓

reg_node

✓

✓

unreg_node

✓

✓

preempt_nod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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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服务器操作

CP 服务器操作员

CP 服务器管理员

list_membership

✓

✓

list_nodes

✓

✓

list_users

✓

✓

halt_cps

–

✓

db_snapshot

–

✓

ping_cps

✓

✓

client_preupgrade

✓

✓

server_preupgrade

✓

✓

list_protocols

✓

✓

list_version

✓

✓

list_ports

–

✓

add_port

–

✓

rm_port

–

✓

在 CP 服务器数据库中添加和删除 VCS 集群条目
■

将 VCS 集群添加到 CP 服务器数据库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add_clus -c cluster_name -u uuid

■

从 CP 服务器数据库删除 VCS 集群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rm_clus -u uuid

cp_server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cluster_name

VCS 集群名称。

uuid

VCS 集群的 UUID（通用唯一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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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P 服务器数据库中添加和删除 VCS 集群节点
■

在 CP 服务器数据库中添加 VCS 集群节点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add_node -u uuid -n nodeid
-h host

■

从 CP 服务器数据库删除 VCS 集群节点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rm_node -u uuid -n nodeid

cp_server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uuid

VCS 集群的 UUID（通用唯一 ID）。

nodeid

VCS 集群节点的节点 ID。

host

主机名

添加或删除 CP 服务器用户
■

添加用户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add_user -e user_name -f user_role
-g domain_type -u uuid

■

删除用户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rm_user -e user_name -g domain_type

cp_server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user_name

要添加到 CP 服务器配置的用户。

user_role

用户角色 cps_admin 或 cps_operator。

domain_type

域类型，例如 vx、unixpwd、nis 等等。

uuid

VCS 集群的 UUID（通用唯一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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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 CP 服务器用户
列出 CP 服务器用户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users

列出所有 VCS 集群中的节点
列出所有 VCS 集群中的节点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nodes

列出 VCS 集群中的节点的成员集
列出 VCS 集群中的节点的成员集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membership -c cluster_name
cp_server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cluster_name

VCS 集群名称。

抢占节点
使用以下命令抢占主节点：
抢占节点
◆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preempt_node -u uuid -n nodeid
-v victim_node id
cp_server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uuid

VCS 集群的 UUID（通用唯一 ID）。

nodeid

VCS 集群节点的节点 ID。

victim_node id

一个或多个 victim 节点的节点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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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和取消注册节点
■

注册节点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reg_node -u uuid -n nodeid

■

取消注册节点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unreg_node -u uuid -n nodeid

cp_server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uuid

VCS 集群的 UUID（通用唯一 ID）。

nodeid

VCS 集群节点的 nodeid。

启用和禁用用户对 VCS 集群的访问
■

启用用户对 VCS 集群的访问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add_clus_to_user -e user
-f user_role -g domain_type -u uuid

■

禁用用户对 VCS 集群的访问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rm_clus_from_user -e user_name
-f user_role -g domain_type -u uuid

cp_server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user_name

要添加到 CP 服务器的用户名。

user_role

用户角色 cps_admin 或 cps_operator。

domain_type

域类型，例如 vx、unixpwd、nis 等等。

uuid

VCS 集群的 UUID（通用唯一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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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和停止不受 VCS 控制的 CP 服务器
您能开始或终止协调点服务器 (CP 服务器) 外部 VCS 控制。
启动不受 VCS 控制的 CP 服务器

1

直接运行 vxcpserv 二进制命令：
# /opt/VRTScps/bin/vxcpserv

如果此命令成功，此命令会立即返回，而不会生成任何消息。

2

验证日志文件 /var/VRTScps/log/cpserver_A.log 以便确认 CP 服务器的状
态。

停止不受 VCS 控制的 CP 服务器

1

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halt_cps

变量 cp_server 表示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port_number 表
示 CP 服务器侦听的端口号。

2

验证日志文件 /var/VRTScps/log/cpserver_A.log 以便确认 CP 服务器是否
收到了暂停消息并且已关闭。

检查 CP 服务器的连接
检查 CP 服务器的连接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ping_cps

在运行时为 CP 服务器添加和删除虚拟 IP 地址和端口
在运行时为 CP 服务器添加和删除虚拟 IP 地址和端口的过程仅适用于通过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AT) 进行的通信以及非安全通信。不适用于通过 HTTPS 进行的通
信。
您可以在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通信中使用多个虚拟 IP 地址。可以为每个虚
拟 IP 地址分配端口号。
如果您希望在初始 CP 服务器设置之后添加或删除虚拟 IP 地址和端口，可以使用
cpsadm 命令。 但是，您添加或删除的这些虚拟 IP 地址和端口不会更改 vxcps.conf
文件。 因此，CP 服务器重新启动后不会保留这些更改。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cpsadm(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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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时为 CP 服务器添加和删除虚拟 IP 地址和端口

1

要列出 CP 服务器配置侦听的所有端口，请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ports

如果 CP 服务器未能在给定端口至少成功侦听一次，输出中将从不显示“Connect
History (连接历史记录)”。如果 IP 地址在 vxcpserv 进程启动时处于关闭状
态，vxcpserv 将在稍后 IP 地址打开时绑定到这些地址。例如：
# cpsadm -s 127.0.0.1 -a list_ports
IP Address
[10.209.79.60]:14250
[10.209.79.61]:56789
[10.209.78.252]:14250
[192.10.10.32]:14250

Connect History
once
once
never
once

CP 服务器不会主动监视端口运行状况。如果 CP 服务器在任何 IP:port 至少成
功侦听一次，该 IP:port 的“Connect History (连接历史记录)”将显示一次，
即使该端口稍后在 CP 服务器的使用寿命内关闭也是如此。您可以通过在 VCS
下配置的对应 IP 资源状态获得 IP 地址的最新状态。

2

要在不重新启动 CP 服务器的情况下为 CP 服务器添加新端口 (IP:port)，请运
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add_port
-i ip_address -r port_number

例如：
# cpsadm -s 127.0.0.1 -a add_port -i 10.209.78.52 -r 14250
Port [10.209.78.52]:14250 successfully added.

3

要在不重新启动 CP 服务器的情况下使 CP 服务器停止侦听某个端口 (IP:port)，
请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rm_port
-i ip_address -r port_number

例如：
# cpsadm -s 10.209.78.52 -a rm_port -i 10.209.78.252
No port specified. Assuming default port i.e 14250
Port [10.209.78.252]:14250 successfully re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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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CP 服务器数据库快照
创建 CP 服务器数据库快照
键入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db_snapshot

CP 服务器数据库快照会存储在 /etc/VRTScps/db/cpsdbsnap.DATE.TIME
其中，DATE 是快照的创建日期，TIME 是快照的创建时间。

从 CP 服务器与 VCS 群集通信的非安全设置迁移到安全设置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与 VCS 群集的非安全设置迁移
到安全设置。此过程仅适用于 CP 服务器和 VCS 群集之间基于 Symantec 产品验
证服务 (AT) 的通信。
从 CP 服务器与 VCS 群集的非安全设置迁移到安全设置

1

停止使用 CP 服务器的所有群集节点上的 VCS。
# hastop -all

2

停止所有群集的所有 VCS 群集节点上的防护。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3

在每个 CP 服务器上使用以下命令停止所有的 CP 服务器：
# hagrp -offline CPSSG -any

4

确保为 CP 服务器以及所有客户端上的通信配置了安全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5

■

如果 CP 服务器位于 SFHA 群集中，请对每个 CP 服务器执行此步骤。
使 CPSSG 服务组中的 Mount 资源联机。
# hares -online cpsmount -sys local_system_name

完成其余步骤。
■

6

如果 CP 服务器位于单节点 VCS 群集中，请跳过步骤 8 并完成其余步骤。

Mount 资源联机后，将 credentials 目录从默认位置移到共享存储。
# mv /var/VRTSvcs/vcsauth/data/CPSERVER /etc/VRTSvc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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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CP 服务器的所有节点上创建 softlink。
# ln -s /etc/VRTScps/db/CPSERVER \
/var/VRTSvcs/vcsauth/data/CPSERVER

8

编辑每个 CP 服务器上的 /etc/vxcps.conf 以设置 security=1。

9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CP 服务器：
# hagrp -online CPSSG -any

10 编辑群集的第一个节点上的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并删除
UseFence=SCSI3 属性。
在群集的第一个节点上启动 VCS，然后在所有其他节点上启动 VCS。

11 使用安装程序重新配置每个群集上的防护。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fencing

在联机群集中替换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调点
使用以下过程执行自定义协调点（CP 服务器或 SCSI-3 磁盘）的计划替换，而不会
在联机 VCS 集群上产生应用程序停机时间。
注意：如果多个群集共享同一个 CP 服务器，必须在每个群集中执行此替换过程。
当防护在联机群集中以自定义模式运行且 vxfen_mechanism=cps 时，可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来替换协调点。该实用程序还支持在联机群集中从基于服务器
的防护 (vxfen_mode=customized) 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vxfen_mode=scsi3)，
反之亦然。
但是，如果 VCS 集群已禁用防护 (vxfen_mode=disabled)，那么您必须使群集脱机
才能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或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请参见第 371 页的“CP 服务器部署和迁移方案”。
可使用 vxfenswap -a cancel 命令随时取消协调点替换操作。
请参见第 348 页的“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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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联机群集的协调点

1

确保 VCS 集群节点和用户已添加到新的 CP 服务器。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server -a list_nodes
# cpsadm -s cpserver -a list_users

如果 VCS 集群节点未出现在此处，请准备新的 CP 服务器供 VCS 集群使用：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2

确保防护是使用旧的协调点组以自定义模式在群集中运行。
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adm -d

该命令返回：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version>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3

在每个 VCS 集群节点上创建一个包含防护配置更改（如 CP 服务器信息）的
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查看并根据需要更新有关安全性、协调点以及 vxfendg（如果适用于您的配置）
的 vxfenmode 参数。
有关这些参数及其新的可能值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vxfenmode 文件中的文本信
息。

4

从群集的其中一个节点运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
vxfenswap 实用程序要求具有到所有群集节点的安全 ssh 连接。使用 -n 以使

用 rsh，而不是默认的 ssh。使用 –p <protocol>，其中 <protocol> 可以是 ssh、
rsh、或 hacli。
#

5

vxfenswap [-n | -p <protocol>]

查看实用程序显示的消息，并确认是否要提交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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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需要提交新的防护配置更改，请按 Enter 或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n。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n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回滚迁移操作。

■

如果需要提交新的防护配置更改，请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y。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y

如果该实用程序成功完成操作，则它会将 /etc/vxfenmode.test 文件改名
为 /etc/vxfenmode 文件。

6

通过检查 vxfen 驱动程序当前使用的协调点来确认是否已成功执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 vxfenconfig -l

刷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调点上的注册键
在 VCS 集群处于联机状态时替换协调点（CP 服务器）上的键涉及刷新该协调点的
注册。可以对 CP 服务器执行规划的注册刷新，而不会导致在 VCS 集群上出现应
用程序停机时间。如果 CP 服务器代理发出警报，指明 CP 服务器数据库中的此类
注册丢失，则必须刷新 CP 服务器上的注册。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刷新协调点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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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调点上的注册键

1

确保 VCS 集群节点和用户已添加到新的 CP 服务器。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nodes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users

如果 VCS 集群节点未出现在此处，请准备新的 CP 服务器供 VCS 集群使用：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2

确保防护是使用 /etc/vxfenmode 文件中提到的协调点以自定义模式在群集上
运行。
如果 /etc/vxfenmode.test 文件存在，请保证其中的信息与 /etc/vxfenmode 文
件中的信息相同。 否则，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使用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中列出的信息。
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adm -d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3

列出 I/O 防护当前使用的协调点：
# vxfenconfig -l

4

将 /etc/vxfenmode 文件复制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这样可确保两个文件的配置详细信息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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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群集的其中一个节点运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
vxfenswap 实用程序要求具有到所有群集节点的安全 ssh 连接。使用 -n 以使

用 rsh，而不是默认的 ssh。
例如：
# vxfenswap [-n]

该命令返回：
VERITAS vxfenswap version <version> <platform>
The logfile generated for vxfenswap is
/var/VRTSvcs/log/vxfen/vxfenswap.log.
19156
Please Wait...
VXFEN vxfenconfig NOTICE Driver will use customized fencing
- mechanism cps
Validation of coordination points change has succeeded on
all nodes.
You may commit the changes now.
WARNING: This may cause the whole cluster to panic
if a node leaves membership before the change is complete.

6

随后，系统会提示您提交更改。确认请输入 y。
此命令会返回一则确认消息，确认已成功替换协调点。

7

确认已成功执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如果已配置 CP 代理，它会在成功找到
协调点上的注册时报告 ONLINE。可以分别使用 cpsadm 和 vxfenadm 实用程
序来查看 CP 服务器和协调器磁盘上的注册。
请注意，可使用以下命令随时取消正在运行的联机协调点刷新操作：
# vxfenswap -a cancel

CP 服务器部署和迁移方案
表 10-3 介绍受支持的部署和迁移方案，以及必须在 VCS 集群和 CP 服务器上执行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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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方案

CP 服务器

首次为 VCS 集群设 新 CP 服务器
置 CP 服务器

CP 服务器部署和迁移方案
VCS 集群

所需操作

将 CP 服务器用
作协调点的新
VCS 集群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任务：
1

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2

配置新 CP 服务器。

3

准备新 CP 服务器供 VCS 集群使用。

在 VCS 集群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将新 VCS 集群添加 正常运行的现有
到正常运行的现有 CP 服务器
CP 服务器

新 VCS 集群

将现有 CP 服务器
中的协调点替换到
新 CP 服务器

将 CP 服务器用
作协调点的现有
VCS 集群

新 CP 服务器

在 VCS 集群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任务：
1

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2

配置新 CP 服务器。

3

准备新 CP 服务器供 VCS 集群使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在 VCS 集群中的某个节点上，运行 vxfenswap 命令以替
换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367 页的“在联机群集中替换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
调点”。
将协调点从现有
CP 服务器替换到
正常运行的 CP 服
务器协调点

正常运行的 CP
服务器

将 CP 服务器用
作协调点的现有
VCS 集群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准备手动配置新 CP 服务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在 VCS 集群中的某个节点上，运行 vxfenswap 命令以替
换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367 页的“在联机群集中替换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
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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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P 服务器

在具有新 CP 服务 新 CP 服务器
器协调点的 VCS 集
群中启用防护

VCS 集群

所需操作

以禁用模式配置
注意：将防护从禁用模式迁移到自定义模式会在 VCS 集群
防护的现有 VCS
上导致应用程序停机。
集群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任务：
1

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2

配置新的 CP 服务器

3

准备新 CP 服务器供 VCS 集群使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在 VCS 集群节点上，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VCS 集群上停止所有应用程序、VCS 和防护。

2

要停止 VCS，请使用以下命令（要在所有 VCS 集群节
点上运行）：
# hastop -local

3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防护：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4

在 VCS 集群上重新配置 I/O 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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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P 服务器

在具有正常运行的 正常运行的 CP
CP 服务器协调点 服务器
的 VCS 集群中启用
防护

VCS 集群

所需操作

以禁用模式配置
注意：将防护从禁用模式迁移到自定义模式会导致应用程
防护的现有 VCS
序停机。
集群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在 VCS 集群节点上，执行以下任务：
1

在 VCS 集群上停止所有应用程序、VCS 和防护。

2

要停止 VCS，请使用以下命令（要在所有 VCS 集群节
点上运行）：
#hastop -local

3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防护：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4

在 VCS 集群上重新配置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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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P 服务器

在具有新 CP 服务 新 CP 服务器
器协调点的 VCS 集
群中启用防护

VCS 集群

所需操作

以 scsi3 模式配
置防护的现有
VCS 集群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任务：
1

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2

配置新的 CP 服务器

3

准备新 CP 服务器供 VCS 集群使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根据群集是联机还是脱机，执行下列过程：

对于联机的群集，请在 VCS 集群上执行以下任务：
◆

运行 vxfenswap 命令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
务器的防护。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在联机群集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
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对于脱机的群集，请在 VCS 集群上执行以下任务：
1

在 VCS 集群上停止所有应用程序、VCS 和防护。

2

要停止 VCS，请使用以下命令（要在所有 VCS 集群节
点上运行）：
# hastop -local

3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防护：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4

在 VCS 集群上重新配置 I/O 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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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P 服务器

在具有正常运行的 正常运行的 CP
CP 服务器协调点 服务器
的 VCS 集群中启用
防护

VCS 集群

所需操作

以禁用模式配置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防护的现有 VCS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集群
根据群集是联机还是脱机，执行下列过程：

对于联机的群集，请在 VCS 集群上执行以下任务：
◆

运行 vxfenswap 命令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
务器的防护。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在联机群集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
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对于脱机的群集，请在 VCS 集群上执行以下任务：
1

在 VCS 集群上停止所有应用程序、VCS 和防护。

2

要停止 VCS，请使用以下命令（要在所有 VCS 集群节
点上运行）：
#hastop -local

3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防护：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4

在 VCS 集群上重新配置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
南》。

在协调点（CP 服 正常运行的 CP
务器/协调器磁盘） 服务器
上刷新 VCS 集群节
点的注册，而不产
生应用程序停机时
间

将 CP 服务器用
作协调点的现有
VCS 集群

在 VCS 集群上，运行 vxfenswap 命令刷新 CP 服务器上
的键：
请参见第 369 页的“刷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调点上的注册
键”。

关于在基于磁盘的防护和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之间迁移
您可以在不同防护配置之间迁移，而不会引起 VCS 群集中的应用程序停机时间。
在以下情形下，可以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您需要利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优点。

■

您需要用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替换发生故障的协调器磁盘。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在联机群集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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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您需要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执行维护任务时，也可以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在联机群集中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在联机群集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或从基于磁盘的防护手动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而不会在
VCS 群集中导致应用程序停机。
请参见第 376 页的“关于在基于磁盘的防护和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之间迁移”。
您还可以使用响应文件在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请参见第 378 页的“使用响应文件在各种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警告：如果在协调点迁移操作完成之前有任何节点退出群集成员集，则该群集可能
出现混乱。
本节介绍了以下过程：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迁移
手动迁移

在联机群集中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或通过手动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而不
会在 VCS 群集中导致应用程序停机。
请参见第 376 页的“关于在基于磁盘的防护和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之间迁移”。
您还可以使用响应文件在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请参见第 378 页的“使用响应文件在各种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警告：如果在协调点迁移操作完成之前有任何节点退出群集成员集，则该群集可能
出现混乱。
本节介绍了以下过程：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迁移
手动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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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响应文件在各种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通常情况下，您可以在不同 I/O 防护配置间的迁移之后使用安装程序生成的响应文
件。编辑这些响应文件以便在 VCS 群集中执行自动防护重新配置。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1

确保已配置 VCS。

2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3

确保 VCS 群集联机并采用基于磁盘或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vxfenadm -d

例如，如果 VCS 群集使用基于磁盘的防护：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例如，如果 VCS 群集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Fencing Mechanism: cps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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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79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配置 I/O 防护的其中一个群集系统。
查看示例文件以重新配置 I/O 防护。
请参见第 379 页的“用于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响应文件
示例”。
请参见第 380 页的“用于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的响应文件
示例”。
请参见第 380 页的“用于从基于单个 CP 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的响应文件示例”。

5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请参见第 380 页的“用于防护配置间迁移的响应文件变量”。

6

从已将响应文件复制到其中的系统启动 I/O 防护重新配置。例如：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version> -responsefile /tmp/
\ response_file

其中 <version> 为特定发行版本，/tmp/response_file 为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
名。

用于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响应文件示
例
下面是一个示例响应文件，用于从基于磁盘的防护（具有三个协调器磁盘）迁移到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具有一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协调器磁盘）：
$CFG{disks_to_remove}=[ qw(emc_clariion0_62) ];
$CFG{fencing_cps}=[ qw(10.198.89.251)];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89.204"}=14250;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89.251"}=14250;
$CFG{fencing_cps_vips}{"10.198.89.251"}=[ qw(10.198.89.251 10.198.89.204) ];
$CFG{fencing_ncp}=1;
$CFG{fencing_option}=4;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VCS60";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vcs_clusterid}=22462;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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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的响应文件示
例
下面是一个示例响应文件，用于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具有一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
协调器磁盘）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具有三个协调器磁盘）：
$CFG{fencing_disks}=[ qw(emc_clariion0_66) ];
$CFG{fencing_mode}="scsi3";
$CFG{fencing_ncp}=1;
$CFG{fencing_ndisks}=1;
$CFG{fencing_option}=4;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VCS60";
$CFG{servers_to_remove}=[ qw([10.198.89.251]:14250) ];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vcs_clusterid}=42076;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用于从基于单个 CP 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响应文件示例
下面是一个示例响应文件，用于从基于单个 CP 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
防护（具有一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协调器磁盘）：
$CFG{fencing_disks}=[ qw(emc_clariion0_62 emc_clariion0_65) ];
$CFG{fencing_dgname}="fendg";
$CFG{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dmp";
$CFG{fencing_ncp}=2;
$CFG{fencing_ndisks}=2;
$CFG{fencing_option}=4;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VCS60";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vcs_clusterid}=42076;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用于防护配置间迁移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0-4 列出了指定在 VCS 各种防护配置之间迁移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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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

专用于防护配置间迁移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 {fencing_option}

标量

指定 I/O 防护配置模式。
■

1 - 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 I/O 防护

■

2 - 基于协调器磁盘的 I/O 防护

■

3 - 禁用模式

■

4 - 在群集联机时进行防护迁移

（必需）
CFG {fencing_reusedisk}

标量

如果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或使用协调
器磁盘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指定要
使用可用磁盘还是已属于某个磁盘组的
磁盘。
■

0 - 使用可用磁盘作为协调器磁盘

■

1 - 使用已属于某个磁盘组的磁盘作
为协调器磁盘（在将这些磁盘配置为
协调器磁盘之前，安装程序会将它们
从所属的磁盘组中删除）。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ncp}

标量

指定要添加的新协调点的数量。
（必需）

CFG {fencing_ndisks}

标量

指定要添加的协调点中的磁盘的数量。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disks}

列表

指定要添加的协调点中的磁盘。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dgname}

标量

指定协调器磁盘所在的磁盘组。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 标量

指定磁盘必须使用的磁盘策略。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cps}

列表

指定要添加的协调点中的 CP 服务器。
（对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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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 {fencing_cps_vips}{$vip1}

列表

指定新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
限定主机名。
（对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是必需的）

CFG {fencing_cps_ports}{$vip}

标量

指定新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必须侦听的
端口。如果不指定，默认值为 14250。
（可选）

CFG {servers_to_remove}

列表

指定要删除的协调点中的 CP 服务器。

CFG {disks_to_remove}

列表

指定要删除的协调点中的磁盘。

CFG{donotreconfigurevcs}

标量

定义是否需要重新配置 VCS。
（可选）

CFG{donotreconfigurefencing}

标量

定义是否需要重新配置防护。
（可选）

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策略
您可以为 I/O 防护配置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功能。
您可以启用首选防护，以使用基于系统的争用策略、基于组的争用策略或基于站点
的策略。如果禁用首选防护，I/O 防护配置将使用默认的基于计数的争用策略。
首选防护不适用于基于多数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296 页的“关于首选防护”。
请参见第 300 页的“首选防护的工作原理”。
为 I/O 防护配置启用首选防护

1

确保在设置了 I/O 防护的情况下运行群集。
# vxfenadm -d

2

确保群集级属性 UseFence 的值设置为 SCSI3。
# haclus -value UseFence

3

要启用基于系统的争用策略，请执行以下步骤：
■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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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群集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值设置为 System。
# haclus -modify PreferredFencingPolicy System

■

为群集中的每个节点设置系统级属性 FencingWeight 的值。
例如，在双节点群集中，要将 sys1 的权重指派为 sys2 权重的五倍，请运
行以下命令：
# hasys -modify sys1 FencingWeight 50
# hasys -modify sys2 FencingWeight 10

■

保存 VCS 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防护节点权重：
# vxfenconfig -a

4

要启用基于组的争用策略，请执行以下步骤：
■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

将群集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值设置为 Group。
# haclus -modify PreferredFencingPolicy Group

■

设置每个服务组的组级属性 Priority 的值。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 hagrp -modify service_group Priority 1

确保为父服务组分配与其子服务组相同或更低的优先级。如果父服务组和
子服务组承载于不同的子群集中，则优先使用承载子服务组的子群集。
■

保存 VCS 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5

要启用基于站点的争用策略，请执行以下步骤：
■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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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群集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值设置为 Site。
# haclus -modify PreferredFencingPolicy Site

■

设置每个站点的站点级属性 Preference 的值。
For example,
# hasite -modify Pune Preference 2

■

保存 VCS 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6

要查看当前在防护驱动程序中设置的防护节点权重，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fenconfig -a

为 I/O 防护配置禁用首选防护

1

确保在设置了 I/O 防护的情况下运行群集。
# vxfenadm -d

2

确保群集级属性 UseFence 的值设置为 SCSI3。
# haclus -value UseFence

3

要禁用首选防护并使用默认的争用策略，请将群集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值设置为 Disabled。
# haconf -makerw
# haclus -modify PreferredFencingPolicy Disabled
# haconf -dump -makero

关于 I/O 防护日志文件
有关特定实用程序的相关信息，请参考相应的日志文件。每个实用程序或命令的日
志文件位置如下：
■

vxfen 启动和停止日志：/var/VRTSvcs/log/vxfen/vxfen.log

■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var/VRTSvcs/log/vxfen/vxfen.log

■

vxfenctl 实用程序：/var/VRTSvcs/log/vxfen/vxfenctl.log*

■

vxfenswap 实用程序：/var/VRTSvcs/log/vxfen/vxfenswap.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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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var/VRTSvcs/log/vxfen/vxfentsthdw.log*

星号 * 表示每次调用命令时都不同的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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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资源发生故障时的 VCS 行为

■

关于在服务组级别控制 VCS 行为

■

关于在资源级别控制 VCS 行为

■

更改代理文件路径和二进制文件

■

存储连接断开时的 VCS 行为

■

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

■

用于说明工作负载管理的示例配置

资源发生故障时的 VCS 行为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VCS 认为资源出现故障：
■

资源状态意外更改。例如，联机资源正在脱机。

■

未发生所需的状态更改。 例如，命令资源联机或脱机时，资源不能联机或脱机。

在多数情况下，在向引擎报告资源故障前，VCS 代理会采取预定义的操作对问题进
行更正。例如，代理在声明发生故障前可能多次尝试使资源联机。
当资源发生故障时，VCS 将执行自动化操作以清理出现故障的资源。Clean 函数可
确保在资源完全关闭后才使其在另一节点上联机。这样可防止并发冲突。
资源发生故障时，VCS 会使依赖于出现故障的资源的所有资源脱机。因此，故障仅
在服务组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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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资源和非关键资源
资源的 Critical 属性定义服务组在资源发生故障时是否进行故障转移。如果资源被
配置为非关键资源（即将 Critical 属性设置为 0），并且依赖于发生故障的资源的所
有资源都不是关键资源，则服务组不会进行故障转移。VCS 将使出现故障的资源脱
机，并将组状态更新为 PARTIAL。 该属性还决定如果在组的联机过程中某个资源
无法联机，服务组是否尝试在另一节点上联机。
在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中，关键性将被覆盖。如果已满足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的
最低要求：
■

即使关键资源发生故障，服务组也不进行故障转移。

■

即使非关键资源发生故障，故障也不会沿着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

■

即使资源发生故障，服务组仍然保持 ONLINE 状态。

VCS 行为图
图 11-1 显示了用于资源配置的符号和颜色代码。
图 11-1

用于资源配置/操作的符号和颜色代码

示例情形 1：父资源为关键资源的资源出现故障
图 11-2 显示了含有五个资源的一个服务组示例，其中将资源 R1 配置为关键资源。
图 11-2

情形 1：父资源为关键资源的资源出现故障

当资源 R2 出现故障时，故障将沿着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到资源 R1。当关键资源
R1 脱机时，VCS 必须将整个服务组视为出现故障，并将其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其
他位置。VCS 使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按其依赖关系顺序脱机。在使资源 R3、R4 和
R5 脱机后，VCS 会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一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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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情形 2：父资源为非关键资源的资源出现故障
图 11-3 显示了不含任何关键资源的服务组示例。
图 11-3

情形 2：父资源为非关键资源的资源出现故障

当资源 R2 出现故障时，引擎将沿着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故障。资源 R1 和资源 R2
都不是关键资源，因此故障不会导致该树脱机，也不会导致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示例情形 3：父资源为关键资源的资源无法联机
图 11-4 显示了以下示例：当执行使服务组联机的命令时，资源 R2 无法联机。
图 11-4

情形 3：父资源为关键资源的资源无法联机

VCS 将对资源 R2 调用 Clean 函数，并沿着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故障。资源 R1 设
置为关键资源，因此服务组会脱机并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另一个节点。

示例情形 4：包含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的资源出现故障
图 11-5 显示了一个示例，其中父资源 (R1) 依赖于 5 个子资源（R2、R3、R4、R5
和 R6）。在这 5 个子资源中，至少必须有 2 个子资源联机，才能保持父资源的联
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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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示例情形 4：包含 atleast 资源依赖关系的资源出现故障

VCS 允许 R2、R3 和 R4 出现故障，因为已满足数量为 2 个的最低要求。当 R5 出
现故障时，只有 R6 为联机状态，联机子资源的数量降至最低要求 2 个以下，所以
该故障将沿着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到父资源 R1，导致服务组脱机。

关于在服务组级别控制 VCS 行为
可以通过配置服务组属性来修改 VCS 在发生资源故障时的响应行为。

关于 AutoRestart 属性
如果服务组 (GROUP_1) 上的持久性资源出现故障，则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
VCS 会将该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一系统：
■

已设置 AutoFailOver 属性。

■

群集中存在另一个系统，GROUP_1 可故障转移到该系统。

如果以上条件都不满足，那么即使是在出现故障的资源重新联机后，GROUP_1 也
仍将处于脱机和故障状态。
通过设置 AutoRestart 属性，不用手动干预就能使服务组重新联机。如果没有可用
的故障转移目标，则通过设置 AutoRestart 属性，VCS 可以在组中的故障资源在第
一个可用系统上联机后，使该组在该系统上重新联机。
例如，NIC 是一个持久性资源。在某些情况下，在系统引导和 VCS 启动时，VCS
会探查系统上的所有资源。当 VCS 探查 NIC 资源时，由于网络还没有启动并完全
正常运行，资源可能未处于联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VCS 会将 NIC 资源标记为
出现故障，且不会将服务组联机。然而，如果启用了 AutoRestart，则当 NIC 资源
变为联机状态时，会将服务组联机。

关于控制服务组或系统出现故障时的故障转移
AutoFailOver 属性配置服务组在响应服务组和系统故障时的行为。
可能的值包括 0、1 和 2。如果已启用 HA/DR 许可证且该服务组是非混合型服务
组，则可以将此属性的值设置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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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显示 AutoFailover 属性的可能值。
表 11-1

AutoFailover 属性的可能值及其说明

AutoFailover 属 说明
性的值
0

在系统或服务组出现故障时，VCS 不会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如果故障发生在服务组中，则会根据该组中是否有配置为关键资源的资
源，确定是否将该组置于脱机状态。如果系统出现故障，则服务组不会
被故障转移到另一系统。

1

如果存在可用于故障转移的合适节点，则在系统或服务组出现故障时，
VCS 会自动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服务组属性 SystemZones 和 FailOverPolicy 会影响服务组的故障转移
行为。对于全局群集，是否进行故障转移还取决于
ClusterFailOverPolicy。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2

仅当在相同的系统区域或站点中存在另一个适合的节点时，VCS 才会
自动对该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如果在同一系统区域或站点中不存在适合的节点，则 VCS 会使服务组
脱机，并生成一个警报，要求管理员干预。可以使用 hagrp -online
命令手动使该组联机。

注意：如果未定义 SystemZones 属性，则故障转移行为与
AutoFailOver=1 相似。

关于定义故障转移策略
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控制 VCS 选择故障转移目标系统的方式。
表 11-2 显示 FailoverPolicy 属性的可能值。
表 11-2

FailOverPolicy 属性的可能值及其说明

FailOverPolicy 属性
的值

说明

Priority

VCS 选择优先级最低的系统作为故障转移的目标。Priority 故障
转移策略适用于简单的双节点群集或者服务组很少的小型群集。
优先级在 SystemList 属性中通过排序隐式设置（如 SystemList
= {SystemA, SystemB}），也可以显式设置（如 SystemList =
{SystemA=0, SystemB=1}）。Priority 是默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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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OverPolicy 属性
的值

说明

RoundRobin

VCS 选择运行的服务组最少的系统作为故障转移目标。此策略适
用于大型群集，这类群集运行有多个具有相似服务器负载特性（例
如，相似的数据库或应用程序）的服务组。

Load

Load 故障转移策略由下列组件组成：
系统容量和服务组负载，分别由 Capacity 属性和 Load 属性表
示。
请参见第 419 页的 System capacity and service group load。
系统限制和服务组先决条件，分别由 Limits 属性和 Prerequisites
属性表示。
如果已启用群集属性 Statistics，则无法将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Load。
请参见第 420 页的 System limits and service group prerequisites。

BiggestAvailable

VCS 会根据 SystemList 中所有系统的预测可用容量，选择一个
系统。具有最高预测的可用容量的系统会被选中。
仅在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时，才能设置此策略。
服务组属性 Load 根据 CPU、内存和交换设备以绝对单位定义。
该单位可以是下列值：
■

CPU，CPU 为 MHz 或者 GHz

■

Memory 为 GB 或 MB

■

Swap 为 GB 或 MB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对虚拟机服务组 (VMSG) 来说，Load 以 SCPU 和 SMem 的形式
测量。该单位可以是下列值：
■

SCPU 为 CPU

■

SMem 为 GB 或 MB

对 VMSG 来说，BiggestAvailable 策略指的是用
ServerAvailableCapacity、ServerAvailableForecast 和 Load 属
性来选择具有服务组所要求的足够可用 CPU 和内存的物理服务
器。在这些服务器中，还要根据 MeterWeight 属性选择具有最大
可用容量的物理服务器。

关于 AdaptiveHA
如果将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AdaptiveHA 将允许
VCS 动态选择可用的最大目标系统以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VCS 监视并预测
系统在 CPU、内存和交换等方面的可用容量，从而选择最大的可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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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化环境中，VCS 监视并预测物理服务器在 SCPU 和 SMem 等方面的可用容
量。对于 VMSG，如果将 FailOverPolicy（服务组属性）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则 AdaptiveHA 允许 VCS 动态选择可用的最大目标物理服务器，以对 VMSG 进行
联机、切换和故障转移。

为服务组启用 AdaptiveHA
AdaptiveHA 允许 VCS 做出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最大可用系统的动态决策。
为服务组启用 AdaptiveHA

1

确保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进行检查：
# haclus -display|grep Statistics

不可在运行时编辑此值。

2

设置服务组 Load 属性的 CPU、Memory、Swap、SCPU 或 SMem（绝对单
位）。单位可以是下列任意值：
■

CPU，CPU 为 MHz 或者 GHz

■

Memory 为 GB 或 MB

■

Swap 为 GB 或 MB

■

SCPU 为 CPU

■

SMem 为 GB 或 MB

为 Load 属性定义至少一个键。

3

检查群集级别 MeterWeight 属性的默认值。 如果这个属性不符合服务组的
meter weight 要求，则请在服务组级别设置 MeterWeight。

4

在 main.cf 中设置或编辑下列服务组属性的值：
■

按照前面步骤的决定，修改 Load 和 MeterWeight 的值。

■

将 FailOverPolicy 的值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您能在运行时设置或编辑服务组级别 Load、MeterWeight 和
FailOverPolicy。

完成以上步骤后，将启用 AdaptiveHA。在故障转移期间，服务组遵从
BiggestAvailable 策略。
下表提供了有关启用 AdaptiveHA 可以采用的不同属性和值的信息：
表 11-3
用例

要设置的属性值

打开主机计量

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MeterHost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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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

要设置的属性值

关闭主机计量

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Disabled。

打开主机计量和预测

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启用 hagrp -forecast CLI 选项

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且根
据您的应用程序的 CPU、Mem 或者 Swap 使
用情况设置服务组属性 Load。

检查任何主机或群集节点支持的计量器

验证群集属性 HostAvailableMeters 的值。

使用预测，启用主机计量、预测和策略决策

执行下列操作：
■

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

将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根据您的应用程序的 CPU、Mem 或者
Swap 使用情况设置服务组属性 Load。
设置服务组属性 MeterWeight（可选）。

■

■

更改计量或预测频率

相应地在群集属性 MeterControl 中设置
MeterInterval 和 ForecastCycle 键。

检查可用的容量及其预测

使用下列命令检查可用容量及其预测的值：

检查此计量和预测是否为最新

■

# hasys -value system_name
AvailableCapacity

■

# hasys -value system_name
HostAvailableForecast

当 GlobalCounter 和 AvailableGC 之间的差
值小于或等于 24 时，计量值是最新的。
当 GlobalCounter 和 AvailableGC 之间的差
值小于或等于 72 时，预测值是最新的。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请参见第 742 页的System attributes。

为虚拟机服务组启用资源级别计量的先决条件
下面是为虚拟机服务组启用资源级别计量的先决条件：
■

必须启用统计数据（群集属性）。

■

必须在 Meters 属性中添加 SCPU 和 SMem（资源级别的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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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edOperations（类型级别的属性）属性必须具有“meter”键。

■

确保各群集节点的 LDom 对虚拟 CPU 和内存的要求是相同的。

禁用计量
在群集节点上禁用一个或多个特定计量器：

1

停止 VCS：
hastop -all -force

2

3

备份以下文件：
■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etc/VRTSvcs/conf/config/types.cf

在 main.cf 文件中添加 HostMeters 群集级别属性并删除所需的键。HostMeters
属性的默认值为：
HostMeters = {“CPU”, “Mem”, “Swap”, "SCPU", "SMem"}

4

禁用 meter 入口点：
■

从 HostMeters 属性中删除 SCPU 和 SMem 键。删除这些键后，HostMeters
属性应为：
HostMeters = {“CPU”, “Mem”, “Swap”}

■

5

在 types.cf 文件中删除 LDom 类型的 Meters 属性。

启动 VCS：
# hastart

6

验证 meter 入口点是否已禁用：
■

输入以下命令并验证 HostMeters 属性是否不包含 SCPU 和 SMem 键：
# haclus -value HostMeters

■

输入以下命令并验证是否没有为 LDom 类型填充 Meters 属性：
# hatype -display LDom -attribute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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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用计量
在群集节点上重新启用特定计量器：

1

停止 VCS：
hastop -all -force

2

还原您在禁用计量前备份的下列文件：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etc/VRTSvcs/conf/config/types.cf

3

启动 VCS：
# hastart

4

验证计量入口点是否已重新启用：
■

输入以下命令并验证 HostMeters 属性是否包含 SCPU 和 SMem 键：
# haclus -value HostMeters

■

输入以下命令并验证是否已为 LDom 类型填充了 Meters 属性：
# hatype -display LDom -attribute Meters

将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的注意事项
local 依赖关系链接的父服务组或子服务组以及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的
FailOverPolicy 应该有相同的 MeterWeight 值。 如果这些组的 MeterWeight 不相
同，则此引擎会引用群集属性 MeterWeight。
注意：有了 MeterWeight 设置，VCS 即可根据父服务组首选的系统确定子服务组
的目标系统。
请参见第 392 页的“为服务组启用 AdaptiveHA”。

将 VCS 配置文件手动升级到最新版本
使用安装程序从旧版 VCS 升级时，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会自动得到升级。
如果您选择手动升级 VCS，请确保更新 VCS 配置文件以包括下列更改：
■

系统的 Capacity 属性和服务组的 Load 属性从标量整型更改为整型关联（多维）
类型属性。
例如，在 main.cf 文件中，如果 System 定义了 Capacity 属性，服务组设置了
Load 属性，如下所示：
Group G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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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 20
)
System N1 (
....
Capacity = 30
)

若要更新 main.cf 文件，请为 Load 和 System 属性更新 Capacity 值，如下所
示：
Group Gx (
....
Load = { Units = 20 }
)
System N1 (
....
Capacity = { Units = 30 }
)
■

如果 main.cf 文件中定义了群集属性 HostMonLogLvl，则请用 Statistics 替换它
并且进行下列适当的更改：
■

用 Statistics = MeterHostOnly 替换 HostMonLogLvl = ALL。

■

用 Statistics = MeterHostOnly 替换 HostMonLogLvl = AgentOnly。
注意：对 HostMonLogLvl 值 AgentOnly，Statistics 没有确切的对应值存在。
不过，当您将 Statistics 设置为 MeterHostOnly 时，VCS 会在引擎日志和
HostMonitor 代理日志中记录主机利用率消息。

■

用 Statistics = Disabled 替换 HostMonLogLvl = Disabled。

请参见第 59 页的“关于 main.cf 文件”。

关于系统区域
使用 SystemZones 属性可创建系统的子集，以用于初始故障转移决策。 此功能允
许精确调整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决策，同时保留了故障转移到群集中任意位置的灵活
性。
如果配置了该属性，则服务组在选择另一区域中的主机之前，会尝试停留在自己的
区域内。 例如，在具有 Web、应用程序和数据库服务器的三层应用基础架构中，
可以创建两个系统区域： 一个用于应用程序，一个用于数据库。 如果发生故障转
移，应用程序区域内的服务组将尝试故障转移到该区域内的另一个节点。 如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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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区域内没有可用的节点，则该组将根据所配置的负载和限制故障转移到数据库
区域。
在此配置中，在数据库后端保留了额外的容量和限制，以备处理数据库故障转移的
较大负载之用。应用程序服务器处理应用程序区域内的服务组负载。在层叠故障期
间，群集中额外的容量可用于所有服务组。

关于站点
通过 SiteAware 属性，您可以创建在校园群集的初始故障转移决策中使用的站点。
服务组可以将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站点，即使在同一站点中有可用的故障转移目标。
如果将 SiteAware 属性设置为 1，您无法配置 SystemZones。您可以定义站点依赖
关系，以将依赖的应用程序限制为在同一站点中进行故障转移。如果配置了
SiteAware 属性，并将其设置为 2，则服务组将在同一站点内进行故障转移。
例如，如果校园群集具有两个站点，siteA 和 siteB，可以在三层应用基础架构中定
义服务组之间的站点依赖关系。基础架构包括 Web、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以将服务
组故障转移限制在同一站点中。
请参见第 587 页的“ VCS 校园群集的工作原理”。

基于负载的 自动启动
VCS 提供了一种方法来确定群集启动时服务组在何处联机。 通过将 AutoStartPolicy
设置为 Load，可命令 VCS 引擎（即 HAD）来决定启动组的最佳系统。VCS 将服
务组放置在 AutoStart 队列，以便在服务组探查完所有正在运行的系统后，立即进
行基于负载的启动。VCS 会创建一个满足所有先决条件的系统子集，然后选择
AvailableCapacity 最高的系统。
设置 AutoStartPolicy = Load 并配置 SystemZones 属性以建立最初运行组的首选系
统的列表。

关于冻结服务组
通过冻结服务组，可防止 VCS 在服务组或系统出现故障时执行任何操作。通过冻
结服务组，可防止在某个资源发生故障时依赖资源脱机。还可以防止在资源发生故
障时调用 Clean 函数。
在 VCS 控制之外对服务组的资源执行操作时，可以冻结服务组。这样可以防止 VCS
对您正在对其进行操作的资源执行操作。例如，在使用数据库控件停止和启动数据
库时冻结数据库组。

397

控制 VCS 行为
关于在服务组级别控制 VCS 行为

关于控制在资源发生故障时 的 Clean 行为
ManageFaults 属性指定在资源发生故障时 VCS 是否调用 Clean 函数。
ManageFaults 是一个服务组属性；可以对每个服务组进行配置以使其执行所需的
操作。
您可以使用下列可能的值来配置 ManageFaults 属性：
■

如果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ALL，则 VCS 会在资源出现故障时调用 Clean
函数。

■

如果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则 VCS 在资源发生故障时不执行任何
操作；它会将服务组“挂起”，直到可以执行管理操作。VCS 将资源状态标记
为 ADMIN_WAIT，在排除资源故障并清除 ADMIN_WAIT 状态之前，不会对服
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如果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则在资源由于资源故障而进入
ADMIN_WAIT 状态时，VCS 将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可以自定义此触发
器，以提供关于故障的通知。
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NONE 且发生了下列事件之一，则资源将进入
ADMIN_WAIT 状态：

表 11-4 将在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 时列出可能的事件和资源的后续状
态。
表 11-4

当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 时可能发生的事件

事件

资源状态

Off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ONLINE|ADMIN_WAIT

Offline 函数无效。

ONLINE|ADMIN_WAIT

On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OFFLINE|ADMIN_WAIT

Online 函数无效。

OFFLINE|ADMIN_WAIT

资源意外脱机。

ONLINE|ADMIN_WAIT

对于联机资源，monitor 函数始终无法在预期 ONLINE|MONITOR_TIMEDOUT|ADMIN_WAIT
的时间内完成。

清除处于 ADMIN_WAIT 状态的资源
在 VCS 将资源设置为 ADMIN_WAIT 状态时，它会根据资源进入该状态的原因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
请参见第 475 页的“关于 resadminwait 事件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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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资源

1

在 VCS 之外执行必要的操作以使所有资源都处于所需的状态。

2

通过执行以下命令验证资源是否处于所需的状态：
hagrp -clearadminwait group -sys system

此命令会清除所有资源的 ADMIN_WAIT 状态。如果 VCS 仍检测到有的资源未
处于所需状态，它会将这些资源重新设置为 ADMIN_WAIT 状态。

3

如果资源仍处于 ADMIN_WAIT 状态，请重复步骤 1 和步骤 2，或者发出以下
命令阻止 VCS 将资源设置为 ADMIN_WAIT 状态：
hagrp -clearadminwait -fault group -sys system

此命令可产生下列结果：
■

■

如果由于原因 0 或 1 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则会将资源状态设置为
ONLINE|UNABLE_TO_OFFLINE。
■

0 = off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

1 = offline 函数无效。

如果由于原因 2、3 或 4 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则会将资源状态设置
为 FAULTED。请注意，如果由于以上原因将资源设置为 FAULTED，则不
会调用 CLEAN 函数。在调用此命令前，验证处于 ADMIN-WAIT 状态的资
源已处于完全的 OFFLINE 状态。
■

2 = on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

3 = online 函数无效。

■

4 = 资源意外脱机。

如果服务组有一个处于 ADMIN_WAIT 状态的资源，则不能对该资源执行下列
服务组操作： 联机、脱机、切换和刷新。另外，在资源处于 ADMIN_WAIT 状
态时，不能使用 hastop 命令。 发生这种情况时，您只能将 hastop 命令与 -force
选项一起使用。

关于控制故障传播
FaultPropagation 属性定义资源故障是否沿着资源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该属性还
定义资源故障是否导致服务组故障转移。
您可以将 FaultPropagation 属性配置为以下可能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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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FaultPropagation 属性设置为 1（默认），则资源故障会沿着依赖关系树向
上传播。如果该路径中有关键资源，在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 时，服务组
将脱机并进行故障转移。

■

如果 FaultPropagation 设置为 0，则资源故障保留在该资源级别。VCS 不会使
依赖关系树脱机，从而阻止了故障转移。如果服务组中的资源保持联机状态，
则服务组将一直处于 PARTIAL|FAULTED 状态。如果所有的资源都处于脱机或
故障状态，则服务组将一直处于 OFFLINE| FAULTED 状态。

资源发生故障时，VCS 会触发 resfault 触发器，并发送一个 SNMP 陷阱。该触发
器是在资源发生故障的系统上调用的，它包含发生故障的资源的名称。

自定义的行为图解
本主题说明了 ManageFaults 和 FaultPropagation 属性在处理资源故障时如何更改
VCS 行为。
图 11-6 解释了图例或资源颜色代码。
图 11-6

图例和资源颜色代码

示例情形： 资源的父资源为关键资源且 ManageFaults=NONE
图 11-7 显示了含有五个资源的一个服务组示例。将资源 R2 的组的 ManageFaults
属性设为 NONE。
图 11-7

情形： 资源的父资源为关键资源且 ManageFaults=NONE

如果资源 R2 出现故障，该资源将被标记为 ONLINE|ADMIN_WAIT。 不会为该资
源调用 Clean 函数。VCS 不会使其他任何资源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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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情形： 资源的父资源为关键资源且 FaultPropagation=0
图 11-8 显示了 FaultPropagation 属性设置为 0 的示例。
图 11-8

情形： 资源的父资源为关键资源且 FaultPropagation=0

资源 R2 发生故障时，调用 Clean 函数，并将资源标记为出现故障。 故障不会沿着
树向上传播，而且该组也不会进入脱机状态。

关于防止并发冲突
如果故障转移服务组在多个节点上联机，将增加数据损坏的风险。 通过将组的
ProPCV 属性设置为 1，可以配置包含用于防止并发冲突 (PCV) 的应用程序资源的
故障转移服务组。
注意：不能为并行服务组和混合服务组设置 ProPCV 属性。
当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均处于非活动状态时，或组在群集中某个节点上活动
（ONLINE、PARTIAL 或 STARTING）时，可以设置 ProPCV 属性。 如果服务组
已在群集中多个节点上联机，则无法设置 ProPCV 属性。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
组属性”。
如果 ProPCV 设置为 1，则无法使应用程序资源的 MonitorProcesses 属性或
StartProgram 属性中列出的进程在群集中任何其他节点上联机。如果尝试在任何其
他节点上启动 MonitorProcesses 属性或 StartProgram 属性中列出的进程，该进程
将在启动之前终止。因此，服务组不会发生并发冲突。

允许或阻止资源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启动
如果在群集中某个节点上使资源联机，则必须禁止该资源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
下在群集中任何其他节点上联机。通过确保资源无法在多个节点上联机，可以防止
数据损坏，并确保通过 VCS 实现高可用性。
包含应用程序资源的服务组的 ProPCV 属性可确定是否允许应用程序资源的进程在
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启动。必须向 IMF 注册应用程序类型资源以进行脱机监视
或联机监视。ProPCV 仅适用于在应用程序类型资源的 MonitorProcesses 属性或
Start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进程。有关 propcv action 代理函数的信息以及何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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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向 IMF 注册应用程序资源以进行脱机监视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注意：目前，ProPCV 仅适用于应用程序类型资源。
在 propcv action 代理函数超时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amfregister 命令将资源标记为
以下几种之一：
■

允许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联机的资源。

■

不允许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联机的资源。此类启用了 ProPCV 的资源不能
在群集中多个节点上联机。

允许资源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启动
键入以下命令：

◆

amfregister -r reapername -g resourcename -P a

例如： amfregister -r VCSApplicationAgent -g app1 -P a
如果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调用或通过命令行调用，应用程序资源 app1 可
以启动。
防止资源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启动
键入以下命令：

◆

amfregister -r reapername

g resourcename

P p

例如： amfregister -r VCSApplicationAgent -g app1 -P p
如果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调用或通过命令行调用，应用程序资源 app1 无
法启动。
在上面的示例中，
■

reapername 是代理，其名称显示在 amfstat 输出的 Registered Reapers 部分。
对于应用程序资源，reapername 为 VCSApplicationAgent。

■

选项 r 指示 Reaper 或代理的名称显示在 amfstat 命令输出的 Registered
Reapers 部分下。 对于应用程序资源，Reaper 名称为 VCSApplicationAgent。

■

resourcename 是资源名称。

■

选项 g 指示资源的名称。 在上述示例中，应用程序资源为 app1。

■

选项 P 指示是允许还是阻止资源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启动。
■

参数 a 表示资源可以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启动。

■

参数 p 表示资源不能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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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CV 的限制
存在以下限制：
■

仅当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应用程序类型资源的 IMF 属性的 Mode 值都设置为
3 时，才支持 ProPCV 功能。

■

对于以下情况，ProPCV 功能不提供并发保护：

■

■

当您修改资源类型的 IMFRegList 属性时。

■

当您修改资源类型的 IMFRegList 属性中包含的任何值时。

如果您为 ProPCV 配置应用程序类型的资源，请注意以下事项：
■

如果您运行进程时更改了参数顺序，ProPCV 功能将无法防止此进程执行。
例如，单一命令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运行：
/usr/bin/tar -c -f a.tar
/usr/bin/tar -f a.tar -c

仅当您运行此进程的方式与其在资源配置中配置的方式相同时，ProPCV 功
能才会发挥作用。

■

■

如果有多种方式或多个命令可用来启动某进程，那么仅在该进程按在资源配
置中指定的方式启动时，ProPCV 才会防止该进程启动。

■

如果该进程是使用脚本启动的，则该脚本必须将解析程序路径作为第一行，
并以 #! 开头。例如，shell 脚本应以 #!/usr/bin/sh 开头

当故障转移服务组自动禁用时，可以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使进程联机。
例如：
■

当您在某个节点上使用 hastop -local 命令或 hastop -local -force 命
令时。

检测到节点状态为 FAULTED，但因 HAD 退出导致已达到节点的
ShutdownTimeout 值。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故障转移服务组已在未运行 VCS 引擎的另一个节点上联
机，您也可以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使进程在节点上联机。
■

■

在将服务组的 ProPCV 设置为 1 之前，必须确保没有任何在该组的应用程序资
源的 MonitorProcesses 属性或 StartProgram 属性中指定的进程正在资源已脱
机的任何节点上运行。如果应用程序资源在其 MonitorProcesses 属性中列出两
个进程，这两个进程都需要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脱机。 如果节点只有一个正
在运行的进程，而且组的 ProPCV 设置为 1，您仍然可以在另一个节点上启动第
二个进程，因为应用程序代理无法对应用程序资源的各个进程执行选择性脱机
监视或联机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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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某个启用 ProPCV 的服务组既有一些应用程序资源也有一些非应用程序资
源（不能配置使用 ProPCV），该组仍然可能陷入非应用程序类型资源的并发冲
突。 当服务组在某个节点上活动时，可以在不受 VCS 控制的情况下使非应用程
序类型资源在另一个节点上联机。 在这种情况下，将调用并发冲突触发器。

■

对于在容器（如本地区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不支持 ProPCV 功能。

■

当为某个组启用 ProPCV 时，AMF 驱动程序根据向 AMF 驱动程序进行的进程
脱机注册，阻止某些进程启动。 如果启动其路径名和参数与已注册事件匹配的
进程，且为这个已注册的事件设置了阻止操作，则阻止该进程启动。 除此之外，
如果参数匹配，即使只有正在启动的进程的基本名称与已注册事件的路径名的
基本名称相匹配，AMF 驱动程序也会阻止该进程启动

■

甚至在启用了 ProPCV 的情况下，AMF 驱动程序也只能阻止路径名和参数与已
向 AMF 驱动程序注册的事件匹配的进程启动。 如果以某种其他方式（例如使用
完全不同的路径名）启动同一进程，则 AMF 驱动程序不会阻止进程启动。 此行
为与 AMF 驱动程序针对进程脱机监视的操作一致。

支持有意脱机功能的资源的 VCS 行为
当某个应用程序失去 VCS 的控制而被有意关闭时，某些代理可以识别出来。
对于支持此功能的代理，如果管理员有意关闭某个不受 VCS 控制的应用程序，则
VCS 不会将其视为故障。根据服务组中其他资源的状态，VCS 可将服务组状态设
置为脱机或部分。
此功能允许管理员停止应用程序，而不会导致故障转移。此功能适用于 V51 代理。

关于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
要配置某个资源以识别某个已配置的应用程序的有意脱机，请将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设置为 1。将该属性设置为其默认值 0 会禁用此功能。IntentionalOffline 是类
型级别属性而不是资源级别属性。
您可以将 IntentionalOffline 属性配置为以下可能的值：
■

如果将该属性设置为 1：如果该应用程序不受 VCS 控制而被有意停止，则该资
源会进入 OFFLINE 状态。此属性在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不会影响 VCS 行为。
如果受管理的相应应用程序出现故障，VCS 会使资源不断出错。

■

如果将该属性设置为 0：如果该应用程序不受 VCS 控制而被有意停止，则该资
源会进入 FAULTED 状态。

关于 ExternalStateChange 属性
当某个已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有意启动或停止时，使用
ExternalStateChange 属性可控制服务组行为。
该属性定义使资源不受 VCS 控制而有意联机或脱机时 VCS 如何处理服务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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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表 11-5 中列出的值配置 ExternalStateChange 属性。
表 11-5

ExternalStateChange 属性值

属性值

服务组行为

OnlineGroup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启动，则 VCS 会使相应的服务
组联机。如果尝试在某个冻结的节点或服务组上启动该应用程序，则解冻
节点或服务组后，VCS 会立即使相应的服务组联机。

OfflineGroup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在 VCS 控制之外被停止，则 VCS 会使相应的服务组
脱机。

OfflineHold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在 VCS 控制之外被停止，则 VCS 会将相应的 VCS
资源的状态设置为脱机。VCS 不会使任何父资源或该服务组脱机。

OfflineHold 和 OfflineGroup 互相排斥。

服务组重新启动时的 VCS 行为
当服务组重新启动时，VCS 引擎的行为由某些服务组级属性确定。

非持久性资源重新启动时的 VCS 行为
当 VCS 引擎尝试使发生故障的非持久性资源联机时，OnlineRetryLimit 和
OnlineRetryInterval 属性将确定 VCS 的行为。
使用 OnlineRetryLimit 属性，可以在服务组中的非持久性资源发生故障时重新使该
服务组在同一系统上联机。如果服务组出于某种原因无法重新启动，VCS 引擎将不
断尝试使服务组联机，直到达到 OnlineRetryLimit 指定的尝试次数为止。
不过如果 OnlineRetryInterval 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则已成功重新启动的服务组将再
次出现故障；服务组应进行故障转移。即使属性 OnlineRetryLimit 为非零，仍不应
在同一系统上重试服务组。这可防止组在同一系统上连续出现故障并重新启动。以
秒为单位测量时间间隔。

持久性资源从故障状态转换为联机状态时的 VCS 行为
在以下情况下，AutoRestart 属性将确定 VCS 的行为：
■

由于持久性资源发生故障，服务组无法自动启动

■

服务组无法故障转移

稍后当持久性资源从 FAULTED 状态转换为 ONLINE 状态时，如果 AutoRestart 属
性设置为 1 或 2，VCS 引擎会尝试使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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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AutoRestart 设置为 1，VCS 引擎将重新启动服务组。如果 AutoRestart 设置
为 2，VCS 引擎将先清除服务组中所有发生故障的非持久性资源的故障，然后在同
一系统上重新启动服务组

关于在资源级别控制 VCS 行为
可以在资源级别控制 VCS 行为。请注意，在代理框架向 VCS 引擎声明故障之前，
不会将资源视为出现故障。
某些属性影响在通知 VCS 引擎发生故障之前，VCS 代理框架对单独资源出现的问
题做出反应的方式。

控制资源行为的资源类型属性
下列属性影响在通知 VCS 引擎发生故障之前，VCS 代理框架对单独资源出现的问
题做出反应的方式。

关于 RestartLimit 属性
RestartLimit 属性定义在通知引擎出现故障之前，VCS 是否尝试重新启动发生故障
的资源。
如果 RestartLimit 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则代理会在声明资源出现故障之前，尝试重
新启动该资源。重新启动出现故障的资源时，代理框架将先调用 Clean 函数，然后
调用 Online 函数。不过，将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 可防止调用 Clean
函数，并可防止重试调用 Online 函数。

关于 OnlineRetryLimit 属性
OnlineRetryLimit 属性指定初次尝试使资源联机未成功的情况下，重试调用 Online
函数的次数。
如果 OnlineRetryLimit 设置为非零值，则代理框架将先调用 Clean 函数，然后重新
运行 Online 函数。将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 可防止调用 Clean 函数，
并可防止重试 Online 操作。

关于 ConfInterval 属性
ConfInterval 属性定义资源必须保持无故障联机状态多长时间后才清除上一次遇到
的问题。 该属性控制 VCS 清除 RestartCount、ToleranceCount 和
CurrentMonitorTimeoutCount 值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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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ToleranceLimit 属性
ToleranceLimit 属性定义监视例程返回脱机状态多少次后才声明资源脱机。当某个
资源因繁忙而貌似脱机时，通常会使用该属性。通过将该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可指
示 VCS 允许多个失败的监视周期并期待资源最终做出响应。通过设置非零
ToleranceLimit，还可延长对实际故障做出响应所需的时间。

关于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定义 VCS 是否将 Monitor 函数超时解释为资源故障。
如果该属性设置为 0，则 VCS 不会将 Monitor 超时视为资源故障。如果该属性设置
为 1，则 VCS 会将超时解释为资源故障，且代理会调用 Clean 函数以关闭资源。
默认情况下，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设置为 4。这意味着必须在 Monitor 函
数连续超时四次后才将资源标记为出现故障。第一个 Monitor 超时一小时后，系统
会重置第一个 Monitor 超时计时器和超时次数计数器。

VCS 如何处理资源故障
本节介绍在资源发生故障时，VCS 通过怎样的步骤来决定操作过程。

联机资源出现故障时的 VCS 行为
在以下示例中，VCS 收到的报告说处于联机状态的一个资源在代理没有命令它脱机
的情况下正在脱机。
当联机资源出现故障时，VCS 会执行下列步骤：
■

VCS 首先会验证 Monitor 例程是否在要求的时间内成功完成。如果确实成功完
成，VCS 将检查由 Monitor 例程返回的退出代码。如果 Monitor 例程没有在要
求的时间内完成，VCS 将查看 FaultOnMonitorTimeouts (FOMT) 属性。

■

如果 FOMT=0，则在 Monitor 例程超时的情况下不会将资源视为发生故障。VCS
会将资源视为联机，并根据监视间隔定期监视该资源。
如果 FOMT=1 或者更大值，则 VCS 会将 CurrentMonitorTimeoutCount (CMTC)
与 FOMT 的值进行比较。如果 monitor 超时计数尚未用完，CMTC 将增大，并
且 VCS 会在下一次循环中监视该资源。

■

如果 FOMT= CMTC，就意味着可用的 monitor 超时计数已经用完，VCS 必须
立即执行更正操作。VCS 检查服务组的 Frozen 属性。如果冻结了服务组，则
VCS 会声明资源出现故障，并调用 resfault 触发器。不会采取进一步操作。

■

如果未冻结服务组，VCS 将检查服务组的 ManageFaults 属性。如果
ManageFaults 属性设置为 NONE，则 VCS 会将资源标记为
ONLINE|ADMIN_WAIT，并触发 resadminwait 触发器。如果 ManageFaults 属
性设置为 ALL，则 VCS 将因 Monitor Hung 原因而调用 Clean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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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Clean 函数成功（即 Clean 退出代码 = 0），则 VCS 会检查 RestartLimit
属性的值。如果 Clean 失败（退出代码 = 1），则资源将保持联机，且状态为
UNABLE TO OFFLINE。VCS 触发 resnotoff 触发器，并重新监视资源。

■

如果 Monitor 例程没有超时，则它会将资源的状态返回为处于联机或脱机状态。

■

如果 ToleranceLimit (TL) 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则监视周期将连续返回 offline（退
出代码 = 100）（返回的次数由 ToleranceLimit 指定），并增大 ToleranceCount
(TC) 的值。如果 ToleranceCount 等于 ToleranceLimit (TC = TL)，则代理声明
资源已出现故障。

■

如果 Monitor 例程在监视周期过程中返回 online（退出代码 = 110），则代理不
会采取进一步操作。如果资源在 ConfInterval 属性指定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联
机状态，则 ToleranceCount 属性将重新设置为 0。
如果在重新设置 ToleranceCount 之前检测到资源处于脱机状态的次数与
ToleranceLimit 指定的次数相同 (TC = TL)，则将资源视为出现故障。

■

代理确定资源未联机后，VCS 将检查服务组的 Frozen 属性。如果冻结了服务
组，则 VCS 会声明资源出现故障，并调用 resfault 触发器。不会采取进一步操
作。

■

如果未冻结服务组，VCS 将检查 ManageFaults 属性。如果
ManageFaults=NONE，则 VCS 会将资源状态标记为 ONLINE|ADMIN_WAIT，
并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如果 ManageFaults=ALL，VCS 将调用 Clean 函
数，同时将 CleanReason 设置为 Unexpected Offline。

■

如果 Clean 函数失败（退出代码 = 1），则资源将保持联机，且状态为 UNABLE
TO OFFLINE。VCS 触发 resnotoff 触发器，并重新监视资源。将针对资源循环
交替调用 Monitor 和 Clean 函数，直到 Clean 函数成功或发生用户干预。

■

如果 Clean 函数成功，VCS 将检查 RestartLimit (RL) 属性的值。如果该属性设
置为非零值，则 VCS 会增加 RestartCount (RC) 属性的值，并调用 Online 函
数。此过程将一直进行，直到 RestartLimit 的值与 RestartCount 的值相等。此
时，VCS 将尝试监视资源。

■

如果 Monitor 返回一个联机状态，则 VCS 会将资源视为联机，并继续进行定期
监视。如果 monitor 返回一个脱机状态，则资源被视为出现故障，VCS 会根据
服务组配置采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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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无法联机时的 VCS 行为
在以下示例中，代理框架为脱机资源调用 Online 函数。资源状态更改为 WAITING
TO ONLINE。
当资源未能联机时，VCS 会执行下列步骤：
■

如果 Online 函数超时，VCS 将检查 ManageFaults 属性的值。

■

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NONE，则资源状态更改为 OFFLINE|ADMIN_WAIT。
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ALL，则 VCS 将调用 Clean 函数，同时将
CleanReason 设置为 Online Hung。

■

如果 Online 函数没有超时，则 VCS 将调用 Monitor 函数。如果资源处于联机状
态，则 Monitor 例程返回退出代码 110。否则，Monitor 例程返回退出代码 100。

■

VCS 将检查 OnlineWaitLimit (OWL) 属性的值。该属性定义监视周期返回脱机
状态多少次后代理框架才声明资源发生故障。每个后续监视周期都会增大
OnlineWaitCount (OWC) 属性的值。如果 OWL= OWC（或 OWL= 0），则 VCS
确定资源已出现故障。

■

然后，VCS 会检查 ManageFaults 属性的值。如果 ManageFaults 设置为
NONE，则资源状态更改为 OFFLINE|ADMIN_WAIT。
如果将 ManageFaults 设置为 ALL，则 VCS 会调用 Clean 函数，同时会将
CleanReason 设置为 Online Ineffective。

■

如果 Clean 函数不成功（退出代码 = 1），则代理将监视资源。它确定资源已脱
机，并会调用 Clean 函数，同时会将 Clean Reason 设置为 Online Ineffective。
此循环将一直进行，直到 Clean 函数成功，之后，VCS 将重新设置
OnlineWaitCount 的值。

■

如果 OnlineRetryLimit (ORL) 设置为非零值，则 VCS 增大 OnlineRetryCount
(ORC) 的值，并调用 Online 函数。这样可以使该循环从头开始。如果 ORL =
ORC 或者 ORL = 0，则 VCS 认为 Online 操作已失败，并声明资源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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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资源出现故障后的 VCS 行为
声明资源出现故障之后，VCS 将触发 resfault 触发器，并检查 FaultPropagation 属
性的值。
声明资源出现故障后，VCS 将执行下列步骤：
■

如果 FaultPropagation 设置为 0，则 VCS 不会使其他资源脱机，并将组的状态
更改为 OFFLINE|FAULTED 或 PARTIAL|FAULTED。服务组不进行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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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FaultPropagation 设置为 1，则 VCS 将使出现故障资源的依赖路径（直到
树的顶部）中的所有资源脱机。
■

然后，VCS 会检查依赖路径中是否存在任何关键资源。如果不存在关键资源，
则服务组仍会处于 OFFLINE|FAULTED 或 PARTIAL|FAULTED 状态。如果路
径中存在关键资源，则 VCS 将使服务组中的所有资源脱机，以准备进行故障转
移。

■

如果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0，则服务组不会进行故障转移，它将保持在故
障状态。如果 AutoFailOver 设置为 1，则 VCS 会检查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
是否存在可用于故障转移的备选系统。如果不存在合适的系统，则组将保持在
故障状态，且 VCS 将调用 nofailover 触发器。如果存在符合条件的系统，则
VCS 将检查 FailOverPolicy 以确定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的最合适目标系统。

■

如果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Load，则可能会由于 Service Group Workload
Management 对服务组和系统设置了很多限制而出现 NoFailover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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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动资源时的 VCS 行为
当资源重新启动时 VCS 代理的行为由某些资源级属性确定。

当 online 代理函数使资源联机失败时的 VCS 行为
可以使用 OnlineRetryLimit 属性指定代理应尝试使资源联机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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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脱机时的 VCS 行为
使用 RestartLimit 属性可以指定在 VCS 引擎将资源声明为 FAULTED 状态之前，
代理可以尝试使该资源联机的次数。
ToleranceLimit 属性定义在将资源声明为 FAULTED 状态之前，monitor 代理函数
可以返回无效的 OFFLINE 的次数。如果 ToleranceLimit 值较大，可能会延长检测
到确实出现故障的资源的时间。
例如，假定某个资源的 RestartLimit 设置为 2，ToleranceLimit 设置为 3，且资源状
态为 ONLINE。如果下一次监视时检测到资源状态为 OFFLINE，代理将等待下一个
监视周期，而不触发重新启动。在触发重新启动之前，代理最多等待 3
(ToleranceLimit) 个监视周期。
在以下情况下，RestartLimit 和 ToleranceLimit 属性将确定 VCS 的行为：
■

资源状态为 ONLINE 时，考虑 RestartLimit 属性，下一个监视周期检测到资源
状态为 OFFLINE 并且达到 ToleranceLimit。

■

资源将要联机时，考虑 OnlineRetryLimit 属性。

关于禁用资源
禁用资源意味着资源不再受 VCS 代理监视，并且不能使资源联机或脱机。 代理在
资源启用后才开始监视资源。资源属性 Enabled 确定资源已启用还是已禁用。持久
性资源的所有父资源都处于脱机状态时，可以禁用该持久性资源。非持久性资源处
于 OFFLINE 状态时，可以禁用该非持久性资源。

何时禁用资源
通常，在服务组中的一个或多个资源遇到问题、需要禁用资源以使服务组保持联机
状态或使其联机时，会禁用资源。
注意：在需要禁用整个服务组时，不能选择禁用某一个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请将
该服务组的 Enabled 属性设置为 0。
在 VCS 运行时使用以下命令禁用资源：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Enabled 0

要在 VCS 启动时最初禁用资源，请在 main.cf 中将资源的 Enabled 属性设置为 0。

禁用资源的限制
当 VCS 正在运行时，要先满足特定的先决条件，然后才能成功禁用资源。
■

不能禁用处于联机状态的非持久性资源。它必须处于彻底的 OFFLINE 状态。
（状态必须为 OFFLINE，并且 IState 必须为 NOT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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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资源是持久性资源，而且在某些系统上的状态为 ONLINE，则所有依赖资源
（父资源）必须都处于彻底的 OFFLINE 状态。（状态必须为 OFFLINE，并且
IState 必须为 NOT WAITING。）

