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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拟业务服务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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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虚拟业务服务中的虚拟化支持

■

关于对虚拟业务服务进行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策略检查

■

虚拟业务服务支持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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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业务服务的概述
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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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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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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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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业务服务的概述
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示例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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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业务服务中的虚拟化支持
受 ApplicationHA 控制的应用程序可以是虚拟业务服务的组成部分。 ApplicationHA
体系结构使用代理框架监视在虚拟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及其依赖组件的状态。此体
系结构支持虚拟化技术，例如 VMware、LPAR、OracleVM Server for SPARC（以
前称为 LDOM）和 KVM。
如果在 VMware 虚拟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是虚拟业务服务的组成部分，则您可以：
■

如果已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配置这些虚拟机的 vCenter，
则可以配置在启动或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要启动或停止的虚拟机。

有关 ApplicationHA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ApplicationHA 安装使用指南》。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虚拟业务服务的 VMware 虚
拟化支持先决条件
在 VBS 中配置 VMware 虚拟化支持之前，请确保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的虚拟系统已作为托管主机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

在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查看时，虚拟机必须已经在它可以在其中联机的
主机上进行注册。虚拟机的 vCenter Server 已添加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要了解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 VMware vCenter Server
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使用指南》。

请参见第 13 页的“VBS 中的 VMware 虚拟化支持”。

VBS 中的 VMware 虚拟化支持
凭借托管主机虚拟化支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用户可以管理在
虚拟机 (VM) 上配置的虚拟业务服务的服务组。如果主机已关闭，则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使用为 VM 指定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启动 VM。自动
启动托管 VM 功能可确保已配置的服务组的可用性。
您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的虚拟化管理功能添加 VMware
vCenter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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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虚拟业务服务进行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策略检查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策略检查采用各项规则来验证数据中心配置
是否符合预定义的标准。这些规则称为签名。
VBS 可用性配置签名将检查以下参数：
■

VBS 软件包安装状态

■

虚拟业务服务中是否存在服务组

■

群集服务组可用性及状态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选择要扫描的策略签名，还可以选择指定
日程表以确定何时运行扫描。此过程称为签名注册。
根据您注册签名的位置，您可以确定签名扫描的作用域，即要调度扫描哪些主机以
确定是否存在选定签名，如下所示：
■

从“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您可以按组织和按单个主机注册签名。

■

从“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您可以按组织和按单个群集注册签名。

也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的“Settings (设置)”>“Policy Signatures
(策略签名)”下查看 VBS 特定的签名。
运行策略签名扫描之后，您可以查看有关发现的违反信息。您可以查看“Server (服
务器)”透视图中所选主机的策略违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中所选群集
的策略违规。还可以查看某一组织的策略违规。
有关策略签名的更多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7.0 安装使用指南》。

虚拟业务服务支持的操作系统
表 1-1 列出了虚拟业务服务支持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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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支持的软件

类别

平台

版本

操作系统

SPARC 上的 Solaris

10 U9、U10、U11
11 U1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Update 5、6、7、8、9、10
6 Update 3、4、5
7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1 SP2、SP3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5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5
U5、U6、U7、U8、U9、U10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6

Oracle Enterprise Linux 6
U3、U4、U5

Power6 上的 AIX 和 Power7 上的 AIX 6.1 TL6、TL7、TL8
7.1 TL0、TL1、TL2
Windows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Windows Server 2012

Storage Foundation Linux、Solaris、AIX
and High Availability
for UNIX

5.1
具有最新 PR 或 RP 的 5.1SP1
6.0
6.0.1
6.1
6.2

Storage Foundation Windows
and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5.1SP1、5.1SP2
6.0
6.0.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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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平台

版本

ApplicationHA

在 VMware 上支持的 Windows 和 Linux 5.1 SP2
来宾操作系统
在 VMware 上支持的 Windows 和 Linux 6.0
来宾操作系统
6.1
支持的 KVM、LPAR 和 Oracle VM
6.2
Server for SPARC（以前称为 LDOM）
来宾操作系统。

国际化 (I18N) 支持
可在级别 0 获得对虚拟业务服务的国际化支持。
级别 0 表示基础产品（英语版本）在本地操作系统上能正常工作。但是，不能使用
非英语字符指定对象或路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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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组件

■

虚拟业务服务工作流程

■

VBS 的支持表

■

配置 VBS 的先决条件

■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虚拟业务服务软件包

■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

■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

从 VBS 管理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

■

卸载 VRTSvbs 软件包

■

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卸载 VBS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组件
表 2-1 列出了启用虚拟业务服务功能的组件。
表 2-1
组件

虚拟业务服务组件
角色

Cluster Server、
为虚拟业务服务的各个组件提供高可用性。
ApplicationHA 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

安装和配置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工作流程

组件

角色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提供配置和管理虚拟业务服务的功能。只能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创建和配置虚拟业务服务。

托管主机 (VRTSsfmh)

安装在可组成虚拟业务服务的群集的所有节点上。

虚拟业务服务 (VRTSvbs)
软件包

此软件包安装在组成虚拟业务服务的节点上，可针对虚拟业务
服务启用群集间故障管理和命令行操作。从 Cluster Server 6.0
开始，将默认安装此软件包。

注意：可以使用多台 Management Server 来管理群集中的节点。不过，只能从一
台 Management Server 创建和运行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21 页的“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虚拟业务服务
软件包”。

虚拟业务服务工作流程
图 2-1 说明了虚拟业务服务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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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虚拟业务服务工作流程

VBS 的支持表
下表根据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服务器上的 Management Server、
VBS 和托管主机 (MH) 的版本列出了支持在层上使用的 VBS 版本。
有关在 VBS 6.2 中引入的功能的注意事项：
■

为使 VBS 6.1 或更高版本中引入的功能可用，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服务器上的 Management Server (MS) 及 MH 版本都必须为 6.0 或更
高版本。

■

如果某一 VBS 由包含 VRTSvbs 6.0、6.0.1、6.1 和 6.2 版本的层组成，则不支
持对该 VBS 使用在 VBS 6.1 及更高版本中引入的新功能。

■

如果从 VBS 6.0 或 6.0.1 升级到 6.1 或更高版本，则必须在升级 VBS 前将 MH
升级到 6.0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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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VBS 的支持表

MS 版本

MH 版本

第一层上的
第二层上的
支持的 VBS 功
VRTSvbs 版本 VRTSvbs 版本 能集

6.0 或更高版本

4.1

6.0/6.0.1

6.0/6.0.1

6.0

6.0 或更高版本

5.0

6.0.1

6.0.1

6.0.1

6.0 或更高版本

5.0

6.0

6.0.1/6.0

6.0

6.0 或更高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

6.0

6.0/6.0.1/6.1

6.0

6.0 或更高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

6.0.1

6.0.1/6.1

6.0.1

6.0 或更高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

6.1

6.1

6.1

6.0 或更高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

6.2

6.2

6.2

配置 VBS 的先决条件
开始使用 VBS 之前，请确保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已使用 Cluster Server、ApplicationHA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为属于虚拟业
务服务的应用程序组件配置高可用性。
有关 Cluster Server、ApplicationHA 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的受支持版本的
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4 页的“虚拟业务服务支持的操作系统”。

■

已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版本 6.0 或
更高版本。托管主机的版本也应为 4.1 或更高版本。要使用 VBS 6.1 或更高版
本中引入的功能，除使用 VBS 6.1 或更高版本外，托管主机的版本为 6.0 或更
高版本，VOM 版本也必须为 6.0 或更高版本。

■

您已以域管理员或虚拟业务服务的所有层（群集）上的管理员身份登录。

■

端口 2410 已开放，以便进行虚拟业务服务后台驻留程序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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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虚拟
业务服务软件包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上传 VRTSvbs 软件包
如果您已安装或升级至 VCS 7.0 或 SFHA 7.0，请跳过本节。VRTSvbs 会自动随这
些组件一起安装。
如果您已安装支持的 VCS 或 SFHA 早期版本，则可以执行以下步骤。您必须在需
要管理的每个群集主机上安装 VRTSvbs 软件包。
注意：在托管主机上安装 VRTSvbs 软件包之前，请确保该主机中已安装 VRTSsfmh
软件包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如果未安装 VRTSsfmh 软件包 6.0 或更高版本，则
VRTSvbs 软件包安装会失败。