因此，在禁用资源之前，可能要求使该资源（如果为非持久性资源）和该服务组中
的其他资源脱机。

禁用资源时的其他注意事项
禁用资源时的其他注意事项如下：
■

使包含已禁用的资源的组联机时，联机事务不会传播到已禁用的资源。只有其
他已启用资源需要已禁用资源的子资源时，VCS 才会使这些子资源联机。

■

如果需要，可以使已禁用资源的子资源联机。

■

使包含已禁用资源的组脱机时，脱机事务会传播到已禁用资源。

■

如果服务组是 hagrp -online -propagate 操作或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操作的一部分，并且服务组中的资源已禁用，则资源可能无法完成其联机操作
或脱机操作。在这种情况下，请将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设置为 0。
在 hagrp online -propagate 操作中，如果子服务组无法联机，则父服务组也
无法联机。因此，当子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值 1 清除时，其依赖关系树中
所有父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值也会清除。当父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值
2 清除时，其依赖关系树中所有子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值也会清除。

本节显示了如何使包含已禁用资源的服务组联机。
图 11-9 显示 Resource_3 已禁用。使服务组联机时，VCS 仅能使 Resource_1 和
Resource_2 联机（Resource_2 首先联机），因为 VCS 将 Resource_3 识别为已
禁用。根据联机逻辑，该事务不会传播到已禁用资源。
情形：事务没有传播到已禁用的资源 (Resource_3)

图 11-9

机

Resource_1

联

Resource_2

Resource_3
Resource_3 已禁用。

Resource_4

Resource_4
处于脱机状态。

Resource_5

Resource_5
处于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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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 显示 Resource_2 已禁用。使服务组联机时，资源 1、3、4 也将联机
（Resource_4 首先联机）。请注意，作为已禁用资源的子资源，Resource_3 将联
机，这是因为 Resource_1 处于启用状态，且依赖于该资源。
图 11-10

情形：已禁用资源 (Resource_3) 的子资源已联机

Resource_1

Resource_2
Resource_2 已禁用。

联机

Resource_3

Resource_4

已禁用资源对组状态有何 影响
使某个服务组联机时，如果该组包含 AutoStart 属性设置为 1 的非持久性已禁用资
源，则该组的状态为 PARTIAL，即使 Autostart=1 的已启用资源处于联机状态也是
如此。 这是因为在设置组状态时考虑了已禁用资源。
在 AutoStart 设置为 1 的已启用资源处于 ONLINE 状态时，为了使组也处于 ONLINE
状态，请将已禁用的非持久性资源的 AutoStart 属性设置为 0。

更改代理文件路径和二进制文件
默认情况下，VCS 从路径 $VCS_HOME/bin/AgentName/AgentNameAgent 运行代
理二进制文件。 例如，/opt/VRTSvcs/bin/FileOnOff/FileOnOffAgent。
通过指定下列属性的值，可以指示 VCS 运行其他的代理二进制文件集或脚本集。
■

AgentFile：
如果代理二进制文件的名称与资源类型的名称不同，请为此属性指定一个值。
例如，如果资源类型为 MyApplication，而代理二进制文件的名称为 MyApp，请
将 AgentFile 属性设置为 MyApp。 对于基于脚本的代理，可以将 AgentFile 配
置为 /opt/VRTSvcs/bin/ScriptAgent。

■

AgentDirectory：
如果代理未安装在默认位置，请为此属性指定一个值。
指定代理目录后，VCS 将在该代理目录中查找代理文件 (AgentNameAgent)。
如果该代理文件名不符合 AgentNameAgent 约定，请配置 AgentFile 属性。
举例来说，如果 MyApplication 代理安装在
/opt/VRTSvcs/bin/CustomAgents/MyApplication，则将此路径指定为该属性的
值。 如果代理文件的名称不是 MyApplicationAgent，则配置 AgentFile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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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设置这些属性，并且代理不是安装在默认位置，则 VCS 会在
/opt/VRTSagents/ha/bin/AgentName/AgentNameAgent 位置查找代理。
更改代理的路径
◆

在配置代理的某个资源之前，请设置代理资源类型的 AgentFile 和 AgentDirectory
属性。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AgentFile \"binary_name"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AgentDirectory \"complete_path_to_agent_binary"

存储连接断开时的 VCS 行为
当节点失去与共享存储的连接时，对卷执行的输入输出操作 (I/O) 将返回错误，磁
盘组将被禁用。在这种情况下，VCS 必须将该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一节点。此故障
转移可确保应用程序可以访问共享存储。故障转移涉及以下操作：从一个节点中逐
出磁盘组，并将其导入到另一个节点。不过，必须首先完成暂停的 I/O，然后才能
逐出已禁用的磁盘组。
如果没有与存储建立连接就无法完成暂停的 I/O。当 VCS 未配置 I/O 防护、且磁盘
组的 PanicSystemOnDGLoss 属性未配置为使系统发生混乱时，VCS 认为正在对
磁盘进行读取或写入数据操作，因此不会声明 DiskGroup 资源处于脱机状态。此行
为可防止将磁盘组同时导入两个主机，从而避免可能由此造成的数据损坏。但是，
这也意味着服务组会在未与存储连接的节点上保持联机状态，且服务组无法进行故
障转移，除非管理员进行干预。这会影响应用程序的可用性。
一些光纤通道 (FC) 驱动程序具有称为 failover 的可配置参数，该参数定义驱动程序
重试 I/O 命令多少秒后返回一个错误。如果将 failover 参数设置为 0，则不会限制
FC 驱动程序重试 I/O 的次数，并且不会返回错误 ，即使断开了与存储的连接时也
是如此。这样还将导致 DiskGroup 的 Monitor 函数超时，并阻止该服务组进行故障
转移，除非管理员进行干预。

磁盘组配置和 VCS 行为
表 11-6 说明磁盘组的状态以及 failover 属性如何定义节点与共享存储断开连接时的
VCS 行为。
表 11-6

磁盘组状态和 failover 属性定义 VCS 行为

情形

磁盘组状态

Failover 属性

存储连接断开时的
VCS 行为

1

Enabled

N秒

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
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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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磁盘组状态

Failover 属性

存储连接断开时的
VCS 行为

2

Disabled

N秒

DiskGroup 资源保持联
机状态。
不进行故障转移。

3

Enabled

0

DiskGroup 资源保持
monitor 超时状态。
不进行故障转移。

4

Disabled

0

DiskGroup 资源保持联
机状态。
不进行故障转移。

VCS 属性如何控制与存储断开连接时的行为
您可以配置 VCS 属性以确保与共享存储断开连接时节点发生混乱。这种混乱可导
致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另一个节点。
由于操作系统无法将缓冲区高速缓存转储到磁盘，因此系统重新启动或关闭可能会
使系统处于挂起状态。此混乱运行状态可确保 VCS 不用等待 I/O 完成就可以触发故
障转移机制，因此确保了应用程序的可用性。然而，重新启动节点时可能必须执行
文件系统检查。
下列磁盘组代理属性定义与存储断开连接时的 VCS 行为：
PanicSystemOnDGLoss

定义与存储断开连接或 Monitor 超时时代理是
否使系统发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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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Monitor 连续超时的次数，超过该次数之
后，VCS 将调用 Clean 函数以将资源标记为
FAULTED 或者重新启动资源。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如果将该属性设置为 0，则 VCS 不会将 Monitor
超时视为资源故障。默认情况下，该属性设置
为 4。这意味着 Monitor 函数必须连续超时四
次后 VCS 才可将资源标记为出现故障。
在 DiskGroup 代理的 Monitor 函数超时的情况
下（上表中的情形 3），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定义 VCS 何时
将资源解释为已发生故障并调用 Clean 函数。
如果 CleanReason 为 monitor hung，则系统
会发生混乱。
有关这些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磁盘组被禁用时的 VCS 行为
图 11-11 介绍了针对已禁用磁盘组的 VCS 行为。
磁盘组被禁用时的 VCS 行为

图 11-11
磁盘且
状态为
已禁用
监视
I/O

PanicSyst
emOnDG
的值丢失？

否

防护

0

记录磁盘组
错误

不进行故障
转移

是
1, 2
PanicSyst
emOnDG
的值丢失？

0
记录磁盘组
错误

系统混乱

1, 2

（转储、崩溃并

停止进程）
Clean
入口点

尝试
逐出磁盘组

触发
故障转移

有关确保应用程序可用性的建议
Symantec 提出了下列建议，以确保在节点与共享存储断开连接时保持应用程序的
可用性和数据的完整性：
■

请勿将 FC 驱动程序的 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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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将 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0，请将 DiskGroup 资源类型的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值设置为一个有限值。
■

如果您使用 I/O 防护，请按照要求将 DiskGroup 资源的 PanicSystemOnDGLoss
属性设置为相应的值。这样可以确保系统与共享存储断开连接时发生混乱，并
使得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另一节点。故障转移确保应用程序的可用性，而 I/O 防
护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
工作负载管理是一种负载平衡机制，它决定在启动期间或者在应用程序或服务器发
生故障后，由哪个系统来承载应用程序。
Service Group Workload Management 提供了相关工具，用于根据系统容量和资源
可用性对启动和故障转移位置做出智能决策。

关于启用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
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控制 VCS 选择故障转移目标系统的方式。将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Load 可启用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
请参见第 406 页的“ 关于在资源级别控制 VCS 行为”。

系统容量和服务组 负载
Load 和 Capacity 概念允许管理员定义服务器提供的资源的固定数量 (Capacity)，
以及特定服务组预期使用的资源的固定数量 (Load)。
系统属性 Capacity 设置服务器的固定负载处理容量。根据系统要求定义此属性。
服务组属性 Load 设置服务组的固定要求。根据应用程序要求定义此属性。
使服务组联机时，用系统的容量减去其负载就是可用的容量。VCS 在
AvailableCapacity 属性中维护该信息。
发生故障转移时，VCS 确定哪个系统的可用容量最高，并在该系统上启动服务组。
在涉及多个服务组的故障转移期间，VCS 将使故障转移决策序列化以便于基于负载
进行合适的选择。
系统容量是一个软限制，在某些情况下，Capacity 属性的值可以小于零。在某些运
行状况下（包括层叠故障），AvailableCapacity 属性的值可能为负值。

静态负载与动态负载
动态负载是 Service Group Workload Management 框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件。
通常，HAD 使用下面的函数设置剩余的容量：
AvailableCapacity = Capacity -（所有联机服务组的 Load 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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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定义了 DynamicLoad 属性，其值将覆盖计算所得的 Load 值之和，该函数变
为：
AvailableCapacity = Capacity - DynamicLoad
与估算的服务组负载（静态负载）相比，这可以更好地控制系统负载值。不过，这
要求在 VCS 之外安装和维护负载估算软件包。它还要求手动修改配置文件 main.cf。
请注意，DynamicLoad（使用 hasys -load 指定）是作为整数而非百分比值从
Capacity 中减去的。 例如，如果系统的容量是 200，负载估算软件包确定服务器负
载是总容量的 80％，则必须通知 VCS DynamicLoad 值为 160（而非 80）。

关于过载 警告
过载警告提供 Load 策略的通知组件。 如果服务器保持预设的负载级别（由
LoadWarningLevel 属性设置）的时间达到了预设时间（由 LoadTimeThreshold 属
性设置），VCS 将调用 loadwarning 触发器。
请参见第 470 页的“使用事件触发器”。
请参见第 742 页的System attributes。
loadwarning 触发器是用户定义的脚本或应用程序，用于执行特定的操作。当系统
负载超出 LoadWarningLevel 的时间达到 LoadTimeThreshold 时，会调用一次该触
发器。在 LoadTimeCounter 重置之前不会重新调用该触发器，LoadTimeCounter
确定系统负载已高于 LoadWarningLevel 的秒数。

系统限制和服务组先决条件
Limits 是一个系统属性，用于指定系统上可用的资源数，包括共享内存段数和信号
数。
Prerequisites 是一个服务组属性，帮助管理应用程序先决条件。例如，某个数据库
可能需要三个内存段和 10 个信号。VCS Load 策略确定哪些系统满足应用程序条
件，并从中选择负载最少的系统。
如果某个系统不满足为服务组定义的先决条件，则不能使服务组在该系统上联机。
配置这些属性时，请首先定义服务组的先决条件，然后定义相应的系统限制。每个
系统可以具有不同的限制，并且组先决条件和系统限制的数量没有上限。服务组先
决条件和系统限制可以按任意顺序显示。
还可以使用这些属性将群集配置为 N 对 1 或者 N 对 N。例如，要确保在系统上一
次只能有一个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请将下列条目添加到每个组和系统的定义中：
Prerequisites = { GroupWeight = 1 }
Limits = { GroupWeight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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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限制和组先决条件不受 FailOverPolicy 的制约。先决条件确定可以在其上启动
服务组的符合条件的系统。如果创建了系统列表，则 HAD 遵循已配置的
FailOverPolicy。

关于容量和限制
在选择某个节点作为故障转移目标时，VCS 将选择满足服务组的先决条件并且可用
容量最大的系统。如果有多个系统满足先决条件，并且可用容量相同，VCS 将选择
SystemList 中按词汇顺序首先出现的系统。
可用容量低于由 LoadWarningLevel 属性设置的百分比的系统，以及承载该负载的
时间超过由 LoadTimeThreshold 属性指定的时间的系统，将调用 loadwarning 触发
器。

用于说明工作负载管理的示例配置
本主题列出了一些使用这些概念的示例配置。

系统和服务组 定义
本示例中的 main.cf 显示了系统定义和服务组定义中的各种 Service Group Workload
Management 属性。
请参见第 697 页的“关于属性及其定义”。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SGWM-demo (
)
system LargeServer1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20, Semaphores=10, Processors=12 }
LoadWarningLevel = 90
LoadTimeThreshold = 600
)
system LargeServer2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20, Semaphores=10, Processors=12 }
LoadWarningLevel=70
LoadTimeThreshold=300
)
system MedServer1 (
Capacity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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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2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group G1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 0, LargeServer2 = 1,
MedServer1 = 2 , MedServer2 = 3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100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示例配置：基本的四节点群集
下面是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示例配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SGWM-demo
system Server1 (
Capacity = 100
)
system Server2 (
Capacity = 100
)
system Server3 (
Capacity = 100
)
system Server4 (
Capacity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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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G1 (
System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20
)
group G2 (
System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40
)
group G3 (
System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30
)
group G4 (
System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10
)
group G5 (
System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50
)
group G6 (
System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AutoStartPolicy =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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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30
)
group G7 (
System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20
)
group G8 (
System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Server1, Server2, Server3, Server4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40
)

请参见第 424 页的“关于 AutoStart 操作”。

关于 AutoStart 操作
在本配置中，假定组按照介绍各个组的顺序（即从 G1 到 G8）进行探查。组 G1 选
择 AvailableCapacity 值最大的系统。所有的系统都具有相同的可用容量，因此 G1
在 Server1 上启动，因为此服务器按词汇顺序排在第一个。然后是组 G2 到 G4 分
别在 Server2 到 Server4 上启动。
表 11-7 显示了在四个初始服务组联机的情况下，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 Autostart
群集配置。
表 11-7

基本四节点群集的 Autostart 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1

80

G1

Server2

60

G2

Server3

70

G3

Server4

90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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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组进入联机状态时，组 G5 将在 Server4 上启动，因为此服务器的
AvailableCapacity 值最大。然后组 G6 将在 AvailableCapacity 为 80 的 Server1 上
启动。组 G7 在 AvailableCapacity 为 70 的 Server3 上联机，G8 在
AvailableCapacity 为 60 的 Server2 上联机。
表 11-8 显示了在其他服务组联机的情况下，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 Autostart 群集
配置。
在其他服务组联机的情况下，基本四节点群集的 Autostart 群集
配置

表 11-8
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1

50

G1 和 G6

Server2

20

G2 和 G8

Server3

50

G3 和 G7

Server4

40

G4 和 G5

在此配置中，Server2 将在 600 秒后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因为它此时达到了
默认 LoadWarningLevel 的 80％。

关于故障情形
在第一种故障情形中，Server4 发生故障。组 G4 会选择 Server1，因为 Server1 和
Server3 的 AvailableCapacity 都为 50，而按词汇顺序 Server1 优先。然后，组 G5
在 Server3 上联机。通过将故障转移选择序列化，可完成基于负载的控制，而总故
障转移时间增加的时间不足 1 秒。
表 11-9 显示了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第一种故障情形下的群集配置。
表 11-9

第一种故障情形下的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1

40

G1、G6 和 G4

Server2

20

G2 和 G8

Server3

0

G3、G7 和 G5

在此配置中，Server3 将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以发出该服务器已过载的通知。
然后，管理员可以将组 G7 切换到 Server1 以平衡组 G1 和 G3 之间的负载。Server4
得到修复后，会以 AvailableCapacity 值为 100 的状态重新加入群集，这使其成为
最符合条件的故障转移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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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层叠故障情形
如果 Server3 在 Server4 完成修复之前就出现故障，则组 G3 将选择 Server1，组
G5 将选择 Server2，组 G7 将选择 Server1。这将导致以下配置：
表 11-10 显示了一个基本四节点群集的层叠故障情形。
表 11-10

基本四节点群集的层叠故障情形

服务器

可用容量

联机组

Server1

-10

G1、G6、G4、G3 和 G7

Server2

-30

G2、G8 和 G5

Server1 将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以发出该服务器已过载的通知。

示例配置：复杂的四节点群集
本示例中的群集包含两个较大的企业服务器（LargeServer1 和 LargeServer2）和
两个中型服务器（MedServer1 和 MedServer2）。该群集的四个服务组分别为 G1
到 G4，这些服务组具有不同的负载和先决条件。组 G1 和 G2 是具有特定共享内存
和信号要求的数据库应用程序。组 G3 和 G4 是中间层应用程序，没有特定的内存
或信号要求。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SGWM-demo (
)
system LargeServer1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20, Semaphores=10, Processors=12 }
LoadWarningLevel = 90
LoadTimeThreshold = 600
)
system LargeServer2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20, Semaphores=10, Processors=12 }
LoadWarningLevel=70
LoadTimeThreshold=300
)
system MedServer1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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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MedServer2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group G1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MedServer1,
MedServer2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100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group G2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MedServer1,
MedServer2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100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
)
group G3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MedServer1, MedServer2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30
)
group G4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MedServer1, MedServer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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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20
)

关于 AutoStart 操作
在此配置中，AutoStart 次序如下所示：
G1—LargeServer1
G2——LargeServer2
G3——MedServer1
G4 - MedServer2
群集启动时，所有组按次序开始探查。组 G1 和 G2 的 AutoStartList 分别为
LargeServer1 和 LargeServer2。当这些组进行探查时，它们会排队等候在其中的
一个服务器上联机，选择哪个服务器取决于 AvailableCapacity 值的大小。如果 G1
首先探查，它将选择 LargeServer1，因为 LargeServer1 和 LargeServer2 的
AvailableCapacity 都为 200，但是按词汇顺序 LargeServer1 优先。组 G3 和 G4
使用相同的算法确定其服务器。

关于正常操作
表 11-11 显示了一个复杂四节点群集的正常操作的群集配置。
表 11-11

复杂四节点群集的正常操作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LargeServer1

100

ShrMemSeg=10

G1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LargeServer2

100

ShrMemSeg=10

G2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MedServer1

70

ShrMemSeg=10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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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MedServer2

80

ShrMemSeg=10

G4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关于故障情形
在这种情形中，如果 LargeServer2 出现故障，则 VCS 将扫描组 G2 的 SystemList
中位于同一 SystemZone 的所有可用系统，并创建满足该组的先决条件的系统子
集。在这种情况下，LargeServer1 满足所有必需的 Limits。组 G2 在 LargeServer1
上联机。这将导致以下配置：
表 11-12 显示了一个复杂四节点群集的故障情形群集配置。
表 11-12

复杂四节点群集的故障情形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LargeServer1

0

ShrMemSeg=0

G1、G2

Semaphores=0
Processors=0
MedServer1

70

ShrMemSeg=10

G3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MedServer2

80

ShrMemSeg=10

G4

Semaphores=5
Processors=6

10 分钟 (LoadTimeThreshold = 600) 后，VCS 将在 LargeServer1 上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因为 LoadWarningLevel 超过了 90％。

关于层叠故障情形
在这种情形中，可以允许其他系统出现故障，因为每个系统都有足够的 Limits 来容
纳在其对等端上运行的服务组。如果 MedServer1 发生故障，它的组可以故障转移
到 MedServer2。
如果 LargeServer1 发生故障，在其上运行的两个组的故障转移是序列化的。按词
汇顺序首先出现的组 G1 将选择 MedServer2，因为该服务器满足必需的 Limits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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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AvailableCapacity 值。组 G2 将选择 MedServer1，因为它是剩余的系统中唯
一满足必需 Limits 的系统。

示例配置：服务器合并
以下配置具有复杂的八节点群集，该群集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数据库
服务器 LargeServer1、LargeServer2 和 LargeServer3 是企业系统。运行多个应用
程序的中间层服务器是 MedServer1、MedServer2、MedServer3、MedServer4 和
MedServer5。
在此配置中，数据库区域（系统区域 0）最多可以处理两个故障。每个服务器都有
最多可支持三个数据库服务组的 Limits。应用程序区域具有额外容量（分布在各个
服务器上）。
运行应用程序组的服务器将 Limits 指定为支持一个数据库，即使这些应用程序组未
使用先决条件。这可使数据库在系统区域之间进行故障转移，并在应用程序区域中
负载最少的服务器上运行。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SGWM-demo (
)
system LargeServer1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15, Semaphores=30, Processors=18 }
LoadWarningLevel = 80
LoadTimeThreshold = 900
)
system LargeServer2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15, Semaphores=30, Processors=18 }
LoadWarningLevel=80
LoadTimeThreshold=900
)
system LargeServer3 (
Capacity = 200
Limits = { ShrMemSeg=15, Semaphores=30, Processors=18 }
LoadWarningLevel=80
LoadTimeThreshold=900
)
system MedServer1 (
Capacity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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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2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3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4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system MedServer5 (
Capacity = 100
Limit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group Database1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100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group Database2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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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100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group Database3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100
Prerequisites = {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
)
group Application1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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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Application2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50
)
group Application3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50
)
group Application4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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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50
)
group Application5 (
SystemList = { LargeServer1, LargeServer2, LargeServer3,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SystemZones = { LargeServer1=0, LargeServer2=0,
LargeServer3=0,
MedServer1=1, MedServer2=1, MedServer3=1,
MedServer4=1,
MedServer5=1 }
AutoStartPolicy = Load
AutoStartList = { MedServer1, MedServer2, MedServer3,
MedServer4,
MedServer5 }
FailOverPolicy = Load
Load = 50
)

关于 AutoStart 操作
基于上述的 main.cf 示例，AutoStart 次序如下所示：
Database1

LargeServer1

Database2

LargeServer2

Database3

LargeServer3

Application1

MedServer1

Application2

MedServer2

Application3

MedServer3

Application4

MedServer4

Application5

MedServe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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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常操作
表 11-13 显示了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的一个复杂八节点群集的正常操作
群集配置。
表 11-13

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的一个复杂八节点群集的正常操
作群集配置

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LargeServer1

100

ShrMemSeg=10

Database1

Semaphores=20
Processors=12
LargeServer2

100

ShrMemSeg=10

Database2

Semaphores=20
Processors=12
LargeServer3

100

ShrMemSeg=10

Database3

Semaphores=20
Processors=12
MedServer1

50

ShrMemSeg=5

Application1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MedServer2

50

ShrMemSeg=5

Application2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MedServer3

50

ShrMemSeg=5

Application3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MedServer4

50

ShrMemSeg=5

Application4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MedServer5

50

ShrMemSeg=5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Applicati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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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故障情形
在以下示例中，LargeServer3 出现故障。VCS 将扫描 Database3 组的 SystemList
中的所有可用系统，以查找位于同一 SystemZone 的系统，并标识出满足组的先决
条件的系统。在本例中，LargeServer1 和 LargeServer2 满足所需的 Limits。
Database3 在 LargeServer1 上联机。这将导致以下配置：
表 11-14 显示了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的一个复杂八节点群集的故障情
形。
表 11-14

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和大型数据库的一个复杂八节点群集的故障情
形

服务器

可用容量

当前限制

联机组

LargeServer1

0

ShrMemSeg=5

Database1 Database3

Semaphores=10
Processors=6
LargeServer2

100

ShrMemSeg=10

Database2

Semaphores=20
Processors=12

在这种情形中，允许任一系统出现更多故障，因为每个系统都有足够的 Limits 来容
纳其他服务组。

关于层叠故障情形
如果在单个服务器上运行两个数据库组时数据库的性能不可接受，则可使用
SystemZones 策略来帮助优化性能。通过将数据库组故障转移到应用程序区域，可
以重新设置组的首选区域。例如，在以上情形中，Database3 被移动到
LargeServer1。管理员可以重新配置应用程序区域，以将两个应用程序组移动到单
个系统中。然后数据库应用程序可以切换到空闲的应用程序服务器
(MedServer1–MedServer5)，在该服务器中，Database3 将放置在 Zone1（应用程
序区域）中。如果 Database3 中发生故障，则该组在进行故障转移时会选择应用程
序区域中负载最少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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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依赖关系的角色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

有关组依赖关系的常见问题

■

关于链接服务组

■

关于链接多个子服务组

■

具有服务组依赖关系时的 VCS 行为

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服务组可以相互依赖。依赖组是父组，其他组是子组。例如，如果要使财务应用程
序（父）联机，数据库应用程序（子）必须先联机。虽然服务组依赖关系提供了更
多的功能来管理应用程序服务组，但它们需要更复杂的故障转移配置。
一个服务组既可以充当父服务组，也可以充当子服务组。 在 VCS 中，依赖关系树
最多可达到五级深度。

关于依赖关系链接
父服务组和子服务组之间的依赖关系称为链接 。链接可以按依赖关系类别、服务组
的位置以及依赖关系的稳定性分类。
■

依赖关系可以是 online 或 offline 。

■

依赖关系可以是 local、global、remote 或 site。

■

根据父服务组和子服务组之间的约束的稳定性，依赖关系可以是 soft 、 firm 或
hard 。

服务组依赖关系的角色
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您可以通过选择依赖关系类别、位置和稳定性的适当组合来自定义服务组的行为。

依赖关系类别
依赖关系类别确定父组与子组状态的关系。
表 12-1 显示了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的依赖关系类别和关系。
依赖关系类别

表 12-1
依赖关系

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的关系

Online 组依赖关系 父组必须等待子组联机后才可以启动。
例如，要将数据库应用程序和数据库服务配置为两个单独的组，请将数
据库应用程序指定为父组，将数据库服务指定为子组。
联机组依赖关系支持各种基于位置和基于稳定性的组合。
Offline 组依赖关系 只有当子组脱机时才可以启动父组，反之亦然。这样可防止相冲突的应
用程序在同一系统上运行。
例如，将测试应用程序配置为父应用程序，将生产应用程序配置为子应
用程序。可以在同一系统或不同的系统上配置父应用程序和子应用程
序。
Offline 组依赖关系仅支持 offline-local 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位置
父服务组和子服务组的相对位置确定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是 local、global、remote
还是 site。
表 12-2 显示了 local、global、remote 和 site 依赖关系的依赖关系位置。
表 12-2

依赖关系位置

依赖关系

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的相对位置

Local 依赖关系

父组依赖于同一系统上处于联机或脱机状态的子组。

Global 依赖关系

父组实例依赖于群集中任意系统上联机子组的一个或多个实例。

Remote 依赖关系

父组实例依赖于群集中任意系统（该父组联机的系统除外）上联机子组
的一个或多个实例。

Site 依赖关系

父组实例依赖于同一站点中任意系统上联机子组的一个或多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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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关系稳定性
依赖关系的类型定义父组和子组之间链接的稳定性。Soft 依赖关系表示具有最小约
束，而 hard 依赖关系表示具有最大约束。
表 12-3 显示了依赖关系稳定性和相关联的约束。
表 12-3

依赖关系稳定性

依赖关系稳定性

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的约束

Soft 依赖关系

指定使父组和子组联机时具有最小约束。唯一的约束就是子组必须先联
机，父组才能联机。
例如，在 online local soft 依赖关系中，子组实例必须在同一系统上联
机，父组才能联机。
Soft 依赖关系提供了以下灵活性：
■

■

■
■

Firm 依赖关系

如果子组出现故障，VCS 不会立即使父组脱机。如果子组无法进行
故障转移，父组仍保持联机。
当两个组都联机时，其中任何一个组（子组或父组）都可以脱机而
另一个组仍保持联机。
如果父组出现故障，则子组保持联机状态。
创建链接时，如果父组已联机，子组无需联机。但是，当两个组都
联机时，它们的联机状态不得与链接类型冲突。

当 VCS 使父组或子组联机或脱机时，强制具有更多约束。除了子组必
须先联机父组才能联机这一约束外，还有以下约束：
■

■
■

■

如果子组出现故障，父组将脱机。如果出现故障时父组处于冻结状
态，父组保持其原始状态。如果子组无法故障转移到其他系统，父
组保持脱机状态。
如果父组出现故障，子组可保持联机状态。
如果父组联机，则无法使子组脱机。当子组联机时，可以使父组脱
机。
创建链接时，父组必须处于脱机状态。但是，如果两个组都联机，
它们的联机状态不得与链接类型冲突。

439

服务组依赖关系的角色
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稳定性

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的约束

Hard 依赖关系

当 VCS 使子服务组的父组联机或脱机时，强制具有最大约束。例如：
■

■

如果子组出现故障，先使父组脱机，然后再使子组脱机。如果子组
进行故障转移，则父组将故障转移到其他系统（对于 local 依赖关
系，是同一系统）。如果子组无法故障转移，父组持脱机状态。
如果父组出现故障，子组将脱机。如果子组进行故障转移，父组也
进行故障转移。如果子组无法故障转移，父组持脱机状态。

注意：当子组出现故障时，如果父组已冻结，则父组保持联机状态。
出现故障的子组不会故障转移。
配置 hard 依赖关系时，适用下列约束：
■

只支持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

只能将单一级别的父子关系配置为 hard 依赖关系。

■

■

子组只能有一个联机 hard 父组。同样，父组只能有一个联机 hard
子组。
使子组联机不会自动使父组联机。

■

使父组脱机不会自动使子组脱机。

■

如果子组脱机，则禁止使父组联机。

■

仅允许 Hard 依赖关系位于依赖关系树的最底层（叶级别）。

关于依赖关系限制
以下是一些服务组依赖关系限制：
■

一个组依赖关系树的深度最多为五级。

■

无法链接其当前状态违反关系的两个服务组。
例如，父组的所有实例都脱机时，接受所有链接请求。
父组联机而子组脱机时，拒绝所有链接请求（在 offline 和 soft 依赖关系中除
外）。
拒绝链接两个并行组的所有 online global 链接请求、online remote 链接请求和
online site 链接请求。
拒绝将并行父组链接到故障转移子组的所有 online local 链接请求。

■

使用 site 依赖关系链接服务组：
■

如果要链接的服务组在不同站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则无法使用 site 依赖关系
链接这些服务组。

■

拒绝将并行或混合型父组链接到故障转移或混合型子服务组的所有链接请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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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使用 local、site、remote 或 global 依赖关系链接两个服务组，则必须
取消链接现有依赖关系，然后使用 site 依赖关系。但是，您可在多个子配置
或多个父配置中使用其他 online 依赖关系配置 site 依赖关系。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在下面的表中，术语“实例”只适用于并行组。例如，如果某并行组在三个系统上
联机，则该组的实例在每个系统上都联机。对于故障转移组，在任何时候只有组的
一个实例联机。默认依赖关系类型为 Firm。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关于故障转移父组/故障转移子组
表 12-4 显示了故障转移父组/故障转移子组的服务组依赖关系。
表 12-4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故障转移父组/故障转移子组

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local soft

同一系统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系统 父组保持联机状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上联机。
态。
态。
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将迁移到同
一系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联机状态。

online local firm

同一系统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系统 父组脱机。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上联机。
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组。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将迁移到同
一系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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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local hard

同一系统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系统 父组先脱机，然
的故障转移子
上联机。
后子组脱机。
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将迁移到同
一系统。

子组脱机。

群集中某处联机 子组在群集中某 父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处联机。
态。
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保持联机状
态。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群集中某处联机 子组在群集中某 子组脱机后，父
的故障转移子
处联机。
组脱机。
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在任意系统
上联机。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父组将迁移
到同一系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如果子组无法故 持脱机状态。
障转移，父组保
持脱机状态。

online global soft

父组故障转移到
任意可用系统。

如果没有可用故
障转移目标系
如果子组无法故 统，则父组保持
障转移，父组保 脱机状态。
持联机状态。

online global firm

父组故障转移到
任意可用系统。

如果没有可用故
障转移目标系
如果子组无法故 统，则父组保持
障转移，父组保 脱机状态。
持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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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remote soft

群集中另一个系 子组在群集中另 如果子组故障转 子组保持联机状
统上联机的故障 一个系统上联
移到父组联机的 态。
转移子组。
机。
系统，父组将迁
父组故障转移到
移到其他系统。
子组未联机的系
如果子组故障转 统。
移到其他系统，
如果唯一可用的
父组继续在原系
系统是子组联机
统上运行。
的系统，则不使
如果子组无法故 父组联机。
障转移，父组保
如果没有可用故
持联机状态。
障转移目标系
统，则子组保持
联机状态。

online remote firm

群集中另一个系 子组在群集中另 如果子组故障转 父组故障转移到
统上联机的故障 一个系统上联
移到父组联机的 子组未联机的系
转移子组。
机。
系统，父组将切 统。
换到其他系统。
如果唯一可用的
如果子组故障转 系统是子组联机
移到其他系统， 的系统，则不使
父组在原系统上 父组联机。
重新启动。
如果没有可用故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目标系
障转移，则 VCS 统，则子组保持
使父组脱机。
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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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site soft

同一站点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站点 父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上联机。
态。
组。
如果另一个子组
实例联机或子组
故障转移到同一
站点中的某个系
统，则父组保持
联机状态。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站点中
的系统，则父组
将迁移到其他站
点，其中子组处
于联机状态并依
赖于该站点中的
子组实例。

如果父组无法故
障转移到同一站
点中的系统，则
父组将故障转移
到其他站点中的
系统，其中子组
的至少一个实例
在同一站点中处
于联机状态。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联机状态。
online site firm

同一站点上联机 子组在同一站点 父组脱机。
的故障转移子组 上联机。
如果子组的其他
实例在同一站点
中处于联机状
态，或者子组故
障转移到同一站
点中的其他系
统，则父组将迁
移到同一站点中
的某个系统。
如果没有任何子
组实例联机，或
者子组无法故障
转移，则父组会
保持脱机。

父组故障转移到
同一站点中的其
他系统，同时保
持对同一站点中
的子组实例的依
赖关系。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父组故障转移到
同一站点中的其
他系统，同时保
持对同一站点中
的子组实例的依
赖关系。
如果父组无法故
障转移到同一站
点中的系统，则
父组将故障转移
到其他站点中的
系统，其中子组
的至少一个实例
处于联机状态。

444

服务组依赖关系的角色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ffline local

同一系统上脱机 子组在同一系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父组故障转移到
的故障转移子组 上脱机。
移到未运行父组 子组未联机的系
的系统，则父组 统。
继续运行。
如果没有可用故
如果子组故障转 障转移目标系
移到运行父组的 统，则子组保持
系统，则父组切 联机状态。
换到其他系统
（如果可用）。
如果没有可供子
组进行故障转移
的故障转移目标
系统，则父组继
续运行。

关于故障转移父组/并行子组
如果父组为故障转移父组、子组为并行子组，则不支持 hard 依赖关系。
表 12-5 显示了故障转移父组/并行子组的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表 12-5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故障转移父组/并行子组

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local soft

同一系统上并行 子组的实例在同 如果子组实例故
子组的实例。
一系统上联机。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则父组实例
也会故障转移到
同一系统。

父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并依赖
于该系统上的子
组实例。

子组实例在父组
如果子组实例无 出现故障的系统
法故障转移到其 上保持联机状
他系统，则父组 态。
将保持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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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local firm

同一系统上并行 子组的实例在同 父组脱机。父组
子组的实例。
一系统上联机。 故障转移到其他
系统并依赖于该
系统上的子组实
例。

父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并依赖
于该系统上的子
组实例。

群集中联机的并 子组的至少一个 如果在任意系统
行子组的所有实 实例在群集中某 上子组出现故
例。
处联机。
障，父组保持联
机状态。

父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同时
保持对所有子组
实例的依赖关
系。

online global soft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父组保持联
机状态。
online global firm

子组实例在父组
出现故障的系统
上保持联机状
态。

保持联机的并行 子组的一个实例 父组脱机。
父组故障转移到
子组的一个或多 在群集中的某处
其他系统，同时
如果另一个子组
个实例。
联机。
保持对所有子组
实例联机或子组
实例的依赖关
发生故障转移，
系。
则父组会故障转
移到另一个系统
或同一系统。
如果没有任何子
组实例联机，或
者子组无法故障
转移，则父组会
保持脱机。

online remote soft

在其他系统上保 子组的一个或多 父组保持联机状
持联机的并行子 个实例在其他系 态。
组的一个或多个 统上联机。
如果子组故障转
实例。
移到父组联机的
系统，则父组故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

父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同时
保持对子组实例
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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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nline remote firm

在其他系统上保 子组的所有实例 父组脱机。
父组故障转移到
持联机的并行子 在其他系统上联
其他系统，同时
如果子组故障转
组的所有实例。 机。
保持对所有子组
移到父组联机的
实例的依赖关
系统，则父组故
系。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在其原系统
上联机。

online site soft

同一站点中的并 子组的至少一个 如果子组在同一
行子组的一个或 实例在同一站点 站点中的任何系
多个实例。
中联机。
统上都处于联机
状态，则父组保
持联机状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站点中
的某个系统，则
父组保持在同一
站点中。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父组故障转移到
子组在同一站点
中联机的系统。
如果父组无法进
行故障转移，则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联机状态。
online site firm

同一站点中的并 子组的至少一个 如果子组的任何
行子组的一个或 实例在同一站点 实例在同一站点
多个实例。
中联机。
中都处于联机状
态，则父组保持
联机状态。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将迁移到同
一站点中的系
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脱机状态。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父组故障转移到
子组在同一站点
中联机的系统。
如果父组无法进
行故障转移，则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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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故障转移父组
依赖于...

故障转移父组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故障转移
父组出现故
障，那么...

offline local

同一系统上脱机 同一系统上不存 如果子组故障转
的并行子组。
在联机的子组实 移到其他系统，
例。
父组保持联机状
态。

子组保持联机，
父组故障转移到
子组未联机的其
他系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父组联机的
系统，则父组将
进行故障转移。

如果父组无法进
行故障转移，则
子组保持脱机状
态。

关于并行父组/故障转移子组
表 12-6 显示了并行父组/故障转移子组的服务组依赖关系。
不支持并行父组与故障转移子组之间存在联机本地依赖关系。
表 12-6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并行父组/故障转移子组

链接

并行父组实例
依赖于...

并行父组实例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并行父组
出现故障，那
么...

online global soft

群集中某处联机 故障转移子组在 父组保持联机状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群集中某处联
态。
态
组。
机。

online global firm

群集中某处的故 故障转移子组在 父组的所有实例 子组保持联机状
障转移子组。
群集中某处联
脱机。
态。
机。
子组故障转移
后，父组实例故
障转移到同一系
统或在同一系统
上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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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并行父组实例
依赖于...

并行父组实例
联机的条件...

如果在某个系
统上故障转移
子组出现故
障，那么...

如果并行父组
出现故障，那
么...

online remote soft

其他系统上的故 故障转移子组在 如果子组故障转
障转移子组。
其他系统上联
移到父组联机的
机。
系统，则父组故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父组尝试故
障转移到子组未
联机的其他系
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保持联机状
态。
online remote firm

其他系统上的故 故障转移子组在 父组的所有实例
障转移子组。
其他系统上联
脱机。
机。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父组联机的
系统，则父组故
障转移到其他系
统。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父组尝试故
障转移到子组未
联机的其他系
统。

如果子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系统，
父组在同一系统
上联机。
offline local

同一系统上脱机 故障转移子组未 如果子组故障转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故障转移子
在同一系统上联 移到其他系统， 态。
组。
机。
父组保持联机状
态。
子组故障转移到
其他系统。 如果
父组在此系统上
联机，则父组将
脱机。 父组故障
转移到任意可用
系统。

关于并行父组/子组
不支持并行父组与并行子组之间存在 global 依赖关系和远程依赖关系。
表 12-7 显示了并行父组/并行子组的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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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7

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并行父组/并行子组

链接

并行父组依赖
于...

并行父组联机
的条件...

如果并行子组
出现故障，那
么...

如果并行父组
出现故障，那
么...

online local soft

同一系统上联机 并行子组实例在 如果子组故障转 子组实例保持联
的并行子组实
同一系统上联
移到其他系统， 机状态。
例。
机。
父组将迁移到子
父组实例只能故
组所在的系统。
障转移到子组实
如果子组无法故 例正在运行而父
障转移，父组保 组的其他实例未
持联机状态。
在运行的系统。

online local firm

同一系统上联机 并行子组实例在 父组脱机。
的并行子组实
同一系统上联
如果子组故障转
例。
机。
移到其他系统，
则 VCS 使父组
的实例在子组所
在的系统上联
机。

子组保持联机状
态。
父组实例只能故
障转移到子组实
例正在运行而父
组的其他实例未
在运行的系统。

如果子组无法故
障转移，父组保
持脱机状态。
offline local

同一系统上脱机 同一系统上不存 如果子组故障转 子组保持联机状
的并行子组。
在联机的子组实 移到其他系统， 态。
例。
父组保持联机状
父组故障转移到
态。
子组未联机的系
如果子组故障转 统。
移到父组联机的
系统，父组将脱
机。 父组故障转
移到其他子组未
联机的系统。

有关组依赖关系的常见问题
表 12-8 列出了一些有关组依赖关系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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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8

有关组依赖关系的常见问题

依赖关系

常见问题

Online local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Soft=是 Firm=否 Hard=否。
子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切换父组：
Soft=否 Firm=否 Hard=否。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切换子组：
Soft=否 Firm=否 Hard=否。

Online global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Soft=是 Firm=否。
子组运行时，能否切换父组：
Soft=是 Firm=是。
父组运行时，能否切换子组：
Soft=是 Firm=否

Online remote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Soft=是 Firm=否。
子组运行时，能否切换父组：
Soft=是，但不能切换到运行子组的系统。
Firm=是，但不能切换到运行子组的系统。
父组运行时，能否切换子组：
Soft=是 Firm=否，但不能切换到运行父组的系统。

Offline local

子组处于脱机状态时，能否使父组联机：
是。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是。
子组运行时，能否切换父组：
是，但不能切换到运行子组的系统。
父组运行时，能否切换子组：
是，但不能切换到运行父组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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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关系

常见问题

Online site

父组处于联机状态时，能否使子组脱机：
Soft=是 Firm=否。
子组运行时，能否将父组切换到同一站点中的系统：
Soft=是 Firm=是。
父组运行时，能否切换子组：
Soft=是 Firm=否

关于链接服务组
请注意，配置可能要求某特定服务组处于运行状态，才能使其他服务组联机。 例
如，包含数据库服务的资源的组必须处于运行状态，才能使数据库应用程序联机。
请参见第 129 页的“链接服务组”。
使用下列命令可从命令行链接服务组
hagrp -link parent_group child_group gd_category gd_location [gd_type]

parent_group

父组的名称

child_group

子组的名称

gd_category

组依赖关系的类别 (online/offline)。

gd_location

依赖关系的作用域 (local/global/remote/site)。

gd_type

组依赖关系的类型 (soft/firm/hard)。默认为 firm

关于链接多个子服务组
VCS 允许您为一个父服务组创建多个可供依赖的子服务组。例如，一个应用程序可
以依赖于两个或多个数据库。

针对多个子服务组支持的依赖关系
使用 soft 和 firm 类型的依赖关系可以将多个子服务组链接到一个父服务组。不支持
使用 hard 依赖关系和 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
父服务组与多个子服务组之间所支持的依赖关系包括：
■

Soft 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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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子组都可以是 online local soft。
■

Firm 依赖关系
所有子组都可以是 online local firm。

■

soft 和 firm 依赖关系的组合
一些子组可以是 online local soft，其他子组可以是 online local firm。

■

local、global、remote 和 site 依赖关系的组合
一个子组可以是 online local soft，另一个子组可以是 online remote soft，还有
一个子组可以是 online global firm。

针对多个子服务组不支持的依赖关系
使用 offline local 和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无法将多个子服务组链接到一个父服
务组。此外，这些依赖关系也无法与其他依赖关系类型一起使用。
下面是一个父服务组与多个子服务组之间不支持的依赖关系的一些示例：
■

其中多个子服务组为 offline local 的配置。

■

其中多个子服务组为 online local hard 的配置。

■

offline local 与其他依赖关系类型的任意组合
不能使用 offline local 与 online local soft 的组合或 offline local 与 online local
hard 的组合。

■

online local hard 与其他依赖关系类型的任意组合
不能使用 online local hard 与 online local soft 的组合。

具有服务组依赖关系时的 VCS 行为
VCS 可以允许或限制服务组操作以支持服务组依赖关系。如果操作违反组依赖关
系，则 VCS 拒绝操作。

组依赖关系中的联机操作
通常，从不拒绝手动使子组联机，但以下情况下例外：
■

对于 online local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在任何系统（父组联机
的系统除外）上拒绝子组联机。

■

对于 online remote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在父组联机的系统上
拒绝子组联机。

■

对于 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在父组联机的系统上拒
绝子组联机。

以下示例描述了接受使并行子组联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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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以 online local 方式与故障转移/并行父组链接的并行子组，可接受子组的多
个实例联机。

■

对于以 online remote 方式与故障转移父组链接的并行子组，只要子组不在父组
联机的系统上联机，就可接受子组的多个实例联机。

■

对于以 offline local 方式与故障转移/并行父组链接的并行子组，只要子组不在父
组联机的系统上联机，就可接受子组的多个实例联机。

组依赖关系中的脱机操作
如果过程违反现有的组依赖关系，则 VCS 拒绝脱机操作。通常，当父组处于联机
状态时，对于使子组脱机的情况，firm 依赖关系更具限制性。手动脱机的规则包括：
■

从不拒绝父组脱机。

■

对于所有 soft 依赖关系，无论父组的状态如何，子组都可以脱机。

■

对于所有 firm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拒绝子组脱机。

■

对于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如果父组处于联机状态，则拒绝子组脱机。

组依赖关系中的切换操作
切换服务组意味着手动使服务组在一个系统上脱机，并手动使其在另一个系统上重
新联机。 如果服务组不符合脱机操作或联机操作规则，则 VCS 拒绝手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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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VCS 事件通知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事件通知

■

VCS 事件通知的组件

■

关于 VCS 事件和陷阱

■

关于监视聚合事件

■

关于配置通知

关于 VCS 事件通知
VCS 提供了一种向管理员或指定收件人通知重要事件（如资源或系统故障）的方
法。 VCS 包含一个通知程序组件，该组件由通知程序进程和 hanotify 实用程序组
成。
VCS 支持可以使用 SNMP V2 MIB 的 SNMP 控制台。
该通知程序进程可执行下列任务：
■

收到来自 HAD 的通知

■

设置通知的格式

■

生成 SNMP (V2) 陷阱或向指定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或者同时执行这两个操
作。

如果已为资源、组或群集配置了所有者，VCS 还会就影响他们资源的事件通知所有
者。通知资源所有者与资源相关的事件，通知组所有者与组相关的事件等。
您也可以针对资源、资源类型、服务组、系统或群集的事件将所有者以外的人员配
置为通知收件人。 关于严重性级别等于或高于指定级别的事件，注册的收件人会收
到通知。 例如，如果您配置了通知收件人并指定严重性级别为“警告”，VCS 会

VCS 事件通知
关于 VCS 事件通知

针对严重性级别为“警告”、“错误”和“严重错误”的事件通知收件人，但不会
针对严重性级别为“信息”的事件通知收件人。
请参见第 697 页的“关于属性及其定义”。
图 13-1 显示了 VCS 事件的严重性级别。
VCS 事件严重性级别

表 13-1
严重性级别

表示

严重错误

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的严重错误；“严重错误”是最高严重性级
别。

错误

Faults

警告

背离正常行为

信息

表现正常行为的重要事件；“信息”是最低严重性级别。

注意：严重性级别区分大小写。
VCS 事件通知：严重性级别

图 13-1

SNMP
SMTP
SNMP
SMTP

Error
SevereError

Information

通知程序
HAD

系统 A

HAD

系统 B

SNMP 陷阱会转发到 SNMP 控制台。通常，会为事件（如服务组或资源故障）预
定义陷阱。可以使用 hanotify 实用程序发送其他陷阱。

事件消息和严重性级别
VCS 引擎启动时，会查询所有严重性级别等于或高于“警告”的消息，以便稍后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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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程序连接时，会就当前为 SNMP 选项或 SMTP 选项定义的最低严重性级别阈
值与 HAD 通信。
如果通知程序是从命令行启动的，没有为 SNMP 控制台或 SMTP 收件人指定严重
性级别，则通知程序会向 HAD 通知默认的严重性级别“警告”。如果通知程序被
配置为受 VCS 控制，则必须指定严重性。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对 NotifierMngr 代理的说明。
例如，如果为通知程序指定了以下严重性：
■

为电子邮件收件人 1 指定“警告”

■

为电子邮件收件人 2 指定“错误”

■

为 SNMP 控制台指定“严重错误”

通知程序会将最低严重性“警告”通知 HAD，然后将严重性级别标记为“警告”或
更高级别的所有消息进行排队。
通知程序可确保收件人仅收到指定其接收的消息（根据指定的严重性级别）。然
而，通知程序向 HAD 通知指定的严重性之前，HAD 会存储所有消息，因为它不知
道用户指定的严重性。此行为可防止消息在 HAD 存储消息到通知程序向 HAD 通知
指定的严重性的这段时间内丢失。

关于持久且重复的消息队列
VCS 包含一个用于维护事件消息的复杂机制，该机制可确保消息不会丢失。 在每
个节点上，将 VCS 队列消息发送到通知程序进程。只要 VCS 处于运行状态，该队
列就会持久不变，并且该队列的内容在每个节点上都是相同的。如果通知程序服务
组出现故障，则通知程序会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另一个节点上。由于消息队列在各
节点间保持一致，因此即使在故障转移之后，通知程序仍可以从停留的地方继续消
息传送。

HAD 如何删除消息
VCS 引擎 HAD 可存储要发送到通知程序的消息。HAD 每 180 秒尝试向通知程序
一次发送所有暂停通知。当 HAD 收到通知程序发来的已将某消息传送给至少一个
收件人的确认时，它从其队列中删除该消息。例如，如果指定了两个 SNMP 控制台
和两个电子邮件收件人，则即使消息只送达到四个收件人之一，通知程序也会向
HAD 发送确认。如果 HAD 未收到某些消息的确认，它会不停地每 180 秒向通知程
序发送一次这些通知，直到收到通知程序发来的传送确认。发生传送错误时，会在
日志文件中输出一个错误消息。
在下列条件下，HAD 也会删除消息：
■

消息已在队列中等待了 MessageExpiryInterval 属性（默认值为 1 小时）所指定
的时间（秒），而通知程序仍无法将其传送给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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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队列已满，为了给最近的消息腾出空间，会删除最早的消息。

VCS 事件通知的组件
本主题介绍通知程序进程和 hanotify 实用程序。

关于通知程序进程
通知程序进程可配置如何从 VCS 接收消息以及如何将消息传送到 SNMP 控制台和
SMTP 服务器。 使用通知程序，您可以根据生成消息的事件的严重性级别指定通
知。还可以指定 VCS 消息队列的大小。默认情况下为 30。可以通过修改
MessageQueue 属性来更改此值。
有关此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如果通知程序是从命令行启动的，则 VCS 不会控制通知程序进程。为了获得最佳
效果，请使用 VCS 绑定的 NotifierMngr 代理。将通知程序配置为高可用性服务组
的一部分，然后就可以对其进行监视、使其联机或脱机。
有关该代理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请注意，必须在故障转移组（非并行）中配置通知程序，因为在整个群集中只能运
行一个通知程序实例。另外还需注意，通知程序不会对 SNMP get 或 set 请求做出
响应；通知程序只是一个陷阱生成器。
使用通知程序，您可以为 SNMP 管理器和 SMTP 服务器指定配置，包括计算机名
称、端口、团体 ID 和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可以指定多个管理器或服务器，以
及要发送到每个管理器或服务器的消息严重性级别。
注意：如果您不受 VCS 控制而启动该通知程序，请在该命令中使用该通知程序的
绝对路径。如果通知程序进程是使用某个相对路径且不受 VCS 控制而启动的，则
VCS 无法监视该通知程序进程。

通知程序命令的示例
以下是一个 notifier 命令的示例：
/opt/VRTSvcs/bin/notifier -s m=north -s
m=south,p=2000,l=Error,c=your_company
-t m=north,e="abc@your_company.com",l=SevereError

在该示例中，通知程序执行了以下操作：
■

通过默认 SNMP 端口和团体值 public 将所有级别的 SNMP 陷阱发送到 north 。

■

将 Warning 陷阱发送到 nor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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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端口 2000 和团体值 your_company 将 Error 和 SevereError 陷阱发送到
south 。

■

通过默认端口将 SevereError 电子邮件发送到 SMTP 服务器 north 和电子邮件
收件人 abc@your_company.com 。

关于 hanotify 实用程序
使用 hanotify 实用程序，可以构建用户定义的消息。 该实用程序会将消息转发到
HAD，该驻留程序将消息存储在其内部的消息队列中。用户定义的消息会连同其他
消息一起转发到通知程序进程，以便传送到电子邮件收件人、SNMP 控制台或者传
送给两者。
图 13-2 显示了 hanotify 实用程序。
hanotify 实用程序

图 13-2

notifier
hanotify
had

系统 A

had

系统 B

hanotify 命令的示例
以下是一个 hanotify 命令的示例：
hanotify -i 1.3.6.1.4.1.1302.3.8.10.2.8.0.10 -l Warning -n
agentres -T 7 -t "custom agent" -o 4 -S sys1 -L mv -p
sys2 -P mv -c MyAgent -C 7 -O johndoe -m "Custom message"

在此示例中，数字 1.3.6.1.4.1.1302.3.8.10.2.8.0.10 是要发送的消息的 OID（对象
标识符）。 由于是用户定义的消息，因此 HAD 无法获知与该消息对应的 SNMP 陷
阱关联的 OID。用户必须提供 OID。
消息严重性级别设置为“警告”。受影响的系统为 sys1 和 sys2。运行此命令可以
为资源 agentres 生成一个自定义通知，并显示一条消息“Custom message (自定
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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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CS 事件和陷阱
本主题列出了生成陷阱、电子邮件通知或同时生成这两者的事件。请注意，
SevereError 表示最高严重性级别，Information 表示最低严重性级别。特定于全局
群集的陷阱的等级顺序是从 Critical（最高严重程度）到 Normal（最低严重程度）。

群集的事件和陷阱
表 13-2 显示了群集的事件和陷阱。
表 13-2

群集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
别

说明

Cluster has faulted.

错误

群集因故障而关闭。

Heartbeat is down.

错误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断开了与远程群
集的心跳连接。

信息

本地群集具有的远程群集完整快照指
出远程群集处于 RUNNING 状态。

信息

群集之间的心跳正常。

信息

用户登录已识别，因为用户通过
Cluster Manager 登录，或者因为调
用了 haxxx 命令。

(Global Cluster Option)
Remote cluster is in RUNNING state.
(Global Cluster Option)
Heartbeat is "alive."
(Global Cluster Option)
User has logged on to VCS.

代理的事件和陷阱
表 13-3 说明了代理的事件和陷阱。
表 13-3

代理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Agent is faulted.

警告

代理在群集中的某个节点上出现故障。

Agent is restarting

信息

VCS 正在重新启动代理。

资源的事件和陷阱
表 13-4 说明了资源的事件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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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

资源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Resource state is unknown.

警告

VCS 无法识别资源的状态。

Resource monitoring has timed out.

警告

资源的监视机制已超时。

Resource is not going offline.

警告

VCS 无法使资源脱机。

Health of cluster resource declined.

警告

由代理使用以提供有关资源状态
的其他信息。在监视过程中发现
资源的运行状况有所下降。

Resource went online by itself.

警告（非首次 资源自动联机。
探查）

Resource has faulted.

错误

资源在群集中的某个节点上出现
故障。

Resource is being restarted by agent.

信息

代理正在重新启动资源。

The health of cluster resource improved.

信息

由代理使用以提供有关资源状态
的其他信息。在监视过程中发现
资源的运行状况有所提高。

Resource monitor time has changed.

警告

在为代理统计分析代理的
monitor 函数所花费时间时，生
成该陷阱。
请参见第 610 页的“ VCS 代理统
计数据”。
在代理框架检测到运行资源的
monitor 函数所花费的时间突然
发生更改时，生成该陷阱。该陷
阱信息包含的详细信息为：
■

■

Resource is in ADMIN_WAIT state.

错误

运行 monitor 函数所需的时
间更改
用于比较以推断出此更改的
实际时间。

资源处于 admin_wait 状态。
请参见第 398 页的“ 关于控制在
资源发生故障时 的 Clean 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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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事件和陷阱
表 13-5 说明了系统的事件和陷阱。
表 13-5

系统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VCS is being restarted by hashadow.

警告

hashadow 进程正在重新
启动 VCS 引擎。

VCS is in jeopardy.

警告

运行 VCS 的节点处于危险
状态。

VCS is up on the first node in the cluster.

信息

VCS 在第一个节点上启
动。

VCS has faulted.

严重错误

VCS 因故障而关闭。

A node running VCS has joined cluster.

信息

群集有一个运行 VCS 的新
节点。

VCS has exited manually.

信息

VCS 已从先前正在运行的
节点中正常退出。

CPU usage exceeded threshold on the system.

警告

系统的 CPU 使用率超过了
CPUThreshold 属性中设
置的 Warning 阈值级别。

Swap usage exceeded threshold on the system. 警告

系统的 swap 使用率超过
了 SwapThreshold 属性中
设置的 Warning 阈值级
别。

警告

系统的内存使用率超过了
MemThresholdLevel 属性
中设置的 Warning 阈值级
别。

Memory usage exceeded threshold on the
system.

服务组的事件和陷阱
表 13-6 介绍了服务组的事件和陷阱。
表 13-6

服务组的事件和陷阱

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Service group has faulted.

错误

服务组因故障而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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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严重性级别

说明

Service group concurrency violation.

严重错误

故障转移服务组已在群集中的
多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Service group has faulted and cannot be
failed over anywhere.

严重错误

指定的服务组在可以使组联机
的所有节点上出现故障。无法
将该组故障转移到任何节点。

Service group is online

信息

The service group is online.

Service group is offline.

信息

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

Service group is autodisabled.

信息

VCS 已自动禁用指定的组，因
为某个节点已退出该群集。

Service group is restarting.

信息

服务组正在重新启动。

Service group is being switched.

信息

VCS 使服务组在一个节点上脱
机，而在另一个节点上联机。

Service group restarting in response to
persistent resource going online.

信息

服务组正在重新启动，因为已
从故障恢复了持久性资源。

The global service group is online/partial
on multiple clusters.

严重错误

全局服务组发生并发冲突。

错误

ClusterList、AutoFailOver 和
Parallel 属性与其他群集上的
相同全局服务组不匹配。

(Global Cluster Option)
Attributes for global service groups are
mismatched.
(Global Cluster Option)

特定于 SNMP 的文件
VCS 包括两个特定于 SNMP 的文件：vcs.mib 和 vcs_trapd，它们是在以下路径中
创建的：
/etc/VRTSvcs/snmp
vcs.mib 文件是受 VCS 支持的内置陷阱的文本 MIB。 将该 MIB 加载到 SNMP 控制
台以将其添加到已识别陷阱列表中。
vcs_trapd 文件特定于 HP OpenView 网络节点管理器 (Network Node Manager,
NNM) SNMP 控制台。该文件包括为受 VCS 支持的内置 SNMP 陷阱配置的示例事
件。将这些事件与为 SNMP 陷阱配置的事件合并：
xnmevents -merge vcs_tr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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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事件时，由 VCS 通过通知程序发送的 SNMP 陷阱会显示在 HP OpenView
NNM SNMP 控制台中。
注意：有关 xnmevent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P OpenView 文档。

VCS MIB 中的陷阱变量
在 SNMPv2 到 SNMPv1 的转换完成之后由 VCS 发送的陷阱可逆转换为 SNMPv2。
为了使 SNMPv1 和 SNMPv2 陷阱 PDU 之间的转换可逆，SNMP 陷阱 OID 的倒数
第二个 ID 必须为零。这样可以确保一旦进行了正转换（SNMPv2 陷阱到 SNMPv1；
RFC 2576 第 3.2 节），逆转换（SNMPv1 陷阱到 SNMPv2 陷阱；RFC 2576 第
3.1 节）将准确进行。
VCS 通知程序通过使用倒数第二个 ID 为零的 OID 启用逆转换来遵循该准则。

关于 severityId
该变量表示正在发送的陷阱的严重性。
表 13-7 显示了变量 severityId 可以采用的值。
表 13-7

变量 severityId 的可能值

严重性级别和说明

陷阱 PDU 中的值

信息

0

表现正常行为的重要事件
警告

1

背离正常行为
错误

2

故障
严重错误
可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的严重错误

EntityType 和 entitySubType
这些变量指定有关实体的其他信息。
表 13-8 显示了变量 entityType 和 entitySubTyp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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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8

变量 entityType 和 entitySubType

实体类型

实体子类型

资源

字符串。例如，磁盘。

组

字符串
组的类型（故障转移或并行）

系统

字符串。例如，Solaris 2.8。

心跳

字符串
心跳的类型

VCS

字符串

GCO

字符串

代理名称

字符串
代理名称

关于 entityState
该变量描述实体的状态。
表 13-9 显示了各种状态。
表 13-9

可能的状态

实体

状态

VCS 状态

■

用户已登录到 VCS

■

群集已出现故障

■

群集处于 RUNNING 状态

■

代理正在重新启动

■

代理已出现故障

■

资源状态未知

■

资源监视已超时

■

资源不会脱机

■

资源正由代理重新启动

■

资源自动联机

■

资源已出现故障

■

资源处于管理等待状态

■

资源监视时间已更改

代理状态

资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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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

状态

服务组状态

■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

■

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

■

服务组自动禁用

■

服务组已出现故障

■

服务组已出现故障，且无法故障转移到任何位置

■

服务组正在重新启动

■

正在切换服务组

■

服务组并发冲突

■

■

服务组正在重新启动，以对持久性资源进入联机状态做出响
应
服务组属性值与相应的远程组属性值不匹配

■

全局组并发冲突

■

VCS 在群集中的第一个节点上运行

■

VCS 正由 hashadow 重新启动

■

VCS 处于危险状态

■

VCS 已出现故障

■

运行 VCS 的节点已加入群集

■

VCS 已手动退出

■

CPU 使用率超过了系统的阈值

■

内存使用率超过了系统的阈值

■

Swap 使用率超过了系统的阈值

■

群集丢失了与远程群集的心跳

■

与远程群集的心跳运行正常

系统状态

GCO 心跳状态

关于监视聚合事件
本主题介绍如何通过监视个别通知检测聚合事件。

如何检测服务组故障转移
对服务组故障做出响应而出现故障转移时，VCS 不发送任何隐式陷阱。服务组出现
故障时，如果服务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则 VCS 会生成下列通知：
■

在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并出现故障的节点上，服务组出现故障

■

在服务组出现故障的节点上，服务组脱机

■

在服务组故障转移的目标节点上，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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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测服务组切换
服务组切换时，VCS 会发送严重性级别为“信息”的通知以指示发生了以下事件：
■

Service group is being switched.