1

从以下位置将 VRTSvbs 软件包下载到计算机上的临时目录：
https://sort.symantec.com/vom
也可从 Symantec FileConnect 和 Trialware 下载此软件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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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Upload Solutions (上传解决方案)”。

■

单击“Deployment (部署)”，然后单击“Upload Solutions (上传解决方
案)”。

4

在“Upload Solutions to Repository (将解决方案上传至存储库)”向导面板
中，单击“Browse (浏览)”以选择要上传的 VRTSvbs 软件包。
必须为每个需要部署 VBS 的平台上传 VRTSvbs 软件包。

5

单击“Upload (上传)”将软件包上传至存储库。

6

单击“Close (关闭)”。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 VRTSvbs 软件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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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击“Deployment (部署)”。

3

展开“Base Release (基础版本)”选择 VRTSvbs 软件包。

4

右键单击 VRTSvbs 软件包，然后单击“Install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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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Install - Download Add-on (安装 - 下载加载项)”向导面板中，选择下载
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Install Select hosts (安装选择主机)”向导面板中，选择要在其上安装修
复程序、软件包或修补程序的托管主机，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7

在“Result (结果)”面板中，单击“OK (确定)”。

注意：无法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卸载 VRTSvbs 软件包。
请使用本机 OS 命令卸载 VRTSvbs 软件包。在 Windows 系统中，您也可以使用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中的“Programs and Features (程序和功能)”
（Windows 2008 或更高版本）或“Add or Remove Programs (添加或删除程
序)”(Windows 2003) 选项卸载 VRTSvbs。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配置 VBS 后，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或使用托管主机上的命令行界面管理 VBS。除了 VCS 和 ApplicationHA 层
以外，VBS 还可以具有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您也可以创建完全由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或 VCS 层组成的 VBS。
虚拟业务服务操作处理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的方式与处理 VCS 和 Application
HA 层相同。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的联机和脱机方式与 VCS 或 ApplicationHA
层相同。不过，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只能加入 soft 依赖关系中。因此，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发生故障或恢复后不会对其父层触发任何操作。此外，当故障转移
群集层的子层出现故障或恢复时，也不会对其本身执行任何操作。VBS 不会将故障
或恢复操作传播到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之外。
注意：称为 Cluster Group 和 Available Storage 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角色或
资源组不得添加到 VBS 中。

创建虚拟业务服务的注意事项
创建虚拟业务服务之前，请确保已考虑以下因素：
■

名称为 ClusterService、VBSHAService 或 VCSInfraSG 等的服务组是内部组，
将不会添加到虚拟业务服务中。

■

建议至少将虚拟业务服务的一层用作多节点群集。

■

群集在虚拟业务服务中的名称必须唯一。

■

不管情况如何，任意两项虚拟业务服务的名称都不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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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业务服务的名称不得仅包含数字。

■

组成的层可以是 VCS 或 ApplicationHA 服务组以及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角
色或资源组。

请参见第 33 页的“从 VBS 管理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

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或群集继承的。
虚拟业务服务可让您将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ing 组添加到虚拟业务服务。您也
可以通过调用虚拟业务服务命令行界面来启动和停止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ing
群集。
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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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导航树中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选择“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节点。

4

右键单击“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选项卡，然后选择
“Create (创建)”。

5

在“Create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创建虚拟业务服务)”向导面板中，输
入虚拟业务服务的名称和说明。从“Available (可用)”列中选择服务组，然后
将其拖到“Selected (所选项)”列之下。可以选择来自不同群集的多个服务
组。
除 VCS 服务组之外，您可能还会在服务组列表中看到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ing 角色（资源组），并且可以将它们选择为虚拟业务服务的一部分。
请参见第 24 页的““Create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创建虚拟业务服务)”面板
选项”。

6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24 页的“编辑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25 页的“删除虚拟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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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创建虚拟业务服务)”面板
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表 2-3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虚拟业务服务)”属性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请输入该虚拟业务服务的名称。在此字段
中，最多可以输入 255 个字符。
示例：应收账户

Description (说明)

请输入该虚拟业务服务的说明。在此字段
中，最多可以输入 255 个字符。该字段是
可选的。
示例：与应收账户开票系统关联的所有服
务器和存储。

Available (可用)

创建虚拟业务服务可以使用的所有服务组
的列表。

Selected (所选项)

创建虚拟业务服务的所有所选服务组的列
表。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编辑虚拟业务服务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虚拟业务服务的所有层的管理员可以编辑虚拟
业务服务的内容，方法是修改虚拟业务服务上的服务组。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或群集继承的。
编辑虚拟业务服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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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导航树中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选择“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节点。

4

在虚拟业务服务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Edit (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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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Edit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编辑虚拟业务服务)”向导面板中，输入
要为虚拟业务服务修改的信息。从“Available (可用)”列中选择服务组和群
集，然后将其拖到“Selected (所选项)”列之下。也可以选择来自不同群集的
多个服务组。
请参见第 25 页的““Edit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编辑虚拟业务服务)”面板选
项”。

6

单击“Finish (完成)”。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25 页的“删除虚拟业务服务”。

“Edit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编辑虚拟业务服务)”面板选
项
使用此面板可编辑虚拟业务服务。
表 2-4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虚拟业务服务)”属性选项

字段

说明

Name (名称)

请输入该虚拟业务服务的名称。在此字段
中，最多可以输入 255 个字符。
示例：应收账户

Description (说明)

请输入该虚拟业务服务的说明。在此字段
中，最多可以输入 255 个字符。
示例：与应收账户开票系统关联的所有服
务器和存储。

Available (可用)

编辑虚拟业务服务可以使用的所有服务组
的列表。

Selected (所选项)

编辑虚拟业务服务的所有所选服务组的列
表。

请参见第 24 页的“编辑虚拟业务服务”。

删除虚拟业务服务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管理员可以删除现有虚拟业务服务。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群集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群集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或群集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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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虚拟业务服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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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导航树中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选择“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节点。

4

在虚拟业务服务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Delete (删
除)”。

5

在“Delete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删除虚拟业务服务)”向导面板上，单
击“OK (确定)”以确认。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24 页的“编辑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后台驻留程序
虚拟业务服务后台驻留程序的实例在用来配置 VBS 的每个群集上运行。此后台驻
留程序借助在此群集上部署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获得高可用性。对于 VCS 群集和
ApplicationHA 节点，VBS 后台驻留程序将配置为名称为 ClusterService 的服务组
中名称为 vbsapp 的资源。对于已经运行 GCO 配置的此类群集，ClusterService 应
该已经存在且会重用。
在非 Symantec 群集（VBS 6.1 或更高版本中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上，VBS
后台驻留程序通过使其成为资源组或应用程序角色（名为 VBSHAService）中的资
源（名称为 vbsapp）而获得高可用性和故障转移功能。
必须确保 ClusterService 或 VBSHAService 组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中均未处于
FAULTED 或 FAILED 状态。否则，VBS 无法正常工作。

VBS 后台驻留程序间的通信
您可以选择为多节点集群中的每个 VBS 后台驻留程序配置一个虚拟 IP 地址。还有
一种方式是，您可以让 VBS 自动发现每个 VBS 后台驻留程序的 IP 地址。VBS 后
台驻留程序通过 IP 地址在集群间进行通信。您可以选择为多节点集群中的每个 VBS
后台驻留程序配置一个虚拟 IP 地址。还有一种方式是，您可以让 VBS 自动发现每
个 VBS 后台驻留程序的 IP 地址。
VBS 后台驻留程序的三种通信方法如下：
■

自动发现集群中每个 VBS 后台驻留程序的 IP 地址
请参见第 27 页的“自动发现每个集群上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

■

手动为集群中的每个 VBS 后台驻留程序配置虚拟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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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些层配置虚拟 IP 并允许自动发现其余 IP。

假设有一项 VBS 由位于三个层上的多节点集群组成。其中一个层配置为使用虚拟
IP 地址，其余层配置为自动发现 IP 地址。每个集群都会更新在其他集群上运行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的 IP 地址。这确保了在 VBS 后台驻留程序间可以通信。
注意：如果 VBS 的其中一个层配置用于 GCO，VBS 后台驻留程序会使用 GCO 层
的 ClusterAddress 属性中设置的虚拟 IP 地址在各个层之间进行通信。