■

在切换服务组的源节点上，服务组脱机。

■

在切换服务组的目标节点上，服务组联机。在 VCS 完成服务组切换操作之后发
送该通知。

注意：必须为通知程序配置适当的严重性才能收到这些通知。要收到 VCS 通知，
可接受的最小严重性级别应为“信息”。

关于配置通知
配置通知涉及在 ClusterService 组中为通知程序管理器 (NotifierMgr) 代理创建一个
资源。
有关该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VCS 提供了用于配置通知的若干种方法：
■

手动编辑 main.cf 文件。

■

使用通知程序向导。
请参见第 157 页的“通过使用通知程序向导设置 VCS 事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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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事件触发器

■

使用事件触发器

■

事件触发器列表

关于 VCS 事件触发器
使用触发器可以针对群集中的特定事件调用用户定义的脚本。
VCS 确定是否启用了事件并调用 hatrigger 脚本。该脚本位于：
$VCS_HOME/bin/hatrigger
VCS 还传递事件触发器的名称和关联参数。 例如，当服务组在系统上联机时，VCS
会调用以下命令：
hatrigger -postonline system service_group

VCS 并不等待触发器执行完毕。 VCS 调用了触发器后继续正常运行。
VCS 在发生事件的系统上调用事件触发器，但以下情况除外：
■

VCS 在处于 RUNNING 状态且编号最低的系统上调用 sysoffline 和 nofailover
事件触发器。

■

VCS 在服务组已部分联机或完全联机的所有系统上调用 violation 事件触发器。

默认情况下，hatrigger 脚本调用默认路径 $VCS_HOME/bin/triggers 的触发器脚
本。通过使用 TriggerPath 属性，可以自定义触发器路径。
请参见第 698 页的“资源属性”。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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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中的所有节点都使用同一路径。触发器路径必须在所有群集节点上存在。在每
个群集节点上，必须在触发器路径中安装触发器脚本。

使用事件触发器
VCS 在下面的位置为每个事件触发器提供了示例 Perl 脚本：
$VCS_HOME/bin/sample_triggers/VRTSvcs
根据需要自定义这些脚本： 可以选择编写自己的 Perl 脚本。
使用事件触发器

1

使用示例脚本为触发器编写自己的自定义操作。

2

将修改过的触发器脚本移到每个节点上的下面的路径下：
$VCS_HOME/bin/triggers

3

配置启用触发器可能需要的其他属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触发器的用法信
息。

使用触发器执行多项操作
要通过使用触发器执行多项操作，请按以下格式指定操作：
TNumService
例如： T1clear_env、T2update_env、T5backup
VCS 按 Tnum 的升序执行脚本。操作必须放在其名称为触发器名称的目录中。 例
如，要针对 postonline 触发器执行多个操作，请将脚本放在名为 postonline 的目录
中。
注意：最好是确保一个脚本不影响其他脚本的功能。如果脚本 2 使用脚本 1 的输出
作为输入，脚本 2 必须能够处理脚本 1 的行为产生的任何例外情况。

警告：不要在 $VCS_HOME/bin/sample_triggers/VRTSvcs 目录或
$VCS_HOME/bin/internal_triggers 目录中安装自定义触发器脚本。 如果在这些目
录中安装自定义触发器，可能会在升级 VCS 时遇到问题。

事件触发器列表
以下几节中的信息介绍各种事件触发器，包括它们的用法、参数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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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umptunables 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dumptunables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 HAD 进入 RUNNING 状态时，会调用 dumptunables 触发器。调用此触发器
时，它会使用继承的 HAD 环境变量和其他环境变量处理事件。根据 to_log 参数
的值，触发器将环境变量重定向到标准输出或引擎日志。
hashadow 重新启动 HAD 时不会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在内部使用，不可配置。

用法

- dumptunables triggertype system to_log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在其上调用触发器的系统的名称。
to_log - 表示将输出重定向到引擎日志 (to_log=1) 或标准输出 (to_log=0)。

关于 globalcounter_not_updated 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globalcounter_not_updated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具有群集中最小 NodeId 的系统上，VCS 定期广播 GlobalCounter 的更新。
在 CounterMissAction 设置为 Trigger 的情况下，如果节点在经过比
CounterMissTolerance 长的时间间隔后仍未收到广播，它将调用
globalcounter_not_updated 触发器。 此事件被视为严重事件，因为它指出基础
群集通信或群集互连有问题。 此触发器用于向管理员通知严重事件。

用法

-globalcounter_not_updated
triggertypesystem_nameglobal_counter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表示未收到 GlobalCounter 更新的系统。
global_counter— 表示 GlobalCounter 的值。

关于 injeopardy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injeopardy 事件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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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系统处于危险状态时调用。 具体来说，当系统只剩下一个到群集的链
接且该链接是网络链接 (LLT) 时，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将被视为严重
事件，这是因为：如果系统失去这剩下的唯一一个网络链接，VCS 就
不会对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的服务组执行故障转移操作。可以使用此触
发器向管理员通知该严重事件。然后，管理员可以采取适当的操作以确
保系统至少有两个到群集的链接。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injeopardy triggertype system system_stat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ystem_state - 表示 State 属性的值。

关于 loadwarning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loadwarning 事件触发器：
说明

由于系统联机组的负载在长于 LoadTimeThreshold 属性的间隔内超出
系统的 LoadWarningLevel 属性而造成系统过载时，调用此触发器。
例如，假定 Capacity 为 150，LoadWarningLevel 为 80，
LoadTimeThreshold 为 300。另外，系统上所有联机组的 Load 属性之
和为 135。由于 LoadWarningLevel 为 80，因此安全负载为
0.80*150=120。如果系统负载高于 135 的时间超过 300 秒，则会调用
触发器，因为实际负载超过 LoadWarningLevel 指定的限制 120。
可以使用此触发器向管理员通知该严重事件。然后，管理员可以将一些
服务组切换到其他系统，从而确保没有系统过载。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loadwarning triggertype system available_capacity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available_capacity - 表示系统的 AvailableCapacity 属性。
（AvailableCapacity=Capacity - 系统联机组的 Load 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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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ultinicb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multinicb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配置为 MultiNICB 资源的网络设备的状态变化时，调用此触发器。此
外，总是在第一个监视周期中调用此触发器。
VCS 提供了一个示例触发器脚本以供参考。可以根据需要自定义该示
例脚本。

用法

-multinicb_postchange triggertype resource-name
device-name previous-state current-state
monitor_heartbeat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resource-name - 表示调用此触发器的 MultiNICB 资源。
device-name - 表示为其调用触发器的网络接口设备。
previous-state - 表示变化前的设备状态。值为 1 表示设备已启动；0 表
示设备已关闭。
current-state - 表示变化后的设备状态。
monitor-heartbeat - 一个整数计数，在每个监视周期中会递增。 值为 0
表示是首次调用监视例程。

关于 nofailover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 nofailover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服务组无法进行故障转移时，从处于 RUNNING 状态且编号最低的系
统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nofailover triggertype system service_group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尝试使服务组在其上联机的最后一个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服务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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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ostofflin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postofflin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组从部分或完全联机状态转为脱机状态的系统上调用此事件触发器。
当组出现故障或手动使组脱机时，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postoffline triggertype system service_group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脱机的服务组的名称。

关于 postonlin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postonlin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组从脱机状态转为联机状态的系统上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postonline triggertype system service_group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联机的服务组的名称。

关于 preonlin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preonlin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指示使服务组联机以响应 hagrp -online 命令或故障之前 HAD 应该
调用用户定义的脚本的时间。
如果此触发器不存在，则 VCS 继续使组联机。如果脚本返回 0 而没有
退出代码，则 VCS 运行 hagrp -online -nopre 命令，并带有
-checkpartial 选项（如果适用）。
如果希望使组联机，可以将触发器定义为不执行任何操作。 此事件触
发器是可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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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 preonline triggertype system service_group
whyonlining [system_where_group_faulted]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在其上执行 hagrp 命令或出现故障的服务组的名
称。
whyonlining - 表示以下三个值：
FAULT：表示组已联机以响应组故障转移。
MANUAL：表示组已在由变量 system 表示的系统上手动联机或切换。
SYSFAULT：表示组已联机以响应系统故障。
system_where_group_faulted - 表示上面的组出现故障或已经切换的系
统的名称。 此变量是可选的，而且是在故障转移或切换期间引擎调用
触发器时设置的。

启用触发器

将服务组定义中的 PreOnline 属性设置为 1。
您可以为该属性设置一个局部（每个系统）值以控制群集中每个节点上
的行为。

禁用触发器

将服务组定义中的 PreOnline 属性设置为 0。
您可以为该属性设置一个局部（每个系统）值以控制群集中每个节点上
的行为。

关于 resadminwait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resadminwait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资源进入 ADMIN_WAIT 状态时调用此触发器。
在 VCS 将资源设置为 ADMIN_WAIT 状态时，它会根据资源进入该状
态的原因调用 resadminwait 触发器。
请参见第 398 页的“清除处于 ADMIN_WAIT 状态的资源”。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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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 resadminwait system resource adminwait_reason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 - 表示出现故障的资源的名称。
adminwait_reason - 表示资源进入 ADMIN_WAIT 状态的原因。 值的范
围是 0-5：
0 = off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1 = offline 函数无效。
2 = online 函数未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3 = online 函数无效。
4 = 资源意外脱机。
5 = monitor 函数始终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完成。

关于 resfault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resfault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资源出现故障的系统上调用此触发器。 请注意，当资源出现故障时，
出现故障的资源的上级路径中的资源也会关闭。
此事件触发器是可配置的。
要配置此触发器，必须定义以下内容：
TriggerResFault： 将此属性设置为 1 可在资源出现故障时调用此触发
器。

用法

- resfault triggertype system resource previous_stat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 - 表示出现故障的资源的名称。
previous_state - 表示资源先前的状态。

启用触发器

要在资源出现故障时调用此触发器，请将 TriggerResFault 属性设置为
1。

关于 resnotoff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resnotoff 事件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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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如果即使向服务组中的资源执行脱机命令后，该资源也不脱机，则在系
统上调用此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可配置的。
要配置此触发器，必须定义以下内容：
Resource Name - 通过在以下脚本行中输入资源的名称，定义要为其
调用此触发器的资源： @resources = ("resource1",
"resource2");
如果其中的任何资源都没有脱机，则通过将资源名称和系统名称作为脚
本的参数来调用此触发器。

用法

- resnotoff triggertype system resourc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其上资源未脱机的系统。
resource - 表示资源的名称。

关于 resrestart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resrestart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如果代理由于资源发生故障且 RestartLimit 大于 0 而重新启动该资源，将调用此
触发器。

用法

-resrestart triggertypesystemresourc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 - 表示资源的名称。

启用触发
器

默认情况下，未启用此事件触发器。 必须通过将 main.cf 文件中的
TriggerResRestart 属性设置为 1 或发出以下命令来启用 resrestart：
hagrp -modify service_group TriggerResRestart 1
但是，可在资源级别配置该属性。 要为特定资源启用 resrestart，可在 main.cf
文件中将 TriggerResRestart 属性设置为 1 或发出以下命令：
hares -modify resource TriggerResRest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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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resstatechang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 resstatechang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在以下情况下调用此触发器：
资源从 OFFLINE 状态转为 ONLINE 状态。
资源从 ONLINE 状态转为 OFFLINE 状态。
资源从 ONLINE 状态转为 FAULTED 状态。
资源从 FAULTED 状态转为 OFFLINE 状态。（当已清除非持久性资源
的故障时。）
资源从 FAULTED 状态转为 ONLINE 状态。（未在 VCS 控制下，已出
现故障的持久性资源联机或者已出现故障的非持久性资源联机时。）
由于资源出现了故障并且 RestartLimit 大于 0，代理重新启动了资源。

警告：在较高版本中，不能使用 resstatechange 指示资源的重新启
动， 而是改为使用 resrestart。 请参见第 477 页的“关于 resrestart 事件
触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可配置的。
用法

- resstatechange triggertype system resource
previous_state new_state
triggertype - 表示触发器是自定义的 (triggertype=0) 还是内部的
(triggertype=1)。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 - 表示资源的名称。
previous_state - 表示资源先前的状态。
new_state - 表示资源的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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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触发器

默认情况下，未启用此事件触发器。必须通过将 main.cf 文件中的
TriggerResStateChange 属性设置为 1 或执行以下命令来启用
resstatechange：
hagrp -modify service_group TriggerResStateChange 1
使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时必须小心。 例如，如果为具有 100 个资
源的服务组启用此触发器，则意味着每次使该服务组联机或脱机时，都
会触发 100 个 hatrigger 进程和 100 个 resstatechange 进程。另外，
这并不是“等待模式”触发器。 具体来说，VCS 调用此触发器后并不
等待触发器返回就继续操作。
但是，可在资源级别配置该属性。 要为特定资源启用 resstatechange，
可在 main.cf 文件中将 TriggerResStateChange 属性设置为 1 或发出以
下命令：
hares -modify resource TriggerResStateChange 1

关于 sysoffline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sysoffline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系统脱离群集时，从处于 RUNNING 状态且编号最低的系统调用此触
发器。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 sysoffline system system_state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ystem_state - 表示 State 属性的值。
请参见第 693 页的“系统状态”。

关于 sysup 触发器
下表介绍 sysup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第一个节点加入群集时，调用 sysup 触发器。

用法

-sysup triggertype system systemstate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表示系统的名称。
systemstate— 表示系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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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ysjoin 触发器
下表介绍 sysjoin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当对等节点加入群集时，调用 sysjoin 触发器。

用法

-sysjoin triggertype system systemstate
对于此触发器，triggertype=0。
system— 表示系统的名称。
systemstate— 表示系统的状态

关于 unable_to_restart_agent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unable_to_restart_agent 事件触发器：
说明

如果在一个小时内代理出现故障的次数超过了预定次数，则调用此触发
器。 出现此情况时，VCS 将放弃尝试重新启动此代理。 VCS 在代理出
现故障的节点上调用此触发器。
可以使用此触发器向管理员通知代理出现了故障，以及 VCS 无法重新
启动该代理。 然后，管理员可以采取纠正操作。

用法

-unable_to_restart_agent system resource_type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resource_type - 表示与代理关联的资源类型。

禁用触发器

从 $VCS_HOME/bin/triggers 目录中删除与此触发器关联的文件。

关于 unable_to_restart_had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unable_to_restart_had 事件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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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 hashadow 无法在系统上重新启动 HAD 时，由 hashadow 调用此事
件触发器。 如果尝试六次后，HAD 仍无法重新启动，则 hashadow 在
系统上调用此触发器。
此触发器的默认行为是重新启动系统。 但是，在 hashadow 无法重新
启动 HAD 时，会自动禁用系统上先前运行的服务组。 必须先在系统上
自动启用这些服务组，然后才能在群集中的其他位置使这些服务组联
机。 为此，请自定义 unable_to_restart_had 触发器，以便从群集中运
行 VCS 的任意节点上远程执行以下命令：
hagrp -autoenabl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例如，如果 hashadow 无法在 system1 上重新启动 HAD，并且 group1
和 group2 在该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则在重新启动之前，以这种方式
自定义的触发器会自动在 system1 上启用 group1 和 group2。 在
system1 上自动启用 group1 和 group2 使得在此触发器重新启动
system1 时这两个服务组可以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
此事件触发器是不可配置的。

用法

-unable_to_restart_had
此触发器没有参数。

关于 violation 事件触发器
下表介绍了 violation 事件触发器：
说明

仅在导致了并发冲突的系统上调用此触发器。具体来说，它使服务组在
调用了触发器的系统上脱机。请注意，此触发器只适用于故障转移组。
默认触发器使服务组在导致了并发冲突的系统上脱机。
此事件触发器在内部使用，不可配置。

用法

- violation system service_group
system - 表示系统的名称。
service_group - 表示完全或部分联机的服务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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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业务服务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

■

虚拟业务服务的功能

■

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示例

■

关于在 VCS 与 VBS 级别依赖关系之间选择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可为运行于异构操作系统和虚拟化技术的多层业务应用程序提供虚拟
化、业务流程，并可降低服务中断的频率和持续时间。 虚拟业务服务将多层应用程
序表示为一个统一的实体，以帮助您管理针对某项业务服务的操作。虚拟业务服务
是基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如 Cluster Server）为各层提供的高可用性和灾难
恢复而构建的。
通过虚拟业务服务可以主动管理 Cluster Server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的
应用程序组件。
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创建、
配置和管理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的功能
支持下列 VBS 操作：
■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启动虚拟业务服务：启动虚拟
业务服务后，与之关联的服务组将联机。

■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停止虚拟业务服务：停止虚拟
业务服务后，与之关联的服务组将脱机。

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示例

■

受 ApplicationHA 控制的应用程序可以是虚拟业务服务的组成部分。
ApplicationHA 允许在虚拟机中启动、停止和监视应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承载
在 VMWare 虚拟机上，则可以将虚拟机配置为在您启动或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
自动启动或停止，前提是已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为这些
虚拟机配置了 vCenter。

■

定义虚拟业务服务中服务组之间的依赖关系：依赖关系定义了服务组的联机顺
序和脱机顺序。设置服务组依赖关系的正确顺序对于实现业务连续性和高可用
性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定义依赖关系类型来控制某层对基础层中高可用性事件
的反应方式。配置的反应可以是执行预定义的策略或自定义脚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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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灾难发生时，将整个虚拟业务服务恢复到远程站点。

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示例
本节提供一个包含多层应用程序的虚拟业务服务示例配置。图 15-1 显示了一个依
赖于在三个不同操作系统和三个不同群集中运行的组件的财务应用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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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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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Windows 和 Linux 虚拟机上运行的 Web 应用程序（如 Apache 和 IIS）构成
Web 层。
每层可以有自己的高可用性机制。例如，可以将 Cluster Server 用于数据库，将
中间件应用程序用于 Web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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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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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 VCS 与 VBS 级别依赖关系之间选择
尽管 VBS 通常拥有跨群集的服务组，您也可以让单一群集中的两个或更多服务组
加入给定 VBS。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选择在这些群集内服务组之间配置 VCS 依
赖关系或 VBS 依赖关系。 Symantec 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VCS 依赖关系。 不
过，您可以根据所需的故障策略类型进行相应的选择。 有关 VBS 故障策略的信息，
请参见 《虚拟业务服务可用性安装使用指南》。
请参见第 441 页的“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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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

■

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

■

物理环境中的典型 VCS 群集配置

关于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Configuration 向导可用于配置使用主动-被动存储的应
用程序。主动-被动存储每次只能访问一个节点。除配置应用程序可用性外，向导也
可设置成功监视应用程序所需的其他组件（例如网络、存储）。
在配置用于监视的应用程序之前，必须先配置群集。您可以使用 VCS 群集配置向
导配置群集。有关配置群集的相关步骤，请参见《VCS 安装指南》。
您可以使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配置 表 16-1 中列出的应用程序。
表 16-1

支持的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平台/虚拟化技术

通用应用程序

■

AIX

■

Linux

■

Solaris

Oracle

Linux 上的 VMware

SAP WebAS

Linux 上的 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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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平台/虚拟化技术

WebSphere MQ

Linux 上的 VMware

请参见第 488 页的“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
有关配置特定应用程序的过程的信息，请参见应用程序特定代理的指南。

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
在物理 Linux 环境、VMware 虚拟环境、逻辑域或 LPAR 中，您可以使用下列工具
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
■

Client: 从 Client 启动向导

■

浏览器窗口：从浏览器窗口启动向导

另外，在 Linux 环境中，您也可以使用下列工具启动此向导：
■

haappwizard 实用程序：使用 haappwizard 实用程序启动向导

另外，在 VMware 虚拟环境中，您也可以使用下列工具启动此向导：
■

VMware vSphere Client：从 VMware vSphere Client 启动向导

从 Client 启动向导

1

登录到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

2

在 主页中，单击透视图列表中的“Availability (可用性)”图标。

3

在“Manage (管理)”窗格下的“Data Center (数据中心)”树中找到群集。

4

导航到群集下的“Systems (系统)”对象。

5

找到运行应用程序的系统或满足应用程序先决条件的系统。

6

右键单击该系统，然后单击“Configure Application (配置应用程序)”。

从浏览器窗口启动向导

1

打开浏览器窗口并输入以下 URL：
https://system_name_or_IP:5634/vcs/admin/application_health.html

system_name_or_IP 是您要配置应用程序监视的系统的系统名称或 IP 地址。

2

在“Authentication (身份验证)”对话框中，输入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名
和密码。

3

根据您的设置，使用下列选项之一来启动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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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尚未配置群集，请单击“Configure a VCS Cluster (配置 VCS 群
集)”链接。

■

如果您已经配置群集，请单击“Actions (操作)”>“Configure Applic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应用程序以获得高可用性)”或“Configure
Applic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应用程序以获得高可用性)”链接。

■

如果您已经配置了群集并且配置了要监视的应用程序，请单击“Actions
(操作)”>“Configure Applic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应用程序以
获得高可用性)”。

注意：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6.2 及更高版本中，已
废弃 haappwizard 实用程序。
使用 haappwizard 实用程序启动向导
haappwizard 实用程序可用于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该实用程
序是产品软件包的一部分，安装在 /opt/VRTSvcs/bin 目录。
◆

输入下列命令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
happwizard [-hostname host_name] [-browser browser_name] [-help]

下表介绍了 happwizard 实用程序的选项：
表 16-2

happwizard 实用程序的选项

–hostname

用于指定要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的系统的主机
名或 IP 地址。如果您不指定主机名或 IP 地址，则在本地主机上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

-browser

用于指定浏览器的名称。支持的浏览器包括 Internet Explorer 和
Firefox。例如，输入 iexplore 表示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而
firefox 表示 Firefox 浏览器。

注意：该值不区分大小写。
-help

显示命令用法。

从 VMware vSphere Client 启动向导

1

启动 VMware vSphere Client 并连接到托管虚拟机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2

从左侧窗格的“vSphere Client’s Inventory (vSphere Client 清单)”视图中选择
您要配置应用程序监视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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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在安装来宾时已经配置了单一登录，请跳过此步骤。
选择“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Symantec 高可用性)”选项卡，然后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View (Symantec 高可用性视图)”页中指定具有
虚拟机管理权限的用户帐户的凭据，再单击“Configure (配置)”。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控制台为虚拟机上的用户帐户设置永久性身份验
证。

4

根据您的设置，使用下列选项之一来启动向导：
■

如果您尚未配置群集，请单击“Configure a VCS Cluster (配置 VCS 群
集)”链接。

■

如果您已经配置群集，请单击“Actions (操作)”>“Configure Applic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应用程序以获得高可用性)”或“Configure
Applic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应用程序以获得高可用性)”链接。

■

如果您已经配置了群集并且配置了要监视的应用程序，请单击“Actions
(操作)”>“Configure Applic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应用程序以
获得高可用性)”。

物理环境中的典型 VCS 群集配置
物理环境中的典型 VCS 群集配置包括两台或更多台物理计算机。
应用程序二进制文件安装在本地或共享存储上，数据文件则应安装在共享存储上。
VCS 代理监视应用程序组件和服务，以及应用程序使用的存储和网络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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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物理环境中的典型通用应用群集配置

发生故障期间，VCS 存储代理会将存储故障转移到新系统。VCS 网络代理使网络
组件联机，然后应用程序特定的代理会启动新系统上的应用程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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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从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管理应用程序监视

■

管理应用程序监视设置

从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管理应用程序监视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是一个基于 Web 的图形用户界面，可用来与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一起管理应用程序可用性。
此界面支持运行 Linux、Solaris 和 AIX 操作系统的物理和虚拟系统，也支持 IBM
PowerVM、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RHEV)、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 (KVM) 和 VMware 等虚拟环境。
您可使用 Internet 浏览器通过以下 URL 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
https://SystemNameorIP:5634/vcs/admin/application_health.html?priv=ADMIN，
其中 SystemNameorIP 是要访问的选项卡所在的物理或虚拟系统的系统名称或 IP
地址。
在 VMware 虚拟环境中，您可将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作为选项卡嵌入
vSphere Client 菜单（同时适用于桌面和 Web 版本）。
您无需接受过有关 VCS 命令、操作系统或虚拟化技术的专门培训，即可执行启动、
停止或故障转移应用程序等任务。您还可以通过简单的基于向导的步骤，在此视图
中执行 VCS 群集配置和应用程序（高可用性）配置等高级任务。
使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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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VCS 群集

■

将系统添加到 VCS 群集

■

配置或取消配置应用程序监视

■

取消配置 VCS 群集

■

启动或停止配置的应用程序

■

添加和删除故障转移系统

■

进入和退出维护模式

■

切换应用程序

■

确定应用程序（组件）的状态

■

清除故障状态

■

解决挂起操作

■

修改应用程序监视设置

■

查看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

查看组件依赖关系

了解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显示在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群集中运行的应用程
序的综合运行状况信息。该群集可能包括一个或多个系统。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选项卡会显示整个 VCS 群集（而不仅仅是本地系统）
的应用程序信息。
注意：如果本地系统不属于任何 VCS 群集，则 Symantec Application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仅显示以下链接：“Configure a VCS cluster (配置 VCS 群集)”。
如果尚未在本地系统属于其成员的群集中配置应用程序监视，Symantec Application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仅显示以下链接：“Configure an applic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应用程序以获得高可用性)”。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使用图标、颜色代码、依赖关系图和工具提示报告
应用程序的详细状态。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以应用程序的多个相互依赖的实例显示复杂的应用
程序。这些实例表示该应用程序的组件组（也称为服务组）。每个服务组则包括应
用程序的多个关键组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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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以及一个 Oracle 数据库实例和一个
在双节点 VCS 群集中配置了高可用性的通用应用程序的实例：

1. 标题栏

2. 操作菜单

3. 聚合状态栏

4. 应用程序依赖关系图

5.应用程序表

6. 特定于应用程序的任务菜单

7. 组件依赖关系图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包括以下部分：
■

标题栏：显示 VCS 群集名称、操作菜单、刷新图标和警报图标。请注意，警报
图标仅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无法显示系统或显示失效数据时显示。

■

操作菜单：包括一个操作下拉列表，其中的操作可在整个群集上执行。这些操
作包括：配置群集、配置应用程序以获得高可用性；取消配置所有应用程序；
以及取消配置 VCS 群集。

■

聚合状态栏：显示在群集中运行的应用程序的摘要。它包括应用程序总数和处
于“联机”、“脱机”、“部分”和“故障”状态的应用程序的明细。

■

应用程序依赖关系图：说明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实例必须按之启动或停止的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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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应用程序必须先启动以使另一应用程序成功启动，先启动的应用程序
会在图中的较低级别显示。两个应用程序用一条线连接起来以表明这种依赖关
系。如果不存在这种依赖关系，所有应用程序将显示在一条水平线上。
■

■

应用程序表：显示与本地系统关联的 VCS 群集中配置的所有应用程序列表。
在列表中，每个应用程序都在单独的一行显示。每一行都显示配置了应用程序
监视的系统。
每一行的标题栏都显示以下实体以标识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实例（服务组）：
■

显示应用程序的名称（例如，Payroll 应用程序）

■

应用程序的类型（例如，自定义）

■

服务组名称

特定于应用程序的任务菜单：出现在应用程序表的每个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行。
该菜单包括“Start (启动)”、“Stop (停止)”、“Switch (切换)”等特定于应用
程序的任务和一个含有更多任务的下拉列表。“More (更多)”下拉列表包括添
加故障转移系统和删除故障转移系统等任务。

■

组件依赖关系图：说明了应用程序组件（资源）启动或停止时必须遵循的顺序，
以确保相关的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实例能够相应地启动或停止。默认情况下，
组件依赖关系图不在应用程序表中显示。要查看一个应用程序的组件依赖关系
图，您必须单击运行该应用程序的系统。
右下角的跟踪板有助于在组件依赖关系图中导航。
如果不想查看组件依赖关系图，请在应用程序行左上角单击“Close (关闭)”。

查看配置的应用程序的状态
在应用程序依赖关系图中，单击想要查看其状态的应用程序。如果相应的行尚不可
见，应用程序表将自动滚动到相应的行。此行会为该应用程序显示群集中每一个配
置的故障转移系统的应用程序的状态。
单击行中的任何一个系统，都会显示一个组件依赖关系图。该图使用符号、颜色代
码和工具提示显示每个应用程序组件的运行状况。在系统或组件上滚动鼠标可查看
其运行状况详细信息。
选定的系统上每个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组件的运行状况以下列状态显示：
表 17-1

应用程序状态

状态

说明

Online

表示配置的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组件正在系统上运行。
如果应用程序至少在一个其他故障转移系统上脱机，则该应用程序名
称旁将显示一个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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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Offline

表示配置的应用程序或其组件未在系统上运行。

Partial (部分联机)

表示应用程序或其组件正在系统上启动，或 VCS 无法启动一个或多
个配置的组件
如果应用程序至少在一个其他故障转移系统上脱机，则该应用程序名
称旁将显示一个警报。

Faulted

表示配置的应用程序或其组件意外地停止运行。

配置或取消配置应用程序监视
使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可以在处于 Cluster Server (VCS) 控制下的群
集中，配置或取消配置应用程序监视。
该视图会提供特定链接来执行下列配置任务：
■

配置 VCS 群集：
如果本地系统不是 VCS 群集的一部分，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将显示
空白，只提供“Configure a VCS cluster (配置 VCS 群集)”链接。
在配置应用程序监视之前，您必须单击“Configure a VCS cluster（配置 VCS
群集）”链接，启动 VCS 群集配置向导。该向导将帮助您配置一个 VCS 群集
（默认本地系统为群集系统）。

■

在 VCS 群集中配置第一个应用程序监视：
如果未在群集中配置任何应用程序监视，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将显
示空白，只提供“Configure an applic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应用程
序以获得高可用性)”链接。
单击该链接可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使用该向导可配置应
用程序监视。
另外，在支持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的应用程序中，要了解基于
向导的详细步骤，请参见特定于应用程序的 VCS 代理配置指南。对于自定义应
用程序，请参见《Cluster Server Generic Application Agent 配置指南》。

■

将一个系统添加到 VCS 群集：
单击“Actions (操作)”>“Add a System to VCS Cluster (将系统添加到 VCS
群集)”，将一个系统添加到 VCS 群集（在该群集中，本地系统也是群集成员）。
向群集添加一个系统时，并不会自动将该系统添加为任何已配置应用程序的故
障转移系统。要将一个系统添加为故障转移系统，请参见“添加或删除故障转
移系统”。

■

配置应用程序或将应用程序添加到现有的应用程序监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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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Actions (操作)”>“Configure an applic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配
置应用程序以获得高可用性)”，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Application
Monitoring 配置向导。使用该向导可配置应用程序监视。
■

取消配置应用程序监视：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More (更多)”>“Unconfigure Application
Monitoring (取消配置应用程序监视)”，从 VCS 删除应用程序监视配置。
请注意，此步骤不会从系统或群集删除 VCS，而仅会删除该应用程序的监视配
置。
此外，要取消配置应用程序监视，还可执行以下步骤之一，即取消配置所有应
用程序监视或取消配置 VCS 群集。

■

取消配置所有应用程序监视：
单击“Actions (操作)”>“Unconfigure all applications (取消配置所有应用
程序)”。此步骤将删除群集中配置的所有应用程序的监视配置。

■

取消配置 VCS 群集：
单击“Actions (操作)”>“Unconfigure VCS cluster (取消配置 VCS 群集)”。
此步骤将停止 VCS 群集，删除 VCS 群集配置，并取消配置应用程序监视。

启动或停止应用程序
使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中的以下选项控制配置的应用程序和关联组件
或组件组（应用程序实例）的状态。
请注意，“Start (启动)”和“Stop (停止)”链接在以下情况中呈灰显状态：
■

如果未配置任何要监视的关联组件或组件组（资源或服务组）

■

如果应用程序处于维护模式

■

如果群集中不存在系统，而且应用程序在群集中尚未按要求启动或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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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应用程序

1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Start (启动)”。

2

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为故障转移类型，请在“Start Application (启动应用
程序)”面板上，单击“Any system (任何系统)”。VCS 使用预定义策略确定
要启动应用程序的系统。
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为并行类型，请在“Start Application (启动应用程
序)”面板上，单击“All systems (所有系统)”。VCS 将在所有配置了服务组
的所需系统上启动应用程序。
注意：系统会基于服务组类型，自动显示“Any system (任何系统)”或“All
Systems (所有系统)”链接。
要了解有关策略、并行和故障转移服务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如果您希望指定要启动应用程序的系统，请单击“User selected system (用
户选定的系统)”，然后单击相应的系统。

3

如果要启动的应用程序要求以特定顺序启动其他应用程序或组件组（服务组），
请选中“Start the dependent components in order (按顺序启动依赖组件)”
复选框，然后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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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应用程序

1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Stop (停止)”。

2

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为故障转移类型，请在“Stop Application (停止应用
程序)”面板上，单击“Any system (任何系统)”。VCS 将选择相应的系统来
停止应用程序。
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为并行类型，请在“Stop Application (停止应用程序)”
面板上，单击“All systems (所有系统)”。VCS 将在所有配置的系统上停止
应用程序。
注意：系统会基于服务组类型，自动显示“Any system (任何系统)”或“All
Systems (所有系统)”链接。
要了解有关并行和故障转移服务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
指南》。
如果您希望指定要停止应用程序的系统，请单击“User selected system (用
户选定的系统)”，然后单击相应的系统。

3

如果要停止的应用程序要求以特定顺序停止其他应用程序或组件组（服务组），
请选中“Stop the dependent components in order (按顺序停止依赖组件)”
复选框，然后单击“OK (确定)”。

挂起或恢复应用程序监视
配置应用程序监视之后，您可能希望对这些应用程序执行例行维护任务。这些任务
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停止应用程序，但是可能会暂时影响应用程序及其依赖组
件的状态。如果对应用程序状态进行任何更改，则 Cluster Server (VCS) 可能会尝
试还原应用程序状态。 这可能会影响您希望对这些应用程序执行的维护任务。
如果该应用程序已处于维护模式，则“Enter Maintenance Mode (进入维护模式)”
链接将自动呈灰显状态。相反地，如果该应用程序未处于维护模式，则“Exit
Maintenance Mode (退出维护模式)”链接将呈灰显状态。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选项卡提供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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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维护模式

1

在相应的行中，单击“More (更多)”>“Enter Maintenance Mode (进入维护
模式)”。
在监视挂起期间，Symantec 高可用性解决方案不会监视应用程序及其依赖组
件的状态。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不显示应用程序的当前状态。如果
应用程序或其组件出现任何故障，则 VCS 不会采取任何操作。

2

处于维护模式时，如果一台虚拟机重新启动，而您又希望应用程序监视保持维
护模式，那么请在“Enter Maintenance Mode (进入维护模式)”面板中，选中
“Suspend the application availability even after reboot (即使在重新启动
之后也挂起应用程序可用性)”复选框，然后单击“OK (确定)”进入维护模式。

退出维护模式

1

在相应的行中，单击“More (更多)”>“Exit Maintenance Mode (退出维护
模式)”，然后单击“OK (确定)”退出维护模式。

2

单击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右上角的“Refresh (刷新)”图标以确认
该应用程序不再处于维护模式。

将应用程序切换到其他系统
如果您希望在一个系统上正常停止某个应用程序并在同一群集中的另一个系统上启
动该应用程序，则必须使用“Switch (切换)”链接。您只能将应用程序切换到未运
行该应用程序的系统。
请注意，“Switch (切换)”链接在以下情况中呈灰显状态：
■

如果您未配置任何要监视的应用程序组件

■

如果您未为所选应用程序指定任何故障转移系统

■

如果应用程序处于维护模式

■

如果可切换应用程序的群集中没有系统存在

■

如果应用程序在群集中的每个系统上都不处于联机/部分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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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应用程序

1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Switch (切换)”。

2

如果您希望 VCS 根据策略决定应用程序必须切换到哪个系统，请在“Switch
Application (切换应用程序)”面板中单击“Any system (任何系统)”，然后单
击“OK (确定)”。
要了解有关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如果您希望指定应用程序切换到哪个系统，请单击“User selected system
(用户选定的系统)”，然后单击相应的系统，并单击“OK (确定)”。
VCS 会在运行该应用程序的系统上将其停止，并在您指定的系统上启动该应用
程序。

添加或删除故障转移系统
应用程序表中的每一行都会显示属于 VCS 群集的系统上的应用程序的状态。显示
的系统属于已将应用程序重新启动配置为高可用性度量的单系统 Cluster Server
(VCS) 群集，或者属于已配置应用程序故障转移的多系统 VCS 群集。在显示的群
集中，您可以添加一个新系统，作为已配置应用程序的故障转移系统。
该系统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该系统不属于其他任何 VCS 群集。

■

该系统至少有两个网络适配器。

■

所需端口未受到防火墙的阻止。

■

该应用程序在所有系统上的安装完全相同，包括计划的新系统。

要添加故障转移系统，请执行以下步骤：
注意：以下过程描述了添加故障转移系统的通用步骤。此向导会在某些字段中自动
填充初始配置的系统的值。这些值无法编辑。
添加故障转移系统

1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More (更多)” > “Add Failover System
(添加故障转移系统)”。

2

查看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欢迎页面上的说明，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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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要将群集系统中的系统添加到应用程序故障转移目标列表，请在
“Configuration Inputs (配置输入)”面板上选择群集系统列表中的系统。使用
“Edit (编辑)”图标在系统上指定一个管理用户帐户。您随后可以将所需系统
从群集系统列表移至应用程序故障转移目标列表。使用向上和向下箭头键可设
置 VCS 代理必须故障转移应用程序的系统顺序。
如果您要指定的故障转移系统不是现有的群集节点，请在“Configuration Inputs
(配置输入)”面板上单击“Add System (添加系统)”，然后在“Add System
(添加系统)”对话框中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System Name (系统名称) 指定希望添加到 VCS 群集的系统的名称或 IP 地址。
或 IP address (IP 地址)
User name (用户名)

在系统上指定具备管理权限的用户名。
如果您希望在所有要添加的系统上指定同一用户帐户，请选
中“Use the specified user account on all systems (在
所有系统上使用指定的用户帐户)”框。

Password (密码)

为您指定的帐户指定密码。

Use the specified user
单击此复选框可在所有群集系统上使用指定的用户凭据。
account on all systems (在
所有系统上使用指定的用
户帐户)

此向导会验证这些详细信息，然后该系统将显示在应用程序故障转移目标列表
中。

4

如果您从现有的 VCS 群集添加故障转移系统，则“Network Details (网络详细
信息)”面板将不会显示。
如果您向现有群集添加新的故障转移系统，请在“Network Details (网络详细
信息)”面板上查看现有故障转移系统所使用的网络参数。请相应地修改新故障
转移系统的以下参数。
注意：此向导会自动填充现有故障转移系统用于低延迟传输通信的网络协议
（UDP 或以太网）。您无法修改这些设置。
■

要通过以太网配置链接，请为每个网络通信链接选择适配器。必须为每个
通信链接选择一个不同的网络适配器。

■

要通过 UDP 配置链接，请为每个通信链接指定所需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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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适配器

为通信链接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
必须为每个通信链接选择一个不同的网络适配器。
Symantec 建议务必将其中一个网络适配器设置为公共适配
器，并为使用此适配器的 VCS 群集通信链接分配一个较低的
优先级。

注意： 请不要选择成组的网络适配器，也不要选择单独列出
且属于成组 NIC 的适配器。
IP 地址

选择要用于指定 UDP 端口上的群集通信的 IP 地址。

端口

为每个链接指定唯一的端口号。可以使用范围在 49152 到
65535 之间的端口。
链接的指定端口用于该链接上的所有群集系统。

Subnet Mask (子网
掩码)

5

显示指定 IP 所属的子网掩码。

如果虚拟 IP 未配置为您的应用程序监视配置的一部分，则“Virtual Network
Details (虚拟网络详细信息)”页面将不会显示。另外，在“Virtual Network
Details (虚拟网络详细信息)”面板上，查看故障转移系统必须使用的以下网络
参数，然后指定 NIC：
Virtual IP address (虚 指定一个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拟 IP 地址)
Subnet Mask (子网掩 指定该 IP 地址所属的子网掩码。
码)
NIC

6

对于每个新添加的系统，请指定必须承载指定虚拟 IP 的网络适
配器。

在“Configuration Summary (配置摘要)”面板上，检查 VCS 群集配置摘要，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以继续进行此配置。

7

在“Implementation (操作)”面板上，向导会向 VCS 群集添加指定系统（如果
此系统不是该群集的一部分）。然后，向导会将此系统添加到故障转移目标列
表中。向导将显示每个任务的进度报告。
■

如果向导显示一个错误，请单击“View Logs (查看日志)”查看错误说明并
解决此错误，然后从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重新运行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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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单击“Next (下一步)”。

在完成面板，单击Finish。 添加故障转移系统的过程便已完成。您可以在应用
程序表的相应行中查看此系统。

同样，您也可以从应用程序故障转移目标列表删除系统。
注意：如果应用程序在某个故障转移系统中为联机或部分联机状态，则无法删除该
系统。
删除故障转移系统

1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More (更多)” > “Remove Failover System
(删除故障转移系统)”。

2

在“Remove Failover System (删除故障转移系统)”面板上，单击您要从监视
配置删除的系统，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此过程只能删除故障转移目标系统列表中的系统，而无法删除 VCS 群集中
的系统。要删除群集中的系统，请使用 VCS 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请参见
《VCS 管理指南》。

清除故障状态
当您在某个系统上修复应用程序故障时，必须进一步清除该系统上的应用程序故障
状态。除非您清除此故障状态，否则 VCS 无法在该系统上故障转移此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在已配置的应用程序组件（资源）级别
清除此故障状态。
如果群集中没有故障系统，则“Clear Fault (清除故障)”链接会自动呈灰显状态。
清除故障状态

1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More (更多)”>“Clear Fault state (清除故
障状态)”。

2

在“Clear Fault state (清除故障状态)”面板中，单击您要清除组件故障状态所
在的系统，然后单击“OK (确定)”。

解决挂起操作
当您尝试启动或停止应用程序时，某些情况下，启动或停止操作可能会在中途挂
起。原因可能是 VCS 检测到某个应用程序组件的内部状态不正确。您可以通过使
用解决挂起操作链接来解决此问题。当您单击此链接后，VCS 将相应地重置所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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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起的应用程序组件的内部状态。此过程便于您重试原始启动或停止操作，或者启
动其他操作。
解决挂起操作

1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More (更多)”>“Resolve a held-up
operation (解决挂起操作)”。

2

在“Resolve a held-up operation (解决挂起操作)”面板中，单击您要解决挂起
操作所在的系统，然后单击“OK (确定)”。

确定应用程序状态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显示 VCS 群集中配置用于监视的所有应用程序的
综合运行状况信息。应用程序运行状况信息每隔 60 秒会自动刷新一次。
如果您不想等待自动刷新，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即时确定应用程序的状态：
确定应用程序状态

1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More (更多)”>“Determine Application
State (确定应用程序状态)”。

2

在“Determine Application State (确定应用程序状态)”面板中，选择一个系
统，然后单击“OK (确定)”。
注意：您也可以选择多个系统，然后单击“OK (确定)”。

删除所有监视配置
要中断 VCS 群集中的所有现有应用程序监视，请执行以下步骤：
■

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的标题栏上，单击“Actions (操
作)”>“Unconfigure all applications (取消配置所有应用程序)”。显示确认
消息时，请单击“OK (确定)”。

删除 VCS 群集配置
如果要创建一个不同的 VCS 群集，使用新的系统、其他 LLT 协议或者安全通信模
式，则可能需要删除现有的 VCS 群集配置。要删除 VCS 群集配置，请执行以下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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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下步骤将删除所有群集配置（包括网络和存储配置)，以及应用程序监视配
置。
■

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的标题栏上，单击“Actions (操
作)”>“Unconfigure VCS cluster (取消配置 VCS 群集)”。

■

在“Unconfigure VCS Cluster (取消配置 VCS 群集)”面板中，查看群集名称和
群集 ID，并为群集管理员指定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OK (确定)”。

管理应用程序监视设置
通过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选项卡，您可以定义和修改使用 Cluster Server(VCS)
控制应用程序监视的设置。可以针对每个应用程序定义设置。此设置适用于 VCS
群集中将应用程序配置为进行监视的所有系统。
以下设置可供选择：
■

App.StartStopTimeout:
此设置定义了启动操作后 VCS 必须等待应用程序启动或停止的秒数。
当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选项卡中单击“Start Application (启动应用程
序)”和“Stop Application (停止应用程序)”链接时，VCS 会分别启动应用程序
启动或停止。如果应用程序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则选项卡将显示一条错误。
应用程序响应延迟并不表示该应用程序或其相关组件发生故障。诸如工作负载、
系统性能和网络带宽等参数可能会影响应用程序响应。VCS 会继续等待应用程
序响应，即使超时间隔已过。
如果应用程序未能启动或停止，VCS 会根据其他配置的补救措施来采取必要操
作。
可以将 AppStartStopTimeout 值设置在 0 和 600 秒之间。默认值为 30 秒。

■

App.RestartAttempts:
此设置定义了 VCS 必须尝试重新启动失败应用程序的次数。如果应用程序未能
在指定的尝试次数内启动，则 VCS 会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至已配置的故障转移
系统。可以将 AppRestartAttempts 值设置在 1 和 6 之间。默认值为 1。

■

App.DisplayName:
此设置可以为已配置应用程序指定一个易于使用的显示名称。例如，Payroll 应
用程序。VCS 在内部可能使用一个不同的服务组名称来唯一地标识同一个应用
程序。但是，该服务组名称（例如 OraSG2）可能并不便于直观理解，导航应用
程序表时也不容易解析。此外，一旦配置，便无法编辑该服务组名称。相反，
VCS 允许您根据需要修改显示名称。请注意，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选项
卡同时显示显示名称和与已配置应用程序关联的服务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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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应用程序监视配置设置

1

启动 vSphere Client，从左侧的清单窗格中选择 VCS 群集中已配置应用程序监
视的虚拟机。

2

单击“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以查看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选项
卡。

3

在应用程序表的相应行中，单击“More (更多)”>“Modify Settings (修改设
置)”。

4

在“Modify Settings (修改设置)”面板中，单击以高亮显示要修改的设置。

5

在“Value (值)”列中输入适当值，然后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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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灾难恢复的群集配置

■

18. 连接群集 - 创建全局群集

■

19.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全局群集

■

20. 通过命令行管理全局群集

■

21. 设置复制数据群集

■

22. 设置校园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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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CS 全局群集的工作方式

■

VCS 全局群集： 构造块

■

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

关于规划设置全局群集

■

设置全局群集

■

关于群集故障

■

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

在全局环境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的多层应用程序支持

■

测试某个多层环境的情景

VCS 全局群集的工作方式
本地群集可以为每个站点或建筑物提供本地故障转移。 但这些配置无法针对造成整
个城市或地区发生中断的大规模灾难（如洪灾、飓风和地震）提供保护。 此时整个
群集都可能会受到中断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VCS 全局群集可通过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距离非常远的远程群集来确
保数据的可用性。
下面以在 VCS 全局群集中配置的 Oracle 数据库为例进行说明。 在两个群集中都安
装并配置 Oracle。 Oracle 数据位于每个群集内的共享磁盘中，并在群集间复制以
确保数据并存。 Oracle 服务组在群集 A 中的系统上联机，并配置为以全局方式（即
在群集 A 和 B 上）故障转移。
图 18-1 显示了全局群集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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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群集设置示例

图 18-1

客户端

集群 A

客户端

客户端

公共
网络

客户端

重定向的
客户端

集群 B

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Oracle
组

Oracle
组

重复
数据

单独
存储

单独
存储

VCS 一直监视着事件，并在群集之间传达事件。 群集间通信可确保全局群集时刻
了解在全局群集中配置的服务组的状态。
如果系统或应用程序发生故障，VCS 就将 Oracle 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一群集内的
另一系统。 如果整个群集发生故障，VCS 就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属于全局群集的
远程群集。 一旦应用程序在新位置处于联机状态，VCS 还会重定向客户端。

VCS 全局群集： 构造块
VCS 通过以下各项将群集概念扩展到了广域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领域：
■

远程群集对象
请参见第 511 页的“ 可视化远程群集对象”。

■

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511 页的“关于全局服务组”。

■

全局群集管理
请参见第 511 页的“关于全局群集管理”。

■

序列化
请参见第 513 页的“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

弹性和“通行权”
请参见第 513 页的“关于恢复能力和“通行权””。

■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请参见第 514 页的“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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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16 页的“关于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

安全通信
请参见第 517 页的“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可视化远程群集对象
VCS 使您能够使用用于管理 VCS 的任何支持的组件（例如 VCS CLI 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可视化远程群集对象
请参见第 46 页的“ VCS 管理组件”。
您可以在配置文件 main.cf 中定义远程群集。 “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为执行此操作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 该向导使用所
需的配置更改来更新所有连接的群集的 main.cf 文件。
请参见第 549 页的“添加远程群集”。

关于全局服务组
全局服务组是常规的 VCS 组，具有用于实现广域故障转移的附加属性。 全局服务
组属性 ClusterList 定义组可以故障转移到的群集的列表。 必须在所有参与群集上
配置服务组，并且在每个群集上，服务组的名称必须相同。“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可以用来配置全
局组。
请参见第 556 页的“管理全局服务组”。
VCS 代理可以管理跨群集故障转移期间进行的复制。
请参见第 514 页的“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关于全局群集管理
通过 VCS 可以从任何群集中的任何系统对全局服务组执行操作（联机、脱机、切
换）。 但必须以有足够权限的身份登录才能进行群集操作。
请参见第 78 页的“全局群集中的用户权限”。
可以使服务组联机，也可以将其切换到任何群集中的任何系统。 如果不指定目标系
统，VCS 就使用 FailOverPolicy 来确定目标系统。
请参见第 390 页的“关于定义故障转移策略”。
对远程群集对象进行管理时，要借助通过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实现的群集间通信。

关于广域连接器进程
广域连接器 (wac) 是故障转移 Application 资源，用于确保群集之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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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 是广域连接器进程的一个图例。
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

图 18-2
App
组

App
组

App
组

wac
进程

HAD

HAD

App
组

App
组

App
组

wac
进程

HAD

HAD

集群 1

HAD

HAD

集群 2

每个群集中都有一个系统运行着 wac 进程，该进程与远程群集中的对等方连接。它
接收并传输有关群集、服务组和系统的状态的信息。通过这种通信，VCS 可以创建
包含配置为属于全局群集的所有群集的状态的综合视图。该进程还管理广域心跳以
确定远程群集的健康状况。此外，该进程还在群集间传输命令，并将结果返回到发
出命令的群集。
VCS 提供确保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的选项。
请参见第 517 页的“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关于广域心跳代理
广域心跳代理对群集间心跳进行管理。 心跳用于监视远程群集的健康状况。VCS
广域心跳代理包括 Icmp 和 IcmpS。其他 VCS 资源代理向 VCS 引擎报告其状态，
而心跳代理将直接向 WAC 进程报告其状态。心跳名称必须与心跳类型名称相同。
对于一种特定的心跳类型，只能添加一个心跳。
请参见第 512 页的“广域心跳代理的示例配置”。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广域心跳代理。例如，SRDF 的 VCS 复制代理包括用于 Symmetrix
阵列的自定义心跳代理。
可以使用 hahb -add heartbeatname 命令添加心跳，并可使用 hahb -modify 命
令更改心跳代理的默认值。
请参见第 576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请参见第 768 页的“心跳属性（用于全局群集）”。

广域心跳代理的示例配置
下面是广域心跳代理的一个示例配置：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pric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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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s @Cpriclus =
{"10.209.134.1"
)

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VCS 可确保按顺序执行全局服务组操作，以避免出现时序问题并确保性能平稳。
Authority 属性防止服务组同时在多个群集中联机。 Authority 是一个持久性服务组
属性，它指定哪个群集有权使全局服务组联机。 不能在运行时修改该属性。
如果两名管理员同时尝试使一个服务组在双群集全局组中联机，则根据 Authority 属
性的值，会支持其中一个命令，而会拒绝另一个命令。
该属性可防止使服务组在无相应权限的群集中联机。如果具有该权限的群集处于关
闭状态，可使用 hagrp -online -force service_group 命令强制执行接管。 可
以在发生灾难时使用该命令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注意：对某个组具有权限的群集并不保证该组将在该群集上联机。 该属性仅指定有
权使服务组在群集中联机。 Authority 的存在不会覆盖冻结、自动禁用、非探查等防
止服务组联机的组设置。
如果任何群集都未持有 Authority 属性，则必须获取该属性。
可以从任何群集对全局组执行脱机操作，无需更改权限，这是因为使组脱机并不一
定表示要执行跨群集故障转移。

关于 Authority 和 AutoStart 属性
将 Authority 属性和 AutoStart 属性一起使用可以避免多群集配置中可能存在的并发
冲突。
如果设置了 AutoStartList 属性，并将组的 Authority 属性设置为 1，则 VCS 引擎将
等待 wac 进程连接到对等方。如果连接失败，表示对等方处于关闭状态，然后将执
行 AutoStart 进程。如果连接成功，HAD 将等待远程快照。如果对等方对组拥有权
限且远程组处于联机状态（由于接管），则本地群集不会使组联机，并且会放弃权
限。
如果将 Authority 属性设置为 0，则不调用 AutoStart。

关于恢复能力和“通行权”
VCS 全局群集使用广域连接器进程和 ClusterService 组来维护恢复能力。只要群集
中至少有一个仍正常运行的节点，广域连接器进程就会运行。
广域连接器及其别名以及通知程序都是 ClusterService 组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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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现在，VCS 代理可管理属于广域故障转移的外部对象。 这些对象包括复制、DNS
更新等。VCS 代理提供健壮的框架来指定属性和重新启动操作，并可以在故障转移
时联机。
DNS 代理

在广域故障转移后，DNS 代理更新域名服务器中的规范名称
映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
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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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agents for VVR

可以在 VCS 全局群集设置中为 VVR 使用下列 VCS 代理：
■

■

■

■

■

■

RVG 代理
RVG 代理对重复卷组 (RVG) 进行管理。具体来说，它可
使 RVG 联机、监视对 RVG 的读写访问以及使 RVG 脱
机。使用 VVR 进行复制时，使用此代理。
RVGPrimary 代理
在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后，RVGPrimary 代理尝试迁移辅助
站点使之成为主站点，或接管辅助站点使之成为主站点。
该代理不执行与脱机和监视例程关联的操作。
RVGShared 代理
RVGShared 代理可在共享环境中监视 RVG。这是并行资
源。 通过 RVGShared 代理，可将并行应用程序配置为使
用群集中的 RVG。 RVGShared 代理可在共享磁盘组环
境中监视 RVG。
RVGSharedPri 代理
RVGSharedPri 代理用于在 VCS 环境中的并行组内迁移
和接管 VVR 复制数据集。将一个 RVGSharedPri 类型的
资源联机，会使本地主机上的 RVG 成为主节点 RVG（如
果尚不是）。
RVGLogowner 代理
RVGLogowner 代理指派和取消指派某一节点作为 CVM
群集中的日志所有者；该代理用作故障转移资源。
RVGLogowner 代理指派或取消指派某一节点作为群集中
的日志所有者。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只有一个节点（即
日志所有者）可以将数据复制到辅助节点。
RVGSnapshot 代理
RVGSnapshot 代理用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中，该代理获取
优化空间快照，以便在防火练习操作过程中能够在辅助站
点装入应用程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
南》

在 CVM 环境中，RVGShared 代理、RVGSharedPri 代理、
RVGLogOwner 代理和 RVGSnapshot 代理均受支持。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用于第三方复制技术的 VCS
代理

VCS 提供了用于其他基于第三方阵列的或基于应用程序的复
制解决方案的代理。可从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Pack 软件
中获得这些代理。
有关 VCS 支持的复制技术的列表，请参见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Pack 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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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如果全局群集中任何两个群集之间的所有心跳出现故障，表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

远程群集发生故障。

■

这两个群集之间的所有通信链接都中断。

在含有三个或更多群集的全局群集中，VCS 会查询连接的群集来确认远程群集确实
已关闭。此机制称为“查询”。
在双群集设置中，VCS 使用 Steward 进程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广域裂脑的可能性。
此进程作为独立二进制程序在全局群集配置以外的系统上运行。
图 18-3 说明了在双群集设置中，Steward 进程最大限度地降低裂脑可能性的方式。
图 18-3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集群 B

集群 A
Steward

当任何两个群集之间的所有通信链接都中断时，每个群集使用查询消息联系
Steward。 Steward 向待查群集发送 ICMP ping，如果群集正在运行，则以被动查
询方式响应，如果群集已关闭，则以主动查询方式响应。 Steward 也可以用于包含
两个以上群集的配置。VCS 提供确保 Steward 进程和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的选项。
请参见第 517 页的“ 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在非安全配置中，您可在与全局群集节点的平台所不同的平台上配置 steward 进
程。尚未针对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 steward 进程进行安全配置测试。
例如，可在 Windows 系统上针对 Solaris 系统上运行的全局群集运行 steward 进
程。不过，针对 Solaris 的 VCS 版本仅包含适用于 Solaris 的 steward 二进制文件。
您必须从 Windows 群集上的 VCS 安装目录中复制适用于 Windows 的 steward 二
进制文件，一般此目录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仅当从每个群集到运行 Steward 的主机之间具有独立的路径时，Steward 才有效。
如果两个群集之间只有一个路径，那么，如果发生故障，必须手动通过电话或某些
消息传送系统与远程站点的管理员联系以进行确认，从而防止裂脑。 默认情况下，
在管理员确认后，VCS 全局群集在群集范围内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可以将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为 Auto 来配置自动故障转移。
steward 的默认端口是 1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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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群集中的安全通信
在全局群集中，VCS 提供使下列通信类型安全的选项：
■

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

广域连接器与 Steward 进程之间的通信。

要进行安全的身份验证，广域连接器进程会将某个安全上下文作为每个群集节点上
的本地身份验证代理中的一个帐户。
WAC 帐户属于与 HAD 和 Command Server 相同的域，并被指定为：
name = WAC
domain = 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必须在所有群集中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以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如果广域连接器进程
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则必须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 Steward。
请参见第 519 页的“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先决条件”。

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本主题介绍配置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群集设置的先决条件
必须至少有两个群集才能设置全局群集。每个群集都必须有必需的许可证。群集只
能属于一个全局群集。VCS 支持全局群集中最多有四个群集。
群集必须在相同的平台上运行；操作系统版本可以不同。 群集必须使用相同的 VCS
版本。
每个全局群集内各群集名称必须唯一；但在不同群集中系统和资源名称不必唯一。
在不同群集中服务组名称不必唯一—但全局服务组必须具有相同的名称。
每个群集都必须有与之绑定的有效虚拟 IP 地址。此 IP 地址在群集的 ClusterAddress
属性中定义。通常在初次安装 VCS 时配置此地址。
全局群集操作要求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的端口（默认端口是 14155）可跨防火
墙打开。
全局群集中的所有群集必须使用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 VCS 不支持配置在全局
群集中使用不同的 Internet 协议版本的群集。
要进行远程群集操作，对于同一 VCS 用户，必须在每群集中为其配置相同的名称
和权限。
请参见第 78 页的“全局群集中的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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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设置的先决条件
必须对要配置为全局组的应用程序进行配置，以便在各自群集中能够表示对方。全
局组中的所有应用程序组在每个群集中必须具有相同名称。这些组的各个资源可以
不同。例如，一个组可能有一个 MultiNIC 资源或多个 Mount 类型的资源。对于广
域故障转移时重定向到远程群集的客户端系统，它们看到的应用程序必须与在主群
集中所见的应用程序相同。
但是，从客户端来看，构成全局组的资源表示的应用程序必须与其他群集中对等全
局组相同。除了管理员启动或确认故障转移时的那一段停机时间，重定向到远程群
集的客户端不应知道发生了跨群集故障转移。

广域心跳的先决条件
必须至少存在一个从每个群集到其他每个群集的广域心跳。只有当心跳报告了群集
处于 正常运行 状态后，VCS 才开始与该群集通信。默认情况下 VCS 使用 ICMP
ping，本产品绑定了其基础架构。如果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设置
全局群集，则 VCS 对 Icmp 心跳进行配置。其他心跳必须手动配置。
虽然可以配置多个心跳，但是一个心跳足以监视远程站点的运行状况。 因为 Icmp
和 IcmpS 心跳使用 IP 网络检查远程站点的运行状况。如果网络足够冗余，即便只
有一个心跳也不会造成单点故障。添加多个具有单点故障的心跳是不会有用的。
如果两个站点之间的数据复制是使用单独的连接进行的，则有助于减少单点故障。
目前，Symantec 只提供适用于对称阵列的心跳代理。

ClusterService 组先决条件
必须为 ClusterService 组配置 Application（对于广域网连接器）、NIC 和 IP 资源。
该服务组可能包含身份验证服务或通知的其他资源（如果配置了这些组件）。安装
或升级 VCS 时会自动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如果在 VCS 安装或升级过程中输入了包括 VCS 全局群集支持的许可证，则安装程
序会为您提供用于在 ClusterService 组中自动配置 Application 类型的资源 wac 的
选项。 该安装程序还会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可以稍后运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配置向导来配置 WAC 进程及使用 WAC
的 Application 资源来更新 ClusterService 组。

复制设置的先决条件
VCS 全局群集用于进行灾难恢复，所以必须设置群集间的实时数据复制。对于支持
的复制技术，可以使用 VCS 代理管理复制。可从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Pack 软
件中获得这些代理。
有关 VCS 支持的复制技术的列表，请参见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Pack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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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先决条件
如果计划在全局群集中配置群集之间的安全通信，则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必须将两个群集中的广域连接器进程都配置为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安全性时，安装程序也会为广域连接器创建一个 AT 帐户。

■

两个群集都必须以安全模式运行。
■

可以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 命令配置安全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

两个群集必须共享一个信任关系。可以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trust 命令
设置信任关系。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关于规划设置全局群集
在设置全局群集之前，请确保完成了以下任务：
■

查看概念。
请参见第 510 页的“ VCS 全局群集： 构造块”。

■

规划配置并验证是否拥有所需的物理基础架构。
请参见第 517 页的“ 全局群集的先决条件”。

■

验证是否拥有所需的软件来安装 VCS 和所支持的复制技术。如果使用第三方复
制技术，则验证是否拥有相应的复制代理软件。

图 18-4 说明了用于设置一个全局群集的工作流，在该群集中，已在站点 s1 上配置
了 VCS 群集并且对应用程序进行了设置以获得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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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设置 VCS 全局群集的概要工作流

图 18-4
设置 VCS 全局集群（站点 s1 和 s2）
s1（主站点）；s2（辅助站点）
配置应用程序
A
和复制

配置集群

B

配置服务组

C

配置全局
服务组

D

A0.已安装和配置 VCS，并且已在 s1 上为 HA 设置应用程序

VCS 文档&应用程序文档

A1.在 s2 上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文档

A2.在 s1 和 s2 上设置数据复制（VVR 或第三方）

VVR：SFHA 安装指南&VVR 管理指南
第三方：复制文档

B1.在 s1 上配置全局集群组件

VCS 管理指南

B2.在 s2 上安装和配置 VCS

VCS 安装指南

B3.对于安全集群，s1 和 s2 上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B4.在 s1 和 s2 上配置远程集群对象
VCS 管理指南

B5.（可选）配置集群之间的其他心跳

B6.（可选）在 s1 或 s2 上配置 Steward
C1.在 s2 上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

C2.对于 VVR：在 s1 和 s2 上设置复制资源对于第三方：
在 s1 和 s2 上安装和配置复制代理

VVR：VCS Agents for VVR 配置指南
第三方：VCS Agent for <Replication Solution>
安装和配置指南

D1.在 s1 和 s2 上使服务组全局化

VCS 管理指南

设置全局群集
本过程假定已在主站点上配置了 VCS 群集并且对应用程序进行了设置以获得高可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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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示例中，单实例 Oracle 数据库配置为双节点群集上的 VCS 服务组 (appgroup)。

表 18-1 列出了用于设置 VCS 全局群集的概要任务。
表 18-1

用于设置 VCS 全局群集的任务图

任务

参考资料

任务 A

请参见第 521 页的“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应用程序和复制”。

任务 B

请参见第 522 页的“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群集”。

任务 C

请参见第 529 页的“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服务组”。

任务 D

请参见第 533 页的“将服务组配置为全局服务组”。

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应用程序和复制
在辅助站点上执行以下步骤来配置应用程序。 本过程假定已在主站点上对应用程序
进行了设置以获得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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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应用程序和复制

1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并配置要获得高可用性的应用程序。
有关说明，请参见相应的应用程序文档。

2

在每个站点上，使用 VCS 支持的复制技术设置数据复制：
■

volume_replicator
有关说明，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0 安装指南》和《Veritas InfoScale
7.0 Replication 管理指南》。

■

受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
有关说明，请参见相应的复制文档。 有关 VCS 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的列
表，请参见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Pack 快速入门指南》

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群集
执行以下步骤针对灾难恢复配置群集：
■

在主站点上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请参见第 522 页的“在主站点上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请参见第 523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

保护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请参见第 524 页的“保护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

配置远程群集对象
请参见第 525 页的“配置远程群集对象”。

■

配置其他心跳链接（可选）
请参见第 526 页的“配置其他心跳链接（可选）”。

■

配置 Steward 进程（可选）
请参见第 526 页的“配置 Steward 进程（可选）”。

在主站点上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在主站点上执行以下步骤来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如果在主站点上配置 VCS 群集期间已经完成了这些步骤，则继续下一个任务，即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 VCS 群集。
请参见第 523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运行 GCO 配置向导来创建或更新 ClusterService 组。该向导将验证您的配置，并
使其对全局群集设置有效。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安装 VCS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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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站点上配置全局群集组件

1

启动 GCO 配置向导。
# gcoconfig

该向导搜索本地系统上的 NIC 设备，并提示您输入要用于全局群集的设备。

2

请指定设备的名称并按 Enter。

3

如果配置中没有 NIC 资源，向导将询问指定的 NIC 是否为由所有系统使用的
公共 NIC。
如果是公共 NIC，则输入 y；否则输入 n。如果输入了 n，向导将提示您输入
所有系统上 NIC 的名称。

4

输入要用于全局群集的虚拟 IP。
必须使用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VCS 不支持配置在全局群集中使用不同的
Internet 协议版本的群集。

5

如果您的配置中没有 IP 资源，向导将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 IPv4 地址：
向导会提示您输入与虚拟 IP 关联的网络掩码。向导将检测该网络掩码；您
可以接受建议的值，也可以输入另一个值。

■

对于 IPv6 地址：
向导会提示您输入与虚拟 IP 关联的前缀。

6

向导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或更新 ClusterService 组。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运行这些命令后，向导将使 ClusterService 组联
机。

7

验证为群集间通信监视虚拟 IP 地址的 gcoip 资源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 hares -state gcoip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在辅助站点上执行以下步骤来设置 VCS 群集。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1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群集。
请注意此任务的下列几点：
■

在 VCS 配置期间，回答提示来配置全局群集。此步骤配置用于群集间通信
的虚拟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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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2

验证为群集间通信监视虚拟 IP 地址的 gcoip 资源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 hares -state gcoip

保护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执行以下步骤来配置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保护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1

验证两个群集是否均已配置安全性。可以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 命令配
置安全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2

在群集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例如，在具有两个群集的 VCS 全局群集环境中，执行以下步骤以在群集之间
建立信任：
■

在第一个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WAC;
/opt/VRTSvcs/bin/vcsat setuptrust -b
IP_address_of_any_node_from_the_second_cluster:14149 -s high

该命令可获取并显示第二个群集的根代理的安全证书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果详细信息正确，则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y 以建立信任。
例如：
The hash of above credential is
b36a2607bf48296063068e3fc49188596aa079bb
Do you want to trust the above?(y/n) y
■

在第二个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WAC
/opt/VRTSvcs/bin/vcsat setuptrust -b
IP_address_of_any_node_from_the_first_cluster:14149 -s high

该命令可获取并显示第一个群集的根代理的安全证书及其他详细信息。
如果详细信息正确，则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y 以建立信任。
或者，如果您在群集中设置了无密码通信，则可以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trust 选项建立与远程群集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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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如果在设置全局群集之后使用 installvcs -security 命令，请跳过此过
程中的剩余步骤。

■

如果您具有安全群集，且已使用 gcoconfig 命令，请完成此过程中的剩余
步骤。

在每个群集中，在 wac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使 wac 资源脱机。对于
每个群集，运行以下命令：
# hares -offline wac -sys node_where_wac_is_online

4

更新 wac 资源的 StartProgram 属性和 MonitorProcesses 属性的值：
# haconf -makerw
hares -modify wac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ecure"
hares -modify wac MonitorProcesses \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haconf -dump -makero

5

在每个群集上，使 wac 资源联机。对于每个群集，在任何节点上运行以下命
令：
# hares -online wac -sys systemname

配置远程群集对象
在两个站点上设置了 VCS 和复制基础架构后，必须对两个群集进行链接。 必须在
每个站点上配置远程群集对象以链接两个群集。“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可以利用它来轻松链接群
集。
配置远程群集对象
◆

启动“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 “Edit (编辑)”>“Add/Delete Remote Cluster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必须使用 ClusterService 组中指派给 IP 资源的同一 IP 地址。全局群集使用此
IP 地址在群集之间进行通信和交换 ICMP 心跳。
请参见第 549 页的“添加远程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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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其他心跳链接（可选）
可以配置其他心跳链接以在群集之间交换 ICMP 心跳。
配置群集之间的其他心跳（可选）

1

在 Cluster Explorer 的“Edit (编辑)”菜单上，单击“Configure Heartbeats
(配置心跳)”。

2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输入心跳的名称并选中
群集名称旁边的复选框。

3

单击“Configure (配置)”列中的图标，打开“Heartbeat Settings (心跳设置)”
对话框。

4

指定 Arguments 属性以及各种超时时间和间隔时间字段的值。单击 + 可添加
参数值；单击 - 可删除参数值。
如果要在 Arguments 属性中指定 IP 地址，请确保 IP 地址包含 DNS 项。

5

单击“OK (确定)”。

6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单击“OK (确定)”。
现在，您可以从 Java 控制台监视两个群集的状态。

配置 Steward 进程（可选）
如果是双群集全局群集设置，可以配置 Steward 以防止出现裂脑情况，但前提是使
用了适当的网络基础架构。
请参见第 516 页的“关于 Steward 进程： 双群集全局群集中的裂脑”。
为未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配置 Steward 进程

1

确定将承载 Steward 进程的系统。

2

确保两个群集都可以通过 ping 命令连接到该系统。

3

将 steward 文件从群集中的节点复制到 Steward 系统。该文件位于以下路径
中：
/opt/VRTSvcs/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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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两个群集中，将 Stewards 属性设置为运行 Steward 进程的系统的 IP 地址。
例如：
cluster cluster1938 (
UserNames = { admin = gNOgNInKOjOOmWOiNL }
ClusterAddress = "10.182.147.19"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CredRenewFrequency = 0
CounterInterval = 5
Stewards = {"10.212.100.165"}
}

5

在指定为承载 Steward 的系统上，启动 Steward 进程：
# steward -start

为以安全模式运行的群集配置 Steward 进程

1

验证是否满足确保 Steward 通信安全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519 页的“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的先决条件”。
要验证 wac 进程是否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下列操作：
■

检查 wac 资源属性的值：
# hares -value wac StartProgram

该值必须为 /opt/VRTSvcs/bin/wacstart –secure。
# hares -value wac MonitorProcesses

该值必须为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

列出 wac 进程：
# ps -ef | grep wac

wac 进程必须以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形式运行。

2

确定将承载 Steward 进程的系统。

3

确保两个群集都可以通过 ping 命令连接到该系统。

4

仅当 VCS 尚未安装在 Steward 系统上时，才应执行此步骤。如果 VCS 已安
装，请跳到步骤 5。
■

如果未配置群集 UUID，则使用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进行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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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指定运行 Steward 进程的系统上，运行 installvcs -securityonenode
命令。
安装程序提示确认 VCS 是否未配置或 VCS 是否未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运
行。当安装程序提示确认是否要继续配置安全性时，输入 y。
有关 -securityonenode 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
升级指南》。

使用 /opt/VRTSvcs/bin/steward_secure.pl 生成 Steward 的凭据或者执行
下列步骤：
# unset EAT_DATA_DIR
# unset EAT_HOME_DIR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createpd -d
VCS_SERVICES -t ab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addprpl -t ab
-d VCS_SERVICES -p STEWARD -s password
# mkdir -p /var/VRTSvcs/vcsauth/data/STEWARD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STEWARD
# /opt/VRTSvcs/bin/vcsat setuptrust -s high -b localhost:14149

6

在 GCO 群集的所有节点上设置信任关系：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WAC
# vcsat setuptrust -b <IP_of_Steward>:14149 -s high

7

在 Steward 上设置信任关系：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STEWARD
# vcsat setuptrust -b <VIP_of_remote_cluster1>:14149 -s high
# vcsat setuptrust -b <VIP_of_remote_cluster2>:14149 -s high

8

在指定为运行 Steward 的系统上，启动 Steward 进程：
# /opt/VRTSvcs/bin/steward -start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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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 Steward 进程
◆

要停止未以安全模式配置的 Steward 进程，请打开一个新的命令窗口，然后运
行以下命令：
# steward -stop

要停止正以安全模式运行的 Steward 进程，请打开一个新的命令窗口，然后运
行以下命令：
# steward -stop -secure

针对全局群集设置配置服务组
执行以下步骤针对灾难恢复配置服务组。
配置服务组

1

在辅助站点上，对应用程序进行设置以获得高可用性。
为应用程序配置 VCS 服务组。创建与第一个群集中的配置相似的配置。

2

■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完成此操作：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从主群集复制并粘贴资源，或者将主群集中的 main.cf 文件中的配置复制到
辅助群集。

■

对配置进行适当的更改。例如，必须修改 SystemList 属性以反映辅助群集
中的系统。

■

确保服务组 (appgroup) 的名称在两个群集中是相同的。

要为用户指派远程管理权限以进行远程群集操作，请在这两个群集中为其配置
相同的名称和权限。
请参见第 78 页的“全局群集中的用户权限”。

3

如果设置使用了 BIND DNS，请将 DNS 类型的资源添加到每个站点上的应用
程序服务组中。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4

在每个站点上，根据您设置的复制技术执行以下操作：
■

volume_replicator
配置 VCS 以管理和监视 VVR 重复卷组 (RVG)。
请参见第 530 页的“针对基于 VVR 的复制配置 VCS 服务组”。

■

受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
针对复制安装和配置相应的 VCS 代理。
有关说明，请参见相应的 VCS 复制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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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基于 VVR 的复制配置 VCS 服务组
执行以下步骤配置 VCS 来监视 Volume Replicator (VVR)。然后，在应用程序服务
组 (appgroup) 与复制服务组 (appgroup_rep) 之间设置 online local hard 组依赖关
系，以确保服务组可同时进行故障转移和切换。
在 VCS 中创建 RVG 资源

1

新建一个服务组，即 appgroup_rep。

2

将 DiskGroup 资源从 appgroup 复制到该新组。

3

在 appgroup_rep 服务组中配置 IP 和 NIC 类型的新资源。IP 资源监视 VVR 用
于复制的虚拟 IP。

4

在新的 (appgroup_rep) 服务组中配置 RVG 类型的新资源。

5

配置 RVG 资源。
有关该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请注意，RVG 资源启动、停止和监视处于当前状态下的 RVG，当您要更改复
制的方向时，它不会提升或降低 VVR。该任务由 RVGPrimary 代理管理。

6

根据以下信息设置依赖关系：
■

RVG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

RVG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现在，服务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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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 appgroup 服务组删除 DiskGroup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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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应用程序服务组 (appgroup) 中，添加 RVGPrimary 类型的资源并配置其属
性。
有关该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复制管理指南》

9

设置资源依赖关系，使 Mount 资源依赖于 RVGPrimary 资源。
现在，appgroup 如下所示：

链接应用程序和复制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单击群集名称。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这会打开服务组依赖关系图。

3

单击“Link (链接)”。

4

单击父服务组 (appgroup)，并将鼠标移向子服务组 (appgroup_rep)。

5

单击子服务组 appgroup_rep。

6

在“Link Service Groups (链接服务组)”对话框中，单击 online local 关系和
hard 依赖关系类型，然后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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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组配置为全局服务组
运行“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将应用程序服务组
(appgroup) 配置为全局组。
创建全局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的服务组树中，右键单击应用程序服务组 (appgroup)。

2

从菜单中选择“Configure As Global (配置为全局)”。

3

输入要修改的服务组 (appgroup) 的详细信息。

4

在“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框中，单击该组可在其上联机的群集。
本地群集由于隐式定义为属于 ClusterList 而未在此列出。单击向右箭头，将群
集名称移到 ClusterList 框中。

5

选择群集故障转移的策略：
■

“Manual (手动)”防止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Auto (自动)”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或整个群集出现故障
时，使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Connected (连接)”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时，使组自动
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6

单击“Next (下一步)”。

7

输入或查看各个群集的连接详细信息。
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以查看每个群集的远程群集信息。

8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9

输入远程群集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OK (确定)”。

10 单击“Next (下一步)”。
11 单击“Finish (完成)”。
12 保存该配置。
现在，appgroup 服务组就是一个全局组，可在群集之间进行故障转移。

关于群集故障
下面在使用全局群集设置的情况下，讨论主群集出现故障的情况。Oracle 服务组无
法在本地群集中进行故障转移，而必须以全局方式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群集中的节
点。
在这种情况下，VCS 将发送警报，指示群集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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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使该组在远程群集中联机。
RVGPrimary 代理确保使 VVR 卷设置为可写，而 DNS 代理确保远程站点可以解析
名称服务。可以在远程站点上启动应用程序。

关于故障类型
如果灾难禁用了主要数据中心中的所有处理能力，从故障转移站点到主要数据中心
的心跳将失败。VCS 将发送警报，指示群集出现故障。如果选择对此故障采取措
施，VCS 将提示您声明故障的类型。
您可以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来声明故障：
■