自动发现每个集群上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
VBS 后台驻留程序会使用 HTTPS ping 消息和握手自动发现 VBS 内其他 VBS 后台
驻留程序的 IP 地址。

为 VBS 内的每个集群配置自动发现
仅支持对未配置 GCO 的层使用自动发现。对于已配置 GCO 的任何层，虚拟 IP 是
唯一受支持的通信机制。
在以下情况下配置自动发现：
■

为全新安装配置自动发现：这是自动完成的，无需进行任何用户干预。

■

为升级配置自动发现：下面说明了这种配置的具体过程。

小心：请勿对配置了 GCO 的层设置自动发现。
在配置自动发现前，请确保已使 vbsapp 资源联机。
要配置为自动发现集群上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的 IP 地址，请按以下步骤执行：

1

登录到属于 VBS 的集群的任何节点。

2

将配置设为可读写。
# haconf -makerw

3

删除为 VBS 后台驻留程序的虚拟 IP 配置的 IP 资源。
# hares -delete csgip

4

删除为 VBS 后台驻留程序的虚拟 IP 配置的 NIC 资源。
# hares -delete csg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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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删除集群 IP 地址。
# haclus -modify ClusterAddress ""

6

将配置的属性设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对于所选的虚拟业务服务，您可以配置其成员服务组联机（在虚拟业务服务启动操
作期间）和脱机（在虚拟业务服务停止操作期间）的顺序。
您可以建立服务组与其子服务组的关系。对于在虚拟机上配置的服务组，您也可以
启用虚拟机的自动启动和自动停止选项。这可确保在虚拟业务服务启动操作期间，
如果检测到虚拟机处于关闭状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可启动该
虚拟机，并使该虚拟机上的服务组进入联机状态。同样，如果已选择虚拟机自动停
止选项，则服务组脱机之后，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关闭该虚拟
机。启动和停止操作仅适用于属于所选虚拟业务服务一部分的单节点群集。
注意：虚拟业务服务不会更改通过 Cluster Server 设置的依赖关系。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在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为用户组分配
Admin 角色。服务组上的权限可以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
小心：不要在虚拟业务服务中跨群集创建循环依赖关系，因为在 VBS 中不支持此
操作。
在虚拟业务服务中配置依赖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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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导航树中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3

选择“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节点。

4

在虚拟业务服务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Configure
dependencies (配置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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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Configure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dependencies - Specify service
group dependencies panel options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 指定服务
组依赖关系面板选项)”向导面板的“Parent (父项)”下，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父
服务组。在“Child (子项)”下，选择要与所选父服务组关联的子服务组。从下
拉列表中选择依赖关系的类型，然后单击“Link (链接)”。单击“OK (确定)”。
默认情况下，依赖关系的类型设置为 soft。
请参见第 29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 指定服务组依赖关系面板选
项”。

6

在“Configure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dependencies - Specify VMs start
or stop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 指定 VM 启动或停止)”向导面板中，选
择要启用虚拟机自动启动和自动停止选项的服务组。
请参见第 32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 指定 VM 启动或停止面板选
项”。

7

使用“Specify Script Execution details (指定脚本执行详细信息)”向导面板
来定义和执行自定义脚本。仅当依赖关系类型为 Soft 时才能定义自定义脚本。

8

在“Result (结果)”向导面板中，验证您为所选虚拟业务服务进行的配置。
注意：如果 VBS 的其中一个层配置用于全局服务组，VBS 后台驻留程序会使
用全局服务组层的 ClusterAddress 属性中设置的虚拟 IP 地址在各个层之间进
行通信。

9

单击“Finish (完成)”。

注意：如果虚拟业务服务同时包含本地服务组和全局服务组，并且可远程访问群集
（处于运行状态）上的一个或多个全局服务组处于联机或部分联机状态，则系统将
拒绝虚拟业务服务的启动操作。对于这类虚拟业务服务，必须手动使远程群集上的
所有全局服务组脱机，然后使本地站点中的虚拟业务服务联机。
请参见第 42 页的“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39 页的“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 指定服务组依赖关系面板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以建立父子服务组关系，并设置服务组在虚拟业务服务启动操
作期间联机时必须遵循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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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 指定服务组依赖关系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Link (链接)

单击可在所选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建立
关系。可以选择多个子服务组。建立依赖关
系之后，对应的子服务组和父服务组将以默
认的 soft 依赖关系类型在相邻的表中列出。
请参见第 30 页的““Link Service Group (链接
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单击可断开所选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的
关系。

Unlink (取消链接)

请参见第 31 页的““Unlink Service Groups (取
消链接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请参见第 28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Link Service Group (链接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在所选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建立关系。
表 2-6

“Link Service Group (链接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Parent (父项)

选择要设置顺序的父服务组。

Select child service group (选择子服务组)

选择要与所选父服务组关联的子服务组。

Name (名称)

显示要与父服务组链接的子服务组的名称。

Cluster (群集)

显示子服务组所属的群集。

HA Provider (HA 提供程序)

显示 HA 提供程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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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Type (类型)

为一对父子服务组选择依赖关系类型。默认
情况下，该关系已设置为 soft。也可以使用其
他两种依赖关系，即 firm 和 restart。
下面列出了三种策略的故障传播行为：
■

■

■

Soft：子项出现故障或从故障中恢复时，
父项将忽略事件。父项不会采取任何操
作。只有在需要启动或停止排序、且无需
执行故障策略操作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依
赖关系。
此外，还可以通过 Soft 依赖关系配置脚本
执行。如果已配置脚本执行，则当子项从
故障中恢复时，脚本在父层上执行。
请参见第 67 页的“自定义脚本执行”。
Firm：子项出现故障时，父项将会脱机。
如果子项恢复，父项将联机。
Restart：子项出现故障时，父项将忽略该
事件。子项出现故障时，父项将脱机并稍
后联机。

请参见第 29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 指定服务组依赖关系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28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Unlink Service Groups (取消链接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在所选父服务组与子服务组之间建立关系。
表 2-7

“Unlink Service Groups (取消链接服务组)”面板的选项

字段

说明

Parent (父项)

选择要设置顺序的父服务组。

Select child service group (选择子服务组)

选择要与所选父服务组取消链接的子服务组。

Name (名称)

显示要与父服务组取消链接的子服务组的名
称。

Cluster (集群)

显示子服务组所属的集群。

HA Provider (HA 提供程序)

显示 HA 提供程序的名称。

Type (类型)

显示一对父子服务组的依赖关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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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9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 指定服务组依赖关系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28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指定脚本执行详细信息”面板选项
在虚拟业务服务中，使用此向导面板可指定脚本执行详细信息，以便配置依赖关系
表 2-8

“指定脚本执行详细信息”面板选项

字段

说明

Service Group (服务组)

显示必须为其配置脚本执行的父服务组名称。

Cluster (群集)

显示在其中配置了父服务组的群集名称。

Script Path (脚本路径)（带参数）

输入完全限定的脚本名称/二进制文件名。对
于 Windows 层，如果脚本路径包含空格，则
脚本名称和参数必须用单引号括起来。例
如，"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perl.exe"
"c:\myapp\reconnect.pl" ‘arg1’ ‘arg2’。

User Name (用户名)

在 UNIX 上，输入必须在其上下文中执行脚本
的本地用户名（默认情况下为 root）。
在 Windows 上，自定义脚本始终在 SYSTEM
用户的上下文中执行。

相关服务组的详细信息：
Service Group (服务组)

显示与选定父服务器组存在 Soft 依赖关系的
服务组的名称。

Cluster (群集)

显示在其中配置了子服务组的群集名称。

VBS Names (VBS 名称)

显示包含父服务组和子服务组的虚拟业务服
务的名称。

请参见第 28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依赖关系 - 指定 VM 启动或停止面板选项
使用此面板可为配置了服务组的虚拟机配置启动或停止操作。仅支持对 VMware 进
行这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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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服务组依赖关系

字段

说明

Service Group (服务组)

配置的服务组的名称。

Cluster (群集)

此服务组所属的群集的名称。

Virtual Machine (虚拟机)

指根据您在“VM start (VM 启动)”和“VM
stop (VM 停止)”复选框中的选择打开或关闭
的虚拟机的名称。

VM start (VM 启动)