Disaster (灾难)，表示主数据中心永久丢失

■

Outage (中断)，表示主数据中心可能在某些时间会返回到其当前形态

■

Disconnect (断开)，表示裂脑情况；两个群集已启动，但它们之间的链接已断开

■

Replica (副本)，表示接管目标上的数据已与备份源一致，当服务组联机后，
RVGPrimary 可以启动接管。此选项只适用于 VVR 环境。

您可以选择要故障转移到本地群集的组，在这种情况下，VCS 将根据所选组的
FailOverPolicy 属性使组在节点上联机。它还在其他群集中将这些组标记为
OFFLINE。如果未选择任何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则除了在出现故障的群集中将服
务组隐式标记为 OFFLINE 外，VCS 不执行任何操作。

将服务组切换回主站点
解决了主站点上的故障后，可以将服务组切换回主站点。在将应用程序切换回主站
点之前，必须从活动的辅助站点重新同步自故障转移以来所有更改过的数据。此操
作可以通过 VVR 手动执行，也可以从 RVGPrimary 资源运行 VCS 操作来执行。
在主站点出现了故障且辅助站点进行了接管后切换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Actions (操作)”。

3

指定该操作的详细信息：
■

从“Action (操作)”列表中，选择 fbsync。

■

单击要执行该操作的系统。

■

单击“OK (确定)”。

这会开始复制数据集的快速故障回复过程。您可以监视 RVG 资源的
ResourceInfo 属性值，以确定重新同步的完成时间。

4

重新同步完成后，将服务组切换到主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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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
键单击服务组。

■

单击“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单击“Remote switch (远程切换)”。

■

在“Switch global group (切换全局组)”对话框中，单击切换该组的群集。
单击特定的系统，或单击“Any System (任意系统)”，然后单击“OK (确
定)”。

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灾难恢复防火练习过程通过模仿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故障转移来测试配置应对故
障的能力。执行此过程时，并不停止主站点上的应用程序、不中断用户访问、不中
断复制数据流，也不会导致辅助站点需要进行重新同步。
首先是在辅助站点上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该组的配置非常接近原始应用程序服务
组的配置，并包含重复卷组 (RVG) 中的生产数据的时间点副本。如果需要，应使防
火练习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上联机，以表明应用程序服务组可以进行故障转移以及在
辅助站点上联机。由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资源的其他实例交互，因
此，即使应用程序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服务组也可以安全地联机。
只能在辅助站点上执行防火练习，不要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承载原始应用程序的节
点上联机。
您可以覆盖 FireDrill 属性，使其特定于防火练习资源。
在使用 VVR 的灾难恢复设置中执行防火练习之前，请执行以下步骤：
■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请参见第 536 页的“关于手动创建和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请参见第 539 页的“关于使用“Fire Drill Setup (防火练习设置)”向导配置防火练习
服务组”。
如果使用命令行或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手动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请在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应用程序服务组之间设置一个脱机本地依赖关系，以确
保在灾难冲击主站点时，防火练习不会阻止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如果使用防火
练习设置 (fdsetup) 向导，则该向导会创建此依赖关系。

■

对于所有 Mount 资源，将 ReuseMntPt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后，对于所有 Mount 资源，将 ReuseMntPt 属性的值重
置为 0。

VCS 还支持通过 HA 防火练习来验证资源是否可以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其他节点。
请参见第 277 页的“关于使用 HA 防火练习测试资源故障转移”。
注意：只能对常规 VxVM 卷执行防火练习；不支持对卷集 (vset) 执行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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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为基于阵列的解决方案（如 Hitachi Truecopy、EMC SRDF 等等）提供硬件
复制代理。如果要使用硬件复制代理来监视复制的数据群集，请参考 VCS 复制代
理文档以获取关于设置和配置防火练习的详细信息。

关于手动创建和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可以使用命令行或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防火练
习服务组使用应用程序数据的重复副本。
创建和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

请参见第 536 页的“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

请参见第 537 页的“链接防火练习和复制服务组”。

■

请参见第 537 页的“将资源添加至防火练习服务组”。

■

请参见第 538 页的“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

请参见第 538 页的“启用 FireDrill 属性”。

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本节介绍了如何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并将
failover 属性更改为 false，以便在测试过程中，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会故障转移到其
他节点。
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1

打开 Veritas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Start (开始)”>“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Symantec”>“Veritas Cluster Manager - Java
Console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 Java 控制台)”）
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使用“应用”菜单。

2

登录到群集并单击“OK (确定)”。

3

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单击右侧窗格中
的“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4

右键单击左侧窗格中的群集，然后单击“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

5

在“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对话框中，提供新服务组的相关信息。
■

在“Service Group name (服务组名称)”框中，输入防火练习服务组的名
称

■

从“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框中选择系统，并单击箭头将其添加
至“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系统)”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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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OK (确定)”。

禁用 AutoFailOver 属性

1

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 (服务组)”选项卡并选择防火练习服务组。

2

单击右窗格中的“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

3

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有属性)”。

4

双击 AutoFailOver 属性。

5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清除 AutoFailOver 复选框。

6

单击“OK (确定)”以关闭“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

7

单击工具栏中的“Save and Close Configuration (保存并关闭配置)”图标。

链接防火练习和复制服务组
在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复制服务组之间，创建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链接。
链接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ystem (系统)”选项卡，然后单
击右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2

单击“Link (链接)”。

3

单击防火练习服务组，拖动链接并单击复制服务组。

4

定义依赖关系。选择 Online Local 和 firm 选项，然后单击“OK (确定)”。

将资源添加至防火练习服务组
将资源添加至新的防火练习服务组以重新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的重要环节。
将资源添加至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 (服务组)”选项
卡，并单击应用程序服务组，然后单击右侧窗格中的“Resources (资源)”选
项卡。

2

右键单击树顶端的资源，并选择“Copy (复制)”，然后单击“Self and Child
Nodes (自身和子节点)”。

3

在左侧窗格中，单击防火练习服务组。

4

右键单击右侧窗格，然后单击“Paste (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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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Name Clashes (名称冲突)”对话框中，指定修改资源名称的方式，例如，
插入 FD_ 前缀。单击“Apply (应用)”。

6

单击“OK (确定)”。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将资源复制到防火练习服务组之后，编辑资源以使这些资源可与重复数据一起正常
使用。必须修改这些属性以反映远程站点上的配置。在不修改资源属性的情况下使
服务组联机，很可能会导致群集故障和服务中断。
配置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左侧窗格中的“Service Group (服务组)”选项
卡，并单击左侧窗格中的防火练习服务组，然后单击右侧窗格中的“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2

右键单击 RVGPrimary 资源，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

3

右键单击要编辑的资源，然后单击“View (视图)”>“Properties View (属性
视图)”。如果要编辑的资源未出现在窗格中，请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有属性)”。

4

编辑属性以反映远程站点上的配置。例如，更改 MountV 资源以使这些资源指
向防火练习服务组中使用的卷。同样，重新配置 DNS 和 IP 资源。

启用 FireDrill 属性
必须编辑某些资源类型，以便为他们启用 FireDrill。使资源类型为启用 FireDrill 会
更改 VCS 检查并发冲突的方式。通常，未启用 FireDrill 时，资源无法同时在群集
中的多个节点上联机。此行为可防止多个节点同时使用单个资源或同时响应客户端
请求。由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资源的其他实例交互，因此，即使应
用程序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服务组也可以安全地联机。
通常，可以为配置代理时使用的资源类型启用 FireDrill 属性。例如，在监视 SQL
Server 2008 的服务组中，为 SQLServer2008 和 SQLFilestream 资源类型启用
FireDrill 属性。
启用 FireDrill 属性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左侧窗格中的“Types (类型)”选项卡，并右键
单击要编辑的类型，然后单击“View (视图)”>“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
图)”。

2

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所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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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 FireDrill。

4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根据需要启用 FireDrill，然后单击
“OK (确定)”。
为所需的所有资源类型重复执行启用 FireDrill 属性的过程。

关于使用“Fire Drill Setup (防火练习设置)”向导配置防火练习服务
组
使用“Fire Drill Setup (防火练习设置)”向导设置防火练习配置。
该向导可以执行下列具体任务：
■

创建缓存对象以在执行防火练习过程中存储更改的块，这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执
行防火练习所需的磁盘空间和磁盘轴。

■

配置类似实际应用程序组的 VCS 服务组。

该向导仅适用于包含一个磁盘组的应用程序组。 该向导设置应用程序中的第一个
RVG。 如果应用程序包含多个 RVG，必须将第一个 RVG 作为参考，手动创建优
化空间快照并配置 VCS。
可以使用 fdsched 脚本为服务组安排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540 页的“安排防火练习”。

运行防火练习设置向导
运行向导

1

在 VVR 辅助站点上启动“RVG Secondary Fire Drill (RVG 辅助防火练习)”向
导，其中应用程序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且复制组处于联机状态，并作为一个辅
助：
# /opt/VRTSvcs/bin/fdsetup

2

阅读欢迎界面上的信息并按 Enter 键。

3

该向导标识出全局服务组。输入用于防火练习的服务组的名称。

4

查看磁盘组中可用于优化空间快照的卷的列表。输入选择用于快照的卷。通
常，应准备应用程序使用的所有卷（不管是否为复制卷），否则，可能无法成
功执行快照操作。
看到提示时按 Enter 键。

539

连接群集 - 创建全局群集
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5

输入存在快照时用于存储写入内容的缓存大小。缓存大小必须足够大，以便存
储防火练习过程中预计的更改块数。不过，缓存已配置为在填满时自动增长。
输入在其上创建缓存的磁盘。
看到提示时按 Enter 键。

6

向导开始运行命令来创建防火练习设置。
看到提示时按 Enter 键。
向导将创建应用程序组及其关联的资源。另外，它还为应用程序（如 Oracle）
创建具有 Mount 类型和 RVGSnapshot 类型资源的防火练习组。
在本示例中，两个服务组中的应用程序资源定义相同的应用程序和相同的数据
库。该向导将应用程序资源的 FireDrill 属性设置为 1，以避免在实际应用程序
实例和防火练习服务组同时联机时，代理报告并存冲突。

关于在防火练习服务组中配置本地属性
防火练习设置向导不识别资源的本地化属性值。 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的资源具有本
地（特定系统）属性值，必须在运行向导之后手动设置这些属性。

验证防火练习是否成功
如果使用命令行或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手动配置了防火练习服务组，
请确保在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应用程序服务组之间设置一个脱机本地依赖关系。此依
赖关系确保在灾难冲击主站点时，防火练习不会阻止应用程序故障转移。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没有运行应用程序的节点上联机。然后验证防火练习服务组是
否联机。此操作验证您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配置是否正确，以及在主站点上发生实
际故障（灾难）后，生产服务组是否会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
如果防火练习服务组无法联机，请查看 VCS 引擎日志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以便
在生产服务组中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您还可以查看位于 /tmp/fd-servicegroup.pid 的防火练习日志。
请记住，验证了防火练习可以正常执行后，要使其脱机。否则，可能会导致您的环
境中出现故障。例如，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故障转移到承载防火练习服务组的节
点，可能会发生资源冲突，从而导致两个服务组出现故障。

安排防火练习
可以使用 fdsched 脚本为服务组安排防火练习。 fdsched 脚本设计用于仅在当前在
群集中运行的编号最小的节点上运行。 该计划程序按照定期的间隔运行 hagrp
-online firedrill_group -any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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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防火练习

1

将文件 /opt/VRTSvcs/bin/fdsched 添加到 crontab。

2

要使防火练习具有高可用性，请将 fdsched 文件添加到群集中的每个节点。

在全局环境使用 RemoteGroup 代理的多层应用程序
支持
图 18-5 表示一个 2 个地点的双层环境。应用群集（它是以全局方式在 L.A. 和 Denver
之间形成群集的）具有沿着这些层的群集依赖项。群集 1 (C1) 依赖于群集 3 (C3)
的远程服务组。同时，群集 2 (C2) 也依赖于群集 4 (C4) 的远程服务组。
图 18-5

一个 VCS 双层全局群集应用程序和数据库
Stockton

Denver

全局本地服务组 (LSG)（带有
RemoteGroup 资源(RGR)）

应用程序层

集群 1 (C1)

全局集群

集群 2 (C2)

全局远程服务组(RSG)

数据库层

集群 3 (C3)

全局集群

集群 4 (C4)

正如有可能存在一个双层的 2 个地点的环境一样，您也可以将一个三层环境绑定到
一起。
图 18-6 表示一个 2 个地点的三层环境。应用群集（它是以全局方式在 L.A. 和 Denver
之间形成群集的）具有沿着这些层的群集依赖项。群集 1 (C1) 依赖于群集 3 (C3)
的 DB 层上的 RemoteGroup 资源，然后依赖于群集 5 (C5) 的远程服务组。C2、
C4 和 C6 的堆栈的作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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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

一个三层的全局群集应用程序、数据库和存储
Stockton

Denver

全局本地服务组 (LSG)（带有
RemoteGroup 资源(RGR)）

Web
应用程序层

集群 1 (C1)

全局集群

集群 2 (C2)

全局中间服务组 (GMG)（带有
RemoteGroup 资源(RGR)）

应用程序层

集群 3 (C3)

全局集群

集群 4 (C4)

全局远程服务组(RSG)
数据库层

集群 5 (C5)

全局集群

集群 6 (C6)

测试某个多层环境的情景
在以下情景中，八个系统存在于四个群集中。每个层包含一个全局群集。顶层中的
全局本地服务组依赖于底层中的全局远程服务组。
下列 main.cf 文件显示此多层环境。FileOnOff 资源用于测试层之间的依赖关系。请
注意，为了清楚起见，已编辑某些属性，且这些群集未以安全的模式运行。
图 18-7 显示用于测试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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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7

一个 VCS 双层全局群集情景

站点 A

sysA

站点 B

sysB

C1= 10.182.10.145

sysW

sysC
全局集群

sysX

C3= 10.182.6.152

C2= 10.182.10.146

sysY
全局集群

sysD

sysZ

C4= 10.182.6.154

关于群集 1 的 main.cf 文件
顶层中的群集 1 (C1) 的 main.cf 文件的内容，它们包含 sysA 和 sysB 节点。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1 (
ClusterAddress = "10.182.10.145"
)
remotecluster C2 (
ClusterAddress = "10.182.10.146"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2 }
AYATimeout = 30
Arguments @C2 = { "10.182.10.1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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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ysA (
)
system sysB (
)
group LSG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
ClusterList = { C2 = 0, C1 = 1 }
AutoStartList = { sysA, sysB }
ClusterFailOverPolicy = Auto
)
FileOnOff filec1 (
PathName = "/tmp/c1"
)
RemoteGroup RGR (
IpAddress = "10.182.6.152"
// The above IPAddress is the highly available address of C3—
// the same address that the wac uses
Username = root
Password = xxxyyy
GroupName = RSG
VCSSysName = ANY
ControlMode = OnOff
)

关于群集 2 的 main.cf 文件
顶层中的群集 2 (C2) 的 main.cf 文件的内容，它们包含 sysC 和 sysD 节点。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2 (
ClusterAddress = "10.182.10.146"
)
remotecluster C1 (
ClusterAddress = "10.182.10.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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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1 }
AYATimeout = 30
Arguments @C1 = { "10.182.10.145" }
)
system sysC (
)
system sysD (
)
group LSG (
SystemList = { sysC = 0, sysD = 1 }
ClusterList = { C2 = 0, C1 = 1 }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C, sysD }
ClusterFailOverPolicy = Auto
)
FileOnOff filec2 (
PathName = filec2
)
RemoteGroup RGR (
IpAddress = "10.182.6.154"
// The above IPAddress is the highly available address of C4—
// the same address that the wac uses
Username = root
Password = vvvyyy
GroupName = RSG
VCSSysName = ANY
ControlMode = OnOff
)

关于群集 3 的 main.cf 文件
底层中的群集 3 (C3) 的 main.cf 文件的内容，它们包含 sysW 和 sysX 节点。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3 (
ClusterAddress = "10.182.6.152"

连接群集 - 创建全局群集
测试某个多层环境的情景

)
remotecluster C4 (
ClusterAddress = "10.182.6.154"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4 }
AYATimeout = 30
Arguments @C4 = { "10.182.6.154" }
)
system sysW (
)
system sysX (
)
group RSG (
SystemList = { sysW = 0, sysX = 1 }
ClusterList = { C3 = 1, C4 = 0 }
AutoStartList = { sysW, sysX }
ClusterFailOverPolicy = Auto
)
FileOnOff filec3 (
PathName = "/tmp/filec3"
)

关于群集 4 的 main.cf 文件
底层中的群集 4 (C4) 的 main.cf 文件的内容，它们包含 sysY 和 sysZ 节点。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C4 (
ClusterAddress = "10.182.6.154"
)
remotecluster C3 (
ClusterAddress = "10.182.6.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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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3 }
AYATimeout = 30
Arguments @C3 = { "10.182.6.152" }
)
system sysY (
)
system sysZ (
)
group RSG (
SystemList = { sysY = 0, sysZ = 1 }
ClusterList = { C3 = 1, C4 = 0 }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Y, sysZ }
ClusterFailOverPolicy = Auto
)
FileOnOff filec4 (
PathName = "/tmp/filec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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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管理全局
群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全局群集

■

添加远程群集

■

删除远程群集

■

管理全局服务组

■

管理全局心跳

关于全局群集
创建全局群集环境的过程涉及：为指定群集创建公用服务组、确保在指定群集中所
有服务组都能置入联机状态、连接独立群集以及将所有群集公用的服务组转换为全
局服务组。 使用控制台可以添加和删除远程群集、创建全局服务组及管理群集心
跳。
创建全局群集环境要求具备以下条件：
■

所有服务组的配置正确且能够将其置入联机状态。

■

要充当全局组的服务组，在所有要应用到的群集中都使用相同且唯一的名称。

■

群集必须使用同一版本的 VCS。

■

这些群集必须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

■

群集应是独立的，且不能已属于某个全局群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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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Java 控制台，可以在 OFFLINE 状态下模拟产生和解决全局群集故障的过程。
可使用 VCS Simulator 完成上述操作。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关于 VCS Simulator”。
要进行远程群集操作，对于同一 VCS 用户，必须在每群集中为其配置相同的名称
和权限。
请参见第 78 页的“全局群集中的用户权限”。

添加远程群集
Cluster Explorer 提供了一个向导，可通过链接独立群集来创建全局群集。命令中心
只允许在本地群集上执行远程群集操作。
■

如果是首次创建具有两个独立群集的全局群集环境，请从任意一个群集来运行
向导。

■

如果要将一个独立群集添加到现有的全局群集环境，则从全局群集环境中已有
的群集运行向导。

Cluster Explorer 中的“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
需要以下信息：
■

全局配置中各个群集的活动主机名或 IP 地址，以及要添加到该配置的群集的活
动主机名或 IP 地址。

■

该配置中各个群集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

要添加到该配置的群集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Veritas InfoScale 产品不支持添加已属于某个全局群集环境的群集。 若要将
某个全局群集环境中的群集（如群集 A 和群集 B）与另一个全局群集环境中的群集
（如群集 C 和群集 D）合并，应先将群集 C 和群集 D 分隔成独立群集，然后再将
它们逐个添加到包含群集 A 和群集 B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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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将远程群集添加到全局群集环境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将远程群集添加到全局群集环境：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上的“Add/Delete Remote
Cluster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该群集名称，然后单击“Add/Delete
Remote Clusters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2

查看“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所需的
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对话框中，单击“Add Cluster (添加群集)”，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输入新群集的详细信息：
如果群集没有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群集系统的主机名、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群集的
IP 地址。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群集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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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群集系统的主机名、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群集的
IP 地址。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群集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者输入新凭据，包
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如果早已使用向导连接到远程群集，就可以使用以前连接的凭据。
单击“Next (下一步)”。

5

输入现有远程群集的详细信息；向导借助这些与管理员权限相关的信息，可以
连接到所有群集，并对配置进行更改。

6

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
如果群集没有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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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群集系统的主机名、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群集的
IP 地址。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

■

输入密码。

■

单击“OK (确定)”。

■

对全局环境中的每个群集重复这些步骤。

如果群集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群集系统的主机名、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群集的
IP 地址。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群集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者输入新凭据，包
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

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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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Next (下一步)”。

8

单击“Finish (完成)”。运行向导之后，会打开并更改所有相关群集的配置；
向导不会关闭这些配置。

在命令中心中将远程群集添加到全局群集环境

1

单击“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Add Remote Cluster (添加远程群集)”。

2

输入群集的名称。

3

输入群集的 IP 地址。

4

单击“Apply (应用)”。
注意：通过命令中心，可以在本地群集上执行操作；这不会影响整个全局群集
配置。

删除远程群集
通过“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可以删除远程
群集。
此操作涉及下列任务：
■

使所配置的用来监视 wac 资源的 ApplicationProcess 资源在要从全局环境中删
除的群集上脱机。例如，要从包含 C1 和 C2 的全局环境中删除群集 C2，可登
录到 C2，并使 wac 资源脱机。

■

使用“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从其他全局组
的群集列表中删除指定群集 (C2) 的名称。请注意，Cluster Explorer 中的
“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会更新心跳的群
集列表。请在使用“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之
前，先登录到本地群集 (C1) 完成此任务。

■

使用“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从本地群
集 (C1) 中删除群集 (C2)。

注意：如果远程群集列在全局服务组或全局心跳的群集列表中，或者处于
RUNNING、BUILD、INQUIRY、EXITING 或 TRANSITIONING 状态，则不能将其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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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wac 资源脱机

1

通过群集监视器，登录到要从全局群集环境中删除的群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
击 ClusterService 组中“Application (应用程序)”类型下的 wac 资源。
或
在该配置树中，依次单击 ClusterService 组、“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
然后在视图面板上右键单击该资源。

3

单击“Offline (脱机)”，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系统。

从全局组的群集列表中删除群集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上的“Configure Global
Groups (配置全局组)”。

2

单击“Next (下一步)”。

3

输入要修改的服务组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4

■

单击服务组的名称。

■

如果要将全局群集转换为本地群集，单击左箭头将群集列表中的群集名称
移回到“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 框中。

■

单击“Next (下一步)”。

输入或查看各个群集的连接详细信息。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以查看
每个群集的远程群集信息。
如果群集没有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

■

输入密码。

■

单击“OK (确定)”。

如果群集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使用已连接群集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输入新凭据，包括用户名、
密码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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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OK (确定)”。

5

单击“Next (下一步)”。

6

单击“Finish (完成)”。

从本地群集中删除远程群集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上的“Add/Delete Remote
Cluster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该群集名称，然后单击“Add/Delete
Remote Clusters (添加/删除远程群集)”。

2

查看“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所需的
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框中，单击“Delete Cluster (删除群集)”，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Delete Cluster (删除群集)”对话框中，单击要删除的远程群集的名称，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查看各个群集的连接详细信息。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以查看每个群
集的远程群集信息。

如果群集没有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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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密码。

■

单击“OK (确定)”。

如果群集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6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群集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者输入新凭据，包
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

如果早已使用向导连接到远程群集，就可以使用以前连接的凭据。

■

单击“OK (确定)”。

单击“Finish (完成)”。

管理全局服务组
连接了全局群集环境中的群集后，使用 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将全局
群集公用的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组。 还可以通过此向导将全局组转换为本地组。
管理全局组要求具备以下条件：
■

要充当全局组的组必须对所有适用的群集使用相同的名称。

■

必须知道该配置中各个群集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使用 Cluster Explorer 可以使全局组在远程群集上联机或脱机。

转换本地组和全局组
执行以下过程可转换本地组和全局组。
转换本地组和全局组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上的“Configure Global
Groups... (配置全局组...)”。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单击“Configure As
Global... (配置为全局...)”或“Make Local... (设为本地...)”，然后继续执行
3。

2

查看“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所需的信息，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56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全局群集
管理全局服务组

3

输入要修改的服务组的详细信息：

■

单击要从本地组转换为全局组的服务组名称，或要执行相反转换的服务组
名称。

■

在“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框中，单击该组可在其上联机的群
集。单击向右箭头可将群集名称移动到“Clusters for Service Group (服
务组群集)”框中；如果要从全局群集转换为本地群集，则单击向左箭头将
群集名称移回到“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群集)”框中。优先级编号（以
0 开头）表示该组将尝试联机的群集。如有必要，请双击“Priority (优先
级)”列中的项以输入新值。

■

■

4

为群集故障转移选择下列策略之一：
■

“Manual (手动)”防止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Auto (自动)”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或整个群集出现故
障时，使组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

“Connected (连接)”可以在组无法在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时，使组自
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单击“Next (下一步)”。

输入或查看各个群集的连接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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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Configure (配置)”图标以查看每个群集的远程群集信息。
如果群集没有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

单击“OK (确定)”。

对全局环境中的每个群集重复这些步骤。
如果群集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则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远程群集的 IP 地址、群集系统的 IP 地址或群集系统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群集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群集，或者输入新凭据，包
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如果早已使用向导连接到远程群集，就可以使用以前连接的凭据。

■

单击“OK (确定)”。

对全局环境中的每个群集重复这些步骤。

5

在“Remote cluster information (远程群集信息)”对话框中，单击“Next (下
一步)”。

6

单击“Finish (完成)”。

使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联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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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联机

1

执行以下任务：
在本地群集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中，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或
在该配置树中单击本地群集，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
在视图面板上右键单击该服务组的图标。

2

依次单击“Online (联机)”和“Remote online... (远程联机...)”

3

在“Online global group (使全局组联机)”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

4

■

单击要使组联机的远程群集。

■

单击指定系统或者单击“Any System (所有系统)”，以使相应的组联机。

■

单击“OK (确定)”。

在“Question (问题)”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使远程群集中的服务组脱机
本主题介绍如何使服务组从远程群集中脱机。
使服务组从远程群集中脱机

1

执行以下任务：
在本地群集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中，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或
在该配置树中单击本地群集，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
在视图面板上右键单击该服务组的图标。

2

依次单击“Offline (脱机)”和“Remote offline... (远程脱机...)”

3

在“Offline global group (使全局组脱机)”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

4

■

单击要使组脱机的远程群集。

■

单击指定系统或者单击“All Systems (所有系统)”，以使相应的组脱机。

■

单击“OK (确定)”。

在“Question (问题)”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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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组切换到远程群集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将服务组切换到远程群集。
将服务组切换到远程群集
执行以下任务：

1

在本地群集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
中，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或
在该配置树中单击本地群集，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然后
在视图面板上右键单击该服务组的图标。

2

依次单击“Switch To (切换至)”和“Remote switch... (远程切换...)”

3

在“Switch global group (切换全局组)”对话框中：
■

单击要切换该组的群集。

■

单击特定系统，或单击“Any System (任意系统)”以切换该组。
如果指定一个系统来切换该组，并且 PreSwitch 属性值已设置为 1，则 VCS
引擎会为支持该操作的资源调用 PreSwitch 操作。 如果您希望跳过这些操
作，则必须临时将 PreSwitch 属性值设置为 0。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4

在“Question (问题)”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管理全局心跳
使用 Cluster Explorer 可以在全局群集环境中添加、修改和删除心跳。Icmp 心跳会
同时将 Icmp 数据包发送到所有 IP 地址；而 IcmpS 心跳会将各个 Icmp 数据包按序
列发送到 IP 地址。 全局群集要求群集间至少有一个心跳；将群集添加到环境的同
时会添加 Icmp 心跳。 作为预防措施，可以先添加其他心跳。

添加全局心跳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添加全局心跳。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添加群集心跳

1

在“Edit (编辑)”菜单上，单击“Configure Heartbeats (配置心跳)”。

2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560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全局群集
管理全局心跳

■

输入心跳的名称。

■

选中该群集名称旁边的复选框，将其添加到心跳的群集列表中。

■

单击“Configure (配置)”列中的图标，打开“Heartbeat Settings (心跳设
置)”对话框。

■

指定 Arguments 属性以及各种超时时间和间隔时间字段的值。单击 + 可添
加参数值；单击 - 可删除参数值。

■

单击“OK (确定)”。

■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单击“OK (确定)”。

通过命令中心添加群集心跳

1

单击“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Add Heartbeat (添加心跳)”。

2

输入心跳的名称。

3

单击“Apply (应用)”。

修改全局心跳
本主题介绍如何修改全局心跳。
修改全局心跳

1

在 Cluster Explorer 中，单击“Edit (编辑)”菜单中的“Configure Heartbeats
(配置心跳)”。

2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561

通过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全局群集
管理全局心跳

■

单击“Existing Heartbeat (现有心跳)”。

■

从菜单中单击现有心跳的名称。

■

选中或清除某个群集名称旁边的复选框，将其添加到心跳的群集列表或将
其从中删除。

■

如有必要，单击“Configure (配置)”列中相应的图标，以打开“Heartbeat
Settings (心跳设置)”对话框。否则，继续执行最后一步。

■

更改 Arguments 属性的值以及各种超时值和间隔字段的值。单击 + 可添加
参数值；单击 - 可删除参数值。

■

单击“OK (确定)”。

■

在“Heartbeat Configuration (心跳配置)”对话框中，单击“OK (确定)”。

删除全局心跳
本主题介绍如何删除全局心跳。 不能删除全局群集间的最后一个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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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令中心删除群集心跳

1

单击“Commands (命令)”>“Configuration (配置)”>“Cluster Objects
(群集对象)”>“Delete Heartbeat (删除心跳)”。

2

单击要删除的心跳。

3

单击“Apply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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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全局群集

■

关于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查询

■

管理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服务组

■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资源

■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

■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关于通过命令行管理全局群集
要进行远程群集操作，对于同一 VCS 用户，必须在每群集中为其配置相同的名称
和权限。
请参见第 78 页的“全局群集中的用户权限”。
查看下列过程以通过命令行管理全局群集。
请参见第 565 页的“关于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查询”。
请参见第 571 页的“管理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572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资源”。
请参见第 573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
请参见第 576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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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查询
使用 VCS 可以查询全局群集对象，包括服务组、资源、系统、资源类型、代理以
及群集。 您可以从群集中的任何系统输入查询命令。 所有用户都可以执行显示有
关全局群集配置或系统状态的信息的命令，不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但只能查询全局
服务组。
请参见第 565 页的“查询全局群集服务组”。
请参见第 566 页的“跨群集查询资源”。
请参见第 567 页的“查询系统”。
请参见第 568 页的“查询群集”。
请参见第 569 页的“查询状态”。
请参见第 569 页的“查询心跳”。

查询全局群集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全局群集服务组执行查询：
跨群集显示服务组属性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服务组属性值：
hagrp -value service_group attribute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的属性值；选项 -localclus 指定
本地群集。
如果属性具有本地作用域，则必须指定系统名称，除非查询的是运行该命令的
系统的属性。
跨群集显示服务组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服务组的状态：
hagrp -state [service_groups -sys system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上所有服务组的状态；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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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群集显示服务组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服务组信息：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s] [-attribute attributes]
[-sys system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只适用于全局组。 如果组是本地组，群集名称必须是本地群集名
称，否则不会显示任何信息。
显示群集中的服务组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群集中的服务组：
hagrp -list [conditional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列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上的所有服务组；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显示服务组命令的用法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服务组命令的用法：
hagrp [-help [-modify|-link|-list]]

跨群集查询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资源执行查询：
跨群集显示资源属性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资源属性值：
hares -value resource attribute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的属性值；选项 -localclus 指定
本地群集。
如果属性具有本地作用域，则必须指定系统名称，除非查询的是运行该命令的
系统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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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群集显示资源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资源的状态：
hares -state [resource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指定群集上所有资源的状态；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
集。通过指定系统可以显示特定系统的资源状态。
跨群集显示资源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资源信息：
hares -display [resources] [-attribute attributes]
[-group service_groups] [-type types] [-sys system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列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上的所有服务组；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跨群集显示资源列表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资源列表：
hares -list [conditional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列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上全局服务组中满足指定条件的所
有资源。
显示资源命令的用法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资源命令的用法：
hares -help [-modify | -list]

查询系统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系统执行查询：
跨群集显示系统属性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系统属性值：
hasys -value system attribute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中系统的属性值；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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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群集显示系统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系统的状态：
hasys -state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显示指定系统的当前状态。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中系统
的状态；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如果未指定系统，该命令便会显示
所有系统的状态。
跨群集显示每个系统的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每个系统的相关信息：
hasys -display [systems] [-attribute attribute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中系统（如果指定）的属性值；选
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跨群集显示系统列表
◆

使用以下命令可跨群集显示系统列表：
hasys -list [conditionals]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显示其值与给定条件语句相匹配的系统的列表。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
指定的群集中的系统；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查询群集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群集执行查询：
显示特定群集上特定群集属性的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获得特定群集的特定群集属性的值：
haclus -value attribute [cluster] [-localclus]

必须在该命令中指定属性。 如果未指定群集名称，该命令将显示本地群集的属
性值。
显示本地或远程群集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本地或远程群集的状态：
haclus -state [cluster] [-localclus]

变量 cluster 表示群集。 如果未指定群集，则显示本地群集的状态以及本地群
集所识别出的所有远程群集对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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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有关本地或远程群集的状态的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有关本地或远程群集状态的信息：
haclus -display [cluster] [-localclus]

如果未指定群集，则显示有关本地群集的信息。
形式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的列表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的列表：
haclus -list [conditionals]

列出满足指定条件的群集（从本地群集开始）。
显示群集命令的用法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群集命令的用法：
haclus [-help [-modify]]

显示出故障群集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显示故障群集的状态：
haclus -status cluster

显示指定的出故障群集的状态。 如果未指定群集，该命令将显示所有出故障群
集的状态。它列出发生故障之前既不是处于 OFFLINE 也不是处于 FAULTED
状态的服务组。 另外还针对列出的群集和服务组提供建议的纠正操作。

查询状态
本主题介绍如何对远程和本地群集的状态执行查询：
显示本地群集和远程群集的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获取本地和远程群集的状态：
hastatus

查询心跳
hahb 命令用于管理从本地群集发出的 WAN 心跳。 管理员可以通过心跳命令和机
制（例如 Internet、卫星或存储复制技术）来监视远程群集的“运行状况”。心跳
命令只可应用于执行这些命令的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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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必须具有群集管理员权限才能添加、删除及修改心跳。
可从命令行执行下列命令。
显示在本地群集上配置的心跳的列表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在本地群集上配置的心跳的列表：
hahb -list [conditionals]

变量 conditionals 表示列出心跳时必须满足的条件。
显示有关本地群集中配置的心跳的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有关本地群集中配置的心跳的信息：
hahb -display [heartbeat ...]

如果未指定 heartbeat，则显示有关本地群集上配置的所有心跳的信息。
显示远程群集中的心跳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远程群集中的心跳状态：
hahb -state [heartbeat] [-clus cluster]

例如，要获取从本地群集到远程群集 phoenix 的心跳 Icmp 状态，可使用以下
命令：
hahb -state Icmp -clus phoenix

显示已配置心跳的属性值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已配置心跳的属性值：
hahb -value heartbeat attribute [-clus cluster]
-value 选项表示提供特定心跳的单个属性的值。 必须针对特定于群集的属性

值（而不是全局属性值）来指定群集名称。
例如，要显示心跳 Icmp 的 ClusterList 属性的值，可使用以下命令：
hahb -value Icmp ClusterList

请注意，ClusterList 是一个全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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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hahb 命令的用法
◆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显示命令 hahb 的用法：
hahb [-help [-modify]]

如果指定了 -modify 选项，则显示 hahb -modify 选项的用法。

管理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服务组
是允许还是限制使用针对 VCS 全局群集选项的操作，取决于用户登录时所用权限。
针对跨群集、服务组的操作，强制实施了与各个用户角色相关联的权限。
本主题介绍了用于管理全局服务组的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grp(1M) 手册页。
管理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服务组
◆

根据要对全局服务组执行的管理任务，请按以下方式运行 hagrp 命令：
首次跨群集使服务
组联机

hagrp -online -force

跨群集使服务组联
机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使服务组在群集中的指定系统上联机。 如果未指定系
统，则使服务组在群集中所有节点上联机。选项 -localclus 使
服务组在本地群集中联机。

使某个服务组在任
意节点上联机

hagrp -online [-force] service_group -any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any 指定 HAD 根据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的要求和现有组依
赖关系使故障转移组在最佳系统上联机。 如果使并行组联机，则
HAD 使组在 SystemList 属性中指定的每个系统上联机。

显示服务组的资源

hagrp -resources service_group [-clus
cluster_name | -localclus]
选项 -clus 显示由变量 cluster_name 指定的群集的信息；选项
-localclus 指定本地群集。

跨群集使服务组脱
机

hagrp -offline [-force] [-ifprobed]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使群集中指定系统上的服务组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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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任意位置的某个
服务组脱机

hagrp -offline [-ifprobed] service_group -any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any 指定 HAD 使故障转移组在其联机的系统上脱机。 对于
并行组，HAD 使组在其联机的每个系统上脱机。使组脱机时，HAD
保持现有组依赖关系。

跨群集切换服务组

hagrp -switch service_group -to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nopre]]
选项 -clus 标识服务组将要切换到的群集。 服务组是在由 -to 系
统参数指定的系统上联机。如果未指定系统，则服务组可切换到
指定群集中的任何节点。
选项 -nopre 指示 VCS 引擎必须切换服务组，不管 PreSwitch 服
务组属性为何值。

将服务组切换到任
意位置

hagrp -switch service_group -any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any 选项指定 VCS 引擎根据某个服务组的 FailOverPolicy 属性
的值，将该服务组切换到该服务组当前未联机的最佳系统。 VCS
引擎会将一个全局服务组从一个系统切换到本地群集或某个远程
群集中的另一个系统。
如果不指定 -clus 选项，则默认情况下 VCS 引擎会采用
-localclus 选项，并在本地群集内选择一个可用的系统。
选项 -clus 标识服务组将要切换到的远程群集。随后 VCS 引擎
会选择服务组要切换到的目标系统。

跨群集切换并行全
局服务组

hagrp -switch
VCS 可使并行服务组在远程群集中的所有可能节点上联机。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资源
本主题介绍如何管理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res (1M) 手册页。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资源
◆

根据要对资源执行的管理任务，按照如下方式运行 hare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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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群集对资源执行
操作

hares -action resourcetoken [-actionargs arg1
...] [-sys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选项 -clus 表示群集上的资源。如果指定的系统不属于本地群
集，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如果未使用 -sys 选项，则表示本地节
点上的资源。

跨群集调用 Info 函 hares -refreshinfo resource [-sys system] [-clus
数
cluster | -localclus]
该命令使 Info 函数更新指定资源的 ResourceInfo 资源级别属性的
值（如果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如果未指定系统或远程群集，则
Info 函数在资源联机的本地系统上运行。
显示资源命令的用
法

hares [-help [-modify |-list]]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
本主题包括用于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的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clus (1M) 手册页。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
◆

根据要对群集执行的管理任务，按照如下方式运行 haclus 命令：
下列命令中的变量 cluster 表示群集。
添加远程群集对象

haclus -add clusterip
该命令不适用于本地群集。

删除远程群集对象

haclus -delete cluster

修改本地或远程群集对 haclus -modify attributevalue [-clus
象的属性
cluster]...
声明发生灾难后群集的 haclus -declare
状态
disconnet/outage/disaster/replica -clus
cluster [-failover]
管理群集警报

请参见第 574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警报”。

更改群集名称

请参见第 574 页的“在全局群集设置中更改群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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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群集警报
本主题包含管理群集警报的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alert (1M) 手册页。
管理群集警报
◆

运行 haalert 命令管理群集警报。
haalert -testfd

生成一个发送到 VCS 引擎和 GUI 的模拟“群集故障”
警报。

haalert -display

对于每个警报，该命令会显示以下信息：

haalert -list

■

警报 ID

■

警报发生的时间

■

警报发生所在的群集

■

发生警报的对象的名称

■

（群集名称、组名称，等等）。

■

关于警报的信息性消息

对于每个警报，该命令会显示以下信息：
■

警报发生的时间

■

警报 ID

haalert -delete
alert_id -notes
"description"

删除特定警报。 必须在引号内输入一条文本消息，描
述删除该警报的原因。会将该注释写入到引擎日志中，
同时发送给任何连接的 GUI 客户端。

haalert -help

显示用法文本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更改群集名称
本主题介绍如何在全局群集配置中更改 ClusterName 属性。 下面的指令说明了在
由配置有全局组 AppGroup 的群集 VCSPriCluster 和 VCSSecCluster 构成的双群
集配置中，如何将 VCSPriCluster 重命名为 VCSPriCluster2。
在广域心跳代理和全局服务组中更改群集名称之前，请确保该群集不属于任何
Cluste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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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群集的名称

1

从群集 VCSPriCluster 运行下列命令：
hagrp -offline ClusterService -any
hagrp -modify AppGroup ClusterList -delete VCSPriCluster
haclus -modify ClusterName VCSPriCluster2
hagrp -modify AppGroup ClusterList -add VCSPriCluster2 0

2

从群集 VCSSecCluster 运行下列命令：
hagrp -offline ClusterService -any
hagrp -modify appgrp ClusterList -delete VCSPriCluster
hahb -modify Icmp ClusterList -delete VCSPriCluster
haclus -delete VCSPriCluster
haclus -add VCSPriCluster2 your_ip_address
hahb -modify Icmp ClusterList -add VCSPriCluster2
hahb -modify Icmp Arguments your_ip_address -clus VCSPriCluster2
hagrp -modify AppGroup ClusterList -add VCSPriCluster2 0
hagrp -online ClusterService -any

3

从重命名为 VCSPriCluster2 的群集运行下列命令：
hagrp -online ClusterService -any

从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本主题包括用于从群集列表中删除远程群集的命令。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删除远程群集

1

运行以下命令：
hagrp -offline ClusterService -any

2

使用以下命令，从所有全局组的 ClusterList 中删除远程群集：
hagrp -modify <global_group> ClusterList -delete <remote_c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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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以下命令，从所有心跳的 ClusterList 中删除远程群集：
hahb -modify Icmp ClusterList -delete <remote_clus>

4

使用以下命令删除远程群集：
haclus -delete <remote_clus>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本主题包括用于管理心跳的命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hb (1M) 手册页。
在全局群集设置中管理心跳
◆

请根据要对心跳执行的管理任务，按照如下方式运行 hahb 命令：
创建心跳

hahb -add heartbeat
例如，键入以下命令来添加新的 IcmpS 心跳。 这意味着将从本地
群集发送出一个心跳，该心跳立即在本地群集上执行指定的代理
进程。
hahb -add IcmpS

修改心跳

hahb -modify heartbeatattributevalue ... [-clus
cluster]
如果属性为本地属性（即对于 ClusterList 属性中的每个远程群集，
该属性都有单独的值），必须指定选项 -clus cluster。可使
用 -delete -keys 清除任何列表属性的值。
例如，键入以下命令可以修改 ClusterList 属性，并为新建的心跳
指定目标 phoenix 和 houston：
hahb -modify Icmp ClusterList phoenix houston
修改目标 phoenix 的 Arguments 属性：
hahb -modify Icmp Arguments phoenix.example.com
-clus phoenix

删除心跳

hahb -delete heartbeat

将属性的作用域更
改为特定于群集

hahb -local heartbeatattribute
例如，键入以下命令将属性 AYAInterval 的作用域从全局更改为特
定于群集：
hahb -local Icmp AYA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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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属性的作用域更
改为全局

hahb -global heartbeatattributevalue ... | key
... | key value ...
例如，键入以下命令将属性 AYAInterval 的作用域从特定于群集更
改为群集通用：
hahb -global Icmp AYAInterval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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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复制数据群集

■

VCS 复制数据群集的工作方式

■

关于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

关于迁移服务组

■

关于设置防火练习

关于复制数据群集
在单个 VCS 群集中，复制数据群集 (RDC) 配置既提供本地高可用性，又提供灾难
恢复功能。
您可以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在 VCS 环境下设置 RDC。
复制数据群集 (RDC) 通过复制数据来确保可以对节点进行数据访问。RDC 位于单
个 VCS 群集中。在 RDC 配置中，如果应用程序或系统出现故障，则应用程序将故
障转移到当前主站点中的另一个系统。如果整个主站点出现故障，则应用程序将迁
移到远程辅助站点（该辅助站点随后会成为新的主站点）中的系统。
为了使 VVR 复制得以实现，必须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中导入包含重复卷组 (RVG)
的磁盘组。复制服务组必须在两个站点上同时处于联机状态，并且必须配置为混合
型 VCS 服务组。
应用程序服务组配置为故障转移服务组。 应用程序服务组必须配置为与复制服务组
之间具有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注意：VVR 支持任一给定的主站点使用多个复制次级目标。 但是，用于 VCS 的
RDC 仅支持主站点使用一个复制次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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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C 配置适用于以下情况：主站点和灾难恢复辅助站点之间存在双重专用 LLT 链
接，但在主数据中心和辅助数据中心之间缺少共享存储或 SAN 互联。在 RDC 中，
使用数据复制技术提供对远程站点数据的节点访问。
注意：必须在复制节点之间使用双重专用 LLT 链接。

VCS 复制数据群集的工作方式
要了解复制数据群集配置的工作方式，可以使用在 VCS 复制数据群集中配置的应
用程序为例。 该配置具有两个系统区域：
■

主区域（区域 0），由位于主站点上并已连接到主存储的节点组成

■

辅助区域（区域 1），由位于辅助站点上并已连接到辅助存储的节点组成

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安装和配置该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数据位于每个 RDC 站点内
的共享磁盘中，并在各 RDC 站点之间复制以确保数据并存。该应用程序服务组在
当前主区域中的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并配置为在群集中进行故障转移。
图 21-1 说明了在 VCS 复制数据群集上配置的应用程序。
VCS 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图 21-1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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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重定向的
客户端

区域 1

专用网络

服务组

服务组
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重复
数据

单独
存储

单独
存储

如果系统或应用程序出现故障，则 VCS 会尝试将该应用程序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
一个 RDC 站点中的另一个系统。但是，如果 VCS 在主 RDC 站点中找不到故障转
移目标节点，则 VCS 会将服务组切换到当前辅助 RDC 站点（区域 1）中的节点。

579

设置复制数据群集
关于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关于设置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本主题介绍计划、配置、测试和使用 VCS RDC 配置的步骤，以便为应用程序提供
健壮的、易于管理的灾难恢复保护功能。本节列举了一个示例，该示例将 VCS 群
集中一个配置为具有本地高可用性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转换为具有灾难保护功能的
RDC 基础架构。该解决方案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发生更改的数据。

关于典型的复制数据群集配置
图 21-2 描述了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图 21-2
应用程序组

应用程序

Mount

DNS

RVGPrimary

IP

NIC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复制组

RVG

DiskGroup

IP

NIC

在此示例中，一个应用程序实例在四节点群集（其中两个节点位于主 RDC 系统区
域，另外两个节点位于辅助 RDC 系统区域）中配置为 VCS 服务组 (DiskGroup)。
如果主节点出现故障，则 VCS 会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主区域中的第二个节点。
此过程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

设置复制

■

配置服务组

■

配置服务组依赖关系

关于设置复制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技术是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一项
启用了许可证的功能，所以您可以将 VxVM 管理的卷转换为使用 VVR 管理的复制
卷。在此示例中，操作过程包括：将 Oracle 数据卷组成复制卷组 (RVG)，然后在
DR 站点中的另一个 VCS 群集的主机上创建 VVR 辅助复制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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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 VVR 时，最好的做法是在这两个站点上使用相同的 DiskGroup 和 RVG 名
称。如果两个区域上的卷名相同，则 Mount 资源将装入相同的块设备，并在发生故
障转移时在辅助节点上启动相同的 Oracle 实例。

配置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配置服务组。
配置复制组

1

创建用于复制的混合型服务组 (oragrp_rep)。
请参见第 36 页的“服务组的类型”。

2

将应用程序中的 DiskGroup 资源复制到新组中。将资源配置为指向包含 RVG
的磁盘组。

3

配置 IP 类型和 NIC 类型的新资源。

4

在服务组中配置 RVG 类型的新资源。

5

根据以下信息设置资源依赖关系：

6

■

RVG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

RVG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设置子组 oragrp_rep 的 SystemZones 属性，以便主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
都位于系统区域 0 内，辅助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系统区域 1 内。

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

1

在原始 Oracle 服务组 (oragroup) 中，删除 DiskGroup 资源。

2

添加 RVGPrimary 资源并配置其属性。
将 RvgResourceName 属性的值设置为将由 RVGPrimary 代理升级和降级的
RVG 类型资源的名称。
根据需要更改 AutoTakeover 和 AutoResync 属性的默认值。

3

设置资源依赖关系，以便所有 Mount 资源都依赖于 RVGPrimary 资源。如果存
在大量的 Mount 资源，则可以设置组的 TypeDependencies 属性以表示 Mount
资源类型依赖于 RVGPRimary 资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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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 Oracle 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以便主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
位于系统区域 0 内，辅助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区域 1 内。父组和子
组中的 SystemZones 属性必须相同。

5

如果在设置过程中使用了 BIND DNS，请将 DNS 类型的资源添加到 oragroup
服务组中。将 Hostname 属性设置为应用程序在该群集上使用的主机规范名称
或虚拟 IP 地址。这样就可以确保在该组联机时对站点进行 DNS 更新。仅当主
RDC 区域和辅助 RDC 区域中的节点位于不同的 IP 子网时，DNS 资源才是必
需的。

配置服务组依赖关系
设置应用程序服务组与复制服务组之间的 online local hard 组依赖关系，以确保服
务组可同时进行故障转移和切换。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选择群集名称。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这会打开服务组依
赖关系图。

3

单击“Link (链接)”。

4

单击父组 oragroup，并将鼠标移向子组 oragroup_rep。

5

单击子组 oragroup_rep。

6

在“Link Service Groups (链接服务组)”对话框中，单击 online local 关系和
hard 依赖关系类型，并单击“OK (确定)”。

关于迁移服务组
在为 Oracle 数据库设置 RDC 时，请考虑主 RDC 区域遇到共享存储完全无法使用
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主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看不到任何设备。
因为无法在任何节点上装入共享卷，所以 Oracle 服务组无法在主 RDC 区域内以本
地方式进行故障转移。因此，该服务组必须故障转移到当前辅助 RDC 区域中的节
点。
RVGPrimary 代理可确保 VVR 卷已配置为可写，DNS 代理可确保名称服务已解析
为 DR 站点。应用程序可以在 DR 站点上启动并在该站点上运行，直到更正了本地
存储问题。
如果更正了存储问题，则可以使用 VCS 将应用程序切换到主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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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服务组
在将应用程序切换回原始主 RDC 区域之前，必须重新同步活动 DR 站点上自故障
转移以来发生更改的所有数据。此操作可以通过 VVR 手动执行，也可以从
RVGPrimary 资源运行 VCS 操作来执行。
切换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Actions (操作)”。

3

指定该操作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

从“Action (操作)”列表中，选择 fbsync。

■

单击要执行该操作的系统。

■

单击“OK (确定)”。

这会开始复制数据集的快速故障回复过程。您可以监视 RVG 资源的
ResourceInfo 属性值，以确定重新同步的完成时间。

4

重新同步完成后，将服务组切换到主群集。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5

单击“Switch To (切换至)”，并选择主 RDC 区域中要切换到的系统，然后单
击“OK (确定)”。

关于设置防火练习
通过模仿故障转移，可以使用防火练习测试配置的故障准备情况，而不必停止主数
据中心中的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35 页的“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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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校园群集配置

■

VCS 校园群集要求

■

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

VCS 校园群集的工作原理

■

关于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

校园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

关于 DiskGroupSnap 代理

■

关于在校园群集中运行防火练习

关于校园群集配置
校园群集配置可通过单个 VCS 群集提供本地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此配置使
用数据镜像在不同站点之间复制数据。并不涉及基于主机或基于阵列的复制。
VCS 支持的校园群集可以采用通过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进行镜像的磁盘组。

VCS 校园群集要求
请查看 VCS 校园群集的下列要求：
■

必须安装 VCS。

■

必须有一个 VCS 群集，两个站点中的每一个都至少必须有一个节点，且两个站
点间的物理距离不得超过 80 公里。当站点相隔超过 80 公里时，您可以运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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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之间必须有冗余网络连接。 所有指向存储的路径也必须是冗余的。
Symantec 建议在进行校园群集设置时设置下列各项：
■

存储和 LLT 专用网络的通用跨站点物理架构。
Symantec 建议对存储器和 LLT 专用网络使用通用跨站点物理基础架构。

■

针对网络和跨站点 I/O 流量的技术，如密集波分复用 (DWDM)。 使用冗余链
接将网络故障的影响减至最小。

■

必须安装具有 FMR 许可证和站点识别许可证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

Symantec 建议配置 I/O 防护以避免在出现链接故障时发生数据损坏。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

必须将存储配置为符合 VxVM 的基于站点的分配及站点一致性要求。
■

站点中的所有节点都必须以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

■

所有的磁盘都必须以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

■

必须将校园群集中两个站点的 VxVM 站点名称都添加到磁盘组中。

■

必须将磁盘组中的每个卷的 allsites 属性都设置为 on。（默认情况下会将该
值设置为 on。）

■

磁盘组的 siteconsistent 属性必须设置为 on。

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图 22-1 描述了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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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校园集群
站点 A（主）

站点 B（辅助）
公共网络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3

节点 4

专用网络

交换机

交换机

磁盘阵列

磁盘阵列

VxVM 镜像卷

站点 C

交换机

磁盘阵列

协调点

VCS 校园群集通常具有下列特征：
■

单个 VCS 群集跨越多个站点。
在示例图中，VCS 在四个节点上进行了配置： 节点 1 和节点 2 位于站点 A，节
点 3 和节点 4 位于站点 B。

■

I/O 防护配置有一个来自校园群集中每个站点的协调器磁盘以及另一个来自第三
方站点的协调器磁盘。
图 22-1 显示了具有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典型设置。您还可以配置基于服务器
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590 页的“关于校园群集中的 I/O 防护”。

■

共享数据位于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的磁盘组上的镜像卷中。

■

应用程序所需要的卷在两个站点上都有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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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集中所有的节点都会以 VxVM 站点名称标记。属于某个站点的所有磁盘都会
以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

■

会在 VCS 中将该磁盘组配置为一个 DiskGroup 类型的资源，并使用 Mount 资
源类型装入它。

VCS 校园群集的工作原理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将 VCS 与 VxVM 结合使用以在校园群集环境中提供高可用性。
在校园群集的设置过程中，VxVM 会自动在站点之间镜像卷。为增强读取性能，
VxVM 会从运行应用程序的本地站点上的 Plex 进行读取。VxVM 会同时在两个站点
上写入到 Plex。
如果某个站点上发生了存储故障，VxVM 会将发生故障的站点上的所有磁盘从磁盘
组中分离，以维持数据的一致性。发生故障的存储重新联机后，VxVM 会自动将该
站点重新挂接到磁盘组，并恢复 plex。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如果服务组或系统发生故障，VCS 会根据您为群集属性 SiteAware 和服务组属性
AutoFailOver 设置的值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对于校园群集设置，您必须定义站点并将系统添加到您定义的站点中。一个系统只
能从属于一个站点。站点定义在 VCS 间是一致的，您可以定义站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和 VxVM。 您可以定义站点依赖项，以将相连的应用程序限
制为在同一站点中进行故障转移。
可以使用以下工具定义站点：
■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有关配置站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
装使用指南》的最新版本。

根据 AutoFailOver 属性值的不同，VCS 会以下列方式进行故障转移：
0

VCS 不对服务组执行故障转移。

1

VCS 将服务组故障转移至另一合适的节点。
默认情况下，会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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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同一站点内存在其他合适的节点，VCS 即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否则 VCS 会等待管理员的干预，将服务组故障转移至另一站点内的合
适节点。
此配置需要启用 HA/DR 许可证。
Symantec 建议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2。

VCS main.cf 中的这些服务组的示例定义如下所示：
cluster VCS_CLUS (
PreferredFencingPolicy = Site
SiteAware = 1
)
site MTV (
SystemList = { sys1, sys2 }
)
site SFO (
Preference = 2
SystemList = { sys3, sys4 }
)

AutoFailover = 1 的 hybrid_group 和 AutoFailover = 2 的 failover_group 的示例配
置如下：
hybrid_group (
Parallel = 2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sys3 = 2, sys4 = 3 }
)
failover_group (
AutoFailover = 2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sys3 = 2, sys4 = 3 }
)

表 22-1 列出了可能的故障情形，以及 VCS 校园群集如何从这些故障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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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校园群集中的故障情形

故障

说明与恢复

节点故障

■

■

站点中的一个节点发生故障。
如果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1，则 VCS 会将服务组故障
转移至为群集定义的同一站点、SystemZones 属性为服务组定义的
SystemZone 或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定义的站点
内的另一个系统。
站点中的所有节点发生故障。

如果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0，则 VCS 在两种节点故障情况
下都需要管理员的干预以启动故障转移。
应用程序故障

其行为类似于节点故障。

存储故障 - 站点上
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发生故障

发生这样的存储故障时，VCS 不会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发生下列情况时，VxVM 会将站点从磁盘组中分离：磁盘中的任意卷在
发生磁盘故障的站点上不具有至少一个有效的 Plex。
在下列情况下，VxVM 会将站点从磁盘组分离：
■

发生故障的磁盘上没有配置 Plex。

■

发生了故障的磁盘上配置了某些 Plex，且在每个站点上一个卷至少
存在一个 Plex。

如果仅有部分发生了故障的磁盘联机，且 vxrelocd 后台驻留程序正在
运行，VxVM 会将其余的故障磁盘重新定位至任何可用的磁盘。然后，
VxVM 会自动将站点重新挂接至磁盘组并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
卷。
如果发生故障的所有磁盘都重新联机，VxVM 会自动将站点重新挂接至
磁盘组并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卷。
存储故障 - 两个站
点的所有磁盘都发
生故障

VCS 基于 DiskGroup 代理的 PanicSystemOnDGLoss 属性值起作用。

站点故障

某个站点上的所有节点和存储都发生了故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根据 AutoFailOver 属性值的不同，VCS 会以下列方式对服务组进行故
障转移：
■

如果将该值设置为 1，则 VCS 会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一个系统。

■

如果将该值设置为 2，则 VCS 需要管理员的干预才能将服务组故障
转移至另一站点中的系统。

由于发生故障的站点上的存储不可访问，因此 VCS 会导入应用程序服
务组中的磁盘组，同时将故障站点上的所有设备标记为 NODEVICE。
如果故障站点上的存储重新联机，VxVM 会自动将站点重新挂接至磁盘
组并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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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说明与恢复

网络故障（LLT 互
联故障）

每个站点上的节点都失去了与另一站点上节点的连接
如果节点间的所有专用互联都发生故障，就会发生裂脑情况，并引起数
据损坏。
请查看有关裂脑发生的其他可能原因以及 I/O 防护如何保护共享数据不
受损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15 页的“关于数据保护”。
Symantec 建议配置 I/O 防护以避免校园群集中发生数据损坏。
当群集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设置为 Site 时，防护驱动程序在协
调点竞争期间会优先选择具有较高站点优先级的节点。VCS 使用站点
级别的属性 Preference 来确定节点权重。
请参见第 590 页的“关于校园群集中的 I/O 防护”。

网络故障（LLT 及
存储互联故障）

每个站点上的节点都失去了与存储和另一站点上节点的连接
Symantec 建议您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发生裂脑和序列裂脑情况。
■

■

如果配置了 I/O 防护：
未赢得竞争的站点会触发系统混乱。
请参见第 590 页的“关于校园群集中的 I/O 防护”。
还原网络连接后，VxVM 会检测故障站点上的存储，并会将站点重
新挂接至磁盘组，然后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卷。
如果未配置 I/O 防护：
如果在上述故障情况下应用程序服务组在站点 A 上处于联机状态，
则应用程序服务组会在该站点上保持联机。由于存储不可访问，
VxVM 会将故障站点处的磁盘从磁盘组中分离。在应用程序服务组
处于脱机状态的站点 B 处，VCS 会使应用程序服务组联机，同时导
入磁盘组，将站点 A 的所有设备标记为 NODEVICE。这样，应用程
序服务组就在两个站点上都处于联机状态，且每个站点都使用本地
存储。这会导致数据副本不一致，从而引发站点范围内的裂脑。
如果在站点之间还原网络连接，就可能存在序列裂脑。
有关如何从序列裂脑情况恢复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关于校园群集中的 I/O 防护
必须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在发生网络分裂时损坏共享数据。
请参见第 294 页的“关于成员仲裁”。
请参见第 315 页的“关于数据保护”。
可以使用协调器磁盘、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或二者混合作为协调点，以配
置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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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群集设置过程中，可以按以下方式配置 I/O 防护：
■

在一个站点上配置两个协调器磁盘，在另一个站点上配置一个协调器磁盘
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两个协调器磁盘的站点更有可能争得控制权。这种配置的
缺点是如果拥有两个协调器磁盘的站点发生站点故障，另一个站点也会自行终
止。在这种配置下，I/O 防护功能无法区分不可访问的磁盘与失败了的抢占操
作。

■

在两个站点上分别配置一个协调器磁盘，在第三个站点上再配置一个协调器磁
盘
这种配置可以确保在某个站点不可用时防护功能仍能运行。第三个站点上的协
调器磁盘可以保证在校园群集中发生站点故障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子群集在继
续运行。除了自身的本地协调器磁盘之外，还能访问第三个站点上的协调器磁
盘的站点将争得控制权。但是，如果校园群集中的两个站点都无法访问第三个
站点的磁盘，则它们会势均力敌，两个站点上的节点都将自行终止。

您还可以在第三个站点而不是第三个协调器磁盘中配置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
器）。
有关配置 I/O 防护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关于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要设置校园群集，必须执行下列任务：
■

准备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

为校园群集配置配置 VxVM 磁盘组

■

为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准备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对配置进行设置之前，请先查看 VCS 校园群集的要求。
请参见第 584 页的“ VCS 校园群集要求”。
准备设置校园群集配置

1

设置物理架构。
■

设置对本地存储阵列和每个节点上的远程存储阵列的访问权限。

■

设置专用的心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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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85 页的“ 典型的 VCS 校园群集设置”。

2

在每个节点上安装 VCS，以组建在两个站点上分别至少有一个节点的群集。
有关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3

在每个节点上安装具有所需许可证的 VxVM。
有关说明，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和升级指
南》。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要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在出现通信故障的情况下发生数据损坏，请执行下列任务。
请参见第 590 页的“关于校园群集中的 I/O 防护”。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配置和升级指南》。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1

在第三个站点上设置存储。
您可以将 DWDM 扩展至第三个站点，以便与第三个站点上的存储建立 FC SAN
连接。也可以在第三个站点上将 iSCSI 目标用作协调器磁盘。

2

设置 I/O 防护。

为校园群集配置配置 VxVM 磁盘组
请按照下列过程配置 VxVM 磁盘组以进行远程镜像。
有关 VxVM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注意：您也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 VxVM 磁盘组以
进行远程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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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园群集配置配置 VxVM 磁盘组

1

为每个主机设置站点名称：
# vxdctl set site=sitename

站点名称存储在 /etc/vx/volboot 文件中。请使用以下命令显示站点名称：
# vxdctl list | grep siteid

2

为磁盘阵列中的所有磁盘设置站点名称：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 encl:enclosure

要标记特定的磁盘，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 disk

3

验证磁盘是否注册到了某个站点。
# vxdisk listtag

4

用来自两个站点的磁盘创建磁盘组。
# vxdg -s init diskgroup siteA_disk1 siteB_disk2

5

在为注册到了磁盘组的每个站点所创建的磁盘组上配置基于站点的分配。
# vxdg -g diskgroup addsite sitename

6

在磁盘组上配置站点一致性。
# vxdg -g diskgroup set siteconsistent=on

7

在磁盘组中创建一个或多个镜像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size nmirror=1/2

在所有的主机上安装站点识别许可证后，您所创建的卷会默认具有下列特征：
■

会将 allsites 属性设置为 on；卷在每个站点上至少会有一个 Plex。

■

卷会自动跨站点镜像。

■

会将读取策略 rdpol 设置为 site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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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会继承在磁盘组中设置的站点一致性值。

为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请按照以下过程在 VCS 控制下配置磁盘组并设置 VCS 属性，以定义校园群集中的
故障转移。
为校园群集配置 VCS 服务组

1

为在校园群集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创建 VCS 服务组 (app_sg)。
hagrp -add app_sg
hagrp -modify app_sg SystemList node1 0 node2 1 node3 2 node4 3

2

设置系统区域或站点。为服务组配置 SystemZones 属性。当站点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配置时，请跳过此步骤。
hagrp -modify app_sg SystemZones node1 0 node2 0 node3 1 node4 1

3

设置服务组的故障转移策略。 为服务组设置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
hagrp -modify app_sg AutoFailOver 2

4

对于为校园群集创建的磁盘组，将 DiskGroup 资源添加到 VCS 服务组 app_sg
中。
hares -add dg_res1 DiskGroup app_sg
hares -modify dg_res1 DiskGroup diskgroup_name
hares -modify dg_res1 Enabled 1

5

配置应用程序和其他与 app_sg 服务组相关的资源。

6

使服务组联机。

校园群集中的防火练习
防火练习通过在不停止应用程序以及中断用户访问的情况下模仿故障转移来测试某
个配置应对灾难的能力。
该过程中会创建一个防火练习服务组，该服务组与原始应用程序服务组相似。如果
需要，应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远程节点上联机，以表明应用程序服务组可以进行故
障转移以及在站点上联机。
由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资源的其他实例交互，因此，即使应用程序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服务组也可以安全地联机。请在远程站点上执行防
火练习，不要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承载原始应用程序的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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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iskGroupSnap 代理
DiskGroupSnap 代理用于验证校园群集环境中 VxVM 磁盘组和卷的站点意识和灾
难应对能力。要在校园群集中执行防火练习，必须在防火练习服务组中配置类型为
DiskGroupSnap 的资源。
注意：要执行防火练习，应用程序服务组在主站点上必须联机。
防火练习过程中，DiskGroupSnap 代理会执行下列操作：
■

对于站点中的每个节点，该代理会将应用程序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值关
联到该节点的 VxVM 站点名称。

■

对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磁盘组，该代理会验证是否会为该磁盘组定义了 VxVM
站点标记。

■

对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磁盘组，该代理会验证辅助站点上的磁盘是否确实没
有标记与主站点上的磁盘相同的 VxVM 站点名称。

■

该代理会验证磁盘组中的所有卷是否在每个站点上都有 Plex。

有关该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关于在校园群集中运行防火练习
本主题提供有关如何在校园群集中运行防火练习的信息。
要进行防火练习，请执行下列任务：
■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

在校园群集中成功地运行防火练习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本主题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的信息。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1

配置与应用程序服务组相似的防火练习服务组，只有下列方面不同：
■

必须将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0。

■

不得配置网络相关资源。

■

防火练习服务组中的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的磁盘组名称必须附加有
_fd。
例如，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 DiskGroup 属性值为 ccdg，则防火练习服
务组中的相应值必须为 ccdg_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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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 Mount 资源的 BlockDevice 属性值为
/dev/vx/dsk/ccdg/ccvol，则防火练习服务组中的相应值必须为
/dev/vx/dsk/ccdg_fd/ccvol。

2

添加类型为 DiskGroupSnap 的资源。为 DiskGroupSnap 资源定义
TargetResName 和 FDSiteName 属性。
有关属性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 参考指南》。

3

设置资源依赖关系，使得 DiskGroup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Snap 资源。

4

创建组依赖关系，使得防火练习服务组对应用程序服务组有脱机本地依赖关
系。

在校园群集中成功地运行防火练习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系统区域内没有运行应用程序的节点上联机。然后验证防火练
习服务组是否联机。此操作将验证您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配置得是否正确，以及在
本地站点上发生实际故障（灾难）后，生产服务组是否会故障转移到远程站点。
必须先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才能关闭节点或者在防火练习服务组或磁盘组处于
联机状态的节点上本地停止 VCS。否则，在重新启动节点后就必须手动将防火练习
站点重新挂接到在主站点上导入的磁盘组。
注意：对于要执行防火练习的应用程序，必须将它们的资源类型的 FireDrill 属性值
设置为 1。完成防火练习后，再将该值重置为 0。
成功地运行防火练习

1

您可在资源级别为防火练习服务组资源覆盖 FireDrill 属性。

2

将应用程序资源的 FireDrill 属性设置为 1。这样可以防止代理在应用程序服务
组和防火练习服务组同时联机时报告并发冲突。

3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联机。
如果防火练习服务组无法联机，请查看 VCS 引擎日志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以便在生产服务组中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警告：完成防火练习后必须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这样应用程序服务组的故
障转移行为才不会受影响。 否则，当主站点遇到灾难时，应用程序服务组会因
为资源冲突而无法故障转移至辅助站点。

4

完成防火练习后，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

5

将该资源的 FireDrill 属性重置为 0。

6

从资源级别撤消或覆盖 Firedrill 属性。

596

部分

故障排除和性能

■

23. VCS 性能注意事项

■

24. VCS 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7

23
VCS 性能注意事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群集组件如何影响性能

■

群集操作如何影响性能

■

关于调度等级和优先级配置

■

HAD 的 CPU 绑定

■

VCS 代理统计数据

■

关于 VCS 可调参数

群集组件如何影响性能
VCS 及其代理与应用程序在相同的系统上运行。 因此，VCS 尝试最大限度地减少
其对整体系统性能的影响。影响性能的主要群集组件包括：内核（特别是 GAB 和
LLT）、VCS 引擎 (HAD) 和 VCS 代理。有关以下各节中提及的属性或命令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从命令行管理 VCS 一章以及有关 VCS 属性的附录。
请参见第 598 页的“内核组件（GAB 和 LLT）如何影响性能”。
请参见第 599 页的“ VCS 引擎 (HAD) 如何影响性能”。
请参见第 599 页的“ 代理如何影响性能”。
请参见第 601 页的“VCS 图形用户界面如何影响性能”。

内核组件（GAB 和 LLT）如何影响性能
通常，VCS 内核组件的开销很小。 内核组件提供各群集系统之间的心跳和原子信
息交换。 默认情况下，群集中的每个系统每秒向该群集中的其他系统发送两个小心
跳包。

VCS 性能注意事项
群集组件如何影响性能

心跳包是通过在 /etc/llttab 配置文件中配置的所有网络链接发送的。
系统间通信在所有专用网络链接上实现负载平衡。 如果某个链路出现故障，VCS
会继续使用所有剩余的链路。 通常，网络链接是专用的，不会增加公共网络或 LAN
的通信量。 您可以将公共网络 (LAN) 链路配置为低优先级，这样默认情况下每秒从
每个系统生成一个小单播包（大约 64 字节），该单播包仅在所有专用网络链接都
出现故障时才承载数据。