若选中此复选框，那么当虚拟业务服务启动
时如果虚拟机处于关闭状态，则会启动虚拟
机。
虚拟机打开之后，将会使此服务组在该虚拟
机上联机。如果不选中该复选框，则在虚拟
业务服务启动操作期间，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在此服务组的系统列
表中搜索其他可用系统，并选择可使此服务
组在其上联机的系统。

VM stop (VM 停止)

若选中此复选框，那么在虚拟业务服务停止
操作期间关闭虚拟机之前，可使（在此虚拟
机上配置的）服务组脱机。如果其他服务组
正在该虚拟机上运行，则会忽略虚拟机停止
操作。
如果不选中此复选框，则在虚拟业务服务停
止操作期间，只会使服务组脱机；虚拟机仍
保持运行。

请参见第 28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从 VBS 管理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
VBS 可以管理通过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其中一层或多层的多层应用程序。
您可以创建一个包含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VCS 层和 Application HA 层或这
些不同组合层类型的 VBS。
VBS 操作处理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的的方式与处理 VCS 或 ApplicationHA 层
相同。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的联机和脱机方式与 VCS 或 ApplicationHA 层相
同。但是，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只能加入 soft 依赖关系中。因此，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发生故障或恢复后不会对其父层触发任何操作。VBS 不会将故障或
恢复操作传播到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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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故障管理概述”一节，了解针对各种依赖关系类型父项如何表现以响应其
子项的故障或恢复的相关信息。本节中的表也显示层如何将故障传播给父项以响应
其子项的故障或恢复。
请参见第 64 页的“故障管理概述”。

先决条件：
在 Windows 2012 上，必须安装 cluster.exe（默认情况下不安装）
假设已为服务器启用故障转移群集角色，则可从 Powershell 控制台使用 Add
WindowsFeature RSAT -Clustering -CmdInterface 命令安装 cluster.exe。
在每个用来管理属于 VBS 的应用程序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上，VOM 会创建
名为 VBSHAService 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角色，其中包含一个名为 vbsapp
的通用应用程序资源。vbsapp 资源可监视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上运行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为其提供高可用性并能够故障转移到群集中的其他节点。
VOM 使用下列设置为相应默认值的属性创建 vbsapp 资源，如下表所示。
指定属性值

表 2-10
属性

值

RestartThreshold 3
RestartPeriod

900000

RestartAction

ClusterResourceRestartNotify

因此，如果 VBS 后台驻留程序无法正常启动，则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会以 15
分钟（900000 毫秒）的间隔时间 (RestartPeriod) 最多尝试重新启动 vbsapp 资源
三次 (RestartThreshold)。之后再尝试将 VBSHAService 故障转移到其他节点
(RestartAction)。

关于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上安装 VBS
可以使用 ApplicationHA DVD 或 Storage and Application Availability Management
Solutions 6.1 for Windows DVD 附带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安装程序，在多个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上安装用于第三方支持的虚拟业务服务。 启动 setup.exe
程序以启动该安装程序时，必须以对要执行安装的所有节点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身
份登录。如果您的用户凭据是系统本地凭据，并且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则必须具
有使用相同凭据（在所有目标节点上具有类似本地管理员权限和相同密码）的本地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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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上安装 VBS 的先决条件
对于计划安装 ApplicationHA 的每个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必须具备一个
ApplicationHA 许可证。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上安装 VBS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上安装 VBS：

1

以对要安装 VBS 软件包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身
份登录。

2

从 DVD 运行 setup.exe 程序以启动安装程序。

3

从软件包列表中选择“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Third Party Support (虚拟
业务服务第三方支持)”，并单击其下的“Install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安装虚拟业务服务)”链接。从弹出窗口运行安装程序。

4

在安装程序窗口中，输入要安装软件包的每个节点的系统名称或 IP 地址。要在
本地系统上安装，请在文本框中输入 LOCALHOST，然后单击“Add (添加)”。

5

除非 Symantec 向您发出自定义密钥，否则请将授权许可选项保留为“Keyless
(无密钥)”。如果具有自定义密钥，请选择“User entered license key (用户
输入的许可证密钥)”，然后在弹出窗口中输入所需详细信息。

6

单击启动安装。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上升级 VBS
可以使用安装程序从 SFW 6.1 以及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主
机组件）的独立安装执行交叉升级。 还可以使用 SFW 6.1 安装程序在安装有 VBS
第三方支持的节点上执行交叉升级。
升级过程与“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上安装 VBS”中所述的安装过程相同。
请参见第 35 页的“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上安装 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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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卸载 VBS
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节点卸载第三方支持的虚拟业务服务：

1

从控制面板中启动“程序和功能”向导。

2

在列出的程序中右键单击“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Third Party Support
(虚拟业务服务第三方支持)”，然后选择“Uninstall (卸载)”。
注意：请勿分别卸载 VRTSvbs 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主
机组件）。

3

将显示安装程序界面，您可以按照该界面上的说明卸载软件包。 这不会卸载安
装在节点上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主机组件）。

查看 ApplicationHA 部署报告
查看 ApplicationHA 部署报告：

1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主页上，选择“SFHA Licensing
(SFHA 授权许可)”。 主机上安装的所有授权许可产品将显示在“Deployment
Details (部署详细信息)”选项卡上。

2

要查看已安装的许可证，请从“Group By (分组依据)”下拉列表中选择“Host
(主机)”选项。

3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主页上，选择“SFHA Licensing
(SFHA 授权许可)”。 要查看已部署 ApplicationHA 许可证的节点的列表，请
转到“Deployments (部署)”选项卡，然后选择“ApplicationHA Deployments
report (ApplicationHA 部署报告)”。此报告包括已安装 VBS 第三方支持且
同时已安装 ApplicationHA 的所有节点。

卸载 VRTSvbs 软件包
卸载 VRTSvbs

1

确保正在卸载 VRTSvbs 软件包的集群中的服务组不属于任何虚拟业务服务的
一部分。
例如，如果从集群 C2 卸载 VRTSvbs 软件包，且 C2:g2 是虚拟业务服务 v1 和
v2的一部分，则必须从 v1 和 v2中删除 C2:g2。

2

在需要卸载 VRTSvbs 的节点上，使 vbsapp 资源脱机。
# hares -offline vbsapp -sys local_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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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ClusterService 组删除 vbsapp 资源。
# hares -delete vbsapp

4

在集群的每个节点上，卸载 VRTSvbs 软件包。
在 UNIX 系统中，仅可从主机上的命令行界面删除托管主机上的 VRTSvbs 软
件包。在 Windows 系统中，必须从控制面板卸载 VRTSvbs。
AIX

# installp -u VRTSvbs

Linux

# rpm -e VRTSvbs

Solaris

# pkgrm VRTSvbs

Solaris 11

# pkg uninstall VRTSvbs

Windows

卸载 SFHA 或 VCS 时，系统不会卸载 VRTSvbs。必须使用 Windows
控制面板中的“Programs and Features (程序和功能)” (Windows
2008) 或“Add or Remove Programs (添加或删除程序)” (Windows
2003) 删除 VRTSvbs 软件包。

5

如果 ClusterService 组配置为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的一部分且 GCO 当前未使用
该组，请删除该组。

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卸载 VBS
This content and topic is a place holder. Content yet to be finalized.
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卸载 VBS：
◆

从“Add/Remove Programs (添加/删除程序)”列表中，卸载“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Third Party Support (虚拟业务服务第三方支持)”。
这会删除 VRTSvbs 和 VRTSperl 软件包以及许可证密钥，但会保留 VRTSsfmh
软件包。
小心：请勿手动卸载 VRTSvbs 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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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业务服务操作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启动和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信息

■

查看数据中心内的虚拟业务服务

■

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服务组

■

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群集

■

从命令行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状态

■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查看有关虚拟业务服务的信息

■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依赖关系

■

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依赖关系

■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属性

■

查看 VBS 的应用程序恢复点和启动时间

■

跟踪 VBS 操作

■

虚拟业务服务日志

■

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

启动和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创建虚拟业务服务并在其组件之间定义
依赖关系后，可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或主机的命令行中启动或
停止该虚拟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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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和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由于所有集群间通信均由虚拟业务服务组件来处理，因此启动或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必联机。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出现的任何故障或停机均不影响虚拟业务服务的启
动或停止操作，这些操作可以通过命令行继续执行。
请参见第 40 页的“从命令行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44 页的“从命令行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后，其关联服务组将按照指定的顺序联机。虚拟业务服务中服务
组的联机顺序由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定义的启动顺序确定。可
以使用“Configure Dependencies (配置依赖关系)”选项定义服务组的启动顺序。
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服务组作为另一个服务组的子服务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确保所有子服务组在父服务组联机之前均已联机。如果两个服
务组未按启动顺序相关，则可能会同时联机。如果在 VMware 虚拟机上配置了服务
组，则也可以为该虚拟机设置自动启动。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时会执行快速预先验证操作，以验证所有层是否都可以访问。此
时会检测任何无法访问的层，并防止操作挂起。如果预先验证检查确定存在无法访
问的层，则操作将会失败，并且层状态会正确标记为 UNKNOWN。这在某个层中
发生灾难事件时十分有用，因为此时只需单击鼠标便可继续操作其余的层。如果一
个或多个层无法访问并处于 UNKNOWN 状态，您可以停止虚拟业务服务，也可以
忽略未知层继续执行操作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为您的用户组分配以下角色：
■

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的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

■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虚拟业务服务的所有层上的 Admin 角色。

层的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中，从导航树中选择“Data Center (数
据中心)”>“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

■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展开
“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
务)”，找到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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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并选择“Start (启动)”。

4

在“Start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向导面板上，单击
“OK (确定)”以确认。
请参见第 41 页的““Start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面板选
项”。
可以在“Dependency Graph (依赖关系图)”上查看此操作的进度。

请参见第 42 页的“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28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虚拟业务服务启动操作的虚拟化工作流程
在虚拟业务服务启动操作期间，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发现在其系
统列表中只包含一个系统且为 VMware 虚拟机的任何服务组。
例如，ApplicationHA（单节点群集）服务组便是如此。其中，服务组的系统列表只
有一个虚拟机。
在上述情景中，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选
择一个虚拟机，然后使用为该虚拟机指定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启动该虚拟
机。确保 vCenter 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正在运行，以便 VM
能够自动启动。 当此服务组成功设置为联机之后，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开始使虚拟业务服务中的其他服务组联机。
请参见第 43 页的“虚拟业务服务停止操作的虚拟化工作流程”。

从命令行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要启动虚拟业务服务，请在属于虚拟业务服务的任意群集上的主机中使用以下命
令。该命令可使服务组按所需顺序联机。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svc -start vbs_name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svc.exe" -start vbs_name

对 VBS 执行的启动操作会先使同一 VBS 中存在的服务组的所有子级都联机，再使
该服务组本身联机。它并不考虑所述 VBS 外部的子服务组。服务组的所有本地 VCS
依赖项不管是否属于同一 VBS，都仍然受支持。
如果任何层处于 UNKNOWN 状态，CLI 会提示您选择在忽略 UNKNOWN 状态层后
是否必须继续运行启动操作。如果输入 Y，则会忽略 VBS 中处于 UNKNOWN 状态
的层。当您希望在某些层已关闭的情况下启动 VBS 时，这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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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果选择忽略 UNKNOWN 状态层继续执行操作，将会忽略与 UNKNOWN
状态层关联的所有依赖关系。忽略的层不会被视作启动操作作用范围内的 VBS 成
员。
运行启动命令时，会显示一个任务 ID。您可以选择将用户定义的标记名关联到操
作，方法是在 vbssvc -start 命令中使用 -tag <tag_name> 选项进行指定。可以
使用 tag_name 或任务 ID 来跟踪操作的进度。
vbssvc -start 命令支持先自动启动 VMware 虚拟机，再使这些虚拟机上的服务组

联机。不过，您必须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Configure
Dependencies - Specify VM start/stop (配置依赖关系 - 指定 VM 启动/停止)”面
板中启用“Start VM (启动 VM)”选项。
请参见第 53 页的“跟踪 VBS 操作”。
注意：在对 VBS 进行灾难恢复或计划内迁移的情况下，您可以在使服务组联机前
使用命令行来自动启动 VMware 虚拟机。
仅支持对 ApplicationHA 或单节点 VCS 群集采用通过 vbssvc -start 命令执行的
虚拟机启动操作。
要从命令行终止启动操作（例如，如果命令不响应），请使用 vbssvc -flush 命
令。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svc -flush vbs_name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svc.exe" -flush vbs_name

请参见第 39 页的“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38 页的“启动和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Start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面板选
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选择复选框，以忽略 UNKNOWN 状态的层，并继续执行操作。
请参见第 39 页的“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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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其关联的服务组会按指定的顺序进入脱机状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服务组脱机的顺序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为虚拟业务服务的服务组定义的启动顺序相反。
父服务组可能会依赖于一个或多个子服务组。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父服务组会在
其子服务组之前脱机。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会执行快速预先验证操作，以验证所有层是否都可以访问。此
时会检测无法访问的层，并防止操作挂起。如果预先验证检查确定存在无法访问的
层，则操作将会失败，并且层状态会正确标记为 UNKNOWN。这在某个层中发生
灾难事件时十分有用，因为此时只需单击鼠标便可继续操作其余的层。
要执行此任务，必须为您的用户组分配以下角色：
■

服务组或“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的 Admin 或 Operator 角色。

■

“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虚拟业务服务的所有层上的 Admin 角色。

层的主机上的权限可能是显式分配的或从父组织继承的。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中，选择“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
图下的“Data Center (数据中心)”>“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
务服务)”。

■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展开
“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
务)”，找到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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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并选择“Stop (停止)”。

4

在“Stop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向导面板上，单击
“OK (确定)”以确认。
请参见第 43 页的““Stop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面板选
项”。
注意：停止操作不会使与其他虚拟业务服务和此类服务组的子服务组共享的服
务组脱机。如果需要覆盖此行为，并使所选虚拟业务服务中的所有服务组脱
机，请在“Stop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向导面板中
选择“Offline shared service groups (使共享服务组脱机)”选项。

请参见第 39 页的“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28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虚拟业务服务停止操作的虚拟化工作流程
在虚拟业务服务停止操作期间，当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在虚拟机
上发现任何联机的服务组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使该服务组
脱机。随后，如果 VMware 虚拟机上没有配置其他服务组，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将会使虚拟机本身脱机。
请注意，如果其他服务组正在该虚拟机上运行，则系统将忽略虚拟机停止操作。要
启用此虚拟机的自动停止功能，请确保已在“VBS Dependency Configuration (VBS
依赖关系配置)”向导面板中选择虚拟机的停止选项。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使用指定的虚拟中心 (vCenter Server) 停止虚拟机。确保 VCenter 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正在运行，以便虚拟机能够自动停止。 仅支
持对 VMware 虚拟机使用此选项。
请参见第 40 页的“虚拟业务服务启动操作的虚拟化工作流程”。

“Stop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面板选
项
使用此向导面板可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选择“Continue ignoring the unknown tiers (忽略未知层继续)”复选框，以忽略
UNKNOWN 状态的层，并继续执行操作。
如果服务组在其他虚拟业务服务之间共享，选择“Offline shared service groups
(使共享服务组脱机)”，以使共享的服务组脱机。
请参见第 42 页的“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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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行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要停止虚拟业务服务，请在属于虚拟业务服务的任意群集上的节点中使用以下命
令。该命令可使服务组按所需顺序脱机。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svc -stop myVBS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svc.exe" -stop myVBS
vbssvc -stop 命令不会使共享服务组或其子项脱机。如果要覆盖此行为并使虚拟

业务服务中的所有服务组（包括共享服务组）脱机，请使用 -force 开关，如下所
示：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svc -stop -force vbs_name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svc.exe" -stop -force vbs_name

如果任何层处于 UNKNOWN 状态，CLI 会提示您是要停止操作，还是忽略
UNKNOWN 状态层继续运行。
如果输入 Y，则会忽略 VBS 中处于 UNKNOWN 状态的所有层。当您希望在某些层
已关闭的情况下停止 VBS 时，这很有用。
请注意，如果选择忽略 UNKNOWN 状态层继续执行操作，将会忽略与 UNKNOWN
状态层关联的所有依赖关系。忽略的层不会被视作停止操作作用范围内的 VBS 成
员。
运行停止命令时，会显示一个任务 ID。您可以选择将用户定义的标记名关联到操
作，方法是在 vbssvc -stop 命令中使用 -tag <tag_name> 选项进行指定。可以
使用 tag_name 或任务 ID 来跟踪操作的进度。
vbssvc -stop 命令在使联机服务组脱机后，会自动停止承载这些服务组的 VMware