VCS 引擎 (HAD) 如何影响性能
VCS 引擎 HAD 作为后台驻留程序进程运行。 默认情况下，它作为高优先级进程运
行，以确保它将心跳发送给内核组件并对故障做出快速响应。HAD 在单独的线程中
运行日志记录活动，以减少因日志记录对引擎性能的影响。
VCS 以循环方式运行来等待来自代理、ha 命令、图形用户界面和其他系统的消息。
在正常条件下，由 HAD 处理的消息数很少。这些消息主要包括来自代理的心跳消
息和来自全局计数器的更新消息。当发生事件时，VCS 可能会交换其他消息，但是
即使是在事件过程中，其开销通常也是微不足道的。请注意，这取决于事件的类型
—例如，某个资源出现故障可能导致组在一个系统上脱机而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
系统故障将对出现故障的系统上的所有联机服务组调用故障转移。
要继续监视 VCS 状态，请使用 VCS 图形用户界面或 hastatus 命令。这两种方法
都保留与 VCS 的连接并注册事件，都比循环运行命令（如 hastatus -summary 或
hasys）更为高效。
如果多个事件同时发生，则连接到 VCS 的客户端数会影响性能。例如，如果有五
个 GUI 进程连接到 VCS，VCS 将向所有五个客户端发送状态更新。维持较少的
VCS 客户端连接可以减少此开销。

代理如何影响性能
VCS 代理进程对系统性能的影响最大。 每个代理进程有两个组件： 代理框架和代
理函数。 代理框架提供常用功能，如与 HAD 通信、多个资源的多线程处理、调度
线程和调用函数。 代理函数实现特定于代理的功能。配置代理时，请查看需遵循的
性能准则。
请参见第 599 页的“监视资源类型和代理配置”。

监视资源类型和代理配置
默认情况下，VCS 每 60 秒钟监视一次每个资源。 您可以通过修改资源类型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来更改此设置。也许还可以考虑降低非关键资源或监视操作成
本高昂的资源的监视频率。请注意，降低监视频率也就意味着 VCS 可能需要花费
较长的时间来检测资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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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VCS 还监视脱机资源。这可以确保当某人在 VCS 控制之外将资源联
机时，VCS 会检测到该资源并为故障转移组标记一个并发冲突。要降低脱机资源的
监视频率，请修改资源类型的 OfflineMonitorInterval 属性。
VCS 代理框架利用多线程处理，允许对相同资源类型并行运行多个资源操作。例
如，单个 Mount 代理处理所有 Mount 资源。默认情况下，大多数资源类型的代理
线程数为 10。要更改此默认值，请修改资源类型的 NumThreads 属性。NumThreads
属性的最大值为 30。
继续以该示例为例进行说明，Mount 代理将根据 MonitorInterval 或
OfflineMonitorInterval 属性，为所有 Mount 资源调度 monitor 函数。如果 Mount
资源数大于 NumThreads，则可能会要求某些装入资源的监视操作等待执行 monitor
函数，直至线程空闲下来。
修改 NumThreads 属性的其他注意事项包括：
■

如果仅有某个给定类型的一个或两个资源，可以将 NumThreads 设置为一个较
低的值。

■

如果拥有某个给定类型的多个资源，请估计执行 monitor 函数所需的时间以及
可用于监视的 CPU 处理能力。例如，如果有 50 个装入点，您也许希望在不影
响整体系统性能的前提下，增加 NumThreads 以获得 Mount 代理的理想性能。

您还可以通过修改函数的关联属性来调整 VCS 监视各种函数的频率。
MonitorTimeout、OnlineTimeOut 和 OfflineTimeout 属性分别表示 monitor、online
和 offline 函数必须完成所允许的最长时间（秒），如果这些函数在相应的时间内没
有完成，则将被终止。Monitor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为 60 秒。OnlineTimeout 和
Offline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为 300 秒。为了获得最佳效果，Symantec 建议在修
改默认值之前，估量使资源联机、脱机和监视资源所需的时间。通过执行联机或脱
机命令，来估量执行每个操作所需的时间。要估量监视资源所需的时间，请使该资
源出现故障并发出一个探查，或使资源在 VCS 控制之外联机并执行一个探查。
代理通常按正常优先级运行。开发代理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如果编写一个自定义代理，请使用 C 或 C++ 编写 monitor 函数。如果编写基于
脚本的监视程序，则 VCS 每次使用该监视程序时都必须调用一个新进程。如果
存在许多此类型的资源，会导致很大的开销。

■

如果事实证明监视该资源的开销很大，则可以将其分为粗略（即浅层）监视和
更全面的深入（即深层）监视。具体是使用浅层监视还是深层监视，取决于您
的配置要求。

代理的一个其他注意事项是，需正确配置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 例如，如果
知道某个服务组只能在 SystemA 和 SystemB 上联机，请不要在 SystemList 中加
入其他系统。这可节省其他代理进程和监视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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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图形用户界面如何影响性能
VCS 图形用户界面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维持与 HAD 的持久性连接，
它从 HAD 接收有关群集状态的定期更新。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在群集外的系统
上运行 GUI 以免影响节点的性能。

群集操作如何影响性能
查看下列主题，这些主题介绍了以下对群集中的系统、资源和服务组的操作如何影
响性能：
群集系统启动

请参见第 601 页的“ 启动群集系统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资源联机

请参见第 602 页的“ 资源进入联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资源脱机

请参见第 602 页的“ 资源进入脱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服务组联机

请参见第 602 页的“服务组进入联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服务组脱机

请参见第 603 页的“服务组进入脱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资源出现故障

请参见第 603 页的“ 资源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系统出现故障

请参见第 604 页的“ 系统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网络链接出现故障

请参见第 604 页的“ 网络链接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
项”。

系统发生混乱

请参见第 605 页的“ 系统发生混乱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服务组进行切换时

请参见第 608 页的“ 服务组切换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608 页的“ 服务组故障转移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启动群集系统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当群集系统引导时，内核驱动程序和 VCS 进程将按特定顺序启动。如果该系统是
群集中的第一个系统，VCS 将读取群集配置文件 main.cf 并生成一个“内存中的”
配置数据库。此时，该系统处于 LOCAL_BUILD 状态。生成配置数据库后，系统将
转换为 RUNNING 模式。第一个系统处于 LOCAL_BUILD 状态时，如果另一个系
统加入该群集，则该系统必须等待，直到第一个系统转换为 RUNNING 模式。生成
配置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该配置中的服务组数及其依赖关系，以及每组中的资源数及
资源依赖关系。VCS 为每个系统、服务组、类型和资源创建一个对象。通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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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务组和类型的数目很少，因此资源和资源依赖项的数目可确定生成配置数据
库并使 VCS 进入 RUNNING 模式所需的时间。如果一个系统加入其中至少有一个
系统处于 RUNNING 模式的群集，则它会基于处于该模式的编号最低的系统生成配
置。
注意：当 VCS 转换到 RUNNING 模式后，服务组将在 AutoStart 过程中进入联机
状态。

资源进入联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代理的 online 函数使该资源联机。 此函数可能会在该资源完全联机之前返回。 后
续监视确定资源是否处于联机状态，然后向 VCS 报告该信息。 使资源联机所需的
时间等于资源进入联机状态的时间加上执行后续监视和向 VCS 报告的时间。
Online 函数完成后，大多数资源已处于联机状态。 该代理在该函数完成后会立即调
度监视程序，因此第一次监视时会检测到该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但是，对于某些资
源（如数据库服务器），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进行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使资源联
机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要恢复的数据量。 可能需要多次监视才会报告数据库服务器处
于联机状态。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务必为数据库服务器资源类型的 OnlineTimeout
和 OnlineWaitLimit 属性配置正确的值。

资源进入脱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与 online 函数相似，offline 函数可使资源脱机，并且可以在资源实际脱机之前返
回。 后续监视确认资源是否处于脱机状态。使资源脱机所需的时间等于资源进入脱
机状态所需的时间加上后续监视和向 VCS 报告该资源已处于脱机状态的持续时间。
大多数资源通常在 offline 函数完成后处于脱机状态。代理在 offline 函数完成后会立
即调度监视程序，因此第一次监视时会检测到该资源处于脱机状态。

服务组进入联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使服务组进入联机状态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服务组中的资源数、服务组依赖关系结构
以及使该组的资源联机所需的时间。例如，如果服务组 G1 有三个资源：R1、R2
和 R3（其中，R1 依赖于 R2 而 R2 依赖于 R3），VCS 将先使 R3 联机。当 R3 处
于联机状态时，VCS 将使 R2 联机。当 R2 处于联机状态时，VCS 将使 R1 联机。
使 G1 联机所需的时间等于使所有资源联机所需的时间。但是，如果 R1 依赖于 R2
和 R3，但是后两者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将并行启动 R2 和 R3 的联机操作。当两者
都处于联机状态时，将使 R1 联机。使组联机所需的时间是使 R2 和 R3 联机的最长
时间加上使 R1 联机的时间。通常，服务组树范围越广，允许的并行操作就越多，
联机所需的时间也就越短。较为复杂的服务组树不允许太高的并行度，也不允许对
组联机操作序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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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进入脱机状态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使服务组脱机是从上到下进行的，与之相反的是，联机操作是从下到上进行的。使
服务组脱机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服务组中的资源数和使组的资源脱机所需的时间。例
如，如果服务组 G1 有三个资源：R1、R2 和 R3（其中，R1 依赖于 R2 而 R2 依赖
于 R3），VCS 将先使 R1 脱机。当 R1 处于脱机状态时，VCS 将使 R2 脱机。当
R2 处于脱机状态时，VCS 将使 R3 脱机。使 G1 脱机所需的时间等于使所有资源
进入脱机状态所需的时间。

资源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检测资源出现故障所需的时间取决于资源类型的 MonitorInterval 属性值。 资源出现
故障后，将在下一次监视时检测到它。但如果将 ToleranceLimit 属性设置为非零
值，代理可能不会声明该资源出现故障。如果 monitor 函数报告脱机的次数大于在
ToleranceLimit 中设置的数值，将声明该资源出现故障。但是，如果该资源保持为
联机状态的时间达到了 ConfInterval 属性中指定的间隔，则在与 ToleranceLimit 进
行比较时将不再包括先前报告的脱机次数。
当代理确定资源出现故障时，将调用 clean 函数（如果已实现）来验证该资源是否
已经完全脱机。清除之后的监视将验证脱机状况。接下来，代理按照在 RestartLimit
属性（如果属性值不为零）中设置的次数尝试重新启动资源之后，会放弃尝试并通
知 HAD 该资源出现故障。但是，如果该资源在 ConfInterval 中指定的间隔内仍处
于联机状态，则先前尝试重新启动的次数不会将 RestartLimit 中设置的次数计算在
内。
大多数情况下，ToleranceLimit 设置为 0。检测资源故障所需的时间是代理监视检
测到故障的时间加上清理资源的时间（如果已实现 clean 函数）。因此，检测故障
所需的时间取决于 MonitorInterval、monitor 函数和 clean（如果已实现）函数的效
率以及 ToleranceLimit（如果已设置）。
在某些情况下，出现故障的资源可能会挂起，还可能会导致监视挂起。例如，如果
数据库服务器挂起后，监视尝试进行查询，则监视也将挂起。 如果 monitor 函数
挂起，则代理最终将终止正在运行该函数的线程。默认情况下，代理使 monitor 函
数在 60 秒后超时。可以通过更改 MonitorTimeout 属性来调整此值。代理将在
MonitorInterval 之后重试 monitor 。如果 monitor 函数连续超时的次数达到了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中指定的次数，则代理将认为该资源出现故障。代理
将调用 clean（如果已实现）入口点。FaultOnMonitorTimeouts 的默认值为 4，并
且可以根据类型进行更改。如果将此参数设置为一个较高的值，则资源挂起时将会
延迟对故障的检测。如果资源挂起并导致 monitor 函数挂起，则检测的时间取决于
MonitorTimeout、FaultOnMonitorTimeouts 以及 monitor 函数和 clean（如果已实
现）函数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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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当某个系统崩溃或断电时，它将停止向群集中的其他系统发送心跳。默认情况下，
在声明系统死机之前，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会等待 21 秒。这 21 秒的时间就是默认的
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 16 秒加上默认的 GAB 稳定超时值 5 秒。
默认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为 16 秒，并且可以在 /etc/llttab 文件中进行修改。
例如，要指定 12 秒：
set-timer peerinact:1200

注意：修改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后，必须先取消配置，然后重新启动 LLT 才能进行
更改。要取消配置 LLT，请键入 lltconfig -U。要重新启动 LLT，请键入 lltconfig
-c。
可以通过指定以下内容更改 GAB 稳定超时值：
gabconfig -t timeout_value_milliseconds

尽管可以执行此操作，但是我们建议不要更改 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和 GAB 稳
定超时值。
如果系统启动，则在重新启动完成之前它将不可用。重新启动过程会终止所有进程
（包括 HAD）。终止 VCS 进程后，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会将可以在重新启动的系统
上联机的所有服务组标记为 Autodisabled。系统进入脱机状态后，会清除
AutoDisabled 标志。只要系统在 ShutdownTimeout 值指定的间隔内进入脱机状态，
VCS 就会将其视为系统重新启动。可以修改 Shutdown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
请参见第 742 页的System attributes。

网络链接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如果某个系统断开了到群集的网络链接，其他系统将停止通过链路从该系统接收心
跳。LLT 会检测到此情况并在声明系统断开链路之前等待 16 秒。
注意： 如果已启用快速链接故障检测，LLT 将立即检测链接故障。
请参见第 604 页的“ 系统出现故障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可以在 /etc/llttab 文件中修改 LLT 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
例如，要指定 12 秒：
set-timer peerinact:1200

604

VCS 性能注意事项
群集操作如何影响性能

注意：修改对等端不活动超时值后，必须先取消配置，然后重新启动 LLT 才能进行
更改。要取消配置 LLT，请键入 lltconfig -U。要重新启动 LLT，请键入 lltconfig
-c。

系统发生混乱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在几种情况下，GAB 将有意使系统发生混乱。例如，如果 GAB 检测到内部协议错
误或者发现 LLT 节点 ID 冲突，它将使系统发生混乱。其他情况如下：
■

客户端进程出现故障
请参见第 605 页的“关于 GAB 客户端进程故障”。

■

注册监视
请参见第 606 页的“关于 GAB 客户端注册监视”。

■

网络故障
请参见第 607 页的“关于网络故障和 GAB IOFENCE 消息”。

■

快速重新打开
请参见第 607 页的“关于快速重新打开”。

关于 GAB 客户端进程故障
如果 GAB 客户端进程（如 HAD）无法向 GAB 发送心跳，该进程将终止。如果该
进程在内核中挂起并且无法终止，GAB 将挂起该系统。如果将 gabconfig 命令与
-k 选项结合使用，GAB 会尝试终止客户端进程直到将其成功终止，这可能会对整
个群集产生影响。如果将 gabconfig 与 -b 选项结合使用，则 GAB 不会尝试终止
该客户端进程。 但是，当客户端无法发送心跳时，它将使系统混乱。 一旦设置此
选项，将无法将其关闭。
HAD 定期向 GAB 注册心跳。 它向 GAB 注册的心跳超时值为 30 秒（默认值）。
您可以配置 VCS 环境变量 VCS_GAB_TIMEOUT_SECS 和
VCS_GAB_PEAKLOAD_TIMEOUT_SECS，确保 GAB 表现动态行为，从而确定节点的平
均负载（每个 CPU 负载）。通过使用变量值和平均系统负载，GAB 可以决定终止
HAD 前的宽限期。
如果节点上的平均负载为最小值，并且 HAD 在内核中挂起以使其无法在
VCS_GAB_TIMEOUT_SECS 超时值内向 GAB 注册心跳，则 GAB 会通过发送 SIGABRT
信号尝试终止 HAD。如果尝试失败，GAB 会不断重试，直到重试次数达到
gab_kill_ntries-1 值为止。如果 GAB 无法通过 SIGABRT 信号终止 HAD，则
GAB 会发送 SIGKILL 并关闭端口。当平均负载为最小值时，GAB 不会根据此负载
动态地进行调整，因此不会考虑使用 VCS_GAB_PEAKLOAD_TIMEOUT_SECS 超时值来
确定保持 HAD 处于活动状态的宽限期。
如果此节点上的平均负载很高，则 HAD 会因 CPU 负载或与文件系统的 I/O 路径发
生延迟而无法与 GAB 通信。操作系统根据平均负载向 GAB 发送平均负载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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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量的范围为 5（最小负载）到 10（最大负载）。GAB 使用平均负载量计算宽
限期，此宽限期会根据在用户指定的 VCS_GAB_TIMEOUT_SECS 和
VCS_GAB_PEAKLOAD_TIMEOUT_SECS 变量范围内的负载快速做出调整。GAB 将在宽
限期内等待 HAD 发送心跳，在此之后通过发送 SIGABRT 信号终止 HAD。如果在
发送 SIGABRT 信号后，GAB 无法终止 HAD，它会发送 SIGKILL 并关闭此端口。
GAB 用于计算 HAD 超时周期所考虑的可调参数包括：
■

如果已设置 VCS_GAB_TIMEOUT_SECS 和 VCS_GAB_TIMEOUT 超时值，则 GAB 会
考虑使用 VCS_GAB_TIMEOUT_SECS 超时值来计算 HAD 的超时周期。

■

如果没有设置 VCS_GAB_TIMEOUT_SECS 超时值，则 GAB 会考虑使用
VCS_GAB_TIMEOUT 超时值。

■

如果没有设置 VCS_GAB_PEAKLOAD_TIMEOUT_SECS 超时值或此值与
VCS_GAB_TIMEOUT_SECS 超时值相同，则 GAB 无法快速做出调整来确定 HAD
的宽限期。

默认情况下，在关闭该端口之前，GAB 将尝试终止 HAD 五次。GAB 尝试终止 HAD
的次数是一个内核可调参数 (gab_kill_ntries)，并且可配置。此可调参数的最小值为
3，最大值为 10。
端口关闭向其他节点表明此节点上的 HAD 已终止。如果 HAD 从其停滞状态中恢
复，则它会先处理暂停信号。此时，它将先收到 SIGKILL，然后会被终止。
GAB 发送 SIGKILL 信号之后，它将在特定的时间内等待以终止 HAD。如果 HAD
在此时间限制后仍存在，GAB 将使系统出现混乱。此时间限制是一个内核可调参数
(gab_isolate_time) 并且可配置。此计时器的最小值为 16 秒，最大值为 4 分钟。

关于 GAB 客户端注册监视
使用注册监视功能可以配置当 HAD 被终止且在指定时间间隔后没有重新连接时的
GAB 行为。
此情形可能发生在以下情况中：
■

系统处于非常繁忙的状态且 hashadow 进程无法重新启动 HAD。

■

通过用户干预终止了 HAD 和 hashadow 进程。

■

Hashadow 进程重新启动了 HAD，但是 HAD 无法注册。

■

硬件故障导致 HAD 和 hashadow 进程终止。

■

HAD 和 hashadow 进程未运行的所有其他情况。

出现此情况时，注册监视计时器将启动。如果 HAD 在 VCS_GAB_RMTIMEOUT
参数（此参数是在 vcsenv 文件中定义的）定义的时间内没有注册，GAB 将执行操
作。 VCS_GAB_RMTIMEOUT 的默认值为 2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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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HAD 在指定的时间后无法注册时，GAB 会每 15 秒记录一次消息，指出它将使
系统混乱。
可以通过在 vcsenv 文件中设置 VCS_GAB_RMACTION 参数控制此情况下的 GAB
行为。
■

要配置 GAB 以在此情况下使系统混乱，请设置：
VCS_GAB_RMACTION=panic

在此配置中，终止 HAD 和 hashadow 进程会导致混乱，除非在注册监视超时间
隔内启动 HAD。
■

要配置 GAB 以在此情况下记录消息，请设置：
VCS_GAB_RMACTION=SYSLOG

此参数的默认值为 SYSLOG，它将 GAB 配置为当 HAD 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后没
有重新连接时记录一条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重新启动 HAD（使用 hastart）或取消配置 GAB（使
用 gabconfig -U）。
启用注册监视后，如果 HAD 进程没有正常向 GAB 进行注册（也就是说，如果使用
hastop 命令停止 HAD），GAB 不会采取操作。

关于网络故障和 GAB IOFENCE 消息
如果出现网络分裂，一个群集可能拆分为两个或多个单独的子群集。 当两个群集合
并为一个时，GAB 将逐出一个子群集。 GAB 输出诊断消息并向被逐出的子群集发
送 iofence 消息。
子群集中的系统根据用户客户端进程或内核模块使用的 GAB 端口的类型处理该
iofence 消息：
■

如果 GAB 客户端是用户进程，GAB 将尝试终止该客户端进程。

■

如果 GAB 客户端是内核模块，GAB 将导致系统混乱。

gabconfig 命令的 -k 和 -j 选项适用于用户客户端进程。 -k 选项可防止 GAB 在

无法终止用户进程时导致系统混乱。 如果 GAB 收到 iofence 消息，-j 选项会导致
系统混乱，且不会终止用户进程。

关于快速重新打开
如果某个系统脱离群集并在配置新群集之前（默认为 5 秒）尝试加入该群集，则将
向该系统发送一个 iofence 消息，其原因设置为“quick reopen (快速重新打开)”。
当系统收到该消息后，将尝试终止客户端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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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切换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切换服务组所需的时间等于使服务组在源系统上脱机所需的时间加上使该服务组在
目标系统上联机所需的时间。

服务组故障转移时的 VCS 性能注意事项
资源出现故障时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所需的时间等于：
■

检测资源故障所需的时间

■

使服务组在源系统上脱机所需的时间

■

VCS 策略模块选择目标系统所需的时间

■

使服务组在目标系统上联机所需的时间

系统出现故障时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所需的时间等于：
■

检测系统故障所需的时间

■

使其他运行的系统上的相关服务组脱机所需的时间

■

VCS 策略模块选择目标系统所需的时间

■

使服务组在目标系统上联机所需的时间

与其他因素所需的时间相比，VCS 策略模块确定目标系统所需的时间可以忽略不
计。
如果存在 firm 组依赖关系并且子组出现故障，VCS 会先使所有直接和间接父组脱
机，然后使子组在目标系统上联机。因此，使父组联机所需的时间还取决于使子组
联机所需的时间。

关于调度等级和优先级配置
VCS 允许您指定 VCS 进程的优先级和调度等级。VCS 支持下列调度等级：
■

RealTime（在配置文件中指定为 "RT）

■

TimeSharing（在配置文件中指定为 "TS）

Solaris 9 和更高版本支持下列等级：
■

FairShare（在配置文件中指定为 "FSS）

■

FairPriority（在配置文件中指定为 "FX）

关于优先级范围
表 23-1 显示了 RealTime、TimeSharing 和 SRM 调度 (SHR) 进程特定于平台的优
先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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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范围

表 23-1
平台

调度等级

默认优先级范围
低/高

使用 #ps 命令的优先级范围

Solaris

RT

0 / 59

100 /159

TS

-60 / 60

不适用

SHR

-60 / 60

不适用

注意：在 Solaris 上，使用 #ps -ae -o
pri, args

默认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表 23-2 列出了 VCS 使用的默认等级和优先级值。 触发器进程的等级和优先级由
ProcessClass（默认值 = TS）和 ProcessPriority（默认值 = ""）属性确定。 可以
根据触发器进程的运行等级和优先级对这两个属性进行修改。
表 23-2

默认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进程

引擎

引擎创建的
进程

代理

脚本

默认调度等级

RT

TS

TS

TS

默认优先级 (Solaris)

57(最高值 -2) 60（最高值） 0

0

注意：对于标准配置，Symantec 建议您使用调度的默认值，除非特定的配置要求
使用其他值。
请注意，默认优先级值是特定于平台的。 将优先级设置为 ""（空字符串）后，VCS
会将优先级转换为特定于正在运行系统的平台的值。 对于 TS，默认优先级等于
TimeSharing 等级支持的最高优先级。对于 RT，默认优先级等于 RealTime 等级支
持的最高优先级减 2。因此，如果 RealTime 等级支持的最高优先级为 59，则 RT
等级的默认优先级为 57。
对于 SHR（仅在 Solaris 上），默认优先级等于 SHR 等级支持的最高优先级。

HAD 的 CPU 绑定
在特定情况下，Solaris 操作系统可能会将高优先级中断线程指派给正在运行 HAD
的 CPU，从而中断 HAD。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断处理程序完成其操作之前，HAD 将无法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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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此问题，VCS 提供了在特定处理器上运行 HAD 的选项。VCS 将禁用该处理
器集上的所有中断。通过设置 CPUBinding 属性将 HAD 配置为在特定处理器上运
行。
请参见第 742 页的System attributes。
使用以下命令修改 CPUBinding 属性：
hasys -modify sys1 CPUBinding BindTo
NONE|ANY|CPUNUM [CPUNumber number]

其中：
■

NONE 值指示 HAD 不使用 CPU 绑定。

■

ANY 值指示 HAD 绑定到任何可用的 CPU。

■

CPUNUM 值指示 HAD 绑定到在 CPUNumber 属性中指定的 CPU。
变量 number 指定 CPU 的序列号。

注意：您不能使用 hasys -modify 命令的 -add、-update 或 -delete[-keys] 选项来修
改 CPUBinding 属性。

VCS 代理统计数据
您可以将 VCS 配置为跟踪监视资源所需的时间。
可以使用这些统计数据配置 MonitorTimeout 属性。
还可以通过分析资源的监视周期所需时间的趋势，检测资源及资源在其上联机的系
统可能存在的问题。 请注意，VCS 仅跟踪联机资源的监视周期时间。
VCS 计算完成监视周期所需的时间，在特定的监视周期次数后计算监视时间的平均
值，并将该平均值存储在一个资源级属性中。
VCS 还跟踪监视周期时间的增长趋势，并发送关于监视时间突然变化和逐步增长的
通知。
VCS 使用下列参数计算平均监视时间，并检测监视周期时间的增长趋势：
■

Frequency： 监视周期的次数，达到该次数后将计算监视时间平均值并将其发
送到 VCS 引擎。
例如，如果将 Frequency 设置为 10，VCS 将每隔 10 个监视周期后计算平均监
视时间。

■

ExpectedValue： 资源的预期监视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如果实际监视时间超出了 ValueThreshold 的预期监视时间，VCS 将发送一个通
知。 所以，如果将 FileOnOff 资源的此属性设置为 5000，并且将 ValueThreshold

610

VCS 性能注意事项
VCS 代理统计数据

设置为 40%，则仅当 FileOnOff 资源的监视周期超出预期时间 40%（即 7000
毫秒）时，VCS 才发送通知。
■

ValueThreshold： 允许与预期监视时间的最大偏差（以百分比计）。 当监视周
期的时间超出此限制时，VCS 将发送一个关于监视时间突然增加或减少的通知。
例如，值为 100 表示 VCS 在实际监视时间与预期时间相差大于 100% 时将发送
一个通知。
VCS 将在适当的范围内发送这些通知。 如果有 12 个连续监视周期超出阈值限
制，VCS 将为第一个峰值发送一个通知，然后为随后的 10 个连续峰值发送一个
集体通知。

■

AvgThreshold： 资源的平均监视周期时间增加的阈值（以百分比计）。
VCS 维护资源的监视周期所用的平均运行时间。 以此种方式计算的第一个平均
运行值用作基准平均值。 如果资源的当前运行平均值与基准平均值的差异大于
此阈值，VCS 会将其视为监视周期时间逐步增加或减少的信号，并为资源发送
一个关于此情况的通知。 每当发生此类事件时，VCS 就将内部维护的基准平均
值重新设置为此新平均值。 VCS 将发送通知，而不管偏差是监视周期时间的增
加还是减少。
例如，值为 25 表示如果实际平均监视时间与基准监视时间的平均值相差大于
25%，VCS 将发送一个通知。

跟踪监视周期时间
VCS 通过将每个监视周期所需的时间与 ExpectedValue 的值相比较，来标记监视
时间的突然变化。如果此差异超出了 ValueThreshold 的值，VCS 将发送一个关于
监视时间突然变化的通知。请注意，仅当监视时间增加时，VCS 才发送此通知。
VCS 通过将基准平均值与监视周期时间的移动平均值相比较，来标记监视时间的逐
步变化。VCS 在特定的监视周期次数后计算基准平均值，并在每个监视周期后计算
移动平均值。如果当前移动平均值与基准平均值相差大于 AvgThreshold 的值，VCS
将发送一个关于监视周期时间逐步更改的通知。

用于启用代理统计数据的 VCS 属性
本主题介绍启用 VCS 代理统计数据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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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StatsParam 一个资源类型级属性，可存储计算监视时间统计数据的必需参数值。
static str MonitorStatsParam = { Frequency = 10,
ExpectedValue = 3000, ValueThreshold = 100,
AvgThreshold = 40 }
■

■

■

■

MonitorTimeStats

Frequency： 定义监视周期次数，达到此监视周期次数后应计算平
均监视周期时间并将其发送到引擎。 如果已配置，此属性的值必须
在 1 到 30 之间。默认情况下，将其设置为 0。
ExpectedValue：此类型的所有资源的预期监视时间（以毫秒为单
位）。默认值=3000。
ValueThreshold：预期监视周期时间 (ExpectedValue) 和实际监视
周期时间之间可接受的百分比差异。默认值 = 100。
AvgThreshold： 监视周期时间的基准平均值和移动平均值之间可接
受的百分比差异。 默认值=40。

存储由 Frequency 属性指定的监视周期次数所用的平均时间，以及计
算平均值时的时间戳值。
str MonitorTimeStats{} = { Avg = "0", TS = "" }
达到由 Frequency 属性指定的监视周期次数后，会定期更新此属性。
如果将 Frequency 设置为 10，该属性将存储 10 个监视周期时间的平
均值并每隔 10 个监视周期后进行更新。
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0。

ComputeStats

一种标志，指定 VCS 是否跟踪资源的监视时间。
boolean ComputeStats = 0
0 值表示 VCS 不跟踪资源的监视例程所用的时间。1 值表示 VCS 跟踪
资源的监视时间。
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0。

关于 VCS 可调参数
VCS 具有一些可调参数，可用于配置以增强特定功能的性能。但是，Symantec 建
议用户在没有 Symantec 支持人员帮助的情况下不要更改可调内核参数。 其中几个
可调参数是用于为关键数据结构预分配内存；更改这些参数的值可能会增加内存使
用率或降低性能。
警告：不要在没有 Symantec 支持人员帮助的情况下调整内核模块（例如 VXFEN）
的 VCS 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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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LLT 可调参数
LLT 提供了用于修改和控制 LLT 模块的行为的各种配置和可调参数。本节介绍了一
些 LLT 可调参数，这些参数可以在运行时和 LLT 启动时更改。
请参见第 289 页的“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这些可调参数划分为两个类别：
■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613 页的“关于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616 页的“关于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618 页的“设置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关于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表 23-3 列出了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计时器值以 .01 秒为单位进行设置。
lltconfig –T query 命令可用于显示当前计时器值。
表 23-3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peerinact

如果 LLT 在此计时器间隔内 1600
没有在某个对等节点的链接上
收到任何数据包，则会将该链

何时更改

■

接标记为“inactive (不活
动)”。将链接标记为
“inactive (不活动)”之后，
LLT 不会在该链接上发送任何
数据。

■

■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要根据客户端的通知处理 该计时器值应始终大于
逻辑，对节点/链接不活动 peertrouble 计时器值。
通知机制进行延迟或加
速，请更改此值。
要对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进行计划的更换，请增大
该值。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
网络链接非常慢或网络通
信量突增，请增大此值以
防止发出对等节点终止的
错误通知。
按计划更换发生故障的网
络电缆或交换机时，请将
该值设置为一个较高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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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peertrouble

如果 LLT 在此计时器间隔内 200
没有在某个对等节点的高优先
级链接上收到任何数据包，则

何时更改

■

会将该链接标记为“troubled
(有问题)”。将链接标记为

■

“troubled (有问题)”之后，
LLT 不会在该链接上发送任何
数据，直到该链接再次启动。
peertroublelo 如果 LLT 在此计时器间隔内 400
没有在某个对等节点的低优先
级链接上收到任何数据包，则

■

会将该链接标记为“troubled
(有问题)”。将链接标记为
“troubled (有问题)”之后，
LLT 不会在该链接上发送任何
数据，直到该链接再次可用。

■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 此计时器值应始终小于
网络链接非常慢或群集中 peerinact 计时器值。并且，
的节点非常繁忙，请增大 它应该很接近其默认值。
该值。
要对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进行计划的更换，请增大
该值。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 此计时器值应始终小于
网络链接非常慢或群集中 peerinact 计时器值。并且，
的节点非常繁忙，请增大 它应该很接近其默认值。
该值。
要对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进行计划的更换，请增大
该值。

heartbeat

在每个心跳计时器间隔之后， 50
LLT 会通过每个高优先级链接
重复地向对等节点发送心跳数
据包。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网络 此计时器值应小于 peertrouble
链接非常慢（或拥塞）或群集 计时器值。而且，它不应该接
中的节点非常繁忙，请增大该 近 peertrouble 计时器值。
值。

heartbeatlo

在每个 heartbeatlo 计时器间 100
隔之后，LLT 会通过每个低优
先级链接重复地向对等节点发
送心跳数据包。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网络链接 此计时器值应小于
非常慢或群集中的节点非常繁 peertroublelo 计时器值。而
忙，请增大该值。
且，它不应该接近
peertroublelo 计时器值。

timetoreqhb

如果 LLT 在“timetoreqhb” 1400
时间段内没有在特定链接上从
该对等节点收到任何数据包，
则会尝试请求从对等节点获取
心跳（在同一链接上向对等节
点发送 5 次特殊心跳请求
(hbreq)）。如果对等节点没有
响应这些特殊心跳请求，LLT
将针对该对等节点将此链接标

要根据客户端的通知处理逻
每次更改 peerinact 计时器
辑，对节点/链接不活动通知 时，系统都会自动将此计时器
机制进行加速，请减小此可调 设置为 peerinact - 200。
参数的值。

记为“expired (过期)”。可以
在 0 到 (peerinact - -200) 范
围内设置此值。0 值会禁用请
求心跳机制。

要进行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的计划更换，请将此计时器的
值设置为 0 以禁用请求心跳机
制。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网络
链接非常慢或网络通信量突
增，请不要更改此计时器可调
参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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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reqhbtime

此值指定两次连续的特殊心跳 40
请求之间的时间间隔。有关特
殊心跳请求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 timetoreqhb 参数。

timetosendhb 如果 LLT 计时器不是定期运 200
行，则 LLT 会发送超出计时
器上下文心跳以保持节点的活
动状态。此选项指定当计时器
不运行时，在发送心跳之前需
要等待的时间。
如果将此计时器可调参数设置
为 0，则会禁用超出计时器上
下文心跳机制。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Symantec 建议不要更改此值 不适用

要进行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的计划更换，请将此计时器的
值设置为 0 以禁用超出计时器
上下文心跳机制。

此计时器值不应超过
peerinact 计时器值。而且，
它不应该接近 peerinact 计时
器值。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网络
链接非常慢或群集中的节点非
常繁忙，请增大该值。

sendhbcap

此值指定 LLT 连续发送超出
计时器上下文心跳的最长时
间。

oos

如果对于某个节点，
10
out-of-sequence 计时器已过
期，则 LLT 会向该节点发送
适当的 NAK。只要 LLT 收到
oos 数据包，就不会发送
NAK。它会在发送 NAK 之前
等待 oos 计时器指定的时间。

出于性能考虑，请不要更改此 不适用
值。减小该值可能会导致不必
要的重新传输/否定确认通信。

如果 LLT 在此计时器间隔内 10
未收到数据包的确认，它会重
新传输该数据包。

请不要更改此值。减小该值可 不适用
能会导致不必要的重新传输。

service

在每个 service 计时器间隔
后，LLT 会调用其服务例程
（用于将消息传送到 LLT 客
户端）。

出于性能考虑，请不要更改此 不适用
值。

arp

当此计时器到期时，LLT 将会 0
刷新存储的对等节点地址，并
重新了解地址。

retrans

18000

100

Symantec 建议不要使用此
值。

不适用

如果在群集（例如，校园群
集）中往返时间很长，则可以
增加 oos 的值。

如果在群集（例如，校园群
集）中往返时间很长，则可以
增加 retrans 的值。

默认情况下禁用此功能。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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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arpreq

LLT 会在此计时器到期时发送 3000
arp 请求以检测群集中的其他
对等节点。

出于性能考虑，请不要更改此 不适用
值。

linkstable

此值指定在 LLT 为本地节点 200
的任何链接处理链接断开事件
之前等待的时间。当您启用链
接故障的快速检测时，LLT 会
收到来自操作系统的链接断开
事件。

对于片状链接，应增加此值。 此计时器值不应超过
peerinact 计时器值。而且，
它不应该接近 peerinact 计时
器值。

关于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
表 23-4 列出了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流控制值使用数据包数量进行设置。
lltconfig -F query 命令可用于显示当前流控制设置。
表 23-4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

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highwater

某个节点的传输队列中的数据 200
包数量达到 highwater 时，
LLT 是流控制的。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如果客户端以突发生方式生成 此流控制值应始终大于
数据，请增大此值以匹配传入 lowwater 流控制值。
的数据速率。请注意，增大该
值意味着消耗更多的内存，因
此请设置适当的值以避免不必
要的内存浪费。
减小该值可能会导致控制客户
端的不必要的流。

lowwater

如果 LLT 已对客户端进行流 100
控制，则直到某个节点的端口
传输队列中的数据包数量降至
lowwater 之后，它才会重新开
始接收数据包。

Symantec 建议不要更改此可 此流控制值应小于 highwater
调参数。
流控制值。该值不应接近
highwater 流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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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rporthighwater 某个端口的接收队列中的数据 200
包数量达到 highwater 时，
LLT 是流控制的。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如果客户端以突发生方式生成 此流控制值应始终大于
数据，请增大此值以匹配传入 rportlowwater 流控制值。
的数据速率。请注意，增大该
值意味着消耗更多的内存，因
此请设置适当的值以避免不必
要的内存浪费。
减小该值可能会导致控制对等
节点上的客户端的不必要的
流。

rportlowwater 如果 LLT 已对对等节点上的 100
客户端进行流控制，则直到端
口的接收队列中的数据包数量
降至 rportlowwater 之后，它
才会重新开始为该客户端接收
数据包。
window

这是 LLT 将允许传输的未确
认数据包的最大数量。

50

Symantec 建议不要更改此可 此流控制值应小于
调参数。
rpothighwater 流控制值。该
值不应接近 rporthighwater 流
控制值。

根据专用网络速度更改该值。
若在减小该值时不考虑网络速
度，可能会导致不必要地重新
传输未按窗口顺序到达的数据
包。

此流控制值不应该大于
highwater 流控制值与
lowwater 流控制值之间的差。
此参数 (window) 的值应该与
带宽延迟产品的值保持一致。

linkburst

它表示 LLT 在选择下一链接 32
之前在链接上发送的背靠背数
据包的数量。

出于性能考虑，其值应该为 0 此流控制值不应该大于
或最小为 32。
highwater 流控制值与
lowwater 流控制值之间的差。

ackval

通过对下一个出站数据包附加 10
一个确认数据包，LLT 将数据
包的确认发送到发送者节点。
如果不存在要附加确认数据包
的数据包，LLT 会在向发送者
发送明确确认之前等待 ackval
个数据包。

出于性能考虑，请不要更改此 不适用
值。增大该值可能会导致不必
要的重新传输。

sws

为了避免糊涂窗口综合症
40
(Silly Window Syndrome)，仅
当未确认的数据包计数低于此
可调参数值时，LLT 才会传输
更多数据包。

出于性能考虑，每当 window 其值应小于 window 的值，但
可调参数的值改变时，就应该 应很接近其值。
根据以下给出的公式更改此参
数的值：sws = window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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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largepktlen

如果 LLT 要将数据包传输到 1024
多个端口，LLT 每次可将一个
大数据包或最多五个小数据包
传输到一个端口。此参数指定
大数据包的大小。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Symantec 建议不要更改此可 不适用
调参数。

设置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可以使用 lltconfig 命令设置 LLT 可调参数，或者在 /etc/llttab 文件中设置
LLT 可调参数。可以在运行时在本地节点上使用 lltconfig 命令更改参数。Symantec
建议您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运行该命令来更改这些参数的值。要使设置的 LLT 参
数在系统重新启动后得到保留，必须在 /etc/llttab 文件中包含参数定义。如果未
在 /etc/llttab 中进行任何指定，则会采用这些参数的默认值。在 /etc/llttab 文件中指
定的参数值只在 LLT 启动时才会生效。Symantec 建议您在每个节点的 /etc/llttab
文件中指定相同的可调参数定义。
获得并设置计时器可调参数：
■

使用 lltconfig 命令获得定时器可调参数的当前列表：
# lltconfig -T query

■

使用 lltconfig 命令设置计时器可调参数：
# lltconfig -T timer tunable:value

■

在 /etc/llttab 文件中设置计时器可调参数：
set-timer

timer tunable:value

获得并设置流控制可调参数
■

使用 lltconfig 命令获得流控制可调参数的当前列表：
# lltconfig -F query

■

使用 lltconfig 命令设置流控制可调参数：
# lltconfig -F flowcontrol tunable:value

■

在 /etc/llttab 文件中设置流控制可调参数：
set-flow

flowcontrol tunable: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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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lltconfig(1M) 和 llttab(1M) 手册页。

关于 GAB 可调参数
GAB 提供了用于修改和控制 GAB 模块的行为的各种配置和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289 页的“关于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这些可调参数不仅提供对配置（如群集中的最大可能节点数）的控制，而且提供对
GAB 在遇到故障或故障情况时的行为的控制。将 GAB 模块加载到系统中时，需要
其中某些可调参数。 要对这些加载时可调参数进行任何更改，需要先卸载 GAB 模
块，然后再重新加载该模块或者重新启动系统。其他可调参数（运行时）可以在加
载、配置 GAB 模块时以及群集正在运行时进行更改。对这样的可调参数的任何更
改将对可调参数值和 GAB 行为立即产生效果。
请参见第 619 页的“关于 GAB 加载时可调参数或静态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620 页的“关于 GAB 运行时可调参数或动态可调参数”。

关于 GAB 加载时可调参数或静态可调参数
表 23-5 列出了模块加载期间使用的 GAB 中的静态可调参数。使用 gabconfig -e
命令可列出所有此类 GAB 可调参数。
仅可以通过在 GAB 配置文件中添加新值来修改这些可调参数。仅在重新启动时或
重新加载 GAB 模块时，更改才会生效。
表 23-5

GAB 静态可调参数

GAB 参数

说明

值（默认值和范
围）

numnids

群集中的最大节点数

默认值：64
范围： 1-64

numports

群集中的最大端口数

默认值：32
范围：1-32

flowctrl

GAB 实现流控制前 GAB 队列（发送或 默认值：128
接收）中暂停消息的数量。
范围：1-1024
群集已启动并使用 gabconfig -Q 选
项运行时，可重写此值。使用
gabconfig 命令可控制此可调参数的
值。

logbufsize

GAB 内部日志缓冲区大小（以字节为单 默认值：48100
位）
范围：8100-6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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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参数

说明

值（默认值和范
围）

msglogsize

内部消息日志中的最大消息数

默认值：256
范围：128-4096

isolate_time

隔离的客户端的最长等待时间
可在运行时覆盖

默认值：120000 毫
秒（2 分钟）

范围：
请参见第 620 页的“关于 GAB 运行时可
160000-240000
调参数或动态可调参数”。
（以毫秒为单位）
Kill_ntries

尝试终止客户端的次数

默认值：5

可在运行时覆盖

范围：3-10

请参见第 620 页的“关于 GAB 运行时可
调参数或动态可调参数”。
conn_wait

在群集重新配置期间 GAB 从群集断开节 默认值：12
点之前等待时间段的最大数量（如稳定
范围：1-256
超时参数中所定义）

_ibuf_count

确定是启用还是禁用了 GAB 日志记录后 默认值：8
台驻留程序
范围：0-32
默认情况下会启用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
留程序。要禁用它，请将
gab_ibuf_count 的值更改为 0。
群集已启动并使用 gabconfig -K 选
项时，禁止登录到 GAB 后台驻留程序。
使用 gabconfig 命令可控制此可调参
数的值。

kstat_size

在 GAB 中维护的系统统计数据的数量

默认值：60
范围：0-240

关于 GAB 运行时可调参数或动态可调参数
在已配置 GAB 时，以及在群集正在运行时，可以更改 GAB 动态可调参数。运行
gabconfig 命令后，更改会立即生效。请注意，其中一些参数也控制 GAB 在遇到
故障或故障情况时的行为。其中一些情况可能会触发 PANIC，PANIC 旨在防止数
据损坏。
可以使用 gabconfig -l 命令显示默认值。要使对这些值的更改在重新启动后持久
保留，可以将相应的命令选项与任何现有选项一起追加到 /etc/gabtab 文件。例
如，可以将 -k 选项添加到某个现有 /etc/gabtab 文件，该文件可能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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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config -c -n4

添加该选项后，/etc/gabtab 文件类似如下所示：
gabconfig -c -n4 -k

表 23-6 介绍了 GAB 动态可调参数（就像使用 gabconfig -l 命令所看到的那样），
并指定该命令来修改这些参数。
表 23-6

GAB 动态可调参数

GAB 参数

说明和命令

Control port seed

此选项定义可以形成群集的最小节点数量。此选项控制群集的形成。如
果群集中节点的数量少于在 gabtab 文件中指定的数量，则群集不会形
成。例如：如果键入 gabconfig -c -n4，则直到所有四个节点都加
入群集后，群集才会形成。如果使用 gabconfig -x 命令启用了此选
项，那么即使群集中的其他节点还不是成员集的一部分，该节点也将加
入群集。
使用以下命令可设置可以形成群集的节点数量：
gabconfig -n count
使用以下命令可启用控制端口种子。节点可以形成群集，而无需等待成
员集的其他节点：
gabconfig -x

Halt on process
death

默认值：Disabled
此选项控制用户进程终止时 GAB 停止系统（使系统发生混乱）的能力。
如果 _had 和 _hashadow 是使用 kill -9 终止的，则系统很可能失去
高可用性。如果启用此选项，则在检测到客户端进程终止时 GAB 将使
系统发生混乱。默认行为是禁用此选项。
使用以下命令可在进程终止时启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p
使用以下命令可在进程终止时禁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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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参数

说明和命令

Missed heartbeat
halt

默认值：Disabled
如果启用了此选项，则在 CVM 环境中，错过来自 VCS 引擎或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的第一次心跳时，系统将发生混乱。默认选
项是禁用即时混乱。
此 GAB 选项控制在 VCS 引擎或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错过与 GAB
的心跳通信时，GAB 是否会使该节点发生混乱。如果 VCS 引擎发生挂
起且无法与 GAB 进行心跳通信，则 GAB 将立即使系统不发生混乱。
GAB 将首先通过在 iofence_timeout 间隔（默认值 15 秒）后发送
SIGABRT（kill_ntries - 默认值 5 次）次，尝试中止该进程。如果此操
作失败，则 GAB 将等待“隔离超时值”时间段，该时间段是由一个称
为 isolate_time（默认值 2 分钟）的全局可调参数控制的。如果该进程
仍处于活动状态，则 GAB 将使系统发生混乱。
如果启用此选项，则从客户端丢失心跳时，GAB 将立即停止系统。
进程心跳发生故障时，使用以下命令可启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b
进程心跳发生故障时，使用以下命令可禁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B

Halt on rejoin

默认值：Disabled
如果在网络分裂后一个或多个节点重新加入某个群集，则此选项允许用
户配置 VCS 引擎或任何其他用户进程的行为。默认情况下 GAB 不会
使运行 VCS 引擎的节点发生混乱。GAB 会终止 userland 进程（VCS
引擎或 vxconfigd 进程）。这样会回收用户端口（使用 VCS 引擎时为
端口 h）并会以编程方式清除使用旧生成编号的消息。如果需要，必须
在 GAB 的控制之外处理进程的重新启动，例如，hashadow 进程重新
启动 _had。
GAB 有内核客户端（如防护、VxVM 或 VxFS）时，如果在网络分裂后
该节点重新加入群集，那么该节点将始终发生混乱。发生混乱是强制性
的，因为这是 GAB 可以清除端口和删除旧消息的唯一方式。
使用以下命令可在重新加入时启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j
使用以下命令可在重新加入时禁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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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参数

说明和命令

Keep on killing

默认值：Disabled
如果启用此选项，则在 VCS 引擎或 vxconfigd 进程无法与 GAB 进行心
跳通信时，以及 GAB 无法终止 VCS 引擎或 vxconfigd 进程时，GAB
会防止系统发生混乱。如果终止失败，GAB 将尝试继续终止 VCS 引
擎，且不会发生混乱。
如果进程没有终止，请重复尝试终止进程
gabconfig -k

Quorum flag

默认值：Disabled
如果新成员集小于旧成员集的 50%，则这是 GAB 中允许节点 IOFENCE
（会导致发生混乱）的一个选项。通常会禁用此选项，而在与其他产品
集成时，会使用此选项
启用 iofence 定额
gabconfig -q
禁用 iofence 定额
gabconfig -d

GAB queue limit

默认值： 发送队列限制：128
默认值： 接收队列限制：128
GAB 队列限制选项控制暂停消息的数量，GAB 在达到此数量之前设置
流。发送队列限制控制 GAB 发送队列中暂停消息的数量。GAB 达到此
限制后，它将为 GAB 客户端的发送方进程设置流控制。GAB 接收队列
限制控制在 GAB 为接收方发送流控制之前 GAB 接收队列中暂停消息
的数量。
将发送队列限制设置为指定的值
gabconfig -Q sendq:value
将接收队列限制设置为指定的值
gabconfig -Q recvq: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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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参数

说明和命令

IOFENCE timeout

默认值：15000(ms)
此参数指定 GAB 在采取下一个操作之前将等待客户端响应 IOFENCE
消息的超时值（以毫秒为单位）。根据 kill_ntries 的值，GAB 将尝试通
过发送 SIGABRT 信号终止客户端进程。如果在 GAB 已尝试终止客户
端进程 kill_ntries 次后，客户端进程仍保持注册状态，则 GAB 在另外
等待 isolate_timeout 值之后将停止系统。
将 iofence 超时值设置为指定的值（以毫秒为单位）。
gabconfig -f value

Stable timeout

默认值：5000(ms)
指定在 LLT 最后一次报告给定端口的本地节点连接状态发生变化后，
GAB 等待重新配置成员集的时间。连接状态中的任意变化都将重新启
动 GAB 等待期。
将稳定超时值设置为指定的值
gabconfig -t stable

Isolate timeout

默认值：120000(ms)
此可调参数指定 GAB 将等待客户端进程取消注册以响应 GAB 发送
SIGKILL 信号的超时值。如果该进程仍存在，则在隔离超时值后，GAB
将停止系统
gabconfig -S isolate_time:value

Kill_ntries

默认值：5
此可调参数指定 GAB 通过发送 SIGABRT 信号尝试终止该进程的次数。
gabconfig -S kill_ntries:value

Driver state

此参数显示 GAB 是否已配置。GAB 可能尚未进行种子设定以及建立任
何成员集。

Partition arbitration 此参数显示是否要求 GAB 专门忽略危险。
有关 -s 标志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gabconfig (1M) 手册页。

关于 VXFEN 可调参数
本节描述 VXFEN 可调参数和如何重新配置 VXFEN 模块。
表 23-7 介绍了 VXFEN 驱动程序的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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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VXFEN 可调参数

vxfen 参数

说明和值： 默认值、最小值和最大值

vxfen_debug_sz

调试日志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

vxfen_max_delay

值
默认值：131072 (128 KB)
最小值：65536 (64 KB)
最大值：524288 (512 KB)

指定发生网络分裂时，较小的子群集在与较大的子群集争夺对协
调器磁盘的控制权之前所等待的最大秒数。
该值必须大于 vxfen_min_delay 值。
■

vxfen_min_delay

值
默认值：60
最小值： 1
最大值：600

指定发生网络分裂时，较小的子群集在与较大的子群集争夺对协
调器磁盘的控制权之前所等待的最小秒数。
该值必须小于或等于 vxfen_max_delay 值。
■

vxfen_vxfnd_tmt

指定 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等待 I/O 防护后台驻留程序
VXFEND 在完成给定任务后返回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

panic_timeout_offst

值
默认值：1
最小值： 1
最大值：600

值
默认值：60
最小值：10
最大值：600

指定一个时间（秒），在发生裂脑时 GAB 实现其决策之前，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将根据此时间计算传递给 GAB 模块而等待
防护完成其仲裁的延迟时间。您可以在 vxfenmode 文件中设置此
参数，并使用 vxfenadm 命令检查此值。根据 the vxfen_mode，
GAB 延迟的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

■

■

对于 scsi3 模式： 1000 * (panic_timeout_offst +
vxfen_max_delay)
对于自定义模式： 1000 * (panic_timeout_offst + max
(vxfen_vxfnd_tmt, vxfen_loser_exit_delay))
默认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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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裂时，较小的子群集在争夺协调器磁盘控制权之前会出现延迟。时间延迟会
使较大的子群集赢得对协调器磁盘的资源争夺。vxfen_max_delay 和
vxfen_min_delay 参数可定义延迟，以秒为单位。

配置 VXFEN 模块参数
在调整内核驱动程序可调参数之后，必须重新配置 VXFEN 模块，才能使参数更改
生效。
以下过程示例更改了 vxfen_min_delay 参数的值。
在每个 Solaris 节点上，编辑 /kernel/drv/vxfen.conf 文件以更改 vxfen 驱动程序可
调全局参数 vxfen_max_delay 和 vxfen_min_delay 的值。
注意：必须重新启动 VXFEN 模块才能使所有参数更改生效。
配置 VxFEN 参数和重新配置 VxFEN 模块

1

编辑文件 /kernel/drv/vxfen.conf 以将 vxfen_min_delay 值更改为 30。
以下 VXFEN 示例显示了更改 vxfen_min_delay 参数之前默认文件
/kernel/drv/vxfen.conf 的内容：
#
# VXFEN configuration file
#
name="vxfen" parent="pseudo" instance=0 dbg_log_size=65536
vxfen_max_delay=60 vxfen_min_delay=1;

编辑此文件将 vxfen_min_delay 值更改为 30 之后，默认文件
/kernel/drv/vxfen.conf 包含以下值：
#
# VXFEN configuration file
#
name="vxfen" parent="pseudo" instance=0 dbg_log_size=65536
vxfen_max_delay=60 vxfen_min_delay=30;

检查对默认文件所做的编辑后，关闭并保存该文件。

2

停止 VCS。
# hastop -local

3

取消配置 VXFEN 模块：
# vxfenconfi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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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定 VXFEN 模块 ID：
# /usr/sbin/modinfo | grep -i vxfen

模块 ID 是输出内容第一列中的数字。

5

使用确定的模块 ID 卸载 VXFEN 模块：
# /usr/sbin/modunload -imodule_ID

6

运行 update_drv 命令重新读取 /kernel/drv/vxfen.conf 文件。
# /usr/sbin/update_drv vxfen

注意：
经常在驱动程序模块上使用 modunload 命令以强制系统重新读取关联的驱动程
序配置文件。此过程和命令可以 Solaris 9 上执行，但无法在更高版本上执行。
在运行 Solaris 10 或更高版本的系统中重新读取驱动程序配置文件的支持方法
是执行 update_drv 命令。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考 update_drv(1M)。

7

配置 VXFEN 模块：
# vxfenconfig -c

8

启动 VCS。
# hastart

关于 AMF 可调参数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设置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模块可调参数：
# amfconfig -T tunable_name=tunable_value,
tunable_name=tunable_value...

表 23-8 列出了 AMF 内核的可能的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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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AMF 可调参数

AMF 参数

说明

值

dbglogsz

AMF 维护内存调试日志。此参数（以 KB 最小值 - 4
为单位指定）控制为此日志分配的内核内
最大值 - 512
存量。
默认值 - 256

processhashsz

AMF 将注册事件存储在特定于事件类型的 最小值 - 64
哈希表中。此参数控制为用来存储进程相
最大值 - 8192
关事件的哈希表分配的存储桶数量。
默认值 - 2048

mnthashsz

AMF 将注册事件存储在特定于事件类型的 最小值 - 64
哈希表中。此参数控制为用来存储装入相
最大值 - 8192
关事件的哈希表分配的存储桶数量。
默认值 - 512

conthashsz

AMF 将注册事件存储在特定于事件类型的 最小值 - 1
哈希表中。此参数控制为用来存储容器相
最大值 - 64
关事件的哈希表分配的存储桶数量。
默认值 - 32

filehashsz

AMF 将注册事件存储在特定于事件类型的 最小值 - 1
哈希表中。此参数控制为用来存储文件相
最大值 - 64
关事件的哈希表分配的存储桶数量。
默认值 - 32

dirhashsz

AMF 将注册事件存储在特定于事件类型的 最小值 - 1
哈希表中。此参数控制为用来存储目录相
最大值 - 64
关事件的哈希表分配的存储桶数量。
默认值 - 32

在重新配置 AMF 驱动程序后，您更新的参数值才反映出来。请注意，如果卸载模
块，更新后的值将丢失。您必须使用 amfconfig -U 或等同的命令来取消配置模块，
然后使用 amfconfig -c 命令进行重新配置以使更新的可调参数生效。如果您希望
在模块加载时设置可调参数，则可以在 amftab 文件中写入这些 amfconfig 命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amftab(4)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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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CS 消息日志记录

■

VCS 引擎故障排除

■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故障排除

■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故障排除

■

VCS 启动故障排除

■

智能监视框架 (IMF) 故障排除

■

服务组故障排除

■

资源故障排除

■

故障排除站点

■

I/O 防护故障排除

■

通知故障排除

■

全局群集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

对 steward 进程进行故障排除

■

授权故障排除

■

安全配置故障排除

■

基于向导的配置问题的故障排除

■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问题的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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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消息日志记录
VCS 生成两种类型的日志：引擎日志和代理日志。日志文件名称中会附加字母，字
母 A 表示第一个日志文件，B 表示第二个，C 表示第三个。三个文件之后，系统将
删除最旧的文件，然后再创建一个新文件。例如，如果 engine_A.log 文件已达到最
大容量，则会重命名为 engine_B.log，而 engine_B.log 将重命名为 engine_C.log。
在本例中，最旧的文件为 engine_C.log，因此会被删除。您可以使用 LogSize 群集
级别属性更新日志文件的大小。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引擎日志位于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引擎日志消息的格式为：
Timestamp (Year/MM/DD) | Mnemonic | Severity | UMI | Message Text
■

Timestamp：消息生成的日期和时间。

■

Mnemonic：表示产品（例如 VCS）的字符串 ID。

■

Severity：一些级别，包括 CRITICAL、ERROR、WARNING、NOTICE 和 INFO
（分别表示从最严重到最不严重）。

■

UMI：唯一的消息 ID。

■

Message Text：VCS 生成的实际消息。

典型的引擎日志如下所示：
2011/07/10 16:08:09 VCS INFO V-16-1-10077 Received new
cluster membership

代理日志位于 /var/VRTSvcs/log/<agent>.log。代理日志消息的格式如下所示：
Timestamp (Year/MM/DD) | Mnemonic | Severity | UMI | Agent Type | Resource
Name | Entry Point | Message Text
典型的代理日志如下所示：
2011/07/10 10:38:23 VCS WARNING V-16-2-23331
Oracle:VRT:monitor:Open for ora_lgwr failed, setting
cookie to null.

请注意，并非所有节点上的日志都相同，原因如下：
■

VCS 记录本地节点上的本地事件。

■

当某个事件发生时，并非所有节点都在运行。

VCS 将警告和错误消息输出至 STDERR。
如果 VCS 引擎、Command Server 或任何 VCS 代理遇到问题，则会生成首次故障
数据捕获 (FFDC) 日志，并随其他核心转储和堆栈跟踪一起转储到以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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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VCS 引擎：$VCS_DIAG/diag/had

■

对于 Command Server：$VCS_DIAG/diag/CmdServer

■

对于 VCS 代理：$VCS_DIAG/diag/agents/type，其中 type 表示具体的代理类
型。

变量 $VCS_DIAG 的默认值为 /var/VRTSvcs/。
如果没有打开调试日志记录，则这些 FFDC 日志对于分析需要专业支持的问题很有
用。

VCS 代理入口点的日志实现统一
在以前的版本中，使用脚本和 C/C++ 语言实现的 VCS 代理的日志各自分散在引擎
日志文件和代理日志文件中。
日志记录已得到改进，以便所有入口点的日志将记录在各自的代理日志文件中。 例
如，可在 /var/VRTSvcs/log 目录下的 Mount 代理日志文件中获得 Mount 代理的日
志。
而且，通过使用 LogViaHalog 属性，用户可切换回先前的日志记录行为。 此属性
支持两个值：0 和 1。 此值默认为 0，这意味着代理的日志将记录在其各自的代理
日志文件中。 如果此值设置为 1，则通过使用 halog 命令，C/C++ 入口点的日志将
记录在代理日志文件中，脚本入口点的日志将记录在引擎日志文件中。
注意：无论 LogViaHalog 的值为何，在容器中执行的脚本入口点的日志都将记录在
引擎日志文件中。

增强首次故障数据捕获 (FFDC) 以解决 VCS 资源的意外行为问题
FFDC 是用于生成并转储关于意外事件的信息的过程。
在以前的版本中，会为下列意外事件生成 FFDC 信息：
■

分段错误

■

当代理无法与引擎进行心跳通信时

从 VCS 6.2 版本起，已将针对意外事件的 FFDC 信息的捕获功能扩展到资源级别，
并涵盖 VCS 事件。这意味着，如果资源遇到意外行为，将生成 FFDC 信息。
最新版本允许代理在发生与资源相关的意外事件期间记录详细的调试日志函数，例
如，
■

当报告为 OFFLINE/IO 的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监视该资源的入口点。

■

监视已报告为 UNKNOWN 的资源的入口点。

■

如果任何入口点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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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任何入口点报告故障。

■

当资源首次被检测到处于 ONLINE 或 OFFLINE 状态时。

现在，每当发生意外事件时，将自动生成 FFDC 信息。此信息将记录在其各自的代
理日志文件中。

GAB 消息日志记录
如果 GAB 遇到某个问题，则还会生成并转储首次故障数据捕获 (FFDC) 日志。
配置 GAB 后，GAB 也会启动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留程序
(/opt/VRTSgab/gablogd)。默认情况下启用 GAB 日志记录驻留程序。可更改 GAB
可调参数 gab_ibuf_count 的值以禁用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留程序。
请参见第 619 页的“关于 GAB 加载时可调参数或静态可调参数”。
此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留程序在发生严重事件（例如 iofence），或在发生任何
GAB 端口的主节点故障时收集 GAB 相关的日志，并以压缩二进制格式存储数据。
可使用以下 gabread_ffdc 实用程序读取 GAB 二进制日志文件：
/opt/VRTSgab/gabread_ffdc

binary_logs_files_location

可更改下列控制 GAB 二进制日志文件的环境变量的值：
■

GAB_FFDC_MAX_INDX：定义 GAB 二进制日志文件的最大数目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留程序收集定义数量的日志文件，每个文件大小为 8 MB。
默认值为 20，文件以从 gablog.1 到 gablog.20 的方式命名。无论在任何时
候，最新的文件都是 gablog.1 文件。

■

GAB_FFDC_LOGDIR：为 GAB 二进制日志文件定义日志目录位置
默认位置为：
/var/adm/gab_ffdc

请注意，gablog 后台驻留程序将其日志写入位于相同目录中的 glgd_A.log 和
glgd_B.log 文件。
可以在以下 GAB 启动文件中定义这些变量，也可以使用 export 命令。要使更改生
效，必须重新启动 GAB。
/etc/default/gab

为代理启用调试日志
本节介绍如何为 VCS 代理启用调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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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理启用调试日志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写：
# haconf -makerw

2

启用日志记录并设置所需的日志级别。请使用以下命令语法：
# hatype -modify $typename LogDbg DBG_1 DBG_2 DBG_4 DBG_21

以下示例显示了用于 IPMultiNIC 资源类型的命令行。
# hatype -modify IPMultiNIC LogDbg DBG_1 DBG_2 DBG_4 DBG_21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LogDbg 属性的说明。
请参见第 706 页的“资源类型属性”。

3

对于基于脚本的代理，运行 halog 命令将消息添加至引擎日志：
# halog -addtags DBG_1 DBG_2 DBG_4 DBG_21

4

保存该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如果设置了 DBG_AGDEBUG，代理实例的代理框架日志出现在运行代理的节点上
的代理日志中。

启用 IMF 的调试日志
运行以下命令，启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的其他调试日志。 将在特定于代理的
/var/VRTSvcs/log/<agentname>_A.log 日志文件中记录这些消息。
请参见第 649 页的“智能监视框架 (IMF)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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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其他调试日志

1

对于 Process、Mount 和 Application 代理：
# hatype -modify <agentname> LogDbg
DBG_AGDEBUG DBG_AGTRACE DBG_AGINFO DBG_1 DBG_2
DBG_3 DBG_4 DBG_5 DBG_6 DBG_7

2

对于 Oracle 和 Netlsnr 代理：
# hatype -modify <agentname> LogDbg
DBG_AGDEBUG DBG_AGTRACE DBG_AGINFO DBG_1 DBG_2
DBG_3 DBG_4 DBG_5 DBG_6 DBG_7
DBG_8 DBG_9 DBG_10

3

对于 CFSMount 代理：
# hatype -modify <agentname> LogDbg
DBG_AGDEBUG DBG_AGTRACE DBG_AGINFO DBG_1 DBG_2
DBG_3 DBG_4 DBG_5 DBG_6 DBG_7
DBG_8 DBG_9 DBG_10 DBG_11 DBG_12
DBG_13 DBG_14 DBG_15 DBG_16
DBG_17 DBG_18 DBG_19 DBG_20 DBG_21

4

对于 CVMvxconfigd 代理，不必启用其他任何调试日志。

5

对于 AMF 驱动程序内存跟踪缓冲区：
# amfconfig -S errlevel all all

如果已启用 AMF 驱动程序内存跟踪缓冲区，可使用 amfconfig -p dbglog 命
令查看其他日志。

对 VCS 引擎启用调试日志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对 VCS 引擎、VCS 代理和 HA 命令启用调试日志：
■

要在运行时启用调试日志，请使用 halog -addtags 命令。

■

要在启动时启用调试日志，请使用 VCS_DEBUG_LOG_TAGS 环境变量。 必须
先设置 VCS_DEBUG_LOG_TAGS，然后再启动 HAD 或运行 HA 命令。
请参见第 68 页的“ VCS 环境变量”。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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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 VCS_DEBUG_LOG_TAGS="DBG_TRACE DBG_POLICY"
# hastart
# export VCS_DEBUG_LOG_TAGS="DBG_AGINFO DBG_AGDEBUG DBG_AGTRACE"
# hastart
# export VCS_DEBUG_LOG_TAGS="DBG_IPM"
# hagrp -list

注意：调试日志消息是十分详细的。 如果启用调试日志，则日志文件可能会很快填
满。

关于调试日志标记用法
下表说明了调试标记的用法：
实体

所使用的调试日志

代理函数

DBG_1 到 DBG_21

代理框架

DBG_AGTRACE
DBG_AGDEBUG
DBG_AGINFO

Icmp 代理

DBG_HBFW_TRACE
DBG_HBFW_DEBUG
DBG_HBFW_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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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

所使用的调试日志

HAD

DBG_AGENT（用于与代理相关的调试日志）
DBG_ALERTS（用于警报调试日志）
DBG_CTEAM（用于 GCO 调试日志）
DBG_GAB、DBG_GABIO（用于 GAB 调试消息）
DBG_GC（用于对每个日志消息显示全局计数器）
DBG_INTERNAL（用于内部消息）
DBG_IPM（用于进程间消息传送）
DBG_JOIN（用于结合逻辑）
DBG_LIC（用于与授权相关的消息）
DBG_NTEVENT（用于 NT 事件日志）
DBG_POLICY（用于引擎策略）
DBG_RSM（用于 RSM 调试消息）
DBG_TRACE（用于跟踪消息）
DBG_SECURITY（用于与安全相关的消息）
DBG_LOCK（用于调试锁基元）
DBG_THREAD（用于调试线程基元）
DBG_HOSTMON（用于 HostMonitor 调试日志）

收集 VCS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遇到 VCS 问题时，必须运行 hagetcf 命令收集信息。Symantec 技术支持使用这
些脚本的输出帮助分析和解决所有 VCS 问题。hagetcf 命令收集关于安装的软件、
群集配置、系统、日志的信息和相关信息并创建 gzip 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getcf(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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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VCS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vcs/bin/hagetcf

该命令会提示您指定 gzip 文件的输出目录。可以将 gzip 文件保存到默认的
/tmp 目录或其他目录。
进行故障排除并解决问题。
请参见第 641 页的“VCS 引擎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648 页的“VCS 启动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651 页的“服务组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657 页的“资源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671 页的“通知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671 页的“全局群集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请参见第 674 页的“对 steward 进程进行故障排除”。
如果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并提供 hagetcf 命令生
成的文件。

验证 CPU、Mem 和 Swap 的测量或预测值
本节列出了用于验证或故障排除诸如 CPU、Mem 和 Swap 等测量参数的测量和预
测数据的命令。
VCS HostMonitor 代理将 CPU、Mem 和 Swap 的测量可用容量值以绝对值的形式
（以 MHz、MB 和 MB 为单位）分别存储在各自的 statlog 数据库中。数据库文件
位于 /opt/VRTSvcs/stats 中。主数据库文件是 .vcs_host_stats.data 和
.vcs_host_stats.index。其他文件用于进行存档。
HostMonitor 代理使用 statlog 获取可用容量的预测值并在本地系统中更新系统属性
HostAvailableForecast。
要在 VCS 正在运行时收集数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停止 HostMonitor 代理并在完成故障排除后重新启动，从而验证系统属性
HostAvailableForecast 的自动填充值。

2

将以下 statlog 数据库文件复制到其他位置。

3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data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index

保存 HostAvailableForecast 值以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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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在，可以重新启动 HostMonitor 代理。

5

按以下操作收集数据：
■

要查看测量的数据，请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vcs/bin/vcsstatlog
--dump /var/VRTSvcs/stats/copied_vcs_host_stats

■

要获取群集中一个系统的 CPU、Mem 和 Swap 的预测可用容量，请在要复
制 statlog 数据库的系统上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vcs/bin/vcsstatlog --shell --load \
/var/VRTSvcs/stats/copied_vcs_host_stats --names CPU --holts \
--npred 1 --csv
# /opt/VRTSvcs/bin/vcsstatlog --shell --load \
/var/VRTSvcs/stats/copied_vcs_host_stats --names Mem --holts \
--npred 1 --csv
# /opt/VRTSvcs/bin/vcsstatlog --shell --load \
/var/VRTSvcs/stats/copied_vcs_host_stats --names Swap --holts \
--npred 1 --csv

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当 LLT 和 GAB 出现问题时，必须运行 getcomms 脚本来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
getcomms 脚本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的同时，还收集核心转储和堆栈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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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1

如果已更改 GAB_FFDC_LOGDIR 参数的默认值，则必须重新导出同一变量才
能运行 getcomms 脚本。
请参见第 632 页的“GAB 消息日志记录”。

2

运行以下命令以收集信息：
# /opt/VRTSgab/getcomms

默认情况下，该脚本使用 rsh。 确保您配置了无密码的 rsh。 如果在群集节点
之间有无密码的 ssh，则可以使用 -ssh 选项。要在运行该命令的节点上收集
信息，请使用 -local 选项。
进行故障排除并解决问题。
请参见第 643 页的“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647 页的“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故障
排除”。
如果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并提供 getcomms 脚本
生成的 /tmp/commslog.<time_stamp>.tar 文件。