虚拟机。不过，您必须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的“Virtualization
configuration options (虚拟化配置选项)”面板中启用“Stop VM (停止 VM)”选项。
请参见第 53 页的“跟踪 VBS 操作”。
注意：在对 VBS 进行灾难恢复或计划内迁移的情况下，您可以在使服务组脱机后
使用命令行来自动停止 VMware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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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假设有一个虚拟机运行一个属于 VBS 的服务组和其他一些不属于 VBS 的服
务组。当您运行停止命令时，VBS 不会停止该虚拟机，因为还有其他服务组在该虚
拟机上运行。不过，VBS 在停止虚拟机时并不考虑可能不属于 VBS 的 VCS 内部服
务组，例如 ClusterService、VBSHAService、VCSAppMonHBSG 和 VCSInfraSG。
此外，如果属于虚拟机的服务组已经脱机，则停止命令不会停止该虚拟机。
仅支持对 ApplicationHA 或单节点 VCS 群集采用通过停止命令执行的虚拟机停止操
作。
要从命令行终止停止操作（例如，如果该命令不响应），请使用 vbssvc -flush 命
令。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svc -flush vbs_name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svc.exe" -flush vbs_name

注意：从命令行中，可以停止服务组出现故障的虚拟业务服务。但不能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停止服务组出现故障的虚拟业务服务。但是，如
果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可访问，则无法通过命令行自动启动虚
拟机。
请参见第 42 页的“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请参见第 38 页的“启动和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关于启动和停止操作的传播行为
■

虚拟业务服务启动操作不会将针对其内部服务组的联机操作传播到位于本地集
群之中但在该虚拟业务服务之外的子服务组。如果启动虚拟业务服务时子服务
组不处于联机状态，该虚拟业务服务中的父服务组就不会进入联机状态。

■

虚拟业务服务停止操作不会将针对其内部服务组的脱机操作传播到位于本地集
群之中但在该虚拟业务服务之外的父服务组（这些父服务组具有 FIRM 或 HARD
VCS 级别的依赖关系）。如果在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父服务组不处于脱机状态，
该虚拟业务服务中的子服务组就不会进入脱机状态。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信息
您能使用管理服务器控制台查看“服务组状态 (Service Group State)”和所选的所
有虚拟业务服务的“Faults and Risks (故障和风险)”。

45

虚拟业务服务操作
查看数据中心内的虚拟业务服务

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或集群显式分配或继承有来宾角色的服务组，您可以查看
此相关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分配的来宾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概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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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Data Center (数据中心)”下，扩展“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
务服务)”，并且选择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

3

单击“Overview (概述)”选项卡，查看服务组状态和所选虚拟业务服务的状
态。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查看数据中心内的虚拟业务服务
在管理服务器控制台，您能查看目前数据中心中所有的虚拟业务服务。
可以在下表中查看有关虚拟业务服务的下列详细信息：
■

Name (名称)： 虚拟业务服务的名称。

■

Description (说明)：创建虚拟业务服务时输入的信息。

■

Availability status (可用性状态)：根据虚拟业务服务中服务组的状态显示该虚
拟业务服务的可用性。
VBS Availability Service Group State (服务组状态)
Status (VBS 可用
性状态)
Offline (脱机)

所有服务组均处于“Offline (脱机)”状态。

Online (联机)

所有服务组均处于“Online (联机)”状态。

Partial (部分联机)

至少有一个服务组处于“Offline (脱机)”或“Partial (部分联机)”
状态，其他服务组处于“Online (联机)”或“Partial (部分联机)”
状态。

Offline (Attention) (脱 在某些系统上，所有服务组都处于“Offline (脱机)”状态，并且
机 (注意))
至少一个服务组处于“Faulted (出现故障)”状态。
Online (Attention) (联 在某些系统上，所有服务组都处于“Online (联机)”状态，并且
机 (注意))
至少一个服务组处于“Faulted (出现故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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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S Availability Service Group State (服务组状态)
Status (VBS 可用
性状态)
Partial (Attention) (部 在某些系统上，至少有一个服务组处于“Faulted (出现故障)”状
分联机 (注意))
态，所有服务组构成“Partial (部分联机)”状态（请参阅“Partial
(部分联机)”）。

■

Health (运行状况)：对于虚拟业务服务，会显示基本对象及其依赖关系的状态。
此状态基于基本对象及其关联对象上的故障和风险。如果这些对象出现故障，
则虚拟业务服务的状态将显示为“Faulted (出现故障)”。如果基本对象及其关
联对象有风险，则虚拟业务服务的状态将显示为“At Risk (有风险)”。

■

Updated By (更新人)：指示上一次更新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的所有者的名字。

■

Last Updated (上次更新时间)：虚拟业务服务所有者对 VBS 进行配置更改的日
期。

■

Fault Count (故障计数)： 指示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计数。

■

Risk count (风险计数)： 指示虚拟业务服务的风险计数。

在此视图中，您可以对虚拟业务服务执行下列操作：
■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

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

编辑虚拟业务服务。

■

删除虚拟业务服务。

■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日志

■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属性

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有来宾角色的服务组，您可以查看
此相关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分配的来宾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服务组
您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来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服务组。
以下是您能从此视图中获取的部分信息：
■

Name (名称)：服务组的名称。

■

State (状态)：服务组的状态。

47

虚拟业务服务操作
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群集

■

Type (类型)：服务组的类型。

■

Scope (作用域)：服务组的作用域。

■

Frozen (已冻结)：指明服务组是否处于冻结状态。

■

Cluster (群集)：群集的名称。

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有来宾角色的服务组，您可以查看
此相关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分配的来宾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服务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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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导航树中依次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

3

展开“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所需的虚拟业
务服务。

4

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以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服务组
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群集
您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群集。
以下是您能从此视图中获取的部分信息：
■

Name (名称)：群集的名称。

■

State (状态)：群集的状态。

■

Type (类型)：群集的类型。

■

HA Provider (HA 提供程序)：群集的 HA 提供程序。例如：VCS。

■

# Nodes (节点编号)：与群集关联的节点编号。

■

#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编号)：与服务组关联的群集编号。

■

Version (版本)：群集的版本。

■

Platform (平台)：群集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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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或群集显式分配或继承有来宾角色的服务组，您可以查看
此相关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分配的来宾
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群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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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导航树中依次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

3

展开“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所需的虚拟业
务服务。

4

选择“Clusters (群集)”选项卡以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群集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从命令行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状态
使用 vbssvc -state 命令可列出对本地集群可见的所有虚拟业务服务的可用性状
态。可从属于虚拟业务服务的任何集群的任何系统中运行该命令。通过运行 vbssvc
-state 命令可以列出特定虚拟业务服务的可用性状态。 vbs_name 命令。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svc -state vbs_name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svc.exe" -state vbs_name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查看有关虚拟业务服
务的信息
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查看虚拟业务
服务的下列数据。单击每个表可查看其详细信息。
■

服务可用性

■

数据可用性

■

SAN 连接

■

服务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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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盘阵列存储分布

■

存储使用情况

■

活动日志

您可以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或加入 VBS 中的主机，显式分配或继承有 guest
角色的服务组查看与其相关的此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色，则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信息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在“Data Center (数据中心)”下，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

3

单击“Overview (概述)”选项卡查看所选虚拟业务服务的概述。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
关联的依赖关系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可以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查看与虚拟
业务服务关联的依赖关系。
针对用户组至少从父组织或集群显式分配或继承有来宾角色的服务组，您可以查看
此相关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上分配的 guest 角
色，则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在“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中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概述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展
开左窗格中的“Manage (管理)”。

2

在“Data Center (数据中心)”下，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

3

单击“Dependency (依赖关系)”选项卡查看所选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详
细信息。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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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依赖关系
您可以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依赖关系。
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服务组的从父组织或参与 VBS 的主机中显式分配或继承
的来宾角色，则可以查看这一与服务组相关的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
“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上分配的来宾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查看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依赖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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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导航树中依次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