收集 IMF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遇到 IMF（智能监视框架）问题时，必须运行 getimf 脚本以收集信息。
收集 IMF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amf/bin/getimf

进行故障排除并解决问题。
请参见第 649 页的“智能监视框架 (IMF) 故障排除”。
如果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并提供 getimf 脚本生
成的文件。

消息目录
VCS 对消息目录提供多语言支持。 这些二进制消息目录 (BMC) 存储在以下默认位
置中。 变量 language 代表一个两字母的语言名称缩写。
/opt/VRTS/messages/language/module_name

VCS 命令行界面以 VCS 支持的语言显示错误消息和成功消息。 hamsg 命令以 VCS
支持的语言显示 VCS 引擎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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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C 包括：
amf.bmc

异步监视框架 (AMF) 消息

fdsetup.bmc

fdsetup 消息

gab.bmc

GAB 命令行界面消息

gcoconfig.bmc

gcoconfig 消息

hagetcf.bmc

hagetcf 消息

hagui.bmc

hagui 消息

haimfconfig.bmc

haimfconfig 消息

hazonesetup.bmc

hazonesetup 消息

hazoneverify.bmc

hazoneverify 消息

llt.bmc

LLT 命令行界面消息

uuidconfig.bmc

uuidconfig 消息

VRTSvcsAgfw.bmc

代理框架消息

VRTSvcsAlerts.bmc

VCS 警报消息

VRTSvcsApi.bmc

VCS API 消息

VRTSvcsce.bmc

VCS 群集扩展器消息

VRTSvcsCommon.bmc

通用模块消息

VRTSvcs<platform>Agent.bmc

VCS 捆绑代理消息

VRTSvcsHad.bmc

VCS 引擎 (HAD) 消息

VRTSvcsHbfw.bmc

心跳框架消息

VRTSvcsNetUtils.bmc

VCS 网络实用程序消息

VRTSvcs<platformagent_name>.bmc VCS Enterprise Agent 消息
VRTSvcsTriggers.bmc

VCS 触发器消息

VRTSvcsVirtUtils.bmc

VCS 虚拟化实用程序消息

VRTSvcsWac.bmc

广域连接器进程消息

vxfen*.bmc

防护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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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引擎故障排除
本主题包含有关 VCS 引擎故障排除的信息。
请参见第 642 页的“联机前 IP 检查”。

HAD 诊断
当 VCS 引擎 HAD 转储内核时，会将内核写入到目录 $VCS_DIAG/diag/had 中。变
量 $VCS_DIAG 的默认值为 /var/VRTSvcs/。
当 HAD 核心转储时，应查看 $VCS_DIAG/diag/had 目录的内容。 请参见以下日志
以获取更多信息：
■

操作系统控制台日志

■

引擎日志

■

hashadow 日志

当 HAD 和 GAB 遇到心跳问题时，VCS 运行脚本 /opt/VRTSvcs/bin/vcs_diag
来收集诊断信息。该诊断信息存储在 $VCS_DIAG/diag/had 目录中。
当 HAD 启动时，它将该目录重命名为 had.timestamp，其中 timestamp 表示目录
的重命名时间。

HAD 未运行
在 Solaris 10 中，如果发现 HAD 不工作，请检查以确保 VCS 服务处于联机状态。
运行 SMF svcs -l vcs 命令：
# svcs -l vcs

输出应类似如下内容：
fmri
name
enabled
state
next_state
state_time
restarter
dependency
dependency

svc:/system/vcs:default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Init service
true
online
none
Tue Feb 10 11:27:30 2009
svc:/system/svc/restarter:default
require_all/none svc:/system/gab (online)
require_all/none svc:/system/filesystem/local (online)

如果输出不类似于前面的输出，请参考有关 Service Management Facility (SMF) 的
Solaris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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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连续重新启动
当您使用 hastart 命令启动 HAD 时，HAD 可能会连续重新启动。系统无法进入
RUNNING 状态并丢失其端口 h 成员集。
建议的操作：检查 engine_A.log 文件中是否存在带有标识符 V-16-1-10125 的消
息。下面的消息是一个示例：
VCS INFO V-16-1-10125 GAB timeout set to 30000 ms (VCS INFO V-16-1-10125
GAB 超时设置为 30000 毫秒)
该值指示为了使 HAD 向 GAB 注册心跳而设置的超时。如果系统负载较重，则 30
秒超时可能不足，无法使 HAD 向 GAB 注册心跳。请根据需要将该超时设置为适当
的较大值。

DNS 配置问题导致 GAB 终止 HAD
如果 HAD 定期被 GAB 因不明原因而终止，请查看 HAD 核心文件以确定堆栈跟踪
中是否出现了 DNS 解析函数（res_send()、res_query()、res_search() 等等）。
出现 DNS 解析函数可能表示存在 DNS 配置问题。
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使用 gethostbyname() 函数。在 UNIX 平台上，
如果文件 /etc/nsswitch.conf 的主机条目中有 DNS，则调用 gethostbyname()
函数可导致调用 DNS 解析方法。
如果无法访问 /etc/resolve.conf 中指定的名称服务器或存在 DNS 配置问题，则
调用的 DNS 解析方法可能阻止 HAD，从而导致 HAD 不能及时将心跳发送到 GAB。

种子设定和 I/O 防护
当 I/O 防护启动时，会执行一项检查，以确保在协调点上具有键的系统也位于 GAB
成员集中。 如果 /etc/gabtab 中的 gabconfig 命令允许群集在少于群集系统总数
的系统上设定种子，或者使用 gabconfig -x 命令强制群集设定种子，则很可能此
项检查将不匹配。在这种情况下，防护模块将检测可能的裂脑情况，显示相应的错
误，而且 HAD 不会启动。
当群集的所有成员之间可以互换心跳信号时，建议使群集自动设定种子。在这种情
况下，所有系统在加入 GAB 成员集后都会执行 I/O 防护键放置。

联机前 IP 检查
您可以启用故障转移 IP 地址的联机前检查，以防止发生网络分裂。 此项检查会对
服务组的已配置 IP 地址运行 ping 命令，以验证它未在使用中。如果它已在使用中，
则服务组不会进入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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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检查验证系统是否连接到其公共网络和专用网络。如果系统在对公共网络进
行广播 ping 时和对专用网络进行检查时未收到响应，则会确定系统是独立的并且不
会使服务组联机。
要启用联机前 IP 检查，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 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不存在，请将 sample_triggers 目录中的 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复制到 triggers 目录：
# cp /opt/VRTSvcs/bin/sample_triggers/VRTSvcs/preonline_ipc
/opt/VRTSvcs/bin/triggers/preonline

更改文件权限使它成为可执行文件。
■

如果 preonline 触发器脚本已存在，请创建一个诸如 /preonline 的目录，并将
现有 preonline 触发器以 T0preonline 的形式移到该目录。将 preonline_ipc 触
发器以 T1preonline 的形式复制到同一目录。

■

如果您使用了多个触发器，请以 TNpreonline 的形式复制 preonline_ipc 触发
器，其中 TN 是下一个更大的 TNumber。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故障排除
本节包含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关联的错误消息，并提供了说明和建议的
操作。

LLT 启动脚本显示错误
如果网络中有多个系统具有相同的 clusterid-nodeid 对和相同的以太网 SAP/UDP
端口，则 LLT 启动脚本会显示如下所示的错误消息：
LLT lltconfig ERROR V-14-2-15238 node 1 already exists
in cluster 8383 and has the address - 00:18:8B:E4:DE:27
LLT lltconfig ERROR V-14-2-15241 LLT not configured,
use -o to override this warning
LLT lltconfig ERROR V-14-2-15664 LLT could not
configure any link
LLT lltconfig ERROR V-14-2-15245 cluster id 1 is
already being used by nid 0 and has the
address - 00:04:23:AC:24:2D
LLT lltconfig ERROR V-14-2-15664 LLT could not
configure any link

检查 /var/svc/log 目录中生成的日志文件中是否记录了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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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 请确保网络上的所有系统都具有唯一的 clusterid-nodeid 对。 您可以
使用 lltdump -f device -D 命令获取连接到网络的唯一 clusterid-nodeid 对的列
表。该实用程序仅适用于基于以太网的 LLT。

LLT 检测到使用了交叉链接
如果 LLT 检测到系统的多个链接连接到了同一个网络，则 LLT 会在
/var/adm/streams/error.date 日志中记录类似如下内容的警告消息：
LLT WARNING V-14-1-10498 recvarpack cross links? links 0 and 2 saw
the same peer link number 1 for node 1

建议的操作：这是一条信息性消息。LLT 支持交叉链接。 但是，如果该交叉链接不
是有意网络设置，请确保没有两个链接从同一系统连接至同一网络。也就是说，不
同的 LLT 链接需要位于不同的网络。

LLT 链接状态消息
表 24-1 描述了 LLT 日志消息，例如 syslog 中链接的故障、活动、不活动或过期状
态。
表 24-1

LLT 链接状态消息

消息

说明和建议的操作

LLT INFO V-14-1-10205
link 1 (link_name) node 1 in trouble

此消息意味着 LLT 没有接收到来自 LLT peertrouble 时间的指
示对等节点中指示链接上的任何心跳。对于高优先级链接，默
认的 LLT peertrouble 时间是 2 秒，对于低优先级链接是 4
秒。
建议的操作：如果这些消息只是偶尔出现在 syslog 中，可以
将其忽略。如果这些消息大量充斥 syslog，请执行下列操作之
一：
■

将 peertrouble 时间增加为更高的值（但是要远远低于
peerinact 值）。 运行以下命令：
lltconfig
for hipri
lltconfig
for lopri

-T peertrouble:<value>
link
-T peertroublelo:<value>
links.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lltconfig(1m) 手册页。
■

替换 LLT 链接。
请参见第 173 页的“添加和删除 LLT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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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说明和建议的操作

LLT INFO V-14-1-10024
link 0 (link_name) node 1 active

此消息意味着 LLT 启动后将在该节点中看到此链接上的心跳。

LLT INFO V-14-1-10032
link 1 (link_name) node 1 inactive 5
sec (510)

此消息意味着 LLT 未接收到来自指示时间段的指示对等节点
中指示链接上的任何心跳。

建议的操作：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 该消息是信息性消息。

如果对等节点实际上没有断开，请检查以下情况：
■

检查链接是否以物理方式断开了与系统或交换机的连接。

■

检查链接的健康状况，并在必要时替换链接。

请参见第 173 页的“添加和删除 LLT 链接”。
LLT INFO V-14-1-10510 sent hbreq
(NULL) on link 1 (link_name) node
4 more to go.
LLT INFO V-14-1-10510 sent hbreq
(NULL) on link 1 (link_name) node
3 more to go.
LLT INFO V-14-1-10510 sent hbreq
(NULL) on link 1 (link_name) node
2 more to go.
LLT INFO V-14-1-10032 link 1
(link_name) node 1 inactive 6 sec
(510)
LLT INFO V-14-1-10510 sent hbreq
(NULL) on link 1 (link_name) node
1 more to go.
LLT INFO V-14-1-10510 sent hbreq
(NULL) on link 1 (link_name) node
0 more to go.
LLT INFO V-14-1-10032 link 1
(link_name) node 1 inactive 7 sec
(510)
LLT INFO V-14-1-10509 link 1
(link_name) node 1 expired

1.

此消息意味着 LLT 在未接收到 LLT peerinact 时间以上的指示
对等节点中指示链接上的任何心跳。 LLT 会尝试请求心跳（向
对等节点发送 5 次 hbreq），如果对等节点没有响应，LLT 将
针对该对等节点将此链接标记为“过期”。

1.

1.

建议的操作： 如果对等节点实际上没有断开，请检查以下情
况：
■

检查链接是否以物理方式断开了与系统或交换机的连接。

■

检查链接的健康状况，并在必要时替换链接。

请参见第 173 页的“添加和删除 LLT 链接”。

1.

1.

LLT INFO V-14-1-10499 recvarpreq
link 0 for node 1 addr change from
00:00:00:00:00:00 to
00:18:8B:E4:DE:27

当 LLT 获知对等节点的地址时，会记录此消息。
建议的操作：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 该消息是信息性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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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说明和建议的操作

在检测到链接故障的本地节点上：

如果您启用了 LLT 以更快地检测链接故障，则会显示这些消
息。 当链接出现故障或与节点断开连接时（电缆拔出、交换
LLT INFO V-14-1-10519 link 0 down
机故障等），本地节点上的 LLT 会检测到此情况并通过 LLT
LLT INFO V-14-1-10585 local link 0 down 隐藏链接将相关信息传播到所有对等节点。 在本地节点上的
for 1 sec
LLT 收到所有节点的确认之后，该 LLT 会将此链接标记为断
开连接。
LLT INFO V-14-1-10586 send linkdown_ntf
on link 1 for local link 0
LLT INFO V-14-1-10590 recv linkdown_ack
from node 1 on link 1 for local link 0
LLT INFO V-14-1-10592 received ack from
all the connected nodes
在对等节点上：
LLT INFO V-14-1-10589 recv
linkdown_ntf from node 0 on link 1
for peer link 0
LLT INFO V-14-1-10587 send linkdown_ack
to node 0 on link 1 for peer link 0

当停止通过 UDP 配置的 LLT 时出现意外的 db_type 警告
如果 LLT 是通过 UDP 配置的，有时您会发现从一个节点发出数据包后，经过很长
一段时间的延迟，接收者才能收到数据包。 此现象可能是各种网络问题所致。 同
时，如果没有为 LLT 配置接收者，则接收者的网络堆栈使用 ICMP 响应答复发送
者，该响应指出目标端口（LLT 端口）不再可用。 LLT 不会将这种响应识别为有效
的 LLT 数据包，因此将显示类似如下的警告消息：
llt: [ID 718506 kern.notice] LLT WARNING V-14-1-10027
llt_lrput: unexpected db_type is 0xd, link 0
llt: [ID 351264 kern.notice] pkt content (first 64
bytes) 45 00 00 68 79 8F 40 00 FF 01 7E B1 C0 A8 01
01 C0 A8 01 02 03 03 80 9A 00 00 00 00 45 00 00 4C
8B 67 40 00 FF 11 6C E5 C0 A8 01 02 C0 A8 01 01 23
41 23 41 00 38 35 A8 05 00 1A 07 00 DD 00 00

如果收到的数据包是 ICMP，则可以忽略这种警告。 在本示例中，第 10 个字节
0x01 指示这是 ICMP 数据包。 第 21 个和第 22 个字节指示数据包的 ICMP 类型和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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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故障排除
本节包括与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关联的错误消
息，并提供了说明和建议的操作。

端口在重新打开时出现延迟
如果在 LLT 状态清除操作完成之前将 GAB 端口关闭并重新打开，则 GAB 会记录
类似如下内容的消息：
GAB INFO V-15-1-20102 Port v: delayed reopen

建议的操作：如果在 GAB 重新配置期间发生此问题，并且没有重复发生，则此问
题是良性的。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从每个节点中收集 commslog，并与 Symantec
支持联系。

由于客户端进程故障，导致节点混乱
如果 VCS 后台驻留程序在 VCS_GAB_TIMEOUT（默认值为 30 秒）环境变量指定
的配置超时时间内没有向 GAB 发送心跳，则节点会发生混乱，并显示类似如下内
容的消息：
GAB Port h halting node due to client process failure at 3:109

如果 VCS 停滞在处于不可中断状态的内核中，或者系统负载较重，使得 VCS 后台
驻留程序无法使用 SIGKILL 停止，则 GAB 终止 VCS 后台驻留程序的尝试（重试
五次）会失败。
建议的操作：
■

如果是性能问题，请增加 VCS_GAB_TIMEOUT 环境变量的值，以允许 VCS 有
更长的时间发送心跳。
请参见第 68 页的“ VCS 环境变量”。

■

如果是内核问题，请将 GAB 配置为不发生混乱但继续尝试停止 VCS 后台驻留
程序。
执行以下任务：
■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gabconfig -k

■

在 /etc/gabtab 文件中将 -k 选项添加到 gabconfig 命令：
gabconfig -c -k -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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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收集 sar 或类似输出以及崩溃转储，在所有节点上运行
Symantec Operations and Readiness Tools (SORT) 数据收集器，并联系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

VCS 启动故障排除
本主题包括与启动 VCS 相关的错误消息（以粗体文本显示），并对每个错误及建
议的操作进行了说明。

VCS:10622 local configuration missing
本地配置缺失。
建议的操作： 在另一个具有有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 VCS 引擎 HAD。出现配置
错误的系统从其他系统中提取有效配置。
另一种方法就是在本地系统上安装配置文件，并强制 VCS 重新读取该配置文件。
如果该文件看起来有效，则验证它不是早期版本。
键入以下命令验证配置：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hacf -verify .

VCS:10623 local configuration invalid
本地配置无效。
建议的操作： 在另一个具有有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 VCS 引擎 HAD。出现配置
错误的系统从其他系统中提取有效配置。
另一种方法就是更正本地系统上的配置文件，并强制 VCS 重新读取该配置文件。
如果该文件看起来有效，则验证它不是早期版本。
键入以下命令验证配置：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hacf -verify .

VCS:11032 registration failed.Exiting
GAB 没有注册过或者已经取消注册。
建议的操作： 使用 /etc/gabtab 文件中的 gabconfig 命令注册 GAB。验证该文件
是否存在以及它是否包含命令 gabconfi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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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LLT 设置不正确，则 GAB 可能会取消注册。 验证 /etc/llttab 中的配置是否正
确。 如果 LLT 配置不正确，则进行适当的更改并重新启动。

Waiting for cluster membership.
此消息表明 GAB 无法设定种子。如果是这种情况，则 gabconfig -a 命令不显示
任何成员，并可能在控制台上或事件日志中显示以下消息。
GAB: Port a registration waiting for seed port membership
GAB: Port h registration waiting for seed port membership

智能监视框架 (IMF) 故障排除
查看下列日志以对智能监视框架 (IMF) 的相关问题进行隔离和故障排除：
■

给定操作系统的系统控制台日志

■

VCS 引擎日志：/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

特定于代理的日志：/var/VRTSvcs/log/<agentname>_A.log

■

AMF 内存中跟踪缓冲区：使用 amfconfig -p dbglog 命令查看内容

请参见第 633 页的“启用 IMF 的调试日志”。
请参见第 639 页的“收集 IMF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表 24-2 列出了智能资源监视的最常见问题，并提供了故障排除和解决问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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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与 IMF 相关的问题和建议的操作

问题

说明和建议的操作

智能资源监视并未降低
系统利用率

如果在启用了智能资源监视后系统依然繁忙，请按如下所示进行故障排除：
■

检查代理日志文件以查看 imf_init 代理函数是否失败。
如果 imf_init 代理函数失败，则执行以下操作：
确保将 AMF_START 环境变量值设置为 1。
请参见第 72 页的“用于启动和停止 VCS 模块的环境变量”。
■ 确保已加载 AMF 模块。
请参见第 177 页的“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确保为以下属性键设置了正确的 IMF 属性值：
■ 必须将 IMF 属性的 Mode 键的值设置为 1、2 或 3。
■

■

■

■
■

启用代理的智能监视不
立即提供性能结果

必须将 IMF 属性的 MonitorFreq 键的值设置为 0 或大于 0 的值。
例如，可以将 Process 代理的 MonitorFreq 键的值设置为 0。有关与可识别 IMF 的代
理对应的配置建议，请参考相应的代理文档。
请注意，可以覆盖 IMF 属性。因此，如果针对单个资源设置属性，请检查单个资源
的值。

请参见第 706 页的“资源类型属性”。
验证是否已在 AMF 驱动程序中注册这些资源。检查 amfstat 命令输出。
检查代理的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设置。例如，Process 代理必须将此属性值设置
为 0。
有关与可识别 IMF 的代理对应的配置建议，请参考相应的代理文档。

只有在达到稳定状态后才会启动资源的实际智能监视。因此，启用 IMF 后需要一段时间才
能看到对性能的正面影响。这是预期的行为。
有关何时达到稳定状态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40 页的“智能资源监视的工作原理”。

尽管将 IMF 模式设置为 对于使用 AMF 驱动程序进行 IMF 通知的代理，如果智能资源监视尚未生效，请执行以下操
3，但代理仍不执行智能 作：
监视
■ 确保将 IMF 属性的 Mode 键值设置为三 (3)。
请参见第 706 页的“资源类型属性”。
■ 查看代理日志以确认在 AMF 中注册 imf_init() 代理已成功。必须在启动代理之前加
载 AMF 驱动程序，因为代理在启动时在 AMF 中注册。如果并非如此，则先启动 AMF
模块再重新启动代理。
请参见第 177 页的“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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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说明和建议的操作

尽管将 IMF 模式更改为 即使将 Mode 键的值更改为 0 后，代理仍继续控制 AMF 驱动程序，直到终止代理为止。要
0，但 AMF 模块仍无法 卸载 AMF 模块，必须释放对它的所有控制。
卸载
如果将 IMF 模式值更改为 0 后 AMF 模块仍无法卸载，请执行以下操作：

尝试为代理启用 IMF
时，haimfconfig
-enable -agent
<agent_name> 命令将
返回一条消息，指出已
为该代理启用 IMF。但
是，当 VCS 和相关代理
运行时，haimfconfig
-display 命令会将
agent_name 的状态显示
为 DISABLED。

■

运行 amfconfig -Uof 命令。此命令强制删除对模块的所有控制并取消配置该模块。

■

然后，卸载 AMF。
请参见第 177 页的“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出现此行为的部分可能原因如下所示：
■

此代理可能需要一些手动步骤才能识别 IMF。有关这些手动步骤，请参考代理文档。

■

此代理为自定义代理，且无法识别 IMF。有关如何使自定义代理识别 IMF 的信息，请参
见《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如果之前的步骤无法解决此问题，请联系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

■

服务组故障排除
本主题介绍与使服务组联机和脱机相关的最常见问题。 粗体文本提供问题的说明。
还包括建议的操作（如果适用）。

VCS 不会自动启动服务组
如果群集中的 VCS 引擎 (HAD) 是由 hashadow 进程重新启动的，则 VCS 不会自
动启动故障转移服务组。
此行为可防止服务组由于发生某些事件（如 GAB 因高负载而终止 HAD，或 HAD
自行终止以纠正意外的错误情况）而自动联机。

系统未处于 RUNNING 状态
建议的操作：键入 hasys -display system 以检查系统状态。当系统未处于运行
状态时，如果未发现问题，就可以启动 VCS。

服务组未配置为在该系统上运行
服务组的 SystemList 属性可能不包含该系统的名称。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验证系统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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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未配置为自动启动
如果服务组在系统上不自动启动，则该组可能未配置为自动启动，或者可能未配置
为在特定系统上自动启动。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AutoStartList node_list
命令的输出验证 AutoStart 和 AutoStartList 属性的值。

服务组已冻结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验证 Frozen 和
TFrozen 属性的值。使用 hagrp -unfreeze 命令对该组取消冻结。 请注意，VCS
不会使冻结的服务组脱机。

故障转移服务组在另一个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
该组是故障转移组，并且在另一个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或部分联机状态。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验证 State 属性的
值。使用 hagrp -offline 命令使组在另一个系统上脱机。

某个关键资源出现故障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表明服务组已出现故障。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res -clear 命令清除该故障。

已自动禁用服务组
当 VCS 不了解特定系统上服务组的状态时，它会自动禁用该系统上的服务组。在
以下情况下会发生自动禁用：
■

当 VCS 引擎 HAD 未在系统上运行时。
在这些情况下，在其 SystemList 属性中包括该系统的所有服务组都会被自动禁
用。这不适用于断电的系统。

■

当在系统上未探查到服务组内的所有资源时。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命令的输出验证 AutoDisabled
属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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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要在 VCS 自动禁用某个组后手动使该组联机，请确保该组在 AutoDisabled
属性已由 VCS 设置为 1 的任何系统上未处于完全或部分活动状态。 具体地说，验
证可能会因在多个系统上处于活动状态而受损的所有资源在指定的系统上处于关闭
状态。然后，为每个系统清除 AutoDisabled 属性：# hagrp -autoenabl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

服务组正在等待资源联机/脱机
建议的操作：查看服务组中所有资源的 IState 属性，确定哪些资源正在等待进入联
机状态（或哪些资源正在等待进入脱机状态）。 使用 hastatus 命令可帮助识别这
些资源。 请参见 /var/VRTSvcs/log 中的引擎日志和代理日志，以获取有关资源无
法联机或脱机的原因的信息。
要清除此状态，请确保正在等待进入联机/脱机状态的所有资源不会自行联机/脱机。
使用 hagrp -flush 命令或 hagrp -flush -force 命令清除 VCS 的内部状态。然
后，可以使服务组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或脱机。
有关 hagrp -flush 和 hagrp -flush -force 命令的更多信息：
警告：请谨慎使用 -force 选项。此选项可能导致无意中将资源状态返回为
FAULTED。在资源从 WAITING TO GO ONLINE 转换为 NOT WAITING 的时间间
隔中，如果代理未完成 offline 代理函数，则该代理可能会将资源的状态返回为
OFFLINE。VCS 会将资源的会将资源的意外脱机视为意外脱机视为 FAULT，并启
动不必要的恢复操作。

服务组正在等待某个依赖关系得到满足
建议的操作：要了解有哪些依赖关系没有满足，请键入 hagrp -dep service_group
查看服务组依赖关系，或者键入 hares -dep resource 查看资源依赖关系。

未完全探查到服务组
如果代理进程没有对服务组中的每一个资源都加以监视，则会出现这种情况。 VCS
引擎 HAD 启动时，会立即“探查”以查找所有资源的初始状态。 （如果代理没有
返回值，则它不能进行探查。） 在 VCS 尝试使服务组作为 AutoStart 的一部分进
行联机之前，必须在 SystemList 属性中包含的所有系统上对该组进行探查。 这可
确保即使服务组在 VCS 启动之前就处于联机状态，VCS 也不会无意间使该服务组
在另一个系统上联机。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grp -display service_group 的输出查看系统服务组的
ProbesPending 属性值。ProbesPending 属性值与未探查到的资源数相对应，当探
查到所有资源时，该值应为零。要确定未探查到哪些资源，请验证指定系统上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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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资源的本地 Probed 属性。0 表示正在等待探查结果，1 表示已探查，2 表示未引
导 VCS。请参见引擎日志和代理日志以获取有关信息。

服务组无法故障转移到预测系统
当执行 hagrp –forecast 命令到服务组或系统实际故障转移或切换之间发生其他
事件时，预期会出现此行为。VCS 可能选择与 hagrp –forecast 命令中提及的系
统不同的系统。
VCS 将详细消息记录在引擎日志中，包括相对于其他可能的目标节点选择特定节点
作为目标节点的原因。

服务组未故障转移到 BiggestAvailable 系统，即使将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也是如此
有时，既使当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时，服务组可能也不会故障
转移到最大的可用系统。
要解决此问题，请查看位于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中的引擎日志，了解未
故障转移到最大可用系统的原因。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
■

如果服务组 SystemList 中的一个或多个系统没有预测的可用容量，您将在引擎
日志中看到以下消息：
One of the systems in SystemList of group group_name, system
system_name does not have forecasted available capacity updated (组
group_name 的 SystemList 中的一个系统 system_name 未更新预测可用容
量)

■

如果 hautil –sys 命令未列出系统的预测可用容量，您将在引擎日志中看到以
下消息：
Failed to forecast due to insufficient data (由于数据不足，无法预测)
显示此消息是因为用于预测可用容量的最新数据不足。
群集属性 MeterControl 的 MeterInterval 键的默认值为 120 秒。从在系统上启动
VCS 引擎后的 3 个测量时间间隔（6 分钟）之后，将有足够的最新数据可用于
预测。在此之后，将每隔 ForecastCycle * MeterInterval 秒更新预测值。
ForecastCycle 和 MeterInterval 值在群集属性 MeterControl 中指定。

■

如果服务组 SystemList 中的一个或多个系统的预测可用容量已失效，您将在引
擎日志中看到以下消息：
System system_name has not updated forecasted available capacity since
last 2 forecast cycles (自前 2 个预测周期以来，系统 system_name 尚未更新
预测可用容量)
此问题是 HostMonitor 代理停止运行时引起的。通过在预测值失效的系统上执行
以下命令之一，检查 HostMonitor 代理过程是否正在运行：
■

# ps –aef|grep Host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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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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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agent -display HostMonitor

如果 HostMonitor 代理未运行，可以通过执行以下命令启动此代理：
# hagent -start HostMonitor -sys system_name

如果 HostMonitor 代理正在运行，而您仍然在引擎日志中看到以上消息，则
表示 HostMonitor 代理无法进行预测，它会将错误消息记录到
/var/VRTSvcs/log/ 目录下的 HostMonitor_A.log 文件中。

从 VCS 创建的备份还原计量数据库
当 VCS 检测到计量数据库已损坏或已意外地从 VCS 中删除时，它会创建数据库备
份。 此时将备份内存中可用的数据并记录一条消息，并且需要进行管理干预才能还
原该数据库并恢复计量和预测。
以下日志消息将显示在引擎日志中：
The backup of metering database from in-memory data is created and
saved in <path for metering database backup>.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required to use the backup database

还原用于计量和预测的数据库

1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 HostMonitor 代理：
# /opt/VRTSvcs/bin/haagent -stop HostMonitor -force -sys system name

2

删除数据库（如果存在）。
# rm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data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index

3

从备份还原计量数据库。
# cp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_bkup.data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data
# cp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_bkup.index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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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数据库。
# /opt/VRTSvcs/bin/vcsstatlog --setprop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 rate 120
# /opt/VRTSvcs/bin/vcsstatlog --setprop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 compressto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_daily
# /opt/VRTSvcs/bin/vcsstatlog --setprop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 compressmode avg
# /opt/VRTSvcs/bin/vcsstatlog --setprop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 compressfreq 24h

5

启动 HostMonitor 代理。
# /opt/VRTSvcs/bin/haagent -start HostMonitor -sys system name

初始化计量数据库失败
如果现有数据库已损坏，则无法初始化计量数据库。 在这种情况下，VCS 无法打
开和初始化该数据库。
以下日志消息将显示在引擎日志中：
Initialization of database to save metered data failed and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forecast. Error corrupt statlog database, error
code=19, errno=0

恢复计量和预测功能：

1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 HostMonitor 代理
# /opt/VRTSvcs/bin/haagent -stop HostMonitor -force -sys system name

2

删除计量数据库。
# rm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data \
/var/VRTSvcs/stats/.vcs_host_stats.index

3

启动 HostMonitor 代理。
# /opt/VRTSvcs/bin/haagent -start HostMonitor -sys system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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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故障转移或切换过程中显示错误消息
在服务组故障转移或切换过程中，如果系统尝试取消保留的容量多于已保留的容
量，将出现以下错误消息：
VCS ERROR V-16-1-56034 ReservedCapacity for attribute dropped below zero for
system sys1 when unreserving for group service_group; setting to zero.

此错误消息仅在服务组的加载要求在转换期间发生变化时出现。
建议的操作：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可以忽略此消息。

资源故障排除
本主题介绍与使资源联机和脱机相关的最常见问题。 粗体文本提供问题的说明。
还包括建议的操作（如果适用）。

由于故障转移而使服务组联机
VCS 尝试使已在出故障的系统上联机或正在联机的资源联机。 每个父资源必须等
待其子资源联机后才能启动。
建议的操作： 验证子资源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正在等待服务组状态
服务组的状态可防止 VCS 使资源联机。
建议的操作： 查看服务组的状态。

正在等待子资源
父资源的一个或多个子资源处于脱机状态。
建议的操作： 先使子资源联机。

正在等待父资源
一个或多个父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建议的操作： 先使父资源脱机。
请参见第 657 页的“资源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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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等待资源响应
资源正根据指示等待进入联机或脱机状态。 VCS 指示代理运行资源的 online 入口
点。
建议的操作：验证资源的 IState 属性。请参见 /var/VRTSvcs/engine_A.log and
/var/VRTSvcs/agent_A.log 中的引擎和代理日志，以获取有关资源无法联机的原因
的信息。

代理未运行
资源的代理进程未运行。
建议的操作：使用 hastatus -summary 查看该代理是否被列为 faulted。重新启动
该代理：
# haagent -start resource_type -sys system

无效的代理参数列表
脚本正在接收不正确的参数。
建议的操作： 验证脚本的参数是否正确。使用 hares -display resource 的输出
查看 ArgListValues 属性的值。 如果动态地更改了 ArgList 属性，则停止代理并重
新启动它。
停止代理：
◆

# haagent -stop resource_type -sys system

重新启动代理:
◆

# haagent -start resource_type -sys system

磁盘组代理的 Monitor 入口点返回 ONLINE，即使磁盘组已被禁用也
是如此
这是预期的代理行为。 VCS 假定正在从卷读取数据或将数据写入卷中，并且不将
资源声明为脱机。 这可防止可能由在两个主机上导入的磁盘组所导致的潜在数据损
坏。
当完成所有 I/O 操作或关闭所有卷后，可以逐出禁用的磁盘组。 然后，可以将磁盘
组重新导入到同一系统中。 重新导入禁用的磁盘组可能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658

VCS 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故障排除站点

注意：如果大量磁盘的专用区域中的数据（包括内核日志、配置副本或头文件）无
效或不可访问，则禁用磁盘组。 如果不需要对磁盘专用区域进行任何更改，则卷可
以执行读写操作。

故障排除站点
以下部分介绍了如何对站点进行故障排除。粗体文本提供问题的说明。 还包括建议
的操作（如果适用）。

联机传播操作已启动，但服务组无法联机
建议的操作：使用以下命令检查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的 State 和 PolicyIntention 属
性：
<hagrp -display -attribute State PolicyIntention -all>

并且检查引擎日志中是否存在错误。

网络分裂期间首选站点中的 VCS 混乱节点
建议的操作：
■

使用 <vxfenconfig -a> 命令检查节点权重。
高优先级站点中的节点权重应高于中或低优先级站点中的节点权重。

■

如果没有设置节点权重，则检查群集属性 UseFence 和 PreferredFencingPolicy。

■

检查引擎日志中是否存在错误。

■

如果节点权重正确，则查看防护日志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伸展站点配置失败
建议的操作：
■

对于非 CVM 配置中的校园群集，检查是否在所有节点上至少导入 DiskGroup
一次。
磁盘组应在 server-> <hostname> -> Disk Groups 中列出并在一个节点中导入，
且应在群集的其他节点上处于已逐出状态。

■

如果磁盘组未出现在 server-> <Hostname> -> Disk Groups 中，则右键单击
<Hostname>，然后运行 Rescan Disks (重新扫描磁盘)。

■

对于校园群集，标记其磁盘是用于校园群集设置的磁盘组的一部分的所有磁盘
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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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站点
建议的操作：要重命名站点，通过更改站点名称重新运行伸展群集配置流

I/O 防护故障排除
以下各节介绍了 I/O 防护问题的故障排除。 查看症状和建议的解决方案。

正在逐出某个节点时，另一个节点不能加入群集
如果某个群集当前正在隔离（逐出）某个节点，在防护操作完成之前，该群集将阻
止新节点加入其中。 下面是针对新节点在控制台上显示的消息示例：
...VxFEN ERROR V-11-1-25 ... Unable to join running cluster
since cluster is currently fencing
a node out of the cluster.

如果在引导新节点时出现了这些消息，该节点上的 vxfen 启动脚本便会做出五次加
入群集的尝试。
当 I/O 防护尝试失败时手动将节点加入到此群集中
◆

如果 vxfen 脚本尝试允许该节点加入此群集失败，请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启动
vxfen 驱动程序：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 svcadm enable vxfen

如果该命令失败，请重新启动新节点。

当 SCSI TEST UNIT READY 命令失败时，vxfentsthdw 实用程序将
失败
运行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时，可能会看到一条如下所示的消息：
Issuing SCSI TEST UNIT READY to disk reserved by other node
FAILED.
Contact the storage provider to have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fixed.

当有其他主机使用 SCSI-3 持久性保留保留磁盘时，磁盘阵列不支持 SCSI TEST
UNIT READY 命令返回成功。 如果系统模式选项“186 位”未启用，Hitachi Data

Systems 99XX 阵列将出现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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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删除 SCSI-3 磁盘中的现有键
查看从磁盘删除由其他节点创建的特定注册键和保留键的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340 页的“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注意：如果要清除所有现有键，请使用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从磁盘删除注册键和保留键

1

创建包含磁盘访问名的文件：
# vi /tmp/disklist

例如：
/dev/rdsk/c1t0d11s2

2

读取现有键：
# vxfenadm -s all -f /tmp/disklist

此命令的输出显示该键：
Device Name: /dev/rdsk/c1t0d11s2
Total Number Of Keys: 1
key[0]:
[Numeric Format]: 86,70,66,69,65,68,48,50
[Character Format]: VFBEAD02
[Node Format]: Cluster ID: 48813 Node ID: 2
Node Name: unknown

3

如果您知道创建键（假定为 A1）的节点，请登录到该节点并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adm -x -kA1 -f /tmp/disklist

这样就会删除 A1 键。

4

如果您不知道该键是在哪个节点上创建的，则执行 5 到 7 来删除该键。

5

临时向磁盘注册另一个键 A2：
# vxfenadm -m -k A2 -f /tmp/disklist
Registration completed for disk path /dev/rdsk/c1t0d1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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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用第二个键先占磁盘，将第一个键从磁盘删除：
# vxfenadm -p -kA2 -f /tmp/disklist -vA1
key: A2------ prempted the key: A1------ on disk
/dev/rdsk/c1t0d11s2

7

删除在 5 中注册的临时键。
# vxfenadm -x -kA2 -f /tmp/disklist
Deleted the key : [A2------] from device /dev/rdsk/c1t0d11s2

磁盘上将不再存在注册键。

为防止潜在数据损坏，系统发生混乱
节点遇到裂脑情况并从群集逐出时，该节点将发生混乱并显示以下控制台消息：
VXFEN:vxfen_plat_panic: Local cluster node ejected from cluster to
prevent potential data corruption.

当节点由于所有专用互连失败或节点挂起而无法与对等节点保持心跳时，将遇到裂
脑情况。 请检查不同情况下的 I/O 防护行为以及要采取的纠正措施。
请参见第 321 页的“I/O 防护在不同事件情形下的工作方式”。

协调器磁盘的 I/O 防护键上的群集 ID 与本地群集的 ID 不匹配
如果您意外地将一个群集的协调器磁盘分配给另一个群集，则在启动 I/O 防护时，
防护驱动程序会显示类似如下内容的错误消息：
000068 06:37:33 2bdd5845 0 ... 3066 0 VXFEN WARNING V-11-1-56
Coordinator disk has key with cluster id 48813
which does not match local cluster id 57069

该警告意味着群集 ID 为 57069 的本地群集拥有键。 但是，ID 为 48813 的群集也
在磁盘上拥有键，这表明群集 ID 为 48813 的群集中的节点可能会使用同一个协调
器磁盘。
您可以运行下列命令来验证这些磁盘是否由另一个群集使用。 在本地群集的其中一
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例如，在 sys1 上：
sys1> # lltstat -C
5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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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1> # cat /etc/vxfentab
/dev/vx/rdmp/disk_7
/dev/vx/rdmp/disk_8
/dev/vx/rdmp/disk_9
sys1> # vxfenadm -s /dev/vx/rdmp/disk_7
Reading SCSI Registration Keys...
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7
Total Number Of Keys: 1
key[0]:
[Numeric Format]: 86,70,48,49,52,66,48,48
[Character Format]: VFBEAD00
[Node Format]: Cluster ID: 48813 Node ID: 0 Node Name: unknown

其中 disk_7、disk_8 和 disk_9 表示设置中的磁盘名称。
建议的操作： 必须为每个群集使用唯一的协调器磁盘组。 如果其他群集没有使用
这些协调器磁盘，则在本地群集中将其用作协调器磁盘之前，请使用 vxfenclearpre
命令清除键。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防护启动报告已有的裂脑
运行 vxfen 驱动程序，可防止已逐出的节点在从专用网络链接断开后到这些链接修
复之前的这段时间内重新加入该群集。
例如，假设专用网络链接断开后，系统 1 和系统 2 的群集仍可正常运行。同时假设
系统 1 为已逐出的系统。当系统 1 在专用网络链接还原之前重新启动时，其成员集
配置不会显示系统 2；但是，当它尝试向协调器磁盘进行注册时，会发现系统 2 已
向协调器磁盘注册。假设出现了有关系统 2 的此冲突信息，系统 1 将不加入此群集
并通过 vxfenconfig 返回类似以下内容的错误消息：
vxfenconfig: ERROR: There exists the potential for a preexisting
split-brain. The coordinator disks list no nodes which are in
the current membership. However, they also list nodes which are
not in the current membership.
I/O Fencing Disabled!

此外，在控制台上还会显示以下信息：
<date>
<date>
<date>
<date>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name>
name>
name>
name>

vxfen: WARNING: Potentially a preexisting
split-brain.
Dropping out of cluster.
Refer to user documentation for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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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date>
<date>
<date>
<date>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name> required to clear preexisting split-brain.
name>
name> I/O Fencing DISABLED!
name>
name> gab: GAB:20032: Port b closed

但是，当专用网络链接正常运行，而这两个系统都停机时，也会显示同样的错误消
息，这时系统 1 重新启动，而系统 2 则无法恢复。 从系统 1 中的群集来看，系统
2 可能仍注册在协调点上。
假定下列情形以了解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中的已有裂脑：
■

有三个 CP 服务器充当协调点。然后，这三个 CP 服务器中的其中一个变得无法
访问。在此状态下，一个客户端节点退出群集，其注册无法从不可访问的 CP 服
务器中删除。当不可访问的 CP 服务器重新启动时，它有一个来自脱离了 VCS
集群的节点的失效注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新节点都不能加入群集。 每个尝
试加入群集的节点会从 CP 服务器中获得一个注册列表。 一个 CP 服务器包括
一个（先前离开的节点）的额外注册。这使得加入者节点推断，在它与失效注
册所表示的节点之间存在已有裂脑。

■

所有客户端节点已同时崩溃，因而未从 CP 服务器清除防护键。因此，节点重新
启动时，vxfen 配置无法报告已有的裂脑。

这些情形类似于协调器磁盘的已有裂脑情况，在那些情况下，您可以通过运行
vxfenclearpre 命令来解决问题。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中需要使用 cpsadm 命令解
决类似的问题。
请参见第 664 页的“清除已有的裂脑情况”。

清除已有的裂脑情况
查看有关 VxFEN 驱动程序如何检查已有裂脑情况的信息。
请参见第 663 页的“防护启动报告已有的裂脑”。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表 24-3 描述了如何根据您遇到的情形解决已有的裂脑情况：
表 24-3
方案

清除已有裂脑情况的建议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实际潜在裂脑情况 - 系统 1
2 正在运行，系统 1 被逐
2
出

3

确定系统 1 是否正在运行。
如果系统 1 在正常运行，请将其关闭并修复专用网络链接以消除裂脑情况。
重新启动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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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解决方案

表面潜在裂脑情况 - 系统 1
2 宕机，系统 1 被逐出
（已配置基于磁盘的防
护）

物理验证系统 2 是否停机。
验证系统当前是否已注册到协调点。
对协调器磁盘使用以下命令：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该命令的输出会标识注册到协调器磁盘的键。

2

使用 vxfenclearpre 命令清除协调器磁盘上的键和所有共享磁盘组中的数据磁盘。
该命令删除 SCSI-3 注册和保留。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3

对系统 2 进行所有必要的修复。

4

重新启动系统 2。

表面潜在裂脑情况 - 系统 1
2 宕机，系统 1 被逐出
（已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防护）

物理验证系统 2 是否停机。
验证系统当前是否已注册到协调点。
对 CP 服务器使用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membership
-c cluster_name
其中，cp_server 是配置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cluster_name 是
VCS 群集（应用群集）的 VCS 名称。
该命令列出向 CP 服务器注册的系统。

2

使用 vxfenclearpre 命令清除协调器磁盘上的键和所有共享磁盘组中的数据磁盘。
该命令删除 SCSI-3 注册和保留。
删除所有失效注册后，要加入的节点将可以加入群集。

3

对系统 2 进行所有必要的修复。

4

重新启动系统 2。

注册键会在协调器磁盘中丢失
如果协调器磁盘丢失已注册的键，则发生群集重新配置时群集可能出现混乱。
刷新丢失的键
◆

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用相同的磁盘替换协调器磁盘。 vxfenswap 实用程
序会注册在磁盘替换过程中丢失的键。
请参见第 358 页的“刷新协调器磁盘上丢失的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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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脱机时替换损坏的磁盘
如果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已损坏或无法运行，并且您希望切换到脱机群集中的一
个新磁盘组，请执行以下过程。
在联机群集中，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替换这些磁盘。
请参见第 348 页的“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查看以下信息以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中的协调器磁盘，或者破坏协调器磁盘组。
执行以下过程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

添加磁盘时，请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vxfencoorddg，然后重新测试该组是否支
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

可以销毁协调器磁盘组，以便磁盘中不再保留任何注册键。然后，该磁盘可另
作他用。

群集脱机时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其中一个群集节点上。

2

如果 VCS 正在运行，则将其关闭：
# hastop -all

确保所有节点已关闭端口 h。运行下列命令以验证端口 h 是否已关闭：
# gabconfig -a

3

停止每个节点上的 I/O 防护：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这会删除磁盘上的所有注册键。

4

导入协调器磁盘组。/etc/vxfendg 文件中包括磁盘组的名称（通常为
vxfencoorddg），该磁盘组包含协调器磁盘，因此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tfC import ‘cat /etc/vxfendg‘

其中：
-t 指定只有在重新启动节点之后才可以导入磁盘组。
-f 指定强制执行导入，适用于一个或多个磁盘不可访问的情况。
-C 指定删除所有导入锁。

5

要从磁盘组删除磁盘，请使用 VxVM 磁盘管理员实用程序 vxdiskadm。
您还可以破坏现有协调器磁盘组。例如：
■

验证协调器属性是否设置为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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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g list vxfencoorddg | grep flags: | grep coordinator
■

销毁协调器磁盘组。
# vxdg -o coordinator destroy vxfencoorddg

6

向节点添加新磁盘并将其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然后，将新磁盘添加到 vxfencoorddg 磁盘组：
■

如果在步骤 5 中销毁了该磁盘组，请再次创建该磁盘组，然后将新磁盘添
加到其中。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

如果该磁盘组已经存在，请将新磁盘添加到其中。
# vxdg -g vxfencoorddg -o coordinator adddisk disk_name

7

测试重新创建的磁盘组是否符合 SCSI-3 持久性保留标准。
请参见第 335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8

替换了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之后，逐出该磁盘组：
# vxdg deport ‘cat /etc/vxfendg‘

9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I/O 防护驱动程序：
# svcadm enable vxfen

10 验证 I/O 防护模块是否已启动并且已启用。
# gabconfig -a

请确保端口 b 成员集存在于群集中所有节点的输出中。
# vxfenadm -d

请确保在输出中未禁用 I/O 防护模式。

11 如有必要，在每个节点上重新启动 VCS：
# hastart

667

VCS 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I/O 防护故障排除

如果 rcp 命令或 scp 命令不能正常运行，则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
会退出
如果 rcp 命令或 scp 命令不能正常运行，则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显示错误消息。
恢复 vxfenswap 实用程序故障
验证 rcp 或 scp 是否正常运行。

◆

确保在节点的 .bashrc 文件中没有使用 echo 或 cat 输出消息。
如果 vxfenswap 操作失败，且需要回滚该实用程序所做的任何更改，请使用
vxfenswap –a cancel 命令。
请参见第 348 页的“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CP 服务器故障排除
所有 CP 服务器操作和消息均以易读的格式详细记录在 /var/VRTScps/log 目录下的
日志中。 这些项按日期和时间排序。这些日志可用于故障排除，或者用于查看承载
CP 服务器的系统上任何可能的安全问题。
下列文件包含可能有助于了解 CP 服务器和 CP 服务器排除故障的日志和文本文件：
■

/var/VRTScps/log/cpserver_[ABC].log

■

/var/VRTSvcs/log/vcsauthserver.log（与安全相关）

■

如果 CP 服务器上的 vxcpserv 进程失败，则请查看下列诊断文件：
■

/var/VRTScps/diag/FFDC_CPS_pid_vxcpserv.log

■

/var/VRTScps/diag/stack_pid_vxcpserv.txt

注意：如果 CP 服务器上的 vxcpserv 进程失败，这些文件将成为核心文件的补
充。 在这种情况下，VCS 会自动重新启动 vxcpserv 进程。
/var/VRTSvcs/log/vxfen/vxfend_[ABC].log 文件包含一些日志，可为您了解和排查
VCS 集群（客户端群集）节点上与防护相关的问题提供帮助。
请参见第 669 页的“CP 服务器服务组相关问题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669 页的“检查 CP 服务器的连接”。
请参见第 669 页的“在已设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VCS 集群节点上启动防护期间发
生的问题”。
请参见第 670 页的“协调点联机迁移期间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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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服务器服务组相关问题故障排除
如果在 CP 服务器配置后无法启动 CPSSG 服务组，请执行以下步骤：
■

验证 CPSSG 服务组及其资源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在 VCS 配置中正确配置。

■

检查 VCS 引擎日志 (/var/VRTSvcs/log/engine_[ABC].log) 以查看是否有
CPSSG 服务组资源为 FAULTED 状态。

■

查看依赖关系图示例以确保正确配置所需的资源。
请参见第 308 页的“关于 CP 服务器服务组”。

检查 CP 服务器的连接
可以使用 cpsadm 命令测试 CP 服务器的连接性。
只有设置了环境变量 CPS_USERNAME 和 CPS_DOMAINTYPE，才能在 VCS 集
群（客户端群集）节点上运行 cpsadm 命令。
检查 CP 服务器的连接
◆

运行以下命令以检查 CP 服务器是否已启动并在进程级别上运行：
# cpsadm -s cp_server -a ping_cps

其中，cp_server 是 CP 服务器正在监听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VCS 群集节点上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故障排除
/var/VRTSvcs/log/vxfen/vxfend_[ABC].log 文件包含一些日志，可为您了解和排查
VCS 群集（应用群集）节点上与防护相关的问题提供帮助。

在已设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VCS 集群节点上启动防护期间
发生的问题
表 24-4
问题

VCS 集群（客户端群集）节点上的防护启动问题

说明和解决方案

在 VCS 集群上使用
如果在 VCS 集群上发出 cpsadm 命令后收到连接错误消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cpsadm 命令会导致连接
■ 确保 CP 服务器可从所有的 VCS 集群节点进行访问。
错误
■ 检查 /etc/vxfenmode 文件并确保 VCS 集群节点使用的 CP 服务器虚拟 IP 或虚拟主机名
以及端口号正确。
■ 对于 HTTPS 通信，请确保为服务器列出的虚拟 IP 和端口可侦听 HTTPS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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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说明和解决方案

授权故障

如果未在 CP 服务器配置中添加客户端群集节点和用户，则会出现授权故障。从而不允许
VCS 集群（客户端群集）节点上的防护访问 CP 服务器以及在 CP 服务器上注册自身。如果
向大多数协调点注册失败，将无法启动防护。
要解决此问题，请在 CP 服务器配置中添加客户端群集节点和用户，并重新启动防护。

身份验证故障

如果已在 CP 服务器和 VCS 集群（客户端群集）节点之间配置了安全通信，以下原因可能
会导致身份验证错误：
■

■
■

客户端群集需要有自己的私钥、签名证书和证书颁发机构 (CA) 的证书才能与 CP 服务器
建立安全通信。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文件丢失或损坏，则通信失败。
如果客户端群集证书与客户端私钥不对应，则通信失败。
如果 CP 服务器和客户端群集的信任证书链中没有通用 CA，则通信失败。
请参见第 310 页的“关于 VCS 群集和 CP 服务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协调点联机迁移期间发生的问题
在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进行协调点联机迁移期间，如果在验证任意群集节点中
的协调点期间遇到故障，则操作会自动回滚。
在以下情况中可能会发生新协调点组验证故障：
■

未在所有 VCS 集群 节点上更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因为节点上的新协
调点是从旧的 /etc/vxfenmode.test 文件中取得的。必须使用当前详细信息更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如果 /etc/vxfenmode.test 文件不存在，vxfenswap
将从 /etc/vxfenmode 文件中复制新协调点的配置。

■

不同 VCS 集群节点上的 /etc/vxfenmode 文件中列出的协调点不相同。 如果在
群集节点上的 /etc/vxfenmode 文件中列出了不同的协调点，则会由于在协调点
快照检查期间发生故障而导致操作失败。

■

没有从一个或多个 VCS 集群节点到 CP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

■

尚未在新 CP 服务器上添加群集、节点或 VCS 集群节点的用户，从而导致授权
故障。

在发出 vxfenswap 命令后进行 Vxfen 服务组活动
协调点代理从 vxfenconfig -l 输出中读取协调点详细信息，并开始监视这些协调
点上的注册内容。
因此，在执行 vxfenswap 命令期间，如果用户正在更改 vxfenmode 文件，则协调
点代理不会变为 FAULTED 状态，而是继续监视旧的协调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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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未提交对 vxfenmode 文件的更改，或者未在 vxfenconfig -l 输出中反映出新
协调点集，协调点代理就会继续监视在每个监视周期从 vxfenconfig -l 输出中读
取的旧协调点集。
协调点代理的状态（ONLINE 或者 FAULTED）根据协调点的可访问性、这些协调
点上的注册以及容错值而定。
在提交对 vxfenmode 文件的更改并反映在 vxfenconfig -l 输出中后，协调点代理
会读取新协调点集，并继续在新监视周期内对其进行监视。

通知故障排除
有时，您可能会在使用 VCS 通知时遇到问题。 本节介绍最常见的问题和建议的操
作。 粗体文本提供问题的说明。

已配置通知程序，但在 SNMP 控制台上看不到陷阱
建议的操作： 验证控制台所支持的 SNMP 陷阱的版本： VCS 通知程序发送 SNMP
v2.0 陷阱。 如果您将 HP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用作 SNMP，请验证
已使用 xnmevents 配置了 VCS 事件。 合并 vcs_trapd 中的 VCS 事件后，如果这
些事件未在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Event 配置中列出，您还可以尝试
重新启动 OpenView 后台驻留程序 (ovw)。
默认情况下，通知程序假定团体字符串是公共的。 如果您的 SNMP 控制台是使用
其他团体配置的，则根据通知程序配置重新配置它。有关 NotifierMngr 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全局群集的故障排除与恢复
本主题介绍灾难声明的概念，并提供对使用全局群集的配置的故障排除提示。

灾难声明
全局群集中的某个群集转换为 FAULTED 状态时，由于无法再访问该群集，所以将
根据导致故障的原因是远程群集出现裂脑、临时中断还是永久灾难来执行故障转
移。
如果您选择对全局群集中的群集故障采取措施，则 VCS 会提示您声明故障的类型。
■

Disaster (灾难)，表示主数据中心永久丢失

■

Outage (中断)，表示主数据中心可能在某些时间会返回到其当前形态

■

Disconnect (断开)，表示裂脑情况；两个群集已启动，但它们之间的链接已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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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ica (副本)，表示接管目标上的数据已与备份源一致，当服务组联机后，
RVGPrimary 可以启动接管。 此选项只适用于 VVR 环境。

可以选择要故障转移到本地群集的组，在这种情况下，VCS 将根据所选组的
FailOverPolicy 属性使组在节点上联机。 它还在其他群集中将这些组标记为
OFFLINE。 如果您未选择任何要进行故障转移的服务组，则 VCS 除在关闭的群集
上隐式地将服务组标记为脱机外，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丢失的心跳和查询机制
任意两个群集之间的内部心跳和所有外部心跳丢失表明远程群集出现故障，或者两
个群集之间的所有通信链路已断开（广域裂脑）。
VCS 查询群集以便确认已丢失其心跳的远程群集是否已真正关闭。 这种机制被称
为查询。 在双群集配置中，如果一个连接器丢失了与另一个连接器的所有心跳，则
肯定是远程群集出现了故障。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群集，并且一个连接器丢失了与另
一个群集所有心跳，则它会在声明该群集出现故障之前查询剩余连接器。如果其他
连接器将该群集视为处于运行状态，则进行查询的连接器会将该群集转换为
UNKNOWN 状态，此过程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假群集故障。如果所有连接器均报告
该群集出现故障，则进行查询的连接器也将该群集视为出现故障，并将远程群集状
态转换为 FAULTED。

VCS 警报
VCS 警报由警报 ID 标识，警报 ID 由以下元素组成：
■

alert_type - 警报类型

■

cluster - 在其上生成警报的群集

■

system - 在其上生成警报的系统

■

object - 为其生成警报的 VCS 对象的名称。此对象可以是群集或服务组。

按以下格式生成警报：
alert_type-cluster-system-object

例如：
GNOFAILA-Cluster1-oracle_grp

这是在群集 Cluster1 上为服务组 oracle_grp 生成的 GNOFAILA 类型的警报。

警报类型
VCS 可生成下列类型的警报。
■

CFAULT - 表明群集已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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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OFAILA - 表明全局组无法在其处于联机状态的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 如果
将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为“Manual (手动)”，并且广域连接器 (wac)
已进行正确配置且在出现故障时正在运行，则会显示此警报。

■

GNOFAIL - 表明全局组无法在群集或远程群集内故障转移到任何系统。
全局组可能无法故障转移到远程群集的一些原因如下：
■

ClusterFailOverPolicy 设置为“Auto (自动)”或“Connected (连接)”，且
VCS 无法确定将该组自动故障转移到的有效远程群集。

■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为“Connected (连接)”，并且组出现故障
的群集无法与该组 ClusterList 中列出的一个或多个远程群集通信。

■

广域连接器 (wac) 未处于联机状态，或在组出现故障的群集中未进行正确配
置。

管理警报
警报需要用户干预。 您可以按下列方式响应警报：
■

如果可以忽略警报的原因，则使用 Java 控制台中的“Alerts (警报)”对话框或
haalert 命令删除警报。 您必须提供关于删除警报原由的注释；VCS 会将此注
释记录到引擎日志中。

■

对具有相关操作的管理警报采取相应的操作。

■

当发生警报的取消事件时，VCS 将删除或取消某些警报。

如果未执行上述任何操作，并且 VCS 引擎 (HAD) 正在群集中的至少一个节点上运
行，则管理警报将继续存在。 如果 HAD 未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运行，则管理警
报将丢失。

与警报相关的操作
本节介绍可以对下列类型的警报执行的操作：
■

CFAULT - 出现此警报时，单击“Take Action (采取操作)”可指导您完成对全
局组（全局组在群集出现故障前在群集中处于联机状态）进行故障转移的过程。

■

GNOFAILA - 出现此警报时，单击“Take Action (采取操作)”可指导您完成将
全局组故障转移到远程群集（全局组在该远程群集中配置为运行）的过程。

■

GNOFAIL - 控制台没有为此警报提供相关操作

取消事件
当出现故障的群集返回到运行状态时，VCS 将删除 CFAULT 警报。
VCS 将删除 GNOFAILA 和 GNOFAIL 警报以响应下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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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故障的组的状态由 FAULTED 更改为 ONLINE。

■

组的故障已清除。

■

已从生成警报的群集中删除组。

启动时发生并发冲突
当您将群集添加到服务组的 ClusterList 中时，VCS 可能报告并发冲突。 并发冲突
意味着服务组同时在两个节点上联机。
建议的操作： 使服务组成为全局服务组之前，验证该服务组在每个群集中的状态。

对 steward 进程进行故障排除
启动 steward 时，它会阻止命令提示符并将消息输出到标准输出。要停止 steward，
请从同一系统中的不同命令提示符运行以下命令：
如果 steward 以安全模式运行：steward -stop - secure
如果 steward 不是以安全模式运行：steward -stop
除标准输出之外，steward 可以将日志记录到它自己的日志文件：
■

steward_A.log

■

steward-err_A.log

使用 tststew 实用程序验证：
■

steward 进程正在运行

■

steward 进程正在发送正确的响应

授权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您可能遇到的 VCS 授权问题。 本节提供有关如何验证许可证密钥的说明，
并列出与授权相关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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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许可证密钥
installvcs 脚本可处理大多数许可证密钥验证。但是，如果您使用 installvcs 之

外的命令（例如，使用 vxlicinst）安装 VCS 密钥，则可以使用下面介绍的过程
验证密钥。

1

vxlicinst 命令可处理一些基本验证：

节点锁定： 确保您将节点锁定的密钥安装在正确的系统上
演示硬结束日期： 确保您安装的不是过期的演示密钥

2

运行 vxlicrep 命令以确保系统上已安装 VCS 密钥。 该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License Key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roduct Name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Serial number
= XXXX
License Type
= PERMANENT
OEM ID
= XXXX
Site License
= YES
Editions Product = YES
Features :
Platform:
= Unused
Version
= 7.0
Tier
= Tiern3
Reserved
= 0
Mode
=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 Enabled
CPU_TIER
= 0

3

在命令输出中查找以下内容：
确保 Product Name 中列出您购买的组件的名称，例如 Cluster Server。 如果
命令输出中未返回产品名称，则说明您没有安装 VCS 密钥。
如果输出中将 VCS 密钥的许可证类型显示为 DEMO，请确保 Demo End Date
显示的不是过去的日期。
确保 Mode 属性显示正确的值。
如果您已购买 Global Cluster Option 的许可证密钥，请确保其状态为 Enabled。

4

启动 VCS。如果 HAD 拒绝许可证密钥，请参见 engine_A 日志文件末尾的授
权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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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错误消息
本节列出了与授权相关的错误消息。 这些消息记录在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文件中。

[Licensing] Insufficient memory to perform operation ([授权] 内
存不足，无法执行操作)
系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授权操作。

[Licensing] No valid VCS license keys were found ([授权] 找不
到有效的 VCS 许可证密钥)
在系统上找不到有效的 VCS 密钥。

[Licensing] Unable to find a valid base VCS license key ([授权]
找不到有效的基本 VCS 许可证密钥)
在系统上找不到有效的基本 VCS 密钥。

[Licensing] License key cannot be used on this OS platform
([授权] 无法在此操作系统平台上使用该许可证密钥)
此消息表明该许可证密钥适用于其他平台。例如，适用于 Windows 的许可证密钥
用在了 Solaris 平台上。

[Licensing] VCS evaluation period has expired ([授权] VCS 评
估期已过)
VCS 评估版已过期。

[Licensing] License key can not be used on this system ([授权]
无法在此系统上使用该许可证密钥)
表明您安装了一个适用于其他系统的密钥（即节点锁定的密钥）。

[Licensing] Unable to initialize the licensing framework ([授权]
无法初始化该授权框架)
这是一个 VCS 内部消息。 请致电 Symantec 技术支持。

[Licensing] QuickStart is not supported in this release ([授权]
此版本不支持 QuickStart)
此版本的 VCS 不支持 VCS Quick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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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ing] Your evaluation period for the feature has
expired.This feature will not be enabled the next time VCS
starts ([授权] 该功能的评估期已过。VCS 下次启动后该功能将
处于禁用状态)
指定的 VCS 功能的评估版已过期。

安全配置故障排除
本节包括与配置安全性和配置 FIPS 模式关联的错误消息。它也提供了有关消息和
建议操作的说明。

不能设置 FIPS 模式
使用 vcsencrypt 命令或 vcsdecrypt 命令时，或者使用 hazonesetup 等实用程序
（使用上面两个命令）时，系统有时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VCS ERROR V-16-1-10351 Could not set FIPS mode

建议的操作： 确保系统中已定义随机数生成器，使加密能够正确运行。 通常，随
机数生成器所需的文件为 /dev/random 和 /dev/urandom。

基于向导的配置问题的故障排除
本节列出了您在执行与 VCS 群集配置向导和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
相关的步骤期间或之后可能遇到的常见故障排除问题。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显示空白面板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向导可能无法显示向导面板。窗口可能显示为空
白。
验证 ApplicationHA 服务正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Console 主机上运行，然
后重新启动向导。

运行 hastop -all 命令分离虚拟磁盘
hastop –all 命令可使配置的应用程序的所有组件和组件组脱机，然后停止 VCS

群集。在此过程中，该命令将虚拟磁盘从 VCS 群集节点中分离。(2920101)
解决方法：如果要停止 VCS 群集（而不是群集节点上运行的应用程序），请使用
以下命令，而不使用 hastop –all 命令：
hastop -al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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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可停止群集，而不会影响挂接到 VCS 群集节点的虚拟磁盘。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问题的故障排除
本节列出了您在使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时可能遇到的常见故障排除情
况。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不显示应用程序监视状态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可能显示“HTTP 404 Not Found (找不到 HTTP
404)”错误，也可能完全不显示应用程序运行状况状态。
验证以下条件，然后刷新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
■

验证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Console 主机是否正在运行，且是否可通过网
络访问。

■

验证 VMware Web 服务是否正在 vCenter Server 上运行。

■

验证 VMware Tools 服务是否正在来宾虚拟机上运行。

■

验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Messaging Service（xprtld 进程）是否正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控制台和虚拟机上运行。如果该进程已停止，请在
命令提示符中键入以下命令：
net start xprtld

■

验证端口 14152、14153 和 5634 是否未被防火墙阻止。

■

从 vSphere Client 注销，然后再次登录。然后，验证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插件是否已安装并已启用。

应用程序显示名称中的特殊字符可能导致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冻结
对于受监视的应用程序，如果您指定的显示名称包含特殊字符，则可能发生以下两
种情况之一，或两种均发生：
■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可能冻结

■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可能显示一条 Adobe 例外错误消息
根据您的浏览器设置，该 Adobe 例外消息可能显示，也可能不显示。但是，在
这两种情况下，该选项卡都可能会冻结。(2923079)
解决方法：
请仅使用属于以下列表的字符重置显示名称：
■

任何字母数字字符

■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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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划线

使用以下命令重置显示名称：
hagrp -modify sg name UserAssoc -update Name "modified display
name without special characters"

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选项卡中，“Add Failover System (添
加故障转移系统)”链接呈灰显状态
如果在 vSphere Client GUI 的清单视图中单击以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选
项卡的系统不属于该应用程序的故障转移目标系统列表，则“Add Failover System
(添加故障转移系统)”链接呈灰显状态。(2932281)
解决方法：在 vSphere Client GUI 清单视图中，要启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选项卡，请从应用程序的故障转移目标系统现有列表中单击一个系统。如果单击
“More (更多)”，则在下拉列表中出现的“Add Failover System (添加故障转移系
统)”链接不再呈灰显状态。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中出现警报图标
只有当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控制台和故障转移系统之间的通信发生故障时，
vSphere Client GUI 的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视图的标题栏中才会出现警报图
标。因此，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控制板无法显示系统，也无法显示系统的失
效应用程序运行状况数据。
解决方法：
以下步骤

1

在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控制台主机和系统之间配置单一登录。
有关配置单一登录的相关信息，请参见《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Console
安装和升级指南》。

2

使 VCSInfraSG 组联机：
# hagrp -online VCSInfraSG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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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用户权限 - 管理矩阵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矩阵

■

管理矩阵

关于管理矩阵
通常，具有 Guest 权限的用户可以运行下列命令选项： -display、-state 及 -value。
具有 Group Operator 权限和 Cluster Operator 权限的用户可以执行下列选项：
-online、-offline 及 -switch。
具有 Group Administrator 权限和 Cluster Administrator 权限的用户可以运行下列选
项：-add、-delete 及 -modify。
请参见第 76 页的“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管理矩阵
请查看以下各主题中的矩阵来确定特定用户角色可以执行的命令选项。 对号标记表
示可以执行相应的命令和选项。 短划线表示不能执行相应的命令和选项。

代理操作 (haagent)
表 A-1 列出了代理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1

用于执行代理操作的用户权限

代理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启动代理

–

–

–

✓

Cluster
Administra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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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停止代理

–

–

–

✓

✓

显示信息

✓

✓

✓

✓

✓

列出代理

✓

✓

✓

✓

✓

Cluster
Administrator

属性操作 (haattr)
表 A-2 列出了用户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2

用于执行属性操作的用户权限

属性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添加

–

–

–

–

✓

更改默认值

–

–

–

–

✓

删除

–

–

–

–

✓

显示

✓

✓

✓

✓

✓

群集操作（haclus、haconf）
表 A-3 列出了群集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3

用于执行群集操作的用户权限

群集操作

Cluster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显示

✓

✓

✓

✓

✓

修改

–

–

–

–

✓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声明

–

–

–

✓

✓

查看状态或状况

✓

✓

✓

✓

✓

更新许可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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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操作

Cluster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使配置成为可读写
的

–

–

✓

–

✓

保存配置

–

–

✓

–

✓

使配置成为只读的

–

–

✓

–

✓

服务组操作 (hagrp)
表 A-4 列出了服务组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4

用于执行服务组操作的用户权限

服务组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添加和删除

–

–

–

–

✓

链接和取消链接

–

–

–

–

✓

清除

–

✓

✓

✓

✓

使联机

–

✓

✓

✓

✓

使脱机

–

✓

✓

✓

✓

查看状态

✓

✓

✓

✓

✓

切换

–

✓

✓

✓

✓

冻结/取消冻结

–

✓

✓

✓

✓

冻结/取消冻结持久 –
性

–

✓

–

✓

启用

–

–

✓

–

✓

禁用

–

–

✓

–

✓

修改

–

–

✓

–

✓

显示

✓

✓

✓

✓

✓

查看依赖关系

✓

✓

✓

✓

✓

查看资源

✓

✓

✓

✓

✓

列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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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启用资源

–

–

✓

–

✓

禁用资源

–

–

✓

–

✓

刷新

–

✓

✓

✓

✓

自动启用

–

✓

✓

✓

✓

忽略

–

✓

✓

✓

✓

心跳操作 (hahb)
表 A-5 列出了心跳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5

用于执行心跳操作的用户权限

心跳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使之局部化

–

–

–

–

✓

使之全局化

–

–

–

–

✓

显示

✓

✓

✓

✓

✓

查看状态

✓

✓

✓

✓

✓

列表

✓

✓

✓

✓

✓

日志操作 (halog)
表 A-6 列出了日志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6

用于执行日志操作的用户权限

日志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启用调试标记

–

–

–

–

✓

删除调试标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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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向日志文件添加消
息

–

–

✓

–

✓

显示

✓

✓

✓

✓

✓

显示日志文件信息

✓

✓

✓

✓

✓

资源操作 (hares)
表 A-7 列出了资源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7

用于执行资源操作的用户权限

资源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将属性设为本地

–

–

✓

–

✓

将属性设为全局

–

–

✓

–

✓

链接和取消链接

–

–

✓

–

✓

清除

–

✓

✓

✓

✓

使联机

–

✓

✓

✓

✓

使脱机

–

✓

✓

✓

✓

修改

–

–

✓

–

✓

查看状态

✓

✓

✓

✓

✓

显示

✓

✓

✓

✓

✓

查看依赖关系

✓

✓

✓

✓

✓

列出，值

✓

✓

✓

✓

✓

探查

–

✓

✓

✓

✓

覆盖属性

–

–

✓

–

✓

撤消覆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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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运行操作

–

✓

✓

✓

✓

刷新信息

–

✓

✓

✓

✓

清除信息

–

✓

✓

✓

✓

系统操作 (hasys)
表 A-8 列出了系统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8

用于执行系统操作的用户权限

系统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冻结和取消冻结

–

–

–

✓

✓

冻结和取消冻结持
久性

–

–

–

–

✓

冻结和迁移

–

–

–

–

✓

显示

✓

✓

✓

✓

✓

强制启动

–

–

–

–

✓

修改

–

–

–

–

✓

查看状态

✓

✓

✓

✓

✓

列表

✓

✓

✓

✓

✓

更新许可证

–

–

–

–

✓

资源类型操作 (hatype)
表 A-9 列出了资源类型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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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用于执行资源类型操作的用户权限

资源类型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显示

✓

✓

✓

✓

✓

查看资源

✓

✓

✓

✓

✓

修改

–

–

–

–

✓

列表

✓

✓

✓

✓

✓

用户操作 (hauser)
表 A-10 列出了用户操作和所需的权限。
表 A-10

用于执行用户操作的用户权限

用户操作

Guest

Group
Operator

Group
Cluster
Administrator Operator

Cluster
Administrator

添加

–

–

–

–

✓

删除

–

–

–

–

✓

更新

✓

✓

✓

✓

✓

注意：如果 注意：如果

注意：如果

配置是读/写

配置是读/写

配置是读/写

显示

✓

✓

✓

✓

✓

列表

✓

✓

✓

✓

✓

修改权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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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命令：快速参考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此 VCS 命令快速参考

■

VCS 命令行参考

关于此 VCS 命令快速参考
本节列出了常用的 VCS 命令和选项。 有关 VCS 命令及可用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与 VCS 命令相关的手册页。

VCS 命令行参考
表 B-1 列出了用于群集操作的 VCS 命令。
表 B-1

用于群集操作的 VCS 命令

群集操作

命令行

启动 VCS

hastart [-onenode]
hastart -force system_name

VCS 命令：快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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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操作

命令行

停止 VCS

hastop -local
[-force|-evacuate|-noautodisable]
hastop -local [-force|-evacuate
-noautodisable]
hastop -sys system_name
[-force|-evacuate|-noautodisable]
hastop -sys system_name [-force|-evacuate
-noautodisable]
hastop -all [-force]

启用/禁用对 VCS 配置的读写 haconf -makerw
访问
haconf -dump -makero
添加用户

hauser -add user_name

表 B-2 列出了用于服务组、资源和站点操作的 VCS 命令。
表 B-2

用于服务组、资源和站点操作的 VCS 命令

服务组、资源或站点操作

命令行

配置服务组

hagrp -add |-delete group_name
hagrp -modify group attribute value
hagrp -link parent_group child_group
dependency

配置资源

hares -add resource type group_name
hares -delete resource_name
hares -modify resource attribute value
hares -link parent_resource child_resource

配置代理或资源类型

hatype -modify type attribute value

使服务组联机和脱机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_name
hagrp -online service_group -site site_name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_name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ite sit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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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组、资源或站点操作

命令行

使资源联机和脱机

hares -online resource_name -sys system_name
hares -offline resource_name -sys system_name

冻结/取消冻结服务组

hagrp -freeze group_name [-persistent]
hagrp -unfreeze group_name [-persistent]

表 B-3 列出了状态和验证的 VCS 命令。
表 B-3

状态和验证的 VCS 命令

状态和验证

命令行

群集状态

hastatus -summary

LLT 状态/验证

lltconfig
lltconfig -a list
lltstat
lltstat -nvv

GAB 状态/验证

gabconfig -a

AMF 内核驱动程序状态/验证 amfconfig
amfstat

表 B-4 列出了用于群集通信的 VCS 命令。
表 B-4

用于群集通信的 VCS 命令

通信

命令行

启动和停止 LLT

lltconfig -c
lltconfig -U

启动和停止 GAB

gabconfig -c -n seed_number
gabconfig -U

表 B-5 列出了用于系统操作的 VCS 命令。
表 B-5

用于系统操作的 VCS 命令

系统操作

命令行

列出群集中的系统

hasys -list

690

VCS 命令：快速参考
VCS 命令行参考

系统操作

命令行

检索有关每个系统的详细信
息

hasys -display system_name

冻结/取消冻结系统

hasys -freeze [-persistent][-evacuate]
system_name
hasys -unfreeze [-persistent] system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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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和系统状态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远程群集状态

■

系统状态

远程群集状态
在全局群集中，由广域连接器进程监视与维护远程群集的“健康状况”。 该连接器
进程使用心跳（如 ICMP）来监视远程群集的状态。然后，将状态信息传递给 HAD，
HAD 便会在需要时使用该信息来采取适当的操作。例如，当群集正常关闭时，连接
器将其本地群集状态转换为 EXITING 并向远程群集通知该新状态。当群集退出且
远程连接器丢失了与该群集的 TCP/IP 连接时，每个远程连接器都将其所判定的该
群集状态转换为 EXITED。
要启用广域网心跳，必须启动并运行广域连接器进程。广域连接器要能够连接到远
程群集，指定群集必须至少有一个心跳的状态报告为 ALIVE。
远程群集有三种心跳状态：HBUNKNOWN、HBALIVE 和 HBDEAD。
请参见第 695 页的“系统状态转换示例”。
表 C-1 列出了 VCS 远程群集状态及其说明。
表 C-1

VCS 状态定义

状态

定义

INIT

群集的初始状态。 这是默认状态。

BUILD

本地群集正在从远程群集接收初始快照。

RUNNING

表示远程群集正在运行并已连接到本地群集。

LOST_HB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当前没有从远程群集接收心跳。

群集和系统状态
系统状态

状态

定义

LOST_CONN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已丢失与远程群集的 TCP/IP 连接。

UNKNOWN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确定远程群集已关闭，但另一个远程群集发送
表明其他情况的响应。

FAULTED

远程群集已关闭。

EXITING

远程群集正在正常退出。

EXITED

远程群集已正常退出。

INQUIRY

本地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正在查询丢失了心跳的其他群集。

TRANSITIONING

远程群集上的连接器进程正在向群集中的其他节点执行故障转移操作。

群集状态转换示例
下面是群集状态转换示例：
■

如果远程群集加入全局群集配置，则该配置中的其他群集将远程群集的“视图”
转换为 RUNNING 状态：
INIT -> BUILD -> RUNNING

■

如果某个群集丢失了处于 RUNNING 状态的某个远程群集的所有心跳，则将发
送查询。如果所有查询响应都表明该远程群集确实已关闭，则该群集将该远程
群集的状态转换为 FAULTED：
RUNNING -> LOST_HB -> INQUIRY -> FAULTED

■

如果至少有一个响应表明群集未关闭，则该群集将该远程群集的状态转换为
UNKNOWN：
RUNNING -> LOST_HB -> INQUIRY -> UNKNOWN

■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维护连接器进程使其具有高度可用性）向群集中的其他
系统执行故障转移操作时，远程群集将其所判定的该群集状态转换为
TRANSITIONING，然后在成功执行了故障转移后将状态转换回 RUNNING：
RUNNING -> TRANSITIONING -> BUILD -> RUNNING

■

停止（通过使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脱机）处于 RUNNING 状态的远程群集后，
该远程群集的状态会转换为 EXITED：
RUNNING -> EXITING -> EXITED

系统状态
系统上运行 VCS 引擎时，它处于下表中所述的其中一种状态。这些状态表明系统
的当前运行模式。 在新系统中启动该引擎后，它将识别群集中可用的其他系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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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态。如果群集系统处于 RUNNING 状态，则新系统将从该系统检索配置信
息。如果在检索配置期间配置发生了更改，则这些更改会在新系统进入 RUNNING
状态之前应用到新系统。
如果没有其他系统启动并处于 RUNNING 或 ADMIN_WAIT 状态，且新系统的配置
有效，则该引擎将转换为 LOCAL_BUILD 状态，并基于磁盘生成配置。如果配置无
效，该系统将转换为 STALE_ADMIN_WAIT 状态。
请参见第 695 页的“系统状态转换示例”。
表 C-2 列出了 VCS 系统状态及其说明。
表 C-2

VCS 系统状态

状态

定义

ADMIN_WAIT

已丢失当前生效的配置。 系统转换为该状态的原因如下：
■

■

CURRENT_
DISCOVER_WAIT

RUNNING 配置中的最后一个系统在其他系统获取其配置快照并转
换为 RUNNING 状态之前脱离群集。
处于 LOCAL_BUILD 状态的系统尝试基于磁盘生成配置，并从 hacf
收到一条指明配置无效的错误消息。

系统已加入群集并且其配置文件有效。 系统正在等待来自其他系统的
信息，然后才能确定如何转换为其他状态。

CURRENT_PEER_ 该系统具有有效的配置文件，而另一系统正在基于磁盘执行生成操作
WAIT
(LOCAL_BUILD)。当其对等方完成生成操作后，该系统将转换为
REMOTE_BUILD 状态。
EXITING

系统正在脱离群集。

EXITED

系统已脱离群集。

EXITING_FORCIBLY hastop -force 命令已强制系统脱离群集。
FAULTED

系统已意外脱离群集。

INITING

系统已加入群集。 这是所有系统的初始状态。

LEAVING

系统正在正常脱离群集。当代理已停止，且当前配置写入磁盘时，系
统将转换为 EXITING 状态。

LOCAL_BUILD

系统正在基于磁盘配置生成当前生效的配置。

REMOTE_BUILD

系统正在生成从处于 RUNNING 状态的对等方获得的当前有效的配
置。

RUNNING

系统是群集的活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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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定义

STALE_ADMIN_WAIT 系统的配置无效，并且没有处于 RUNNING 状态且可从中检索配置的
其他系统。如果启动了具有有效配置的系统，该系统将进入
LOCAL_BUILD 状态。
处于 STALE_ADMIN_WAIT 状态的系统将转换为 STALE_PEER_WAIT
状态。
STALE_
DISCOVER_WAIT

系统已加入群集，但具有无效配置文件。 它正在等待来自其任何对等
方的信息，然后再确定如何转换为其他状态。

STALE_PEER_WAIT 该系统具有无效配置文件，而另一系统正在基于磁盘执行生成操作
(LOCAL_BUILD)。 当其对等方完成生成操作后，该系统将转换为
REMOTE_BUILD 状态。
UNKNOWN

系统没有加入群集，因为配置文件中没有对应于该系统的条目。

系统状态转换示例
下面是一些系统状态转换示例：
■

如果在某个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该系统是群集中唯一具有有效配置的系统，
则该系统将转换为 RUNNING 状态：
INITING -> CURRENT_DISCOVER_WAIT -> LOCAL_BUILD -> RUNNING

■

如果在具有有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至少还有一个系统已经处
于 RUNNING 状态，则该新系统将转换为 RUNNING 状态：
INITING -> CURRENT_DISCOVER_WAIT -> REMOTE_BUILD -> RUNNING

■

如果在具有无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至少还有一个系统已经处
于 RUNNING 状态，则该新系统将转换为 RUNNING 状态：
INITING -> STALE_DISCOVER_WAIT -> REMOTE_BUILD -> RUNNING

■

如果在具有无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所有其他系统都处于
STALE_ADMIN_WAIT 状态，则该系统将转换为 STALE_ADMIN_WAIT 状态，
如下所示。 系统将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直到启动了另一个具有有效配置文件的
系统。
INITING -> STALE_DISCOVER_WAIT -> STALE_ADMIN_WAIT

■

如果在具有有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其他系统处于 ADMIN_WAIT
状态，则该新系统将转换为 ADMIN_WAIT 状态。
INITING -> CURRENT_DISCOVER_WAIT -> ADMIN_WAIT

■

如果在具有无效配置文件的系统上启动了 VCS，并且其他系统处于 ADMIN_WAIT
状态，则该新系统将转换为 ADMIN_WAIT 状态。
INITING -> STALE_DISCOVER_WAIT -> ADMIN_WAIT

695

群集和系统状态
系统状态

■

当使用 hastop 命令停止处于 RUNNING 状态的系统时，该系统将转换为 EXITED
状态，如下所示。处于 LEAVING 状态期间，任何联机系统资源都将脱机。当所
有系统资源都脱机且代理停止后，系统将转换为 EXITING 状态，随后转换为
EXITED 状态。
RUNNING -> LEAVING -> EXITING -> EX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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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VCS 属性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属性及其定义

■

资源属性

■

资源类型属性

■

服务组属性

■

系统属性

■

群集属性

■

心跳属性（用于全局群集）

■

远程群集属性

■

站点属性

关于属性及其定义
除了本附录中列出的属性之外，还请参见《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可以从命令行或图形用户界面，或者通过手动修改 main.cf 配置文件来修改标记为
“由用户定义”的属性值。 可以更改默认值以更好地适应您的环境并增强性能。
更改属性值时，请注意 VCS 属性之间会互相影响。 更改属性值之后，请观察群集
系统以确认没有任何意外行为影响系统性能。
标记为“仅供系统使用”的属性值由 VCS 设置并且是只读的。 它们包含重要的群
集状态信息。
标记为“由代理定义”的值由相应的代理设置并且也是只读的。
属性值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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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64 页的“关于 VCS 属性”。

资源属性
表 D-1 列出了资源属性。
表 D-1

资源属性

资源属性

说明

ArgListValues

传递到每个系统上的资源代理的参数列表。此属性特定于资源和系统，这意味着传递到代理的值
列表取决于要使用这些值的系统和资源。

（由代理定义）

ArgListValues 中的值的个数不应超过 425 个。如果 ArgList 中的某个属性是一个键列表、向量
或关联，此要求就非常重要。这种类型的非标量属性通常可具有任意多个值，当它们出现在
ArgList 中时，该代理必须通过这些属性的值来计算 ArgListValues。如果非标量属性包含多个
值，它将增加 ArgListValues 的大小。因此，开发代理时，在 ArgList 中添加非标量属性时应考
虑此情况。此时，需要通知代理的用户不应将属性配置的过大，以便可向 ArgListValues 属性中
推入多于 425 个的值。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 不适用。

AutoStart

指示资源是否应作为一个服务组进行联机，或是否需要 hares -online 命令。

（由用户定义）

例如，存在两个资源：R1 和 R2。R1 和 R2 都位于组 G1 中。R1 的 AutoStart 值为 0，R2 的
AutoStart 值为 1。
在这种情况下，将具有下列作用：
# hagrp -online G1 -sys sys1
仅使 R2 进入 ONLINE 状态。组的状态为 ONLINE，而非 PARTIAL。R1 保持 OFFLINE 状态。
# hares -online R1 -sys sys1
使 R1 联机，且组的状态为 ONLINE。
# hares -offline R2 -sys sys1
使 R2 脱机，且组的状态为 PARTIAL。
仅当 AutoStart 的值为 0 的资源的状态为 ONLINE 而非 OFFLINE 时，才对组的状态起作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ComputeStats

指示代理框架是否计算资源的监视统计数据。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698

VCS 属性
资源属性

资源属性

说明

ConfidenceLevel

指示联机资源中的信任级别。值范围为 0–100。请注意，某些 VCS 代理可能无法利用此属性，
因此可能始终将其设置为 0。如果不使用此属性，请将级别设置为 100。

（由代理定义）

Critical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示此资源发生故障是否应该触发整个组进行故障转移。如果 Critical 是 0，且无上述父资源具
有 Critical = 1，则资源发生故障不引起组故障转移。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Enabled

指示代理监视资源。

（由用户定义）

如果资源是在 VCS 处于运行状态时动态创建的，则必须先启用该资源，然后让 VCS 监视它。
有关如何添加或启用资源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有关从命令行和图形用户界面管理 VCS 的章节。
当 Enabled 设置为 0 时，表示禁用资源。
请参见第 648 页的“VCS 启动故障排除”。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如果启动 VCS 前在 main.cf 中指定了资源，则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1，否则为 0。

Flags

提供资源状态的其他信息。此属性主要用于设置与资源相关的标志。值：

（仅供系统使用）

ADMIN WAIT - 已丢失系统当前生效的配置。
RESTARTING - 代理尝试重新启动资源，因为在最新监视周期中意外将该资源检测为脱机。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RestartLimit 属性。
STATE UNKNOWN - 代理发出的最新监视调用无法确定资源是联机还是脱机。
MONITOR TIMEDOUT - 代理发出的最新监视调用已终止，因为它超过了静态属性 MonitorTimeout
所指定的最长时间。
UNABLE TO OFFLINE - 代理尝试使资源脱机，但资源没有脱机。在以下情况下也会设置此标
志：资源出现故障并且 clean 函数成功完成，但是后续监视挂起或无法确定资源状态。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Group

资源所属服务组的字符串名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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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属性

说明

IState

资源的内部状态。除了 State 属性之外，此属性也显示了资源将转换为哪种状态。值：

（仅供系统使用）

NOT WAITING - 资源未在进行传输。
WAITING TO GO ONLINE - 已通知代理使资源联机但是该过程尚未完成。
WAITING FOR CHILDREN ONLINE - 资源将要进行联机，但是它所依赖的资源中至少有一个处
于脱机状态。资源会在所有子资源都联机时转换为 WAITING TO GO ONLINE 。
WAITING TO GO OFFLINE - 已通知代理使资源脱机但是该过程尚未完成。
WAITING TO GO OFFLINE（传播）- 同上条，但是完成时资源的子资源也将脱机。
WAITING TO GO ONLINE（反转）- 资源正在等待进行联机，但是联机之后会尝试脱机。通常，
这是由于在资源等待进行联机时又执行了脱机命令所致。
WAITING TO GO OFFLINE（路径）- 已通知代理使资源脱机但是该过程尚未完成。 完成该过
程时，作为依赖关系树中某路径成员的资源的子资源也将脱机。
WAITING TO GO OFFLINE（反转）- 资源正在等待进行脱机，但是脱机之后会尝试联机。通
常，这是由于在资源等待进行脱机时又执行了联机命令所致。
WAITING TO GO ONLINE（反转/路径）- 资源正在等待进行联机，但是联机之后会使其脱机。
资源会转换为 WAITING TO GO OFFLINE（路径）。通常，这是由于在资源等待进行联机时子
资源发生故障所致。
WAITING FOR PARENT OFFLINE – 资源正在等待父资源进行脱机。当父资源脱机时使资源脱
机。

注意：尽管此属性接受整数类型，但命令行会将表示为文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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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IState

WAITING TO GO ONLINE（反转/传播）- 同上条，但是资源会传播脱机操作。

（仅供系统使用）

源系统上用于迁移操作的 IState：
■

■

■

WAITING FOR OFFLINE VALIDATION（迁移）– 该状态适用于源系统上的资源，表示迁移
操作已被接受，VCS 正在验证是否可以进行迁移。
WAITING FOR MIGRATION OFFLINE – 该状态适用于源系统上的资源，表示迁移操作已通
过源系统上的先决条件检查和验证。
WAITING TO COMPLETE MIGRATION – 该状态适用于源系统上的资源，表示源系统上已
完成迁移过程，VCS 引擎正在等待资源在目标系统上联机。

目标系统上用于迁移操作的 IState：
■

■

■

WAITING FOR ONLINE VALIDATION（迁移）– 该状态适用于目标系统上的资源，表示迁
移操作已被接受，VCS 正在验证是否可以进行迁移。
WAITING FOR MIGRATION ONLINE – 该状态适用于目标系统上的资源，表示迁移操作已
通过源系统上的先决条件检查和验证。
WAITING TO COMPLETE MIGRATION（联机）- 该状态适用于目标系统上的资源，表示源
系统上已完成迁移过程，VCS 引擎正在等待资源在目标系统上联机。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
NOT WAITING

LastOnline

指示资源上次联机时所在的系统名称。此属性由 VCS 设置。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MonitorMethod

指定代理用于监视资源的监视方法：

（仅供系统使用）

■

传统方法 - 基于轮询的资源监视

■

IMF - 资源智能监视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传统值
MonitorOnly
（仅供系统使用）

指示是否可以使资源联机或脱机。如果设置为 0，则可以使资源联机或脱机。如果设置为 1，则
只能监视资源。

注意：此属性只受 hagrp -freeze 命令影响。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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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MonitorTimeStats

有效键值为 Average 和 TS。Average 是在前 Frequency 个监视周期中 monitor 函数平均所用时
间。 TS 是时间戳，指示引擎何时更新资源的 Average 值。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Average = 0
TS = ""

名称

用于包含资源的实际名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Path
（仅供系统使用）

设置为 1 可将资源标识为依赖关系树中某路径的成员，从而在出现资源故障之后使其在特定系
统上脱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Probed

指示代理是否已通过运行 monitor 函数确定了资源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ResContainerInfo

指定是否可以使用具有容器的资源。 将下列值分配给该属性。

（由用户定义）

■

Name：容器的名称。

■

Type：容器的类型。您可将此设置为 Zone。

■

Enabled：要启用容器，请将该值指定为 1。要禁用容器，请将该值指定为 0。要启用从物理
计算机到虚拟机以及从虚拟机到物理计算机的故障转移，请将该值指定为 2。有关对 Enabled
键使用值 2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7.0 虚拟化指南》。

可以为该属性设置一个针对系统的值。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

对于给定的服务组，您可以为该组设置 ContainerInfo 属性，也可以为该组中的资源设置
ResContainerInfo 属性。只有符合下列条件时，才可以修改 ResContainerInfo：
■

未本地化资源的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

未将资源的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或其 Name 键设置为空字符串。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未设置资源的 RunInContainer 或 PassCInfo。
请参见第 706 页的“资源类型属性”。

■

注意：在 main.cf 中定义资源的 ResContainerInfo 时，请确保不要在 main.cf 中定义相应
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如果定义二者，则将使用 ContainerInfo，而非 ResContaine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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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Info

此属性有三个预定义的键：State（值为 Valid、Invalid 或 Stale）。Msg： 代理框架在标准输出
中捕获的资源的 info 代理函数输出）。TS（时间戳，指示代理框架何时更新 ResourceInfo 属
性）。

（仅供系统使用）

ResourceOwner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
State = Valid
Msg = ""
TS = ""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和日志记录。发生与资源相关的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定
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请注意，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触发通
知。VCS 还会在发生某些事件时记录所有者名称。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ResourceOwner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例如：jdoe@example.com

ResourceRecipients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 当发生与资源相关的事件并且事件的严重性级别等于或大于此
属性中指定的级别时，VCS 会向该属性中指定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由用户定义）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ResourceRecipients 或发送给至少一
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电子邮件 ID：注册为通知收件人的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严重性：必须发送通知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Signaled

指示是否已遍历资源。使服务组联机或脱机时使用。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Start

指示是否已在系统上启动资源（是否已启动使资源联机的进程）。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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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资源状态显示资源的状态以及与资源关联的标志。（标志也可通过 Flags 属性捕获。） 根据此
属性和标志可全面了解资源的当前状态。值：

（仅供系统使用）

ONLINE
OFFLINE
FAULTED
OFFLINE|MONITOR TIMEDOUT
OFFLINE|STATE UNKNOWN
OFFLINE|ADMIN WAIT
ONLINE|RESTARTING
ONLINE|MONITOR TIMEDOUT
ONLINE|STATE UNKNOWN
ONLINE|UNABLE TO OFFLINE
ONLINE|ADMIN WAIT
FAULTED|MONITOR TIMEDOUT
FAULTED|STATE UNKNOWN
FAULTED 表明资源物理脱机，即使可能是无意中造成的。

注意：尽管此属性接受整数类型，但命令行会将表示为文本形式。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TriggerEvent

一个标志，用于打开或关闭事件。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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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Path

用于自定义触发器路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如果启用了触发器，但触发器路径位于服务组级别而资源级别为 ""（默认），则 VCS 会从
$VCS_HOME/bin/ 目录调用触发器。
TriggerPath 值区分大小写。VCS 不删除 Trigger Path 值中的前导空格或尾随空格。如果路径包
含前导空格或尾随空格，则触发器可能无法执行。您所指定的路径相对于 $VCS_HOME 和为服
务组定义的触发器路径。
请指定以下格式的路径：
ServiceGroupTriggerPath/Resource/Trigger
如果服务组 sg1 的 TriggerPath 为 mytriggers/sg1，而资源 res1 的 TriggerPath 为 ""，则必须将
触发器脚本存储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res1 目录中。例如，将 resstatechange 触发
器脚本存储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res1 目录中。这样，可以更轻松地管理服务组的所
有资源的触发器。
如果上例中资源 res1 的 TriggerPath 为 mytriggers/sg1/vip1，则必须将触发器脚本存储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vip1 目录中。例如，将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脚本存储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vip1 目录中。
对资源级别的 TriggerPath 值所做的修改不会更改服务组级别的 TriggerPath 值。同样，对服务
组级别的 TriggerPath 值所做的修改也不会更改资源级别的 TriggerPath 值。
TriggerResRestart

确定在资源重新启动时是否调用 resrestart 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477 页的“关于 resrestart 事件触发器”。
如果在组级别启用此属性，则将在资源级别调用 resrestart 触发器，而不考虑此属性的值。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禁用）

TriggerResStateChange 确定在资源更改状态时是否调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478 页的“关于 resstatechange 事件触发器”。
如果在组级别启用此属性，则将在资源级别调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而不考虑此属性的值。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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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sEnabled

确定是否启用特定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默认情况下禁用触发器。 可以启用所有节点上的特定触发器，也可启用仅所选节点上的特定触
发器。 有效值为 RESFAULT、RESNOTOFF、RESSTATECHANGE、RESRESTART 和
RESADMINWAIT。
要启用特定节点上的触发器，请添加以下格式的触发器键：
TriggersEnabled@node1 = {RESADMINWAIT, RESNOTOFF}
在节点 1 上启用 resadminwait 和 resnotoff 触发器。
要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启用触发器，请采用以下格式添加触发器键：
TriggersEnabled = {RESADMINWAIT, RESNOTOFF}
在所有节点上启用 resadminwait 和 resnotoff 触发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 Utilization (利用率 虚拟机代理会测量虚拟机的 CPU 和内存要求，并为虚拟机资源填充此属性值。CPU 以 vCPU
百分比)
数量进行测量，而内存则以 MB 或 GB 进行测量。此为临时属性，并且在 main.cf 文件中不存
在。
（由代理定义）
注意：将指定虚拟机资源的代理测量和填充 Utilization 属性。不应编辑此属性，因为这可能会
影响目标物理服务器的决策。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资源类型属性
可以覆盖资源类型的某些静态属性。
请参见第 143 页的“覆盖资源类型静态属性”。
有关下面列出的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
南》中有关设置代理参数的一章。
表 D-2 列出了资源类型属性。
资源类型属性

表 D-2
资源类型属性

说明

ActionTimeout

Action 函数的超时值。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 秒

706

VCS 属性
资源类型属性

资源类型属性

说明

AdvDbg

允许激活高级调试：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不适用

有关 AdvDbg 属性的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AgentClass

指示 VCS 代理进程的调度等级。

（由用户定义）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TS

■

AgentDirectory

代理二进制文件和脚本所在目录的完整路径。

（由用户定义）

代理会在下列目录中查找二进制文件和脚本：
■

AgentDirectory 属性所指定的目录

■

/opt/VRTSvcs/bin/type/

■

/opt/VRTSagents/ha/bin/type/

如果上述目录均不存在，则代理无法启动。
将此属性与 AgentFile 属性一起使用，可以为代理指定其他位置或其他二进制文件。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AgentFailedOn

一个系统列表，在这些系统上资源类型的代理已失败。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不适用。

AgentFile
（由用户定义）

代理二进制文件的完整名称和路径。如果没有为此属性指定值，则 VCS 会使用
AgentDirectory 属性所定义的路径中的代理二进制文件。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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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Priority

指示代理进程的运行优先级。

（由用户定义）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默认值：0
AgentReplyTimeout

引擎等待从代接收心跳的秒数，超过该时间将重新启动代理。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30 秒

AgentStartTimeout

启动代理之后，引擎等待初始代理“握手”的秒数，超过该时间将重新启动代理。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 秒

AlertOnMonitorTimeouts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当 monitor 超时的次数等于此属性指定的值或为该值的倍数时，VCS 会向用户发送
SNMP 通知。如果将此属性设置为某个值（例如 N），则在第一次 monitor 超时时发
送通知后，VCS 还将在 N 次连续 monitor 超时时刻发送 SNMP 通知，包括第一次
monitor 超时时发送第二次通知。
将 AlertOnMonitorTimeouts 设置为 0 时，VCS 将仅针对第一次 monitor 超时向用户发
送 SNMP 通知 VCS 将不会针对后续 monitor 超时继续向用户发送通知，直到 monitor
返回成功消息。
可以将 Aler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与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结合使用以控制
monitor 超时情况下在 VCS 下配置的组的资源行为。如果将服务组中所有资源的
FaultOnMonitorTimeouts 设置为 0 并将 AlertOnMonitorTimeouts 设置为某值时，VCS
将不对在该服务组下所配置资源的 monitor 超时执行任何操作，而只会按照在
Aler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中设置的频率发送通知。

ArgLis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属性的有序列表，根据该顺序将属性值传递到 open、close、offline、offline、monitor、
clean、info 以及 action 函数。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不适用。

AttrChangedTimeout

Attr_changed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终止。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默认值：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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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Meters

资源类型的代理支持的、用于测量系统资源的计量器列表。例如：CPU、内存等。

（仅供系统使用）

您无法覆盖 AvailableMeters 属性值，也不能在 VCS 运行时更改此值。
您可以在 types.cf 文件中设置此属性值。
默认值：str AvailableMeters{} = { SCPU="", SMem="" }

CleanRetryLimit
（由用户定义）

将资源转至 ADMIN_WAIT 状态之前重试 Clean 函数的次数。如果设置为 0，则将无限
次地重试 Clean。
此属性的有效值介于 0-1024 之间。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CleanTimeout

clean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终止。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默认值：60 秒

CloseTimeout

close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终止。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默认值：60 秒

ConfInterval

如果资源保持联机状态的时间已达到了该指定时间（秒），代理会忽略先前的故障和
所进行的重新启动尝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ToleranceLimit 属性和 RestartLimit
属性。）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ContainerOpts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0 秒

指定传递给控制资源的代理的信息。这些值仅在设置 ContainerInfo 服务组属性时有
效。
■

■

RunInContainer
当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为 1 时，该资源的代理函数（入口点）将在本地容器的
内部运行。
当 RunInContainer 键的值为 0 时，该资源的代理函数（入口点）将在本地容器的
外部（在全局环境中）运行。
PassCInfo
当 PassCInfo 键的值为 1 时， 代理函数将接收在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中定
义的容器信息。此值的一个使用示例为，将容器的名称传递给代理。当 PassCInfo
键的值为 0 时，代理函数将不接收在服务组的 ContainerInfo 属性中定义的容器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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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lass

用于控制除 online 入口点之外的代理函数（入口点）的调度等级，确定入口点是采用
C 代码还是脚本形式。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的以下值有效：
■

RT（实时）

■

TS（分时）

■

SHR

■

-1 - 指示 VCS 不使用此属性来控制入口点的调度等级。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EPPriority
（由用户定义）

用于控制除 online 入口点之外的代理函数（入口点）的调度优先级。此属性控制代理
函数的优先级，确定入口点是采用 C 代码还是脚本形式。
此属性的以下值有效：
■

0 - 已配置的调度等级（由操作系统的 EPClass 属性指定）的默认优先级值。

■

大于 0 - 大于操作系统的默认优先级的值。Symantec 建议为此属性设置大于 0 的
值。具有较高负载的系统需要一个较大值。
-1 - 指示 VCS 不使用此属性来控制入口点的调度优先级。

■

例如：
■

■

■

如果将 EPClass 属性设置为 TS，将 EPPriority 属性的值设置为 0，则会将入口点
的基本优先级设置为 59，因为该值是操作系统所设置的默认值。
如果将 EPClass 属性设置为 TS，并且将 EPPriority 属性的值设置为 -20，则入口
点的调度优先级将为 39（59 为基本值，-20 为配置的值）
如果将 EPClass 属性设置为 RT，将 EPPriority 属性的值设置为 0，则操作系统会
将入口点的基本优先级设置为 100。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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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StateChange

定义使资源不受 VCS 控制而有意联机或脱机时 VCS 如何处理服务组状态。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OnlineGroup：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启动，则 VCS 会使相应的
服务组联机。
OfflineGroup：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停止，则 VCS 会使相应的
服务组脱机。
OfflineHold： 如果配置的应用程序在 VCS 控制之外被停止，则 VCS 会将相应的 VCS
资源的状态设置为脱机。 VCS 不会使任何父资源或该服务组脱机。
OfflineHold 和 OfflineGroup 互相排斥。

FaultOnMonitorTimeouts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当监视程序超时次数达到该指定值后，将通过调用 clean 函数来关闭相应资源。然后根
据 RestartLimit 属性中设置的值，将资源标记为 FAULTED，或重新启动资源。
当 FaultOnMonitorTimeouts 设置为 0 时，监视器故障不一定表示资源发生了故障。值
较低可能会导致虚假的资源故障，特别是在负载较重的系统上。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4

FaultPropagation

指定当资源出现故障时 VCS 是否应该将故障向上传播到父资源并使整个服务组脱机。

（由用户定义）

值 1 表示如果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则资源出现故障时 VCS 会对服务组进
行故障转移；值 0 表示资源出现故障时，无论 Critical 属性为何值，VCS 都不会使其
他资源脱机。服务组无法在资源出现故障时进行故障转移。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FireDrill

指定是否针对资源类型启用防火练习。如果值是：

（由用户定义）

■

0：禁用防火练习。

■

1：启用防火练习。

您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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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确定可识别 IMF 的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视。您也可以在资源级覆盖该属性的
值。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该属性包括下列键：
■

Mode
定义该属性启用或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有效值如下：
■ 0 - 不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

■

1 - 对脱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联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

■

2 - 对联机资源执行智能资源监视，对脱机资源执行基于轮询的监视

■

3 - 对联机和脱机资源均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MonitorFreq
该键值指定代理调用监视代理函数的频率。该键的值为整数。
有时，如果代理不仅要求执行智能资源监视，还要求执行基于轮询的资源监视，则
可以将此属性设置为非零值。有关特定于代理的建议，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资源在 IMF 通知模块中注册后，代理将按如下方式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
■ 对于联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MonitorInterval) 秒后
■

■

对于脱机资源，在每 (MonitorFreq x OfflineMonitorInterval) 秒后

RegisterRetryLimit
如果启用了 IMF，则代理将调用 imf_register 代理函数以在 IMF 通知模块中注册资
源。RegisterRetyLimit 键值确定代理注册资源时必须重试的次数。如果代理在指定
的限制内无法注册资源，智能监视将被禁用，直到资源状态或 Mode 键值发生变
化。

IMFRegList

属性的有序列表，这些属性的值在 IMF 通知模块中注册。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不适用。

InfoInterval

代理框架针对特定资源类型的 ONLINE 资源调用 info 函数之前的持续时间（秒）。

（由用户定义）

如果设置为 0，则代理框架不会定期调用 info 函数。要手动调用 info 函数，请使用命
令 hares -refreshinfo。例如，如果所指定的值为 30，则每 30 秒针对特定资源类型
的所有 ONLINE 资源调用一次该函数。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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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Offline

定义某个已配置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的控制而被有意停止时 VCS 如何做出反应。

（由用户定义）

请为能够支持检测不受 VCS 控制的有意脱机的代理添加此属性。请注意，有意脱机功
能仅可用于注册为 V51 或更高版本的代理。
当值为 0 时，如果支持的资源不受 VCS 控制而发生脱机，代理就会注册服务组的故障
状态或者启动其故障转移。
当值为 1 时，如果相应的应用程序不受 VCS 控制而停止，VCS 就会使资源脱机。

InfoTimeou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Info 函数的超时值。如果未按指定的时间完成该函数，则代理框架会取消该函数的线
程。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 秒

LevelTwoMonitorFreq

指定该资源类型的代理必须执行第二级监视或详细监视的频率。

（由用户定义）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默认值：0

LogDbg
（由用户定义）

指示针对资源类型或代理框架启用的调试严重性。代理函数所使用的调试严重性介于
DBG_1 和 DBG_21 之间。将使用严重性 DBG_AGINFO、DBG_AGDEBUG 和
DBG_AGTRACE（依次表示详细程度从最低至最高）记录来自代理框架的调试消息。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无）

可以覆盖 LogDbg 属性。 使用 LogDbg 属性可以在资源级别设置 DBG_AGINFO、
DBG_AGTRACE 和 DBG_AGDEBUG 严重性，但是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这些级别都
是代理类型特定的。Symantec 建议在资源级别使用 LogDbg 属性将值设置为 DBG_1
和 DBG_21 之间的值。
LogFileSize
（由用户定义）

指定代理日志文件的大小（字节）。最小值为 64 KB。最大值为 134217728 字节
(128MB)。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3554432 (3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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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ViaHalog

允许根据配置的值将所有入口点的日志记录到各自的代理日志文件中或引擎日志文件
中。

（由用户定义）

■

0：代理的日志记录到各自的代理日志文件中。

■

1：使用 halog 命令将 C/C++ 入口点的日志记录到代理日志文件中，将脚本入口
点的日志记录到引擎日志文件中。

类型：布尔型标量
默认值：0
MeterControl
（由用户定义）

指示计量和预测 Meters 属性中指定的键的间隔。您无法覆盖此属性，也不能在运行时
修改此值。您可以在各自代理的 type.cf 文件中设置此属性值。
在每个 ForecastCycle 上，都将向计量入口点传递一个额外的标志来执行预测。该属性
包括下列键：
■

■

MeterInterval：支持计量的代理完成计量的频率（以秒为单位）。如果将该值配置
为 600，则表示代理每隔 600 秒会调用一次计量入口点，并向 VCS 引擎发送系统
的资源利用率数据。
ForecastCycle：计量周期数，经过这些周期之后可用容量预测即会完成。如果
MeterInterval 的值为 60 秒，而 ForecastCycle 的值为 5，则每 300 秒即可完成一
次预测。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static int MeterControl{} = { MeterInterval=600, ForecastCycle=0 }

MeterEnabled

只在该值设置为 1 的节点上完成资源计量。不能编辑此属性。

（仅供系统使用）

以下几点描述了如何在节点上完成计量：

MeterRegList
（由用户定义）

■

如果资源在所有节点上脱机，则在系统列表中的最低节点上完成计量。

■

如果资源只在一个节点上联机，则在此节点上完成计量。

■

如果资源在多个节点上联机，则只在最低节点上完成计量。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MeterRegList 是属性的有序列表。如果更改 MeterRegList 或更改 MeterRegList 中定
义的任何属性，则会立即调用计量入口点。无法在资源级别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static str MeterRegList[] = { LDomName, CfgFile, NumCPU, Mem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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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RetryLimit

定义计量操作成功之前可以重试的次数。如果将 MeterRetryLimit 设置为 0，则不存在
重试次数限制。如果此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并且 meter 入口点在尝试指定次数后失败，
则对该资源的计量将禁用。

（由用户定义）

您可在资源级别覆盖此属性。
默认值：10
可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重新启用计量：
■

Symantec 建议使用以下命令增大 MeterRetryLimit 的属性值：
如果在类型级别定义了 MeterRetryLimit，请输入：
hatype –modify type_name MeterRetryLimit new_value
如果在资源级别覆盖了 MeterRetryLimit，请输入：
hares –modify res_name MeterRetryLimit new_value

■

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启用资源：
hares –modify res_name Enabled 0
hares –modify res_name Enabled 1

Meters
（由用户定义）

根据对包含可执行计量的资源的服务组采取何种故障转移策略来定义计量器。属性键
必须为 HostMeters（群集属性）和 AvailableMeters（类型级别）属性的交集的一个子
集。您无法在资源级别覆盖此属性，也不能在运行时修改此属性。您可以在 types.cf
文件中设置此属性的值。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static keylist Meters = { SCPU, SMem } Example:{ SCPU }

MeterTimeout

完成计量入口点的最大时间。该值以秒为单位。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

例如：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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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eWaitLimit

完成迁移过程之后等待资源迁移的监视间隔数。MigrateWaitLimit 适用于源节点和目标
节点，因为迁移操作会使资源在源节点上脱机并在目标节点上联机。您还可以将
MigrateWaitLimit 定义为完成迁移过程之后等待资源在源节点上脱机的监视间隔数，以
及资源在源节点上脱机之后等待资源在目标节点上联机的监视间隔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2

注意： 可以覆盖此属性。
已设置 MigrateWaitLimit 且资源等待迁移时，将统计手动触发的探测。例如，如果将资
源的 MigrateWaitLimit 设置为 5，将 MonitorInterval 设置为 60（秒），则该资源最多
等待 5 个监视间隔（即，5 乘以 60），如果 MigrateWaitLimit 内的所有 5 个监视器均
报告资源在源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则会设置 ADMIN_WAIT 标志。如果运行其他探
测，资源将等待 4 个监视间隔（即，4 乘以 60），如果第 4 次监视报告源节点上的状
态不是联机状态，则会设置 ADMIN_WAIT 标志。该过程将重复 5 个完整的周期。同
样，如果资源未在 MigrateWaitLimit 内转至联机状态，则会设置 ADMIN_WAIT 标志。
MigrateTimeout

迁移过程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终止。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0 秒

注意： 可以覆盖此属性。
MonitorInterval

对 ONLINE 或正在转换的资源的两次连续监视调用之间的持续时间（秒）。

（由用户定义）

注意：注意：MultiNICB 类型的此属性值必须小于 IPMultiNICB 类型的此属性值。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如果存在同一类型的多个资源，则值较低可能会影响性能。值较高时，检测到故障资
源的时间可能会延迟。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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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StatsParam

用于存储计算监视时间统计数据所需的参数值。

（由用户定义）

static str MonitorStatsParam = {Frequency = 10,
ExpectedValue = 3000, ValueThreshold = 100,
AvgThreshold = 40}
Frequency： 经过此数目的监视周期之后，计算平均监视周期时间，并将其发送给该
引擎。 如果配置该属性，则其值必须介于 1 与 30 之间。值 0 指示不应该计算监视周
期时间。 默认值 = 0。
ExpectedValue：此类型的所有资源的预期监视时间（以毫秒为单位）。默认值 = 100。
ValueThreshold：预期监视周期时间 (ExpectedValue) 和实际监视周期时间之间可接受
的百分比差异。默认值 = 100。
AvgThreshold： 监视周期时间的基准平均值和移动平均值之间可接受的百分比差异。
默认值 = 40。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每个参数具有不同的值。

MonitorTimeout

monitor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终止。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默认值：60 秒

NumThreads

代理进程内用于管理资源的线程数。此数值不包括用于其他内部用途的线程。

（由用户定义）

如果代理管理的资源的数目小于或等于 NumThreads 值，则只会在代理中创建该数目
的线程。添加更多资源不会创建更多的服务线程。类似地，删除资源会导致服务线程
退出。因此，如果将 NumThreads 设置为 1，则无论资源数目是多少都会强制代理只
使用 1 个服务线程。代理框架将此属性的最大值限制为 30。

OfflineMonitorInterval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0

对 OFFLINE 资源的两次连续监视调用之间的持续时间（秒）。如果设置为 0，则不监
视 OFFLINE 资源。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OfflineTimeout

offline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终止。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默认值：3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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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WaitLimit

完成脱机过程之后等待资源脱机的监视时间间隔数。如果资源脱机所用的时间较长，
则增大此属性的值。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OnlineClass
（由用户定义）

已设置 OfflineWaitLimit 且资源等待脱机时，将统计手动触发的探测。例如，假设将资
源的 OfflineWaitLimit 设置为 5，将 MonitorInterval 设置为 60。该资源最多等待 5 个
监视间隔（5 乘以 60），如果 OfflineWaitLimit 内的所有 5 个监视器均报告资源处于联
机状态，则会调用 Clean 代理函数。如果用户触发一个探查器，资源将等待 4 个监视
间隔（4 乘以 60），如果第 4 次监视未报告 OFFLINE 状态，则会调用 Clean 代理函
数。如果用户再触发一个探测，则会再占用一个监视周期，资源将等待 3 个监视间隔
（3 乘以 60），如果第 3 次监视未报告 OFFLINE 状态，则会调用 Clean 代理函数。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用于控制 online 代理函数（入口点）的调度等级。此属性控制等级，确定入口点是采
用 C 代码还是脚本形式。
此属性的以下值有效：
■

RT（实时）

■

TS（分时）

■

SHR

■

-1 - 指示 VCS 不使用此属性来控制入口点的调度等级。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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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Priority

用于控制 online 代理函数（入口点）的调度优先级。此属性控制优先级，确定入口点
是采用 C 代码还是脚本形式。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的以下值有效：

■

0 - 已配置的调度等级（由操作系统的 OnlineClass 指定）的默认优先级值。
Symantec 建议将 OnlinePriority 属性的值设置为 0。
大于 0 - 大于操作系统的默认优先级的值。

■

-1 - 指示 VCS 不使用此属性来控制入口点的调度优先级。

■

例如：
■

■

■

如果将 OnlineClass 属性设置为 TS，将 OnlinePriority 属性的值设置为 0，则会将
入口点的基本优先级设置为 59，因为该值是操作系统所设置的默认值。
如果将 OnlineClass 属性设置为 TS，将 OnlinePriority 属性的值设置为 -20，则入
口点的调度优先级会是 39（59 为基本值，-20 为配置值）
如果将 OnlineClass 属性设置为 RT，将 OnlinePriority 属性的值设置为 0，则操作
系统会将入口点的基本优先级设置为 100。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OnlineRetryLimit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尝试使资源联机不成功时重试 online 操作的次数。只有实现了清除操作时，此参数才
有意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OnlineTimeout

online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终止。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默认值：300 秒

OnlineWaitLimit

完成联机过程之后等待资源联机的监视间隔数。如果资源联机所用的时间可能较长，
则增大此属性的值。

（由用户定义）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用户触发的每个探查命令都被视为一个监视间隔。例如，假定将资源的 OnlineWaitLimit
设置为 5。这意味着 5 个监视间隔后会将资源转至 FAULTED 状态。如果用户触发一
个探测，则在第 4 次监视未报告 ONLINE 状态的情况下，资源将在 4 个监视周期后进
入 FAULTED 状态。如果用户再触发一个探测，则会再占用一个监视周期，在第 3 次
监视未报告 ONLINE 状态的情况下，资源将进入 FAULTED 状态。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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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Timeout

open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终止。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默认值：60 秒

Operations

指示相应类型的资源的有效操作。值为 OnOnly（只能联机）、OnOff（可以联机和脱
机）、None（无法联机或脱机）。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OnOff

RestartLimit

在资源意外脱机后且 VCS 将其声明为 FAULTED 之前重试使资源联机的次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默认值：0

ScriptClass

指示代理所创建的脚本进程（例如联机）的调度等级。

（由用户定义）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1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TS

■

ScriptPriority

指示代理所创建的脚本进程的优先级。

（由用户定义）

仅可以使用下列属性集之一来配置 VCS 的调度等级和优先级：

■

AgentClass、AgentPriority、ScriptClass 和 ScriptPriority
或
OnlineClass、OnlinePriority、EPClass 和 EPPriority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0

■

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由用户定义）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type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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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Actions

资源类型的有效操作令牌。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

SupportedOperations

表示资源类型或代理的其他操作。仅支持 migrate 关键字。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逻辑域 (LDom) 为支持迁移的资源类型的示例。
ToleranceLimit

资源联机之后，monitor 函数返回 OFFLINE 多少次之后才将资源声明为 FAULTED。

（由用户定义）

值较大，检测到确实出现故障的资源的时间可能会延迟。

注意：可以覆盖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此属性用于 VCS 通知。 发生与代理的资源类型相关的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
定的人员发送通知。如果该类型的代理出现故障或重新启动，则 VCS 将向 TypeOwner
发送通知。 请注意，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触发通知。

TypeOwner
（由用户定义）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TypeOwner 或发送给至少一
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例如：jdoe@example.com

在 TypeRecipients 属性中设置的电子邮件 ID 接收与特定代理相关的事件的电子邮件通
知。 仅向与某个代理相关的两种事件类型发送通知：

TypeRecipients
（由用户定义）

■

代理故障 - 警告

■

代理重新启动 - 信息

服务组属性
表 D-3 列出了服务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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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Count

服务组中处于活动状态（联机或等待进行联机）的资源数。当此数值
降至零时，会将服务组视为处于脱机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AdministratorGroups

拥有服务组管理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组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适用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无）

Administrators

拥有组管理权限的 VCS 用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注意：Group Administrator 可以执行与特定服务组相关的所有操
作，但是不能执行通用群集操作。
请参见第 76 页的“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Authority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无）

指示是否允许本地群集使服务组联机。如果设置为 0，则不允许；如
果设置为 1，则允许。对于特定的全局组，只有一个群集可以将此属
性设置为 1。
请参见第 513 页的“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AutoDisabled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表明 VCS 不了解服务组（或并行服务组的指定系统）的状态。出现
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在 SystemList 属性中未探查到该组（或并行
组的指定系统）。或者 VCS 引擎未在 SystemList 属性中指定的某个
节点上运行，但是该节点可见。
当 VCS 不知道节点上服务组的状态但您希望 VCS 认为该服务组已
启用时，请执行此命令将 AutoDisabled 值更改为 0。
hagrp -autoenable grp -sys sys1
此命令指示 VCS，即使 VCS 已将服务组标记为自动禁用，您也会确
信服务组未在 sys1 上联机。对于故障转移服务组，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现在可以使服务组在剩余节点上联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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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FailOver

指示当服务组出现故障时 VCS 是否启动自动故障转移。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0 - VCS 不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

1 - 如果存在某个适合进行故障转移的节点，则 VCS 会自动对该
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2 - 仅当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时所在的系统区域或站点中存在合适
的节点时，VCS 才会自动对该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若要将该值设置为 2，您必须已启用 HA/DR 许可证且该服务组不
能是混合型。如果您尚未定义系统区域或站点，则故障转移行为
与 1 相似。

■

请参见第 389 页的“ 关于控制服务组或系统出现故障时的故障转移”。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AutoRestart

在出现故障的持久性资源联机之后重新启动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0 - 禁用 Autorestart。

■

1 - 启用 Autorestart。

■

2 - 当出现故障的持久性资源在故障后恢复时，VCS 引擎清除系
统上所有出现故障的非持久性资源的故障。然后重新启动服务组。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服务组依赖关系”。

注意：此属性仅适用于包含持久性资源的服务组。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AutoStart

指定启动 VCS 时是否自动启动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AutoStartIfPartial
（由用户定义）

指示如果在 VCS 启动时探查到服务组并发现该服务组处于 PARTIAL
状态，是否使此服务组联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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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tartList

在特定情况下（通常是在系统引导时），其上的服务组将随 VCS 一
起启动的系统的列表。 例如，如果某个系统是故障转移服务组的
AutoStartList 属性的成员，并且服务组尚未在群集中的其他系统上运
行，则在启动该系统时会使此服务组联机。

（由用户定义）

VCS 使用 AutoStartPolicy 属性来确定使服务组在哪个系统上联机。

注意：对于要启动的服务组，必须启用 AutoStart 并且 Frozen 必须
为 0。此外，从 1.3.0 开始，必须在设置此属性之前定义 SystemList
属性。

AutoStartPolicy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无）

设置 VCS 使用的策略，用以确定当存在多个系统时，在自动启动操
作期间服务组会在哪个系统上联机。
此属性有三个选项：
Order（默认值）- 按照在 AutoStartList 属性中定义的系统顺序来选
择系统。
Load - 按照在 AvailableCapacity 系统属性中指定的系统容量的顺序
选择系统。首先选择容量最大的系统。

注意： 当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时，无法设置值 Load。
Priority - 按照 SystemList 属性中的优先级顺序来选择系统。首先选
择优先级最低的系统。

CapacityReserved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Order

指示是否保留容量以用于使服务组联机或故障转移。仅当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时才会保留容量。
此属性已本地化。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

■

默认值：""

可能的值：
1：保留容量。
0：不保留容量。
可以使用 hagrp -flush 命令重置该值。
要列出该属性，请将 -all 选项与 hagrp -display 命令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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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FailOverPolicy 确定全局服务组在群集或全局组出现故障时的行为方式。此属性可以
使用以下值：
（由用户定义）
Manual - 该组无法自动故障转移到其他群集。
Auto - 如果该组无法在本地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或者整个群集出现故
障，则会自动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群集。
Connected - 仅当该组无法在本地群集内进行故障转移时，才会自动
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群集。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Manual

ClusterList

指定配置为运行该服务组的群集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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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Info

指定是否可以使用具有容器的服务组。将下列值分配给 ContainerInfo
属性：

（由用户定义）

■

Name：容器的名称。

■

Type：容器的类型。您可将此设置为 Zone。

■

Enabled：要启用容器，请将该值指定为 1。要禁用容器，请将该
值指定为 0。要启用从物理计算机到虚拟机以及从虚拟机到物理
计算机的故障转移，请将该值指定为 2。有关对 Enabled 键使用
值 2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虚拟化指南》。

对于此属性，您可以为每个系统设置各自的值，也可以设置一个全局
值。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对于给定的服务组，您可以为该组设置 ContainerInfo 属性，也可以
为该组中的资源设置 ResContainerInfo 属性。仅在满足以下条件时，
您才能修改 ContainerInfo：
■

没有为组中的任何资源本地化 ResContainerInfo。

■

对于组中的所有资源而言，均未设置 ResContainerInfo，或者将
其 Name 键设置成了空字符串。
请参见第 698 页的“资源属性”。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本地更改为全局：
# hagrp -loc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全局更改为本地：
# hagrp -glob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value> ... | <key> ... | {<key> <value>} ...
有关 -local 和 -global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与 hagrp 命令
关联的手册页。
CurrentCount

服务组在其上处于活动状态的系统的数量。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DeferAutoStart
（仅供系统使用）

指示当全局群集尚未完全连接时 HAD 是否推迟自动启动本地群集中
的全局组。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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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d

指示服务组是否可以故障转移或联机。

（由用户定义）

该属性可以具有全局作用域或局部作用域。如果您为此属性定义局部
（系统特定的）作用域，则 VCS 会阻止该服务组在属性值为 0 的指
定系统上联机。可以使用此属性阻止在系统上执行维护时在系统上进
行故障转移。

Evacuate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启用）

指示当用户执行 hastop -local -evacuate 时 VCS 是否启动自动
故障转移。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Evacuating

指示从其中迁移服务组的节点 ID。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故障转移

指示服务组正在进行故障转移。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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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OverPolicy

定义 VCS 使用的故障转移策略，用以确定组会故障转移到哪个系
统。它也用于确定执行手动操作时，服务组会在哪个系统上联机。

（由用户定义）

该策略仅为包含多个系统的群集而定义：
Priority - 选择在 SystemList 属性中定义的优先级最低的系统。
Load - 选择 AvailableCapacity 值最高的系统。
RoundRobin - 根据系统承载的活动服务组选择系统。首先选择活动
服务组数最少的系统。
BiggestAvailable - 根据 SystemList 中所有系统的预测可用容量选择
系统。选择预测可用容量最高的系统。

注意：当 VCS 检测到两个 Priority、Load、RoundRobin 或
BiggestAvailable 策略值相同的系统时，VCS 会按字母顺序选择节
点。
将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的先决条件：

FaultPropagation
（由用户定义）

■

必须将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

Symantec 建议群集属性 HostMeters 应至少包含一个键。

■

服务组属性 Load 必须至少包含一个键。

■

当服务组属性 CapacityReserved 设置到 1 时，您无法将属性从
BiggestAvailable 更改为某个其他值，因为 VCS 引擎在为服务组
确定 BiggestAvailable 时会保留系统容量。
当服务组联机切换完成时，在下一个预测周期后，
CapacityReserved 会被重置。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Priority

指定当资源出现故障时 VCS 是否应该将故障向上传播到父资源并使
整个服务组脱机。
值 1 指示如果组的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则资源出现故障时
VCS 会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值 0 指示资源出现故障时，无论
Critical 属性为何值，VCS 都不会使其他资源脱机， 服务组无法在资
源出现故障时进行故障转移。

FromQ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指示服务组从其进行故障转移的系统名称。当组事件（例如组内的资
源故障或组切换）直接导致服务组故障转移时，便会指定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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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zen

禁用代理执行的所有操作，包括自动启动、联机、脱机以及故障转移
（监视操作除外）。（VCS 提供的所有代理都遵守此约定。）

（仅供系统使用）

GroupOwner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未冻结）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和日志记录。当发生与服务组相关的
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请注意，
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触发通知。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GroupOwner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
义的收件人。

GroupRecipients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 当发生与服务组相关的事件并且事
件的严重性级别等于或大于此属性中指定的级别时，VCS 会向该属
性中指定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GroupRecipients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电子邮件 ID：注册为通知收件人的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严重性：必须发送通知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Guests

拥有服务组 Guest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适用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IntentOnline

指示要使服务组保持联机状态还是脱机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如果已尝试使服务组联机，则 VCS 将此属性设置为 1。
对于故障转移组，VCS 会在组脱机时将此属性设置为 0。
对于并行组，当组脱机或者当组出现故障且可以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
统时，将系统的此属性设置为 0。
如果 VCS 尝试自动启动服务组，则 VCS 会将服务组的此属性设置
为 2；例如，尝试在 AutoStartList 中的某个系统上使服务组联机。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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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OnlineList

列出在第一次探查时发现可有意联机的资源处于 ONLINE 状态的节
点。 IntentionalOnlineList 与 AutoStartList 一起用来确定当群集启动
时服务组应转为联机状态的节点。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不适用

LastSuccess

指示服务组上次联机的时间。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Load

指示系统上的服务组施加的多维值表示负载。

（由用户定义）

当群集属性 Statistics 已启用时，允许的键值为 CPU、Mem 和
Swap。这些键的值采用 MeterUnit（群集属性）中指定的相应单位。
当为 VMSG 启用群集属性 Statistics 时，允许的键值为 SCPU 和
SMem。这些键的值采用 MeterUnit（群集属性）中指定的相应单位。
当群集属性 Statistics 未启用时，允许的键值为 Units。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适用的其他注意事项如下：
■

■

当群集中的服务组属性 CapacityReserved 设置为 1 时以及当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时，您无法更改此属性。
这是因为 VCS 引擎会根据服务组属性 Load 保留系统容量。
当服务组联机切换完成时，在下一个预测周期后，
CapacityReserved 会被重置。
如果服务组的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则必须
至少使用下列键之一指定属性 Load：
■ CPU
■

Mem

■

swap

■

SCPU

■

SMem

对于物理服务器，服务组的 Load 属性表示该服务组的 CPU、内存
和交换要求。如果服务组包含虚拟机资源，Load 属性将基于虚拟机
资源（这些虚拟机资源是服务组的一部分）的 Utilization 属性派生。
这种情况下，您无法编辑 Load 属性并且该属性将不存在于 main.cf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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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Faults

指定 VCS 是否通过对资源调用 Clean 函数来管理服务组内的资源故
障。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由用户定义）

NONE - VCS 不会对组中的任何资源调用 Clean 函数。您必须手动
地处理资源故障。
请参见第 398 页的“ 关于控制在资源发生故障时 的 Clean 行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ALL

ManualOps

指示是否允许对服务组执行手动操作。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 = 1（启用）

MeterWeight
（由用户定义）

代表为群集属性的 HostMeters 键指定的权重，以便在多个系统满足
服务组属性的负载要求时确定适用于该服务组的目标系统。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在 main.cf 中配置该属性或在运行时更改该属性的其他注意事项：
■

■

■

■

MigrateQ
（仅供系统使用）

NumRetries
（仅供系统使用）

OnlineAtUnfreeze
（仅供系统使用）

这是可选的服务组属性。如果没有为组定义该属性，VCS 会考虑
群集属性 MeterWeight。
要在单个组级别覆盖该属性，请在运行时或在 main.cf 文件中定
义该属性。请确保键是群集属性 HostAvailableMeters 的子集。
当群集中的服务组属性 CapacityReserved 设置为 1 时，您无法
更改此属性。
键值表示对应参数的权重。它应该在 0 到 10 范围内。

指示服务组从其中迁移的系统。当间接导致组故障转移（例如系统关
闭或者链接到该组的其他组出现故障）时，便会指定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指示尝试使服务组联机的次数。仅当为服务组设置了 OnlineRetryLimit
属性时，才会使用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当某个节点或某个服务组已冻结时，OnlineAtUnfreeze 属性会指定
在解冻它或某个节点后脱机服务组如何作出反应。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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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ClearParent

当为服务组启用此属性并且服务组联机或被检测到联机时，VCS 会
清除联机类型（例如本地联机、全局联机和远程联机）的所有父组的
故障。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例如，假设父组和子组均出现故障并且它们均无法故障转移。 后来，
当 VCS 尝试使子组联机并且该组联机或被检测到联机时，VCS 引擎
会清除父组的故障，从而也允许 VCS 重新启动父组。
OnlineRetryInterval
（由用户定义）

OnlineRetryLimit
（由用户定义）

OperatorGroups
（由用户定义）

Operators
（由用户定义）

表示一个时间间隔（秒），如果在该间隔内服务组在同一系统上成功
重新启动后又出现故障，则应当进行故障转移，即使属性
OnlineRetryLimit 非零也是如此。这可防止组在同一系统上连续出现
故障并重新启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如果该属性非零，则指定 VCS 引擎在放弃重新启动出现故障的服务
组并尝试将组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统之前，尝试在出现组故障的系统
上重新启动故障服务组的次数。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拥有服务组 Operator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组的列表。此属性适用于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拥有组操作权限的 VCS 用户的列表。Group Operator 只能执行与特
定组相关的联机/脱机以及临时冻结/取消冻结操作。
请参见第 76 页的“关于 VCS 用户权限和角色”。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Parallel

指示服务组是故障转移 (0)、并行 (1) 还是混合型 (2) 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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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Count

路径中尚未脱机的资源数。当此数值降至零时，引擎可以在发生严重
故障的情况下使整个服务组脱机。

（仅供系统使用）

PCVAllowOnline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指示是否可在不受 VCS 控制的节点上使服务组中启用 ProPCV 的资
源联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请参见第 401 页的“关于防止并发冲突”。
PolicyIntention
（仅供系统使用）

在 hagrp -online -propagate 命令和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命令中所列出的服务组上充当锁：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如果依赖关系树中服务组的 PolicyIntention 设置为非零值，则此属性
阻止服务组进行任何其他操作。PolicyIntention 可以使用三个值。
■

值 0 表示服务组不属于 hagrp -online -propagate 操作或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操作的一部分。

■

值 1 表示服务组属于 hagrp -online -propagate 操作的一
部分。
值 2 表示服务组属于 hagrp -offline -propagate 操作的
一部分。

■

PreOnline
（由用户定义）

指示 VCS 引擎不应当以使服务组联机来响应手动组联机、组自动启
动或组故障转移。该引擎应该运行 PreOnline 触发器。
对于此属性，您可以设置一个局部值（为每个系统各自设置），也可
以设置一个全局值。借助为每个系统各自设置的值，可以控制群集中
特定节点上的 PreOnline 触发器的触发。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本地更改为全局：
# hagrp -loc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全局更改为本地：
# hagrp -glob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value> ... | <key> ... | {<key> <value>} ...
有关 -local 和 -global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与 hagrp 命令
关联的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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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nlining

表示 VCS 引擎已调用 preonline 脚本，但是此脚本在组联机之后仍
未返回。

（仅供系统使用）

PreonlineTimeout
（由用户定义）

先决条件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定义 preonline 脚本对组运行命令 hagrp -online -nopre 可用的最
长时间（秒）。请注意，HAD 仅在迁移过程中使用此超时设置。例
如，当用户在正在迁移服务组的系统上运行命令 hastop -local
-evacuate 且调用 Preonline 触发器时。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一组无序 name=value 对，表示服务组所需的特定资源。如果不满足
先决条件，则组无法联机。Prerequisites 的格式为：
Prerequisites() = {Name=Value, name2=value2}。
设置 Prerequisites 时使用的名称是任意的，不是从系统获取的。请
将 Prerequisites 中列出的 name=value 对与 Limits() 中列出的相同
name=value 对相匹配。
请参见第 420 页的 System limits and service group prerequisites。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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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witch

指示 VCS 引擎是否应调用 PreSwitch 操作以响应某个手动服务组切
换操作。

（由用户定义）

注意：该引擎在出现组故障期间或当使用 -any 选项来切换组时不
会调用 PreSwitch 操作。
必须在远程群集上的全局组定义中定义此属性。此属性可以采用以下
值：
0 - VCS 引擎正常切换服务组。
1 - VCS 引擎基于资源的 PreSwitch 操作的输出切换服务组。
如果将该值设置为 1，则 VCS 引擎会查找该服务组中支持 PreSwitch
操作的任何资源。如果没有为任何资源定义该操作，则 VCS 引擎会
正常切换服务组。
如果该操作是为一个或多个资源定义的，则 VCS 引擎会为那些资源
调用 PreSwitch 操作。如果所有操作都成功，则该引擎会切换该服务
组。如果其中任何操作失败，则该引擎会中止切换操作。
该引擎会并行调用 PreSwitch 操作以等待所有这些操作完成以决定是
否执行某个切换操作。 VCS 引擎会将该操作的输出报告到引擎日志
中。PreSwitch 操作不会更改该配置或群集状态。
请参见第 571 页的“管理全局群集设置中的全局服务组”。

PreSwitching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示该 VCS 引擎已调用该代理的 PreSwitch 操作；但是，该操作尚
未完成。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PrintTree

指示是否将资源依赖关系树写入配置文件中。值 1 指示写入该树。

（由用户定义）

注意：对于超大型配置，输出树和转储配置所用的时间会很长。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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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允许用户指定服务组并确定其优先级。VCS 不解释该值；相反，用
户可以使用此属性来配置服务组的优先级以及响应特定事件所需的操
作序列。

（由用户定义）

如果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群集级属性值设置为 Group，则 VCS
将使用此 Priority 属性值计算节点权重以确定 I/O 防护竞争过程中未
发生故障的子群集。
VCS 根据服务组的优先级分配以下节点权重：

Priority
1
2
3
4
0 or >=5

Node weight
625
125
25
5
1

节点权重的高低与优先级值的高低关联。节点权重是处于
ONLINE/PARTIAL 状态的服务组的节点权重值之和。
请参见第 296 页的“关于首选防护”。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Probed

指示组中所有已启用的资源是否已被各自的代理检测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ProbesPending

每个系统上尚待代理检测的资源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ProPCV

对于启用 ProPCV 的资源，指示是否主动防止服务组发生并发冲突。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请参见第 401 页的“关于防止并发冲突”。
Responding
（仅供系统使用）

表示 VCS 引擎正在响应故障转移事件并正在使服务组联机或对节点
进行故障转移。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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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仅供内部使用。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由用户定义）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路径。
在配置此属性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main.cf

State

每个系统上的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OFFLINE - 所有非持久性资源均处于脱机状态。
ONLINE - AutoStart 属性等于 1 的所有资源均处于联机状态。
FAULTED - 组中至少有一个关键资源出现故障或者受到故障的影响。
PARTIAL - 至少有一个（但不是全部）Operations=OnOff 的资源处
于联机状态，并且不是所有的 AutoStart 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
STARTING - 组正尝试进行联机。
STOPPING - 组正尝试进行脱机。
MIGRATING - 组正尝试将源系统中的资源迁移到目标系统中。此状
态应该仅会以多种状态的组合形式出现，例如，
ONLINE|STOPPING|MIGRATING、
OFFLINE|STARTING|MIGRATING 和 OFFLINE|MIGRATING。
组状态可以是上述多种状态的组合。例如，OFFLINE | FAULTED、
OFFLINE | STARTING、PARTIAL | FAULTED、PARTIAL |
STARTING、PARTIAL | STOPPING、ONLINE | STOPPING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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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DownPolicy

确定当系统关闭时是否自动禁用服务组，以及当系统重新启动或正常
关闭时是否使服务组脱机。

（由用户定义）

如果 SysDownPolicy 包含 AutoDisableNoOffline 键，则下列条件适
用：
■

当系统关闭、正常关闭或检测为关闭时，自动禁用服务组。

■

当系统重新启动或正常关闭时，不使服务组脱机。

有效值：空的键列表或 AutoDisableNoOffline 键
默认值：空的键列表
例如，如果 SysDownPolicy 为 AutoDisableNoOffline 的服务组在系
统 sys1 上联机，则它对于各种命令有以下影响：
■

拒绝 的 hastop -local -evacuate 命令

■

接受 hastop -sysoffline 命令，但是不使 SysDownPolicy
为 AutoDisableNoOffline 的服务组脱机。
拒绝 hastop -all 命令。

■

SystemList
（由用户定义）

SystemZones
（由用户定义）

配置为运行该服务组的系统及其优先级的列表。数值较低指示首选该
系统作为故障转移目标。

注意：必须在设置 AutoStartList 属性之前定义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无）

指示 SystemList 属性内授予故障转移优先权的虚拟子列表。值为字
符串/整数对。字符串键是 SystemList 属性中的系统名称，整数是区
域编号。具有同一区域编号的系统是同一区域的成员。如果服务组在
区域中的某个系统上出现故障，则无论 FailOverPolicy 属性授予何种
策略，都会授予此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一区域内其他系统的优先权。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无）

注意：当 SiteAware 设置为 1 且定义了站点时，您无法修改此属
性。
Tag

标识针对特定 VCS 产品创建的特殊用途的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TargetCount

指示应该使服务组联机的目标系统的数量。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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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rozen

指示是否可以使服务组在群集中的节点上联机或脱机。如果该属性的
值为 1，则无法使服务组联机或脱机。

（由用户定义）

ToQ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未冻结）

指示该服务正在故障转移到的节点名称。当组事件（例如组内的资源
故障或组切换）直接导致服务组故障转移时，便会指定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TriggerEvent

仅供内部使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TriggerPath

用于自定义触发器路径。

（由用户定义）

如果启用了触发器，但触发器路径为 ""（默认），则 VCS 会从
$VCS_HOME/bin/ 目录调用触发器。如果指定备用目录，则 VCS 会
从该路径调用触发器。该值区分大小写。VCS 不删除 Trigger Path
值中的前导空格或尾随空格。如果路径包含前导空格或尾随空格，则
触发器可能无法执行。
您所指定的路径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VCS_HOME/TriggerPath/Trigger
例如，如果 TriggerPath 设置为 mytriggers/sg1，则 VCS 会在
$VCS_HOME/mytriggers/sg1/preonline/ 目录中查找 preonline 触发
器脚本。

TriggerResFaul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定义 VCS 在资源出现故障时是否调用 resfault 触发器。值 0 指示
VCS 不调用此触发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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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ResRestart

确定在资源重新启动时是否调用 resrestart 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477 页的“关于 resrestart 事件触发器”。
要针对特定资源调用 resrestart 触发器，请在资源级别启用此属性。
请参见第 698 页的“资源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禁用）

TriggerResStateChange 确定在资源状态发生更改时是否调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478 页的“关于 resstatechange 事件触发器”。
要针对特定资源调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请在资源级别启用此
属性。
请参见第 698 页的“资源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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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sEnabled