3

展开“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所需的虚拟业
务服务。

4

选择“Dependency (依赖关系)”以查看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属性
可以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Console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属性。选择所需的虚
拟业务服务，右键单击，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单击“General (常规)”
选项卡查看该虚拟业务服务的常规属性。单击“Service Group properties (服务
组属性)”选项卡查看列出的每个服务组的属性。
在“General (常规)”选项卡下，可以查看下列属性：
Fault management (故障管理)

指示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状态（已启用
或已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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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status
(故障管理配置状态)

指示主机的故障管理状态。可处于下列状态
之一：
■

■

■

■

Enabled (已启用)：已在指定主机上启用
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这意味着已部
署故障管理配置的凭据，指定主机中存在
vbsapp 资源且已安装 VRTSvbs 软件包。
Not Enabled (未启用)：未在指定主机上启
用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这意味着未
部署故障管理配置的凭据。
Enabled by another VOM (由另一个 VOM
启用)：在此主机上配置的虚拟经营业务由
另一台管理服务器管理。
Partially Enabled (已部分启用)：在指定主
机上尚未完成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配
置。这意味着已部署故障管理的凭据，但
指定主机中不存在 vbsapp 资源。

System (系统)

系统名称。

Cluster (群集)

参与 VBS 的群集名称。

Status (状态)

显示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状态。

VBS Package version (VBS 软件包版本)

显示正在使用的 VRTSvbs 软件包版本。

在“Service Groups properties (服务组属性)”选项卡下，可以查看下列属性：
Service Group（服务组）

配置的服务组的名称。

Cluster (群集)

此服务组所属的群集的名称。

Start VM (启动 VM)

指示虚拟机是否将打开，以及该虚拟机上的
服务组是否已联机。

Stop VM (停止 VM)

指示关闭虚拟机是否将作为 VBS 停止操作的
一部分。

Script Path (脚本路径)

配置为在此层运行的自定义脚本的路径。

User Name (用户名)

在其上下文中将执行脚本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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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VBS 的应用程序恢复点和启动时间
先决条件：
要评估应用程序恢复点 (AppRecoveryPoint) 或启动时间，VBS 必须包含一个复制
代理配置为计算恢复点的全局服务组。
要查看 VBS 的当前应用程序恢复点和启动时间，请运行：
# vbssvc -showsla <vbs_name>

命令输出类似于下面这样的内容：
Name

StartUpTime

AppRecoveryPoint ReplicationLagInfo

Primary1:RepSg1

15

00:15:00

Currently we
compute
Replication Lag
only if all the
devices are in
COPY or PAIR
state.

Primary2:RepSg2

25

00:30:00

R2 is behind R1
by 30:42:20
[hh:mm:ss] time
as reported by
Symmetrix.

VCS
for
VCS
for

NOTICE V-16-25-30308
the virtual business
NOTICE V-16-25-30309
the virtual business

Effective Recovery Point
service PrimVBS = 00:30:00
Effective Service StartUpTime
service PrimVBS = 40 secs

跟踪 VBS 操作
每个 VBS 启动或停止操作都表示一项包含一项或多项子任务的任务。该任务持续
跟踪操作进度、识别故障并报告操作状态。它还跟踪完成操作所使用的时间，如果
该时间超过最大允许时间则将操作标记为失败。每项子任务表示在一层上执行的一
个操作。可使用 CLI 上的 vbstask 跟踪任务的进度。最多可以查看针对每个 VBS
执行的最后五项任务。
■

跟踪针对 VBS 执行的每项任务的相关信息包括如下属性：
■

操作的唯一任务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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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任务状态

■

任务的启动和停止时间

■

子任务总数

■

已完成的子任务数量

■

任务执行所针对的 VBS

跟踪作为 VBS 任务一部分执行的每个子任务的相关信息包括如下属性：
■

层级命令

■

命令的输出（如果有）

■

命令的错误消息（如果有）

■

命令的退出代码

■

子任务的状态

跟踪 VBS 任务的分步进度：这会按顺序显示作为 VBS 任务一部分执行的层级
操作的详细信息。

跟踪针对 VBS 执行的任务的信息
可以使用下列任一命令跟踪针对 VBS 执行的操作：
■

查看针对群集中所有虚拟业务服务执行的任务的信息：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

使用任务 ID 查看各个任务的信息：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task ID>

例如：
# /opt/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其中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是任务 ID。
Window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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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task ID>
■

使用 VBS 名称查看针对特定虚拟业务服务执行的任务的信息：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vbs <vbs1> <vbs2>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vbs <vbs1> <vbs2>
■

使用标记名查看任务的信息：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tag <tag_name>

例如：
# /opt/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tag mytag

其中 mytag 是在启动操作时指定的与任务关联的标记名。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task" -display -tag mytag

任务状态
任务状态表列出了任务状态的可能值。
表 3-1

任务状态

值

说明

PRECHECKS IN
PROGRESS

正在执行预先检查，目前为止未报告故障。预先检查成功完成
后，任务状态会更改为 IN PROGRESS。

IN PROGRESS

任务正在执行中，目前为止未报告故障。

COMPLETE

所有子任务都已成功完成。

注意：由于 VBS 控制范围之外的操作，VBS 的最终状态可能不
是预期状态。
ABORTED

指示操作已清除，任务执行在此停止。

虚拟业务服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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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说明

FAILED

无法成功完成一项或多项子任务，或任务已超时。任务执行在此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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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作为 VBS 任务一部分执行的层级子任务的信息
可以使用下列命令查看层级操作或子任务的信息：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task -subtasks <task ID>

例如：
# opt/VRTSvbs/bin/vbstask -subtasks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task.exe -subtasks <task ID>

跟踪 VBS 任务的分步进度
■

可以使用下列命令查看操作的分步进度：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task -progress <taskId>

例如：
# /opt/VRTSvbs/bin/vbstask -progress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displays step-wise progress of task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task" -progress <taskId>
■

使用标记名查看操作的分步进度信息：
UNIX 系统：
# /opt/VRTSvbs/bin/vbstask -progress -tag <tag_name>

例如：
# /opt/VRTSvbs/bin/vbstask -progress -tag mytag

其中 mytag 是在启动操作时指定的与任务关联的标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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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系统：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bin\vbstask" -progress -tag mytag

虚拟业务服务日志
虚拟业务服务日志提供有关在虚拟业务服务上执行的操作的信息，以及在执行操作
时可能发生的错误。所有用户都能查看此日志。
要下载此日志作为文本文件，请单击“Download (下载)”。
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服务组的从父组织或集群显式分配或继承的来宾角色，则
可以查看与服务组相关的日志信息。如果用户组至少具有在“Availability (可用性)”
透视图上分配的来宾角色，您也可以查看此信息。
如果您的用户组至少具有在透视图上分配的来宾角色，您可以在“Server (服务器)”
透视图中查看日志信息。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日志

1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或“Server
(服务器)”透视图，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导航树中依次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

■

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
序)”>“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找到所需的虚拟
业务服务。

3

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Logs (日志)”。
在“Logs (日志)”向导面板中查看所选的虚拟业务服务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单击日志弹出式窗口上的“Download (下载)”来下载 VBS 日志。
请参见第 57 页的“虚拟业务服务日志面板选项”。

请参见第 23 页的“创建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日志面板选项
在虚拟业务服务日志中，您可以查看在所选虚拟业务服务上发生的每项操作或错误
的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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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虚拟业务服务日志

名称

说明

Time (时间)

显示执行操作的时间或产生错误的时间。

Severity (严重性)

显示错误的严重性，如下所示：
■

严重

■

错误

■

警告通知

■

信息

UMI

显示 UMI 或消息代码。

Message (消息)