确定是否启用特定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默认情况下禁用触发器。您可以在全部节点或选定的节点上启用特定
触发器。有效值为 VIOLATION、NOFAILOVER、PREONLINE、
POSTONLINE、POSTOFFLINE、RESFAULT、
RESSTATECHANGE 和 RESRESTART。
要在节点上启用触发器，请采用以下格式添加触发器键：
TriggersEnabled@node1 = {POSTOFFLINE, POSTONLINE}
在节点 1 上启用 postoffline 和 postonline 触发器。
要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启用触发器，请采用以下格式添加触发器
键：
TriggersEnabled = {POSTOFFLINE, POSTONLINE}
这样便会在所有节点上都启用 postoffline 触发器和 postonline 触发
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本地更改为全局：
# hagrp -loc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全局更改为本地：
# hagrp -glob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value> ... | <key> ... | {<key> <value>} ...
有关 -local 和 -global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与 hagrp 命令
关联的手册页。
TypeDependencies
（由用户定义）

通过有序列表，在服务组列表中指定的资源类型与各个资源类型的所
有实例之间创建依赖关系。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UnSteadyCount

代表用于未决的联机或脱机操作的资源总数目。它是本地属性。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数

■

默认值：0

要列出该属性，请将 -all 选项与 hagrp -display 命令结合使用。
hagrp -flush 命令会重置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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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Assoc

该属性是一种自由形式的字符串关联属性，用于保存任何键值对。
Name 和 UITmeout 键由 VCS 运行状况视图保留。您不能删除这些
键或更新与这些键对应的值，但可以添加其他键并将其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本地更改为全局：
# hagrp -loc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您可按如下方式将属性的作用域从全局更改为本地：
# hagrp -global <service_group_name> <attribute_name>
<value> ... | <key> ... | {<key> <value>} ...
有关 -local 和 -global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与 hagrp 命令
关联的手册页。
UserIntGlobal

将此属性用于任何用途。VCS 不使用它。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UserStrGlobal
（由用户定义）

VCS 在 ClusterService 组中使用此属性。请不要修改 ClusterService
组中的此属性。此属性可在其他服务组中用于任何用途。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0

UserIntLocal

将此属性用于任何用途。VCS 不使用它。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UserStrLocal

将此属性用于任何用途。VCS 不使用它。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系统属性
表 D-4 列出了系统属性。

742

VCS 属性
系统属性

表 D-4

系统属性

系统属性

定义

AgentsStopped

当某个系统上运行的所有代理都停止时，此属性在该系统上
被设置为 1。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AvailableCapacity

指示系统的可用容量。

（仅供系统使用）

此属性的功能取决于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itics 的值。如果
Statisitics 的值是：
■

■

Enabled - 对 AvailableCpacity 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
响 VCS 的行为。
MeteringOnly 或 Disabled - 此属性根据使用 hasys
-load 命令指定的 Capacity、DynamicLoad（系统属性）
和 Load（服务组属性）填充。此值的键是 Units。

您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Capacity

代表系统的总容量。可能的值有：

（由用户定义）

■

■

Enabled - 属性 Capacity 由以绝对单位表示系统容量的计
量器自动填充。它具有 HostMeters 中指定的所有键，例
如 CPU、Mem 和 Swap。这些键的值按照群集属性
MeterUnit 中指定的相应单位进行设置。
当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时，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
如果启用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那么对 Capacity 所
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响 VCS 的行为。
MeteringOnly 或 Disabled - 如果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MeteringOnly 或 Disabled，则允许您为 Capacity
定义一个值。此值是相对于群集中的其他系统的相对值，
并不反映与特定系统关联的任何实际值。此值的键是
Units。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100 个单位。
例如，管理员可以为 16 处理器的系统赋值 200，为 8 处
理器的系统赋值 100。
如果将 Statistics 设置为 MeteringOnly 或 Disabled，您可
以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也可以在运行时修改该
值。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取决于为 Statistics 设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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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BlockCount

在系统加入群集时，配置中的 512 字节块的数目。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nfigCheckSum

16 位的配置校验和，标识系统何时加入群集。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nfigDiskState

在系统加入群集时，磁盘上的配置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nfigFile

包含配置文件的目录。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etc/VRTSvcs/conf/config

ConfigInfoCnt
（仅供系统使用）

本地节点根据新的成员集消息预计的未完成的 CONFIG_INFO
消息计数。在处理新成员集的简短时间内此属性非零。当值
返回到 0 时，群集中所有节点的状态便已确定。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nfigModDate

到系统加入群集为止，最后一次修改配置的日期。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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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Binding

根据 BindTo 和 CPUNumber 的值，将 HAD 绑定到特定的处
理器 ID。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BindTo = NONE, CPUNumber = 0

CPUNumber 指定将 HAD 绑定到的处理器 ID。仅当将 BindTo
指定为 CPUNUM 时使用 CPUNumber。
BindTo 可具有下列值之一：
■

NONE： HAD 未绑定到任何处理器 ID。

■

ANY： HAD pin 到某处理器 ID，直到其处于 RUNNING
状态或 BindTo 已更改为止。
CPUNUM： HAD pin 到由 CPUNumber 指定的处理器
ID。
POOL： HAD pin 到在 Solaris Resource Manager 中配
置的指定池内的处理器 ID。

■

■

CPUThresholdLevel

根据各个级别日志的生成依据来确定 CPU 使用率的阈值。通

（由用户定义）

知级别为“严重”、“警告”、“通知”和“信息”，日志
存储在 engine_A.log 文件中。如果超过了“警告”级别，将
生成一则通知。在群集中，这些值在系统级别上可以配置。

■

例如，管理员可按以下方式设置 CPUThresholdLevel 的
值：
CPUThresholdLevel={Critical=95, Warning=80, Note=75,
Info=60}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Critical=90, Warning=80, Note=70, Info=60

■

■

CPUUsage

此属性已废弃。VCS 监视启动时的系统资源。

（仅供系统使用）
CPUUsageMonitoring

此属性已废弃。VCS 监视启动时的系统资源。

CurrentLimits

当前由系统维护计算的 Limits 值。

（仅供系统使用）

CurrentLimits = Limits -（所有服务组 Prerequisites 的和）。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DiskHbStatus

已废弃的属性。指示任何系统上通信磁盘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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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Load

系统维护的当前动态负载值。该值是使用 hasys -load 命令
在 VCS 外部设置的。指定动态系统负载后，VCS 将不使用
静态组负载。

（由用户定义）

EngineRestarted
（仅供系统使用）

EngineVersion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无）

指示群集中某个节点上的 hashadow 进程是否已重新启动
VCS 引擎 (HAD)。值 1 指示引擎已重新启动；值 0 指示引擎
尚未重新启动。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定 VCS 的主要版本、次要版本、维护修补程序版本以及局
部修补程序版本。
EngineVersion 属性的值采用十六进制格式。要检索版本信
息，请输入以下内容：
Major
Minor
Maint
Point

FencingWeight
（由用户定义）

Version: EngineVersion >> 24 & 0xff
Version: EngineVersion >> 16 & 0xff
Patch: EngineVersion >> 8 & 0xff
Patch: EngineVersion & 0xff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指示首选防护的系统优先级。此值是相对于群集中的其他系
统的相对值，并不反映与特定系统关联的任何实际值。
如果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群集级属性值设置为 System，
VCS 将使用此 FencingWeight 属性确定节点权重，从而确定
I/O 防护竞争期间未发生故障的子群集。
请参见第 296 页的“关于首选防护”。

Frozen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示是否可以使服务组在该系统上联机。如果此属性值为 1，
则无法使组联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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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IPAddr

确定 VCS 用于接受连接的本地 IP 地址。其他 IP 地址上的传
入连接将被丢弃。如果未设置 GUIIPAddr，则默认行为是通
过所有已配置的本地 IP 地址接受外部连接。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78 页的“ CLI 命令的用户权限”。

HostAvailableForecast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指示根据过去计量的 AvailableCapacity 而为群集中的系统预
测的可用容量。
如果群集属性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HostMonitor 代理
会自动填写此属性的值。它具有 HostMeters 中指定的所有
键，例如 CPU、Mem 和 Swap。这些键的值按照群集属性
MeterUnit 中指定的相应单位进行设置。
不能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HostMonitor
（仅供系统使用）

HostUtilization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HostMonitor 代理监视的主机资源列表。键值 Mem 和 Swap
以 MB 或 GB 为单位，而 CPU 以 MHz 或 GHz 为单位。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CPU, Mem, Swap }

指示主机上资源的使用率百分比，该百分比由 HostMonitor
代理计算。如果 Statistics 设置为 MeterHostOnly 或
Enabled，此属性会填写在群集属性 HostMeters 中指定的所
有参数。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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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Type

指示系统所使用的基本 VCS 密钥的许可证类型。可能的值包
括：

（仅供系统使用）

0 - DEMO
1 - PERMANENT
2 - PERMANENT_NODE_LOCK
3 - DEMO_NODE_LOCK
4 - NFR
5 - DEMO_EXTENSION
6 - NFR_NODE_LOCK
7 - DEMO_EXTENSION_NODE_LOCK

Limits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一组无序 name=value 对，表示系统上可用的特定资源。名
称是任意的，可以由管理员设置任何值。名称不是从系统获
取的。
Limits 的格式为：Limits = { Name=Value, Name2=Value2}。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

LinkHbStatus

指示任意系统上的专用网络链接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可能的值包括：
LinkHbStatus = { nic1 = UP、nic2 = DOWN }
其中，nic1 的值 UP 表示 nic1 上显示的群集中至少有一个对
等端。
nic2 的值 DOWN 表示 nic2 上显示的群集中没有对等端。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LLTNodeId

显示文件中定义的节点 ID。

（仅供系统使用）

/etc/llttab。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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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TimeCounter

系统维护的内部计数器，表示系统负载已高于
LoadWarningLevel 的秒数。每当系统负载降至
LoadWarningLevel 以下时，便会将此值重新设置为零。

（仅供系统使用）

如果启用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那么对 LoadTimeCounter
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响 VCS 的行为。

LoadTimeThreshold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如果系统负载等于或高于 LoadWarningLevel 的时间超过该
时间，将触发 LoadWarning 触发器。如果设置为 0，则会禁
用过载计算。
如果启用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那么对
LoadTimeThreshold 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响 VCS 的行
为。

LoadWarningLevel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0

负载达到临界限制时占总负载能力的百分比。如果设置为 0，
则会禁用过载计算。
例如，设置 LoadWarningLevel = 80 会将警告水平设置为
80%。
此属性可以设置为 1 到 100 的值。如果设置为 1，则只有当
系统负载等于系统负载能力的 1% 时才开始累计
LoadTimeCounter。如果设置为 100，则只有当系统负载等
于系统负载能力时才开始累计 LoadTimeCounter。
如果启用了群集级别属性 Statistics，那么对
LoadWarningLevel 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不会影响 VCS 的行为。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80

MemThresholdLevel

根据生成日志的级别确定内存利用率的阈值。通知级别为“严

（由用户定义）

重”、“警告”、“通知”和“信息”，日志存储在
engine_A.log 文件中。如果超过了“警告”级别，将生成一
则通知。在群集中，这些值在系统级别上可以配置。
例如，管理员可按以下方式设置 MemThresholdLevel 的值：

■

MemThresholdLevel={Critical=95, Warning=80, Note=75,
Info=60}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Critical=90, Warning=80, Note=70, Info=60

■

749

VCS 属性
系统属性

系统属性

定义

MeterRecord

用作带有预定义键的内部系统属性。仅在群集属性
AdpativePolicy 设置为 Enabled 时，才会更新此属性。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可能的键有：
■

AvailableGC：当 HostMonitor 代理更新系统属性
AvailableCapacity 时，存储群集属性 GlobalCounter 的
值。
如果处于运行状态的系统的 AvailableGC 值早于群集属性
GlobalCounter 的最后 24 个值，则表示：
■ 值不会以 HostMonitor 代理所要求的频率更新。
系统属性 AvailableCapacity 和 HostUtilization 的值会
失效。
ForecastGC：当系统 HostAvailableForecast 属性更新
时，存储群集属性 GlobalCounter 值。
如果处于运行状态的系统的 ForecastGC 值早于群集属性
GlobalCounter 的最后 72 个值，则表示：
■ HostMonitor 代理不会以要求的频率预测可用容量。
■

■

NoAutoDisable
（仅供系统使用）

■

系统属性 HostAvailableForecast 的值会失效。

■

当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时，如果
SystemList 中的任一运行中系统中的
HostAvailableForecast 值失效，则 VCS 不会应用
BiggestAvailable 策略。取而代之，它会考虑将 Priority
视为 FailOverPolicy 的值。

如果设置为 0，则此属性会在 VCS 引擎关闭时自动禁用服务
组。在引擎启动之前，这些组一直保持自动禁用状态（常规
成员集）。
此属性的值在节点加入（进入 RUNNING 状态）或离开群集
时更新。不能手动设置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NodeId

在以下位置中指定的系统（节点）标识：

（仅供系统使用）

/etc/llttab。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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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rpCnt

系统上已联机或即将联机的组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ReservedCapacity
（仅供系统使用）

指示当 FailOverPolicy 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时在系统上
为即将进入联机状态的服务组保留的容量。此属性包含
HostMeters 中指定的所有键（例如 CPU、Mem 和 Swap）。
这些键的值按照群集属性 MeterUnit 中指定的相应单位进行
设置。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当服务组完成联机切换时，在下一个预测周期后，
ReservedCapacity 会更新。
不能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ServerAvailableCapacity
（仅供系统使用）

HostMonitor 代理将测量物理服务器上可用于其他虚拟机的空
闲 CPU 和内存并填充此属性。这些键可以是 ServerCapacity
属性中的键的一个子集。CPU 以 vCPU 数量进行测量，而内
存则以 MB 或 GB 进行测量。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注意：您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计量操作会填
充此属性值。
ServerAvailableForecast
（仅供系统使用）

HostMonitor 代理将预测物理服务器中空闲的 CPU 和内存，
并填充此属性值。这些键可以是 ServerCapacity 属性中的键
的一个子集。CPU 以 vCPU 数量进行测量，而内存则以 MB
或 GB 进行测量。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注意：您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计量操作会填
充此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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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Capacity

HostMonitor 代理将测量物理服务器中的总 CPU 和内存，并
填充此属性值。这些键可以是在 HostMeters 群集属性中提到
的键的一个子集。您可使用以下命令获取 CPU 单位信息：

（仅供系统使用）

#ldm ls-devices -a -p cpu
CPU 单位信息以 VCPU 数量的形式返回。
您可使用以下命令获取内存单位信息：
#ldm ls-devices -a -p mem
内存单位信息以 MB 或 GB 的形式返回。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注意：您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计量操作会填
充此属性值。
ServerReservedCapacity
（仅供系统使用）

这是由 VCS 引擎填充的一个内部属性。评估故障转移目标
时，VCS 将从 ServerAvailableForecast 中减去
ServerReservedCapacity。VCS 在节点上将 VMSG 置于联
机状态时，VMSG 的加载要求会添加到
ServerReservedCapacity，直到下一轮计量周期。
■

类型和维数：浮点关联

■

默认值：不适用

注意：您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计量操作会填
充此属性值。
ShutdownTimeout

确定是否将系统重新启动视为系统上运行的服务组的故障。

（由用户定义）

在许多系统上，重新启动时首先会停止进程，然后关闭系统。
当 VCS 引擎停止时，会自动禁用其 SystemList 属性中包括
故障系统的服务组。但是，如果系统在 ShutdownTimeout 中
指定的秒数内关闭，则会将以前在故障系统上联机的服务组
视为故障服务组并进行故障转移。Symantec 建议您根据关闭
系统所用的平均时间设置此属性。
如果不希望将系统重新启动视为故障，则将此属性的值设置
为 0。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0 秒

752

VCS 属性
系统属性

系统属性

定义

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由用户定义）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
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main.cf

SwapThresholdLevel

根据各个级别日志的生成依据来确定交换空间使用率的阈值。

（由用户定义）

通知级别为“严重”、“警告”、“通知”和“信息”，日
志存储在 engine_A.log 文件中。如果超过了“警告”级别，
将生成一则通知。在群集中，这些值在系统级别上可以配置。

■

例如，管理员可按以下方式设置 SwapThresholdLevel 的
值：
SwapThresholdLevel={Critical=95, Warning=80, Note=75,
Info=60}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Critical=90, Warning=80, Note=70, Info=60

■

■

SysInfo
（仅供系统使用）

提供特定于平台的信息，包括操作系统的名称、版本和发行
版本，运行该软件的系统的名称，以及硬件类型。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SysName

指示系统名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SysState

指示系统状态，例如 RUNNING、FAULTED、EXITED 等。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SystemLocation

指示系统的位置。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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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Owner

将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和日志记录。当发生与系统
相关的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发送电子邮件
通知。 请注意，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
事件都触发通知。

（由用户定义）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将通知发送给
SystemOwner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SystemRecipients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例如：unknown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 当发生与系统相关的事件
且事件的严重性级别等于或高于属性中指定的级别时，VCS
会将电子邮件通知发送给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SystemRecipients 或发送给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TFrozen
（由用户定义）

TRSE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电子邮件 ID：注册为通知收件人的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严重性：必须发送通知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指示是否可在节点上使服务组联机。如果此属性的值为 1，
则无法使服务组联机。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定距“Regular State Exit (常规状态退出)”的时间（秒）。
此时间为以下两个事件之间的持续时间：VCS 丢失 GAB 的
端口 h 成员集与 VCS 丢失端口 a 的成员集。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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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ownState

此属性具有四个值：

（仅供系统使用）

关闭 (0)：系统关闭，或者 GAB 和 LLT 未在系统上运行。
系统处于运行状态但不在群集成员集中 (1)：GAB 和 LLT 正
在运行，但是 VCS 引擎未运行。
系统处于运行状态且有危险 (2)：系统处于运行状态并且在群
集成员集中，但是只剩下一个网络链接 (LLT)。
系统处于运行状态 (3)：系统处于运行状态并且在群集成员集
中，且至少具有两条通往群集的链接。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UserInt

存储您要使用的整数值。VCS 不会解释此属性的值。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VCSFeatures

指示已启用哪些 VCS 功能。可能的值包括：

（仅供系统使用）

0 - 未启用任何功能 (VCS Simulator)
1 - 已启用 L3+
2 - 已启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
尽管 VCSFeatures 属性是一个整型属性，当您使用 hasys
-value 命令或 hasys -display 命令查询该值时，该属性在
值为 1 时显示为字符串 L10N，在值为 2 时显示为 DR。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群集属性
表 D-5 列出了群集属性。
群集属性

表 D-5
群集属性

定义

AdministratorGroups

拥有群集管理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组的列表。此属性适用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
群集。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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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s

包含拥有 Administrator 权限的用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AutoStartTimeout
（由用户定义）

AutoAddSystemtoCSG
（由用户定义）

BackupInterval
（由用户定义）

如果本地群集无法与一个或多个远程群集通信，则此属性指定 VCS 引擎应等待多少秒
后再为 AutoStart 全局服务组启动 AutoStart 进程。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50 秒

指示如果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群集中新加入的系统是否包含在该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值 1（默认值）表示新系统已添加到 ClusterService 的 SystemList
中。值 0 表示新系统未添加到 ClusterService 的 SystemList 中。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

以分钟为单位的时间段。经过该时间段后，如果配置处于可读写模式，VCS 将备份配
置文件。
值 0 指示 VCS 不备份配置文件。此属性应至少设置为 3。
请参见第 186 页的“安排对 VCS 配置文件进行自动备份”。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CID

CID 为群集提供了通用唯一标识。

（由系统定义）

当引擎将 hacf 生成的快照传递给 VCS 后，VCS 将填充此属性。在 VCS 即将从
LOCAL_BUILD 状态进入 RUNNING 状态时，会发生这种情况。
VCS 在收到来自引擎的快照后，将读取 /etc/vx/.uuids/clusuuid 文件。VCS 将该文件
的内容用作 CID 属性的值。clusuuid 文件中的第一行不能为空。如果该文件不存在或
为空，VCS 将正常退出并抛出一个错误。
在 RUNNING 状态下加入群集的节点将收到 CID 属性，作为 REMOTE_BUILD 快照
的一部分。在该节点完全加入群集后，它将收到该快照。该节点将读取
/etc/vx/.uuids/clusuuid 文件以将它从快照中收到的值与该文件中存在的值进行比较。
如果值不匹配或该文件不存在，正在加入群集的节点将正常退出且不会加入群集。
要填充 /etc/vx/.uuids/clusuuid 文件，请运行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实用程
序。
请参见第 227 页的“配置和取消配置群集 UUID 值”。
您无法使用 haclus –modify 命令更改此属性的值。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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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State

指示群集的当前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lusterAddress

指定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由远程群集在连接到本地群集时使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ClusterLocation

指定群集的位置。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ClusterName

群集的名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ClusterOwner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用于 VCS 通知。当发生与群集相关的事件时，VCS 会向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
发送通知。 请注意，虽然 VCS 会记录多数事件，但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触发通知。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ClusterOwner 或发送给至
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请参见第 456 页的“关于 VCS 事件通知”。

ClusterRecipients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

例如：jdoe@example.com

此属性用于 VCS 电子邮件通知。 当发生与群集相关的事件且事件的严重性级别等于
或高于属性中指定的级别时，VCS 会将电子邮件通知发送给此属性中指定的人员。
请确保设置严重性级别，您希望在该级别上将通知发送给 ClusterRecipients 或发送给
至少一个在 NotifierMngr 代理的 SmtpRecipients 属性中定义的收件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电子邮件 ID：注册为通知收件人的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严重性：必须发送通知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ClusterTime

自 1970 年 1 月 1 日以来经过的秒数。此数值由处于运行状态的最低节点定义。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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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UUID

Availability Manager 指派给群集的唯一 ID。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mpareRSM
（仅供系统使用）

ConnectorState
（仅供系统使用）

CounterInterval
（由用户定义）

指示 VCS 引擎是否验证重复状态计算机的一致性。可以通过运行 hadebug 命令来设
置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指示广域连接器 (wac) 的状态。如果为 0，则表示 wac 未运行。如果为 1，则表示
wac 正在运行并且正在与 VCS 引擎通信。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使用属性 GlobalCounter 计数的间隔，指示将导致 GlobalCounter 属性增大的广播发
生的大概频率。
可以通过更改 CounterInterval 来修改 GlobalCounter 增量的默认值。如果将此属性增
加到超过 5 秒，请考虑增加 Shutdown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

CounterMissAction
（由用户定义）

CounterMissTolerance
（由用户定义）

CredRenewFrequency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5

指定当 GlobalCounter 没有随 CounterMissTolerance 与 CounterInterval 的乘积更新
时必须执行的操作。 可能的值为 LogOnly 和 Trigger。 如果您将 CounterMissAction
设置为 LogOnly，则系统日志将在引擎日志和 Syslog 中记录消息。 如果您将
CounterMissAction 设置为 Trigger，则系统调用默认操作为收集 comms tar 文件的触
发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LogOnly

指定从上次 GlobalCounter 更新到 VCS 报告问题之前所经过的时间间隔。 如果
GlobalCounter 没有随 CounterMissTolerance 与 CounterInterval 的乘积更新，则 VCS
报告该问题。 根据 CounterMissAction 值，执行适当操作。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20

多少天后 VCS 引擎会使用身份验证代理续订其凭据。例如，值 5 指示每隔 5 天续订
凭据；值 0 指示不续订凭据。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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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OnlineResource

定义是否可以删除联机资源。将此值设置为 1 会启用联机资源的删除操作。将此值设
置为 0 会禁用联机资源的删除操作。

（由用户定义）

将 hares -delete 命令与 -force 选项一起使用可以覆盖此行为。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 = 1

DumpingMembership

指示引擎正在将配置写入或转储到磁盘。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向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ngineClass

VCS 引擎 (HAD) 的调度等级。

（由用户定义）

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RT、TS、FSS、FX
其中，RT = 实时，TS = 分时，FSS = 共享调度程序，FX = 固定优先级。有关这些值
含义的信息，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RT

EnableFFDC

启用或禁用 FFDC 日志记录。 默认情况下，启用 FFDC 日志记录。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1

EnableVMAutoDiscovery

启用或禁用虚拟机自动发现。 默认情况下，虚拟机自动发现处于禁用状态。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0

EnginePriority
（由用户定义）

HAD 的运行优先级。通常，优先级值越高表示调度优先级就越高。会为每个调度类分
配一个优先级值范围。有关优先级值范围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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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Shutdown

定义 hastop 命令的选项。此属性可以采用下列值：

（由用户定义）

Enable - 处理所有 hastop 命令。这是默认行为。
Disable - 拒绝所有 hastop 命令。
DisableClusSto - 不处理 hastop -all 命令；处理所有其他 hastop 命令。
PromptClusStop - 运行 hastop -all 命令之前提示用户进行确认；处理所有其他 hastop
命令。
PromptLocal - 在运行 hastop -local 命令之前提示用户进行确认；拒绝所有其他 hastop
命令。
PromptAlways - 在运行任何 hastop 命令之前都提示用户进行确认。

FipsMode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Enable

指示是否为群集启用了 FIPS 模式。此值取决于系统上的代理模式。如果将 FipsMode
设置为 1，则将启用 FIPS 模式。 如果将 FipsMode 设置为 0，则将禁用 FIPS 模式。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您可以按如下方式验证 FipsMode 值：
# haclus -value FipsMode

GlobalCounter

此计数器在每个计数器间隔内递增 1。在接收到广播时它会增大其值。

（仅供系统使用）

VCS 使用 GlobalCounter 属性来度量关闭系统所用的时间。默认情况下，每 5 秒更新
一次 GlobalCounter 属性。此默认值与 ShutdownTimeout 属性的默认值 600 秒结合
使用时，表示如果系统在 120 个 GlobalCounter 增量内关闭，视为故障。更改
CounterInterval 属性的值以修改 GlobalCounter 增量的默认值。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Guests

拥有群集 Guest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对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此属性有效。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GuestGroups

拥有群集 Guest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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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GuestAccess

指示在默认情况下，任何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是否都应享有群集的来宾访问权限。默
认的来宾访问权限可以是：

（由用户定义）

■

0：只有特权用户享有来宾访问权限。

■

1：每个人都享有来宾访问权限。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GroupLimit

最大服务组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200

HacliUserLevel

此属性具有两个区分大小写的值：

（由用户定义）

NONE - 对所有用户（无论是什么角色）禁用 hacli。
COMMANDROOT - 仅对 root 用户启用 hacli。

注意：命令 haclus -modify HacliUserLevel 只能由 root 用户执行。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NONE

HostAvailableMeters

列出可用于测量系统资源的计量器。您无法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

（仅供系统使用）

VCS 6.2 版本中增加了 SCPU 和 SMem 键。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键是参数的名称，值是计量库的名称。

■

默认值：HostAvailableMeters = { CPU = “libmeterhost_cpu.so”, Mem =
“libmeterhost_mem.so”, Swap = “libmeterhost_swap.so”, SCPU =
"libmeterserver_cpu.so", SMem = "libmeterserver_mem.so"}

HostMeters

指示当前在群集中计量的参数（CPU、Mem、Swap、SCPU 或 SMem）。

（由用户定义）

VCS 6.2 版本中增加了 SCPU 和 SMem 键。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HostMeters = {“CPU”, “Mem”, “Swap”, "SCPU", "SMem"}
您可以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您无法在运行时修改该值。
键必须是 CPU、Mem、Swap、SCPU 或 SMem 中的一个或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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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Memory

控制内存中的 VCS 引擎页的锁定。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值区分大小写：

（由用户定义）

ALL： 锁定所有当前页和将来页。
CURRENT： 锁定当前页。
NONE： 不锁定任何页。

LogClusterUUID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ALL

在每个日志消息中，启用或禁用对于群集 UUID 的日志记录。 默认情况下，不记录群
集 UUID。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LogSize

指示引擎日志文件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由用户定义）

最小值为 65536（等于 64KB）
最大值为 134217728（等于 128MB）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34217728 (128MB)

MeterControl

指示为 HostMeters 中指定的键计量和预测系统属性 AvailableCapacity 的时间间隔。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该属性包括下列键：

■

MeterInterval
HostMonitor 代理完成计量的频率（以秒为单位）。此键的值可以等于或大于 30。
默认值是 120，表示 HostMonitor 代理每隔 120 秒会计量可用容量并更新系统属性
AvailableCapacity 一次。HostMonitor 代理在每个监视周期中都会检查可用容量的
变化，当有变化时，HostMonitor 代理会在相同监视周期中更新值。仅当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或 MeterHostOnly 时，MeterInterval 值才适用。
ForecastCycle
计量周期数，经过这些周期之后可用容量预测即会完成。此键的值可以等于或大于
1。默认值是 3，表示每经过 3 个计量周期之后可用容量预测即会完成。假设默认
MeterInterval 值为 120 秒，则在 360 秒（6 分钟）之后预测即会完成。仅当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 时，ForecastCycle 值才适用。

■

您可以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您无法在运行时修改该值。MeterInterval 和
ForecastCycle 的值适用于 HostMeters 的所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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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Unit

表示所测量参数的单位。
VCS 6.2 版本中增加了 <SCPU, CPU> 和 <SMem, MB> 键。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CPU=CPU, Mem = MB, Swap = MB, SCPU = CPU, SMem = MB}

您可以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如果进行此配置，则它必须包含 HostMeters 中指定
的所有键的单位。您无法在运行时修改该值。
当 Statistics 设置为 Enabled，然后又将服务组属性 Load 设置为 Enabled 时，下列系
统属性会以 CPU、Mem、Swap、SCPU 或 SMem 等参数的对应单位表示：
■

AvailableCapacity

■

HostAvailableForecast

■

Capacity

■

ReservedCapacity

键值 Mem 和 Swap 可以 MB 或 GB 为单位，而 CPU 可以 CPU、MHz 或 GHz 为单
位。
MeterWeight
（由用户定义）

指示服务组在群集中的默认计量权重。您可以在 main.cf 文件中配置此属性，但无法
在运行时修改该值。如果在 main.cf 文件中定义此属性，则它必须至少定义一个键。
键的权重必须在 0 到 10 范围内。此属性仅允许来自 HostAvailableMeters 的键。
VCS 6.2 版本中增加了 <SCPU 10> 和 <SMem 10> 键，因而能在选择 BiggestAvailable
时为 CPU 和内存赋予相同的权重。
■

类型和维数：整型关联

■

默认值：{CPU = 10, Mem = 5, Swp = 1, SCPU = 10, SMem = 0}

Notifier

指示群集中通知程序的状态；具体来说：

（仅供系统使用）

State - 通知程序的当前状态，例如它是否连接到 VCS。
Host - 当前正在运行通知程序或者上次运行通知程序的主机。默认值 = None
Severity - VCS 用于通知程序的排队消息的严重性级别。值包括 Information、Warning、
Error 和 SevereError。默认值 = Warning
Queue - VCS 用于通知程序的排队消息队列的大小。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每个参数具有不同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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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ExternalCommunicationPort 指示是否允许在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进行通信。默认情况下，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
为 14141。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有效值：YES、NO

■

默认值：YES

■

YES：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是开放的。

■

NO：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不是开放的。

注意：当 VCS 的外部通信端口未开放时，由 RemoteGroup 代理创建的 RemoteGroup
资源以及由 hawparsetup 命令创建的用户将无法访问 VCS。
OperatorGroups

拥有群集 Operator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组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对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此属性有效。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Operators

拥有 Cluster Operator 权限的用户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PanicOnNoMem
（由用户定义）

PreferredFencingPolicy

指示当 VCS 引擎 (HAD) 由于内存不足无法从 GAB 接收消息时，您希望它采取的操
作。
■

如果该值为 0，VCS 将退出并显示警告。

■

如果值为 1，则 VCS 将调用 GAB 库例程以警示系统。

■

默认值：0

用于确定网络分裂时未发生故障的子群集的 I/O 防护争夺策略。有效值为 Disabled、
System、Group 或 Site。
Disabled：首选防护已禁用。防护驱动程序在协调点竞争期间优先选择具有最多节点
的子群集。
System：防护驱动程序在协调点竞争期间根据体系结构、CPU 数量或内存优先选择
功能最强大的系统。VCS 使用系统级别的属性 FencingWeight 来计算节点权重。
Group：防护驱动程序在协调点竞争期间优先选择具有较高优先级服务组的节点。VCS
使用组级别的属性 Priority 来确定节点权重。
Site：防护驱动程序在协调点竞争期间优先选择具有较高站点优先级的节点。VCS 使
用站点级别的属性 Preference 来确定节点权重。
请参见第 296 页的“关于首选防护”。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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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Msg

如果设置为 1，则在引擎日志中记录 TagM 消息。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ProcessClass

指示 VCS 引擎创建的进程的调度等级。例如，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 TS

ProcessPriority

VCS 引擎创建的进程的优先级。例如，触发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ReadOnly

指示群集处于只读模式。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

ResourceLimit

最大资源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5000

SecInfo
（由用户定义）

当 SecInfo 属性添加到将安全密钥作为属性值的 main.cf 文件中时，启用安全密码的
创建。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请参见第 168 页的“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
SecInfoLevel

表示密码加密权限级别。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R

请参见第 168 页的“对代理密码进行加密”。
SecureClus
（由用户定义）

指示群集是否以安全的模式运行。值 1 表示群集以安全模式运行。VCS 正在运行时不
能修改此属性。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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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Aware

指示是否为群集配置站点。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布尔型标量

■

默认值：0
可能的值包括：
■ 1：配置站点。
■

0：不配置站点。

可通过 配置站点。 使用 进行配置时，此属性将自动设置为 1。 如果没有为群集中的
某些节点配置站点信息，这些节点将被放置于默认站点下，且具有最低优先级。
请参见第 773 页的“站点属性”。
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由用户定义）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统计信息

指示是否启用统计数据收集，以及 FailOverPolicy 是否可以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Enabled
您无法在运行时修改该值。
可能的值包括：
■ Enabled：HostMonitor 代理会计量主机利用率，并预测群集中系统的可用容
量。如果设置此值，则任何服务组的 FailOverPolicy 均无法设置为 Load。
■ MeterHostOnly：HostMonitor 代理会计量主机利用率，但不会预测群集中系统
的可用容量。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无法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 Disabled：不启动 HostMonitor 代理。既不会计量主机利用率，也不会预测可
用容量。服务组属性 FailOverPolicy 无法设置为 BiggestAvailable。

请参见第 721 页的“服务组属性”。
Stewards

运行 steward 进程的系统的 IP 地址和主机名。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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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RebootAction

确定是否在系统重新启动时忽略已冻结的服务组。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如果 SystemRebootAction 值为 IgnoreFrozenGroup，VCS 将忽略已冻结（TFrozen
和 Frozen）的服务组并使其余服务组脱机。如果已冻结的服务组对任何其他未冻结服
务组具有 firm 依赖关系或 hard 依赖关系，VCS 将显示错误。
如果 SystemRebootAction 值为空，VCS 将尝试使所有服务组脱机。由于 VCS 无法
在已冻结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正常停止，因此该节点上的应用程序可能会被
终止。

注意：SystemRebootAction 属性仅适用于系统重新启动时和系统关闭时。
TypeLimit

最大资源类型数。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00

UseFence

指示群集是否使用 SCSI-3 I/O 防护。

（由用户定义）

值 SCSI3 指示群集使用基于磁盘或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值 NONE 指示群集不使
用这两种防护。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NONE

UserNames

VCS 用户列表。安装程序将 admin 用作默认用户名。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关联

■

默认值：""

VCSFeatures

指示已启用哪些 VCS 功能。可能的值包括：

（仅供系统使用）

0 - 未启用任何功能 (VCS Simulator)
1 - 已启用 L3+
2 - 已启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
即使 VCSFeatures 是整型属性，当使用 haclus -value 命令或 haclus -display 命令查
询该值时，如果值为 1，则显示为字符串 L10N，如果值为 2 则显示为 DR。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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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Mode

表示对 VCS 的授权模式。

（仅供系统使用）

尽管 VCSMode 是一个整型属性，当您使用 haclus -value 命令或 haclus -display 命
令查询值时，该属性在值为 0 时显示为字符串 UNKNOWN_MODE，在值为 7 时显示
为 VCS。

WACPor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本地群集上的 wac（广域连接器）进程侦听远程群集连接所用的 TCP 端口。 类型和
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4155

心跳属性（用于全局群集）
表 D-6 列出了心跳属性。 这些属性适用于全局群集。
表 D-6

心跳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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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AgentState

心跳代理的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INIT

Arguments
（由用户定义）

要传递到 agent 函数的参数列表。对于 Icmp 代理，此属性可以是远程
群集的 IP 地址。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向量

■

默认值：""

AYAInterval

两个心跳之间的间隔（秒）。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60 秒

AYARetryLimit
（由用户定义）

定义丢失心跳的最大次数，达到该次数后，代理将报告到群集的心跳丢
失。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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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Timeout

在取消心跳 AYA 函数之前，代理等待此函数返回 ALIVE 或 DOWN 的
最长时间（秒）。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

CleanTimeOut

Clean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取消。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ClusterList

远程群集的列表。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InitTimeout

Initialize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取消。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LogDbg

心跳的日志级别。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State

心跳的状态。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StartTimeout

Start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取消。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StopTimeout

Stop 函数必须在此时间（秒）内完成，否则将被取消而不停止心跳。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秒

远程群集属性
表 D-7 列出了 RemoteCluster 属性。这些属性适用于远程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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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Groups

拥有群集管理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组的列表。此属性适
用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Administrators

包含拥有 Administrator 权限的用户的列表。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CID

远程群集的 CID。

（仅供系统使用）

请参见第 755 页的“群集属性”。

ClusState

指示本地群集感知到的远程群集的当前状态。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lusterAddress
（由用户定义）

指定远程群集的虚拟 IP 地址（由本地群集在连接到远程群
集时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ClusterName

群集的名称。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ClusterUUID

Availability Manager 指派给群集的唯一 ID。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ConnectTimeout

指定建立 WAC 到 WAC 连接所需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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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edState

指定远程群集状态转换为 FAULTED 之后，该群集的声明状
态。

（由用户定义）

请参见第 671 页的“灾难声明”。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

可以将该值设置为下列值中的任何一个：

EngineVersion
（仅供系统使用）

■

Disaster

■

Outage

■

Disconnect

■

Replica

指定 VCS 的主要版本、次要版本、维护修补程序版本以及
局部修补程序版本。
EngineVersion 属性的值采用十六进制格式。要检索版本信
息，请输入以下内容：
Major
Minor
Maint
Point

Version: EngineVersion >> 24 & 0xff
Version: EngineVersion >> 16 & 0xff
Patch: EngineVersion >> 8 & 0xff
Patch: EngineVersion & 0xff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Guests

拥有群集 Guest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帐户的列表。

（仅供系统使用）

对于以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此属性有效。

OperatorGroups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拥有群集 Operator 权限的操作系统用户组的列表。对于以
安全的模式运行的群集，此属性有效。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300 秒

Operators

拥有 Cluster Operator 权限的用户的列表。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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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ConnectInterval

指定连续两次尝试连接到远程群集之间的时间（以秒为单
位）。

（由用户定义）

SocketTimeout
（由用户定义）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5

指定 WAC 到 WAC 心跳的时间（以秒为单位）。如果在指
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 IAA，将假定与远程 WAC 的连接中
断。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80

SourceFile

从中读取配置的文件。不要在 main.cf 中配置此属性。

（仅供系统使用）

在运行配置此属性的命令之前，请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存在该
路径。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VCSFeatures

指示已启用哪些 VCS 功能。可能的值包括：

（仅供系统使用）

0 - 未启用任何功能 (VCS Simulator)
1 - 已启用 L3+
2 - 已启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
即使 VCSFeatures 是整型属性，当使用 haclus -value 命令
或 haclus -display 命令查询该值时，如果值为 1，则显示为
字符串 L10N，如果值为 2 则显示为 DR。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VCSMode

表示对 VCS 的授权模式。

（仅供系统使用）

尽管 VCSMode 是一个整型属性，当您使用 haclus -value
命令或 haclus -display 命令查询值时，该属性在值为 0 时
显示为字符串 UNKNOWN_MODE，在值为 7 时显示为
VCS。

WACPort
（仅供系统使用）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不适用

远程群集上的 wac（广域连接器）进程侦听其他群集连接所
用的 TCP 端口。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

默认值：1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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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属性

站点属性
表 D-8 列出了站点属性。
站点属性

表 D-8
站点属性

定义

Preference 表示站点的首选项。
(首选项)
■ 类型和维数：整型标量
（由用户定 ■ 默认值：3
义）
如果启用了首选防护功能，I/O 防护使用“首选项”值计算节点权重，如下所
示：
Preference

Node weight

1

10000

2

1000

3

100

4

10

SystemList 表示在一个站点下配置的系统列表。
（由用户定 ■
义）
■

类型和维数：字符串键列表
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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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辅助功能和 VCS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CS 中的辅助功能

■

导航和键盘快捷键

■

支持辅助功能设置

■

辅助技术支持

关于 VCS 中的辅助功能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符合 Rehabilitation Act（美国康复法案）第 508 条款中规定
的软件的辅助功能要求：
http://www.access-board.gov/508.htm
Cluster Server 为主要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操作和菜单项提供快捷方式。 Cluster
Server 与操作系统的辅助功能设置及各种辅助技术兼容。所有手册还以可访问的
PDF 文件提供，而在线帮助则以 HTML 格式提供（可在兼容的查看器中显示）。

导航和键盘快捷键
VCS 使用标准的操作系统导航键和键盘快捷键。 对其独有的功能，VCS 使用自己
的导航键和键盘快捷键，说明如下。

在 Java 控制台中导航
表 E-1 列出了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中使用的键盘导航规则和快捷方
式，还包括操作系统提供的导航规则和快捷方式。

辅助功能和 VCS
支持辅助功能设置

表 E-1

键盘输入和快捷方式

VCS 键盘输入

结果

[Shift F10]

打开上下文相关的弹出菜单

[空格键]

选择一项

[Ctrl Tab]

在表外部导航

[F2]

允许编辑单元格

在 Web 控制台中导航
对于支持的浏览器，Web 控制台支持基于标准浏览器的导航和快捷键。
所有 Symantec GUI 都采用以下键盘导航标准：
■

Tab 键按照预设的顺序将光标移至下一个活动区域、字段或控件。

■

Shift+Tab 以相反的顺序移动光标。

■

使用向上键和向下键可在列表中的项目间上下移动光标。

■

使用 Enter 或空格键都可以激活所选的内容。 例如，在向导面板上按 Tab 选择
了 Next 以后，按空格键会显示下一个屏幕。

支持辅助功能设置
Symantec 软件可对操作系统的辅助功能设置做出响应。
在 UNIX 系统上，可以使用桌面首选项或桌面控件更改辅助功能设置。

辅助技术支持
Symantec 提供辅助技术支持，如下所述：
■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与 JAWS 4.5 兼容。

■

尽管屏幕阅读器可以读取文档中的图形，但是将屏幕阅读器设置为忽略图形时
可提高性能。

■

除英文版屏幕阅读器以外，Symantec 尚未对其他语言版本的屏幕阅读器进行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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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删除群集 575

A
ActionTimeout 属性 706
ActiveCount 属性 722
AdaptiveHA
关于 391
启用 392
AdministratorGroups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群集 755
Administrators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群集 755
AdvDbg 属性 706
AgentClass 属性 706
AgentDirectory 属性 706
AgentFailedOn 属性 706
AgentFile 属性 706
AgentPriority 属性 706
AgentReplyTimeout 属性 706
AgentStartTimeout 属性 706
AgentState 属性 768
AgentStopped 属性 743
Aler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 706
AMF 驱动程序 45
App.DisplayName 506
App.RestartAttempts 506
App.StartStopTimeout 506
ArgList 属性 706
ArgListValues 属性 698
AttrChangedTimeout 属性 706
Authority 属性
定义 722
关于 513
AuthorizationControl 属性 755
AutoAddSystemtoCSG 属性 755
AutoDisabled 属性 722
AutoFailOver 属性
定义 722

关于 389
AutoRestart 属性 722
AutoStart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资源 698
AutoStartIfPartial 属性 722
AutoStartList 属性 722
AutoStartPolicy 属性 722
AutoStartTimeout 属性 755
AvailableCapacity 属性 743
AvailableMeters 属性 706
安全的 VCS。. 请参见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安全通信 310, 312
安全性 310

B
BackupInterval 属性 755
BiggestAvailable 390
版本信息
检索 229
保存配置 186
保留字 68
列表 68
本地属性 67
编写 VCS 命令的脚本 234
标量属性维数 65
并发
防止冲突 401
布尔型属性类型 65

C
Capacity 属性 743
CapacityReserved 属性 722
CleanRetryLimit 属性 706
CleanTimeout 属性 706
CloseTimeout 属性 706
ClusState 属性 755
Cluster Administrator
关于 77
将用户添加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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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Explorer
保存配置文件 153
编辑属性 154
打开配置文件 152
导入资源类型 149
冻结服务组 125
冻结系统 151
访问 94
服务组配置向导 132
服务组视图 99
更改用户密码 116
更改用户权限 117
工具栏 95
关闭配置文件 153
关于 94
监视资源依赖关系 100
监视组依赖关系 99
禁用服务组 127
禁用资源 144
链接服务组 129
链接资源 145
命令中心 106
模板视图 104
配置树 96
启用服务组 126
启用资源 143
切换服务组 125
清除 ResourceInfo 属性 148
清除资源故障 145
取消冻结服务组 126
取消冻结系统 152
取消链接服务组 130
取消链接资源 146
群集查询 108
日志 160
删除服务组 121
删除用户 115
删除资源 140
使服务组联机 122
使服务组脱机 123
使资源联机 140
使资源脱机 141
使资源脱机并进行传播 141
视图面板 97
属性视图 98
刷新 ResourceInfo 属性 148
刷新服务组 128
探查资源 142
添加服务组 118

添加系统 150
添加用户 115
添加资源 135
通知程序向导 107
系统管理器 105
系统连接视图 102
修改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105
移走视图 97
用户管理器 106
远程群集状态视图 103
运行 HA 防火练习 149
状态视图 97
资源视图 100
自动启用服务组 128
Cluster Guest
关于 77
将用户添加为 188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 请参见 Java 控
制台
Cluster Monitor
故障转移期间的行为 90
监视群集对象 91
监视群集连接 90
面板 90
图标颜色 91
注销群集 114
Cluster Operator
关于 77
将用户添加为 188
ClusterAddress 属性 755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 722
ClusterList 属性 722
ClusterLocation 属性 755
ClusterName 属性 755
ClusterOwner 属性 755
ClusterRecipients 属性 755
ClusterTime 属性 755
ClusterUUID 属性 755
CompareRSM 属性 755
ComputeStats 属性 698
ConfidenceLevel 属性 698
ConfigBlockCount 属性 743
ConfigCheckSum 属性 743
ConfigDiskState 属性 743
ConfigFile 属性 743
ConfigInfoCnt 属性 743
ConfigModDate 属性 743
ConfInterval 属性
定义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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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406
ConnectorState 属性 755
ContainerInfo 属性 722
ContainerOpts 属性 706
CounterInterval 属性 755
CounterMissAction 属性 755
CounterMissTolerance 属性 755
CP 服务器
部署方案 371
迁移方案 371
CP 服务器数据库 305
CP 服务器用户权限 309
CPUBinding 属性 743
Critical 属性 698
CurrentCount 属性 722
CurrentLimits 属性 743
残障人士辅助功能
在 Java 控制台中 83
触发器。. 请参见 事件触发器
错误消息
代理日志 630
启动时 648
消息目录 639
引擎日志 630

D
DDNA 326
DefaultGuestAccess 属性 755
DeferAutoStart 属性 722
DeleteOnlineResource 属性 755
DiskHbStatus 属性 743
DumpingMembership 属性 755
dumptunables 事件触发器 471
DynamicLoad 属性 743
代理
IMF 42
从命令行启动 208
从命令行停止 208
对性能的影响 599
广域心跳 512
函数 38
基于轮询的资源监视 39
框架 42
类别 42
入口点 38
心跳 512
智能监视框架 42
智能资源监视 39

代理日志
格式 630
位置 630
调度等级 608
默认值 609
优先级范围 609
调度等级的优先级范围 608
动态应用程序放置
FailOverPolicy 属性 391
对称配置 50

E
Enabled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资源 698
EnableFFDC 属性 755
EnableVMAutoDiscovery 属性 755
EngineClass 属性 755
EnginePriority 属性 755
Enterprise Agent
关于 42
EPClass 属性 706
EPPriority 属性 706
Evacuate 属性 722
Evacuating 属性 722
ExternalStateChange 属性 706
二进制消息目录
关于 639
位置 639

F
Failover 属性 722
FailOverPolicy 属性 722
FaultOnMonitorTimeouts 属性 706
FaultPropagation 属性 706
FencingWeight 743
FipsMode 属性 755
FireDrill 属性 706
Flags 属性 698
FromQ 属性 722
Frozen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系统 743
防火练习
复制数据群集 583
关于 535
全局群集 535
灾难恢复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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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并发冲突
关于 401
非对称配置 49
服务器凭据
查看 110
服务组
从命令行冻结 204
从命令行联机 202
从命令行切换 203
从命令行取消冻结 205
从命令行删除 200
从命令行刷新 206
从命令行添加 200
从命令行显示依赖项 192
故障排除 651
迁移 204
使用配置向导创建 132
使远程组脱机 559
通过 Java 控制台冻结 125
通过 Java 控制台管理 118
通过 Java 控制台禁用 127
通过 Java 控制台联机 122
通过 Java 控制台链接 129
通过 Java 控制台启用 126
通过 Java 控制台切换 124
通过 Java 控制台取消冻结 126
通过 Java 控制台取消链接 130
通过 Java 控制台删除 121
通过 Java 控制台刷新 128
通过 Java 控制台添加 118
通过 Java 控制台脱机 123
通过 Java 控制台自动启用 127
通过命令行查询 192
通过命令行管理 200
服务组工作负载管理
Capacity 和 Load 属性 419
SystemZones 属性 396
负载策略 390
过载警告 420
基于负载的自动启动 397
示例配置 421
服务组属性 721
服务组依赖关系
autorestart 389
创建 452
关于 437
局限性 440
手动切换 454
通过 Java 控制台创建 129

通过 Java 控制台删除 130
优点 437
辅助功能
辅助技术支持 775
概述 774
辅助技术支持 775
复制数据配置 56
复制数据群集
关于 56

G
GAB
对性能的影响 598
关于 44, 289
可调参数 619
系统混乱时 605
GAB 可调参数
static
gab_kstat_size 619
动态 620
Control port seed 620
Driver state 620
Gab 队列限制 620
IOFENCE 超时值 620
Kill_ntries 620
Partition arbitration 620
定额标志 620
丢失的心跳停止 620
隔离超时值 620
继续终止 620
进程终止时停止 620
稳定超时值 620
重新加入时停止 620
静态 619
gab_conn_wait 619
gab_flowctrl 619
gab_isolate_time 619
gab_kill_ntries 619
gab_logbufsize 619
gab_msglogsize 619
gab_numnids 619
gab_numports 619
gab_isolate_time 计时器 605
GlobalCounter 属性 755
globalcounter_not_updated 事件触发器 471
Group Administrator
关于 77
将用户添加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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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44
Group Operator
关于 77
将用户添加为 188
Group 属性 698
GroupLimit 属性 755
GroupOwner 属性 722
GroupRecipients 属性 722
GuestGroups 属性 755
Guests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群集 755
GUI。 83
GUIIPAddr 属性 743
根代理 45
共享存储/复制数据配置 56
故障回复
关于 50
故障排除
logging 630
VCS 启动 648
服务组 651
通知 671
许可证密钥 674
站点 659
资源 657
关键字 68
列表 68
关联属性维数 65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47
管理
LLT 172
广域故障转移 56
VCS 代理 514
广域连接器 511
广域心跳代理 512

H
HA 防火练习
关于 277
haagent -display 命令 195
haagent -list 命令 200
haattr -add 命令 211
haattr -default 命令 212
haattr -delete 命令 211
hacf -verify 命令 185

hacf 实用程序
创建多个 .cf 文件 185
HacliUserLevel 属性
定义 755
关于 77
haclus -add 命令 573
haclus -declare 命令 573
haclus -delete 命令 573
haclus -display 命令
本地群集 196
全局群集 569
haclus -list 命令 569
haclus -modify 命令 573
haclus -state 命令 568
haclus -status 命令 569
haclus -value 命令
本地群集 196
全局群集 568
haclus -wait 命令 234
haconf -dump -makero 命令 186
haconf -makerw 命令 187
HAD
绑定到 CPU 609
对性能的影响 599
关于 43
had -v 命令 229
had -version 命令 229
HAD 的 CPU 绑定 609
HAD 诊断 641
hagrp - 预测命令
预测目标系统 193
hagrp -add 命令 200
hagrp -clear 命令 205–206
hagrp -delete 命令 200
hagrp -dep 命令 192
hagrp -disable 命令 205
hagrp -disableresources 命令 205
hagrp -display 命令
本地群集 192
全局群集 566
hagrp -enable 命令 205
hagrp -enableresources 命令 205
hagrp -freeze 命令 204
hagrp -link commandd 208
hagrp -list 命令
本地群集 199
全局群集 566
hagrp -modify 命令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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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rp -offline 命令
本地群集 203
全局群集 571
hagrp -online 命令
本地群集 202
全局群集 571
hagrp -resources 命令 192
hagrp -state 命令
本地群集 192
全局群集 565
hagrp -switch 命令
本地群集 203
全局群集 571
hagrp -unfreeze 命令 205
hagrp -unlink 命令 208
hagrp -value 命令 565
hagrp -wait 命令 234
hahb -add 命令 576
hahb -delete 命令 576
hahb -display 命令 570
hahb -global 命令 576
hahb -list 命令 570
hahb -local 命令 576
hahb -modify 命令 576
hahb 命令 576
halogin 命令 184
hamsg -info 命令 198
hamsg -list 命令 198
hanotify 实用程序 460
hares -action 命令 572
hares -add 命令 209
hares -clear 命令 223
hares -delete 命令 210
hares -dep 命令 193
hares -display 命令
本地群集 193
全局群集 567
hares -global 命令 214
hares -info 命令 572
hares -link 命令 221
hares -list 命令
本地群集 199
全局群集 567
hares -local 命令 212
hares -modify 命令 210
hares -offline 命令 222
hares -offprop 命令 222
hares -online 命令 222
hares -override 命令 224

hares -probe 命令 223
hares -state 命令 567
hares -undo_override 命令 224
hares -unlink 命令 221
hares -value 命令 566
hares -wait 命令 234
hashadow 进程 43
hastart 命令 180
hastatus -group 命令 197
hastatus 命令
本地群集 197
全局群集 569
hastatus–summary 命令 197
hastop 命令 181
hasys -display 命令
本地群集 196
全局群集 568
hasys -force 命令 180
hasys -freeze 命令 226
hasys -list 命令
本地群集 196
全局群集 568
hasys -modify 命令 226
hasys -nodeid 命令 226
hasys -state 命令 568
hasys -unfreeze 命令 227, 229
hasys -utilization 命令
本地群集 196
hasys -value 命令
全局群集 567
hasys -wait 命令 234
hatype -add 命令 223
hatype -delete 命令 223
hatype -display 命令 195
hatype -list 命令 194
hatype -modify 命令 223
hatype -resources 命令 194
hauser -add 命令 188
hauser -addpriv 命令 189–190
hauser -delete 命令 191
hauser -delpriv 命令 189–191
hauser -display 命令 191
hauser -list 命令 191
HostAvailableForecast 属性 743
HostAvailableMeters 属性 755
HostMeters 属性 755
HostMonitor 属性 743
HostUtilization 属性 743
后台驻留程序停机节点活跃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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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68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替换协调点
联机群集 367

I
I/O 防护
测试和情形 321
关于 45
include 子句
关于 59
InfoInterval 属性 706
InfoTimeout 属性 706
injeopardy 事件触发器 471
IntentionalOnlineList 属性 722
IntentOnline 属性 722
Istate 属性 698

J
Java 控制台
Cluster Explorer 94
Cluster Manager 87
残障人士辅助功能 83
查看服务器凭据 110
查看用户凭据 110
登录到群集 112
对性能的影响 601
概述 83
管理服务组 118
管理群集 83
管理日志 160
管理系统 150
管理用户配置文件 114
管理资源 134
排列图标 101
启动 86
群集查询 108
群集监视器 88
设置初始显示配置 85
通过 ssh 使用 85
图标 87
用户配置文件 114
运行命令 154
运行虚拟防火练习 149
注销群集 114
自定义显示方式 92
组件 87

Java 控制台视图
服务组 99
属性 98
系统连接 102
移走选项 97
远程群集状态 103
状态 97
资源 100
键列表属性维数 65
警报
通过 Java 控制台监视 162
通过 Java 控制台删除 163

K
开放式 IMF
概述 41
客户端进程
检测故障 605
快速重新打开 607
捆绑代理 42

L
LastOnline 属性 698
LastSuccess 属性 722
LicenseType 属性 743
Limits 属性 743
LinkHbStatus 属性 743
LLT 44
关于 289
可调参数 613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设置 618
LLTNodeId 属性 743
Load 属性 722
LoadTimeCounter 属性 743
LoadTimeThreshold 属性 743
loadwarning 事件触发器 472
LoadWarningLevel 属性 743
LockMemory 属性 755
LogClusterUUID 属性 755
LogDbg 属性 706
LogFileSize 属性 706
logging
代理日志 630
消息标记 630
引擎日志 630
LogSize 属性 755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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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脑

链接服务组 130
链接资源 146
启用服务组 127
启用资源 143
切换服务组 125
清除资源故障 145
取消冻结服务组 126
取消冻结系统 152
取消链接服务组 131
取消链接资源 147
删除服务组 122
删除系统 151
删除资源 140
使服务组联机 123
使服务组脱机 124
使资源联机 140
使资源脱机 141
使资源脱机并进行传播 142
刷新服务组 129
探查资源 142
添加服务组 120
添加系统 151
添加资源 136
执行命令 154
自动启用服务组 128

全局群集中 516

M
main.cf
include 子句 59
服务组定义 59
关于 59
群集定义 59
系统定义 59
资源定义 59
资源依赖关系子句 59
组依赖关系子句 59
ManageFaults 属性
定义 722
关于 398
ManualOps 属性 722
MemThresholdLevel 属性 743
MeterControl 属性 706
MeterEnabled 属性 706
MeterRecord 属性 743
MeterRegList 属性 706
MeterRetryLimit 属性 706
Meters 属性 706
MeterTimeout 属性 706
MeterWeight 属性 722
MigrateQ 属性 722
MonitorInterval 属性 706
MonitorMethod 属性 698
MonitorOnly 属性 698
MonitorStartParam 属性 706
MonitorTimeout 属性 706
MonitorTimeStats 属性 698
multinicb 事件触发器 473
密码
通过 Java 控制台更改 116
命令
脚本 234
命令中心
保存配置文件 153
编辑属性 155
打开配置文件 153
冻结服务组 125
冻结系统 151
访问 107
关闭配置文件 153
忽略父资源选项 142
禁用服务组 127
禁用资源 144

模板
访问模板视图 104
添加服务组 120
添加资源 137
目标选择 391

N
N 对 1 配置 50
N 对 N 配置 53
N+1 配置 52
Name 属性 698
NoAutoDisable 属性 743
NodeId 属性 743
nofailover 事件触发器 473
Notifier 属性 755
NumRetries 属性 722
NumThreads 属性
定义 706
对性能的修改 599

O
OfflineMonitorInterval 属性 706
OfflineTimeout 属性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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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lineWaitLimit 属性 706
On-Off 资源 34
On-Only 资源 34
OnGrpCnt 属性 743
OnlineAtUnfreeze 属性 722
OnlineClass 属性 706
OnlinePriority 属性 706
OnlineRetryInterval 属性 722
OnlineRetryLimit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资源类型 706
OnlineTimeout 属性 706
OnlineWaitLimit 属性 706
OpenExternalCommunicationPort 属性 755
OpenTimeout 属性 706
Operations 属性 706
OperatorGroups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群集 755
Operators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群集 755

P
PanicOnNoMem 属性 755
Parallel 属性 722
Path 属性 698
PathCount 属性 722
PCVAllowOnline 属性 722
Persistent 资源 34
PolicyIntention 属性 722
postoffline 事件触发器 474
postonline 事件触发器 474
Preference 属性 773
PreferredFencingPolicy 属性 755
preonline 事件触发器 474
PreOnline 属性 722
PreOnlineTimeout 属性 722
PreOnlining 属性 722
Prerequisites 属性 722
PreSwitch 属性 722
PreSwitching 属性 722
PrintMsg 属性 755
PrintTree 属性 722
Priority 属性 722
Probed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资源 698
ProbesPending 属性 722

ProcessPriority 属性 755
ProPCV 属性 722
配置
“N-to-N (N 对 N)” 53
N-to-1（N 对 1） 50
N+1 52
保存 186
创建快照 187
对称 50
非对称 49
复制数据 56
共享存储/复制数据 56
全局群集 56
设置为可读取/写入的 187
设置为只读的 186
通过 Java 控制台保存 153
通过 Java 控制台打开 152
通过 Java 控制台关闭 153
无共享 55
验证 185
转储 186
配置文件
main.cf 59
types.cf 59
创建快照 187
从快照还原 187
读取/写入到只读 190, 192, 194–198, 203, 205
生成 59
配置语言
本地属性和全局属性 67

Q
迁移
服务组 204
全局服务组
通过 Java 控制台管理
通过命令行查询 565
通过命令行管理 571
全局群集
操作 509
切换远程组 560
使远程组联机 558
通过 Java 控制台删除
通过 Java 控制台添加
全局群集配置 56
全局属性 67
全局心跳
通过 Java 控制台管理
通过 Java 控制台删除

556

553
549

560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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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Java 控制台修改 561
通过命令行管理 576
权限。. 请参见 用户权限
群集
监视过程的条件 30
连接到群集监视器 111
启动过程的条件 30
数据存储的条件 31
停止过程的条件 30
通过 Java 控制台管理 152
许可和主机名问题 31
群集查询
在 Java 控制台中 108
群集的安全模式
禁用 232
启用 232
群集监视器
菜单 89
登录到群集 112
工具栏 89
关于 88
管理 111
配置现有面板 111
配置新面板 111
添加群集 111
暂停面板的滚动 92
折叠显示 92
群集名称
在全局配置中更改 574
群集属性 755

R
ReadOnly 属性 755
resadminwait 事件触发器 475
ResContainerInfo 属性 698
ReservedCapacity 属性 743
resnotoff 事件触发器 476
ResourceInfo 属性
定义 698
通过 Java 控制台清除 148
通过 Java 控制台刷新 148
ResourceLimit 属性 755
ResourceOwner 属性 698
ResourceRecipients 属性 698
Responding 属性 722
resrestart 事件触发器 477
resstatechange 事件触发器 478
Restart 属性 722

RestartLimit 属性
定义 706
关于 406
日志
通过 Java 控制台查看 109
通过 Java 控制台搜索 160
在 Java 控制台中自定义显示方式 160
日志文件 668
入口点
对性能的修改 599
关于 38

S
ScriptClass 属性 706
ScriptPriority 属性 706
SCSI-3 持久性保留 315
SecInfo 属性 755
SecInfoLevel 属性 755
SecureClus 属性 755
ServerAvailableCapacity 743
ServerAvailableForecast 743
ServerCapacity 743
ServerReservedCapacity 743
Settings (设置) 506
SGWM 的 Load 策略 390
SGWM 的过载警告 420
ShutdownTimeout 属性 743
Signaled 属性 698
Simulator。. 请参见 VCS Simulator
SiteAware 属性 755
SNMP 456
HP OpenView 464
使用 HP OpenView NNM 合并事件 464
用于通知的文件 464
支持的控制台 456
SourceFile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群集 755
用于系统 743
用于资源类型 706
Start 属性 698
State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资源 698
Statistics 属性 755
steward 进程
关于 516
Stewards 属性 755
SupportedActions 属性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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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Operations 属性 706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根代理 45
关于 45
身份验证代理 45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查看凭据 110
SysDownPolicy 属性 722
SysInfo 属性 743
sysjoin 事件触发器 480
SysName 属性 743
sysoffline 事件触发器 479
SysState 属性 743
SystemList 属性 773
定义 722
关于 61, 201
修改 201
SystemLocation 属性 743
SystemOwner 属性 743
SystemRebootAction 属性 755
SystemRecipients 属性 743
SystemZones 属性 722
sysup 事件触发器 479
删除远程群集 575
身份验证代理 45
升级 main.cf 395
实用程序
hanotify 460
vxkeyless 171
vxlicinst 171
事件触发器
dumptunables 471
globalcounter_not_updated 471
injeopardy 471
loadwarning 472
multinicb 473
nofailover 473
postoffline 474
postonline 474
preonline 474
resadminwait 475
resnotoff 476
resrestart 477
resstatechange 478
sysjoin 480
sysoffline 479
sysup 479
unable_to_restart_had 480
violation 481

关于 469
使用 470
位置 470
属性
从命令行覆盖 224
关于 64
全局和本地 67
通过 Java 控制台编辑 154
通过 Java 控制台覆盖 143
用于服务组 721
用于群集 755
用于系统 742
用于心跳 768
用于资源 698
用于资源类型 706
远程群集 769
属性类型
布尔型 65
整型 65
字符串 65
属性维数
标量 65
关联 65
键列表 65
向量 65

T
Tag 属性 722
TargetCount 属性 722
TFrozen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系统 743
ToleranceLimit 属性 706
ToQ 属性 722
TriggerEvent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资源 698
TriggerPath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资源 698
TriggerResFault 属性 722
TriggerResRestart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资源 698
TriggerResStateChange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用于资源 698
TriggersEnabled 属性
用于服务组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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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资源 698
TRSE 属性 743
TypeDependencies 属性 722
TypeLimit 属性 755
TypeOwner 属性 706
TypeRecipients 属性 706
types.cf 59
条件语句 199
通知
hanotify 实用程序 460
SNMP 文件 464
错误消息 457
错误严重性级别 457
故障排除 671
关于 456
删除消息 458
使用向导进行设置 157
事件触发器 469
通知程序进程 459
消息队列 458
通知程序进程 459
通知程序资源配置向导 157
图标
颜色 91
在 Java 控制台中 87

U
umask
VCS 文件的设置 72
unable_to_restart_had 触发器 480
UnSteadyCount 属性 722
UpDownState 属性 743
UseFence 属性 755
UserAssoc 属性 722
UserInt 属性 743
UserIntGlobal 属性 722
UserIntLocal 属性 722
UserNames 属性 755
UserStrGlobal 属性 722
UserStrLocal 属性 722
Utilization 698

V

登录到 184
服务组故障排除 651
辅助功能 774
辅助技术支持 775
故障排除站点 659
使用 -force 启动 180
使用其他选项停止 182
事件触发器 469
停止操作的其他注意事项 183
通过命令行查询 192
通知 456
在不使用 -force 的情况下停止 182
注销 184
资源故障排除 657
VCS Simulator
从命令行模拟群集故障 284
描述 236
VCS 代理统计数据 610
VCS 属性 64
VCSFeatures 属性
用于群集 755
用于系统 743
VCSMode 属性 755
violation 事件触发器 481
vxfen。. 请参见 防护模块
vxkeyless 实用程序 171
vxlicinst 实用程序 171

W
wac 511
WACPort 属性 755
网络
检测故障 607
网络故障 102
网络链接
检测故障 604
无共享配置 55
无密钥许可证
产品级别 171
更改产品级别 171
设置产品级别 171

X
系统

VCS
logging 630
SNMP 和 SMTP 456
从命令行启动 180
从命令行停止 181

从命令行删除 229
从命令行添加 229
从命令行显示节点 ID 226
混乱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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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故障 604
客户端进程出现故障 605
快速重新打开 607
通过 Java 控制台冻结 151
通过 Java 控制台管理 150
通过 Java 控制台取消冻结 152
通过 Java 控制台删除 151
通过 Java 控制台添加 150
通过命令行管理 226
状态 693
系统和节点 31
系统属性 742
系统状态 693
向导
通知程序资源配置 157
远程群集配置 549
向量属性维数 65
消息标记
关于 630
协调器磁盘 298
DMP 设备 295
用于 I/O 防护 295
心跳
针对全局群集进行修改 576
心跳代理 512
心跳属性 768
性能
GAB 598
HAD 599
Java 控制台 601
VCS 的影响 598
代理 599
服务组进入联机状态时 602
服务组进入脱机状态时 603
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时 608
服务组切换时 608
网络链接出现故障时 604
系统出现故障时 604
系统混乱时 605
修改 NumThreads 属性 599
修改入口点 599
引导群集时 601
资源出现故障时 603
资源进入联机状态时 602
资源进入脱机状态时 602
虚拟防火练习
关于 277
虚拟业务服务
概述 482

功能 482
示例配置 483
许可问题 31
许可证密钥
安装 171
故障排除 674
关于 171

Y
依赖关系
用于服务组 437
用于资源 34
引擎日志
格式 630
位置 630
用户
从命令行删除 191
从命令行显示 191
通过 Java 控制台删除 115
通过 Java 控制台添加 115
用户凭据
查看 110
用户权限
Cluster Administrator 77
Cluster Guest 77
Cluster Operator 77
Group Administrator 77
Group Operator 77
从命令行删除 189–191
从命令行指派 189–190
关于 76
特定命令 681
通过 Java 控制台更改 117
优先级
调度 608
范围 609
默认值 609
指定 609
远程群集
通过 Java 控制台监视 103
远程群集配置向导 549
远程群集属性 769
远程群集状态 692

Z
灾难后恢复 582
站点
故障排除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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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Java 控制台的 ssh 配置 85
整型属性类型 65
智能资源监视
使用脚本禁用 216
使用脚本启用 216
手动禁用 214
手动启用 214
主机名问题 31
转储配置 186
资源
On-Off 34
On-Only 34
Persistent 34
从命令行联机 222
从命令行链接 221
从命令行启用 205
从命令行取消链接 221
从命令行删除 210
从命令行添加 209
从命令行脱机 222
调用操作 148
故障排除 657
关于 33
禁用对状态有何影响 415
禁用限制 413
类别 34
使用命令行禁用 413
通过 Java 控制台管理 134
通过 Java 控制台禁用 144
通过 Java 控制台联机 140
通过 Java 控制台链接 145
通过 Java 控制台启用 143
通过 Java 控制台清除故障 144
通过 Java 控制台取消链接 146
通过 Java 控制台删除 140
通过 Java 控制台探查 142
通过 Java 控制台添加 135
通过 Java 控制台脱机 141
通过命令行查询 193
资源故障
通过 Java 控制台清除 144
资源类型
导入 149
通过命令行查询 194
资源类型属性 706
资源属性 698
资源依赖关系
从命令行创建 221
从命令行删除 221

从命令行显示 193
通过 Java 控制台创建 145
通过 Java 控制台删除 146
字符串属性类型 65
自定义代理
关于 42
组依赖关系。. 请参见 服务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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