显示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57 页的“虚拟业务服务日志 ”。

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
故障管理功能可在多层应用程序环境中提供故障处理能力。在虚拟业务服务中，父
服务组与其子服务组之间可以存在三种依赖关系类型中的一种关系。依赖关系包括
soft、firm 和 restart。它们确定某层对更低层事件的可配置反应，并控制故障传播。
例如，虚拟业务服务向中间层通知关于在数据库层发生的故障和恢复。可以配置中
间层对较低层事件的反应。中间层可以选择重新启动以更新其状态，从而反映数据
库层的故障转移，也可以选择忽略该事件。
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6.0 开始，默认情况下将为所有已配置的
虚拟业务服务启用故障管理功能。 如果要在个别层上升级 VCS 或执行其他需要停
止 VCS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的维护活动，则必须为涉及此层的 VBS 禁用故障管
理，以防触发任何故障或恢复策略操作。
注意：在 VBS 故障传播或操作进行过程中，必须在所有层上运行 VBS 后台驻留程
序。如果 VBS 后台驻留程序在故障传播或操作期间发生故障或故障转移，则可能
无法完成这些操作。

为虚拟业务服务禁用故障管理
为虚拟业务服务禁用故障管理时，将无法再使用 Firm 和 restart 类型的依赖关系。
也不能运行该虚拟业务服务。
在中央服务器上运行下列命令可为特定虚拟业务服务禁用故障管理：
# /opt/VRTSsfmh/bin/vbsadm -disable <VBS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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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虚拟业务服务重新启用故障管理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上运行下列命令为
虚拟业务服务启用故障管理
# /opt/VRTSsfmh/bin/vbsadm -enable <VBS_NAME>

请参见第 58 页的“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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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虚拟业务服务安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安全模型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安全模型
本主题介绍应用于托管主机的虚拟业务服务安全模型。
有关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全模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使用指南》。
只有 UNIX 系统的 root 用户以及 Windows 系统上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可以使用
VBS CLI 从托管主机执行虚拟业务服务操作。其他用户不可以执行任何虚拟业务服
务操作。然而，虚拟业务服务会提供安全机制，以防止虚拟业务服务边界以外的主
机执行有效操作或造成安全违规。
安全机制基于在 VBS 后台驻留程序内部使用嵌入式 Web 服务器。嵌入式 Web 服
务器使用 VxAT。在基于 HTTP 协议的安全通道中出现不同 VBS 后台驻留程序间的
通信。
注意：VBS 后台驻留程序通过端口 2410 进行通信。确保在参与虚拟业务服务的所
有主机上，防火墙过滤器不阻止此端口。

虚拟业务服务安全模型示例
假设有以下两项虚拟业务服务：
■

VBS A 由集群 C1 和集群 C2 组成

■

VBS B 由集群 C2 和集群 C3 组成

虚拟业务服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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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虚拟业务服务安全模型

假设每个集群具有下列服务组：
■

集群 C1 具有服务组 SG1

■

集群 C2 具有服务组 SG2

■

集群 C3 具有服务组 SG3

当您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界面创建虚拟业务服务时，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会为每个集群部署一个针对该集群的凭据（数字证
书）。该集群上的所有主机都将获得一个凭据，用于将它们标识为属于该集群。集
群凭据包含集群 ID。同样，另一个集群上的主机也会获得凭据，用于将它们标识为
属于其各自的集群。
此外，凭据还包含有关发送凭据的 Management Server 的信息。当一个主机由多
个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时，需要使用该信息。

集群 C1 的安全机制
启动 C1 上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后，它将读取主机上配置文件的内容，以确定允许
与 C1 通信的集群。在该示例中， VBS A 包括 C1 和 C2。VBS 后台驻留程序确定
C2 可与 C1 通信。因此，它会将 C1 和 C2 的集群 ID 添加到访问控制文件
$VBS_HOME/web/admin/.xprtlacces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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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opt/VRTSvbs/web/admin/.xprtlaccess
<ClusterId of C1>@vbs_domain@<Name of VOM CMS>.vx:user
<ClusterId of C2>@vbs_domain@<Name of VOM CMS>.vx:user

如果集群 C3 尝试与 C1 进行通信，C1 上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将查找此访问控制
文件，并禁止 C3 与 C1 进行通信。此外，任何外部主机或集群都无法伪装成 C1 或
C2 之一，因为它们没有凭据。
假设已重新配置 VBS A ，以便原本属于外部集群的服务组现在属于 VBS A。新配
置将会部署到集群 C1，并且 VBS 后台驻留程序将更新此访问控制文件，以包括此
外部集群的集群 ID。

集群 C2 的安全机制
启动 C2 上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后，它将读取主机上配置文件的内容，以确定允许
与 C2 通信的集群。由于 VBS B 包括 C3 和 C2，因此 VBS 后台驻留程序确定 C3
可与 C2 通信。但是，C2 同时属于 VBS A 和 VBS B。因此，它也可以与属于 VBS
A的 C1 进行通信。
这样，VBS 后台驻留程序会将 C1、C2 和 C3 的集群 ID 添加到访问控制文件
$VBS_HOME/web/admin/.xprtlaccess 中。
# cat /opt/VRTSvbs/web/admin/.xprtlaccess
<ClusterId of C1>@vbs_domain@<Name of VOM CMS>.vx:user
<ClusterId of C2>@vbs_domain@<Name of VOM CMS>.vx:user
<ClusterId of C3>@vbs_domain@<Name of VOM CMS>.vx:user

任何外部主机或集群都无法伪装成 C1、C2 或 C3 之一，因为它们没有凭据。

集群 C3 的安全机制
启动 C3 上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后，它将读取配置文件的内容，以确定允许与 C3
通信的集群。 由于 VBS B 包括 C3 和 C2，因此 VBS 后台驻留程序确定 C2 可与
C3 通信。
这样，VBS 后台驻留程序会将 C2 和 C3 的集群 ID 添加到访问控制文件
$VBS_HOME/web/admin/.xprtlaccess 中。
# cat /opt/VRTSvbs/web/admin/.xprtlaccess
<ClusterId of C2>@vbs_domain@<Name of VOM CMS>.vx:user
<ClusterId of C3>@vbs_domain@<Name of VOM CMS>.vx: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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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外部主机或集群都无法伪装成 C2 或 C3 之一，因为它们没有凭据。

启动和停止操作的身份验证
只有在您至少对所有层（服务组）都具有权限时，才能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执行启动或停止一个虚拟业务服务的操作。
在托管主机上使用 VBS CLI 启动或停止一个虚拟业务服务的操作只能通过属于该虚
拟业务服务的群集来执行。执行虚拟业务服务的启动或停止操作时，VBS 后台驻留
程序可确保该启动或停止请求来自属于该虚拟业务服务的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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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虚拟业务服务中的故障管
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故障管理概述

故障管理概述
当虚拟业务服务沿着依赖关系链向上传播事件时，它允许在群集级别本地化高可用
性决策。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必联机即可传播故障和执行所配
置的行为。即使临时关闭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也可确保虚拟业务服务的高可用性。
请参见第 11 页的“虚拟业务服务配置示例”。
发生以下事件以响应数据库应用程序的故障。
■

每层都有自己的高可用性机制，如 Cluster Server 或 ApplicationHA。

■

群集间故障传播允许向上传播高可用性事件。例如，虚拟业务服务通知中间层
在数据库层中发生的故障和任何后续恢复。

■

您可以配置某层如何响应下层发生的故障。根据业务需求，可以将上层配置为
停止、重新启动或保持联机。根据所配置的故障策略，可能会向上传播事件。

表 5-1 列出针对各种依赖关系类型，父项如何对其子项的故障或恢复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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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虚拟业务服务故障策略行为

故障依赖关系类型

行为

SOFT

当子项发生故障或从故障恢复时，父项会忽略事件。父项不会采
取任何操作。
只有在需要启动或停止排序、且无需执行故障策略操作时，才可
以使用这种依赖关系。
子项出现故障时，父项将会脱机。

FIRM

如果子项恢复，父项将联机。
如果子项出现故障，父项将不会立即执行操作。

RESTART

如果子项恢复，父项将脱机，然后联机。

表 5-2 列出针对各种依赖关系类型，父项如何将故障传播到其子项，以响应其子项
的故障或恢复。
表 5-2

虚拟业务服务故障传播行为

故障依赖关系类型

故障传播

SOFT

当父项获得有关子项故障或子项恢复的通知时，父项不会将此通
知传播到其父项。

FIRM

由于子项发生故障导致父项脱机时，父项会将故障传播到其父
项。
由于子项恢复导致父项联机时，父项会将恢复传播到其父项。

RESTART

如果子项发生故障，父项不会立即将故障传播到其父项。
由于子项恢复导致父项脱机时，会将延迟的故障传播到其父项。
由于子项恢复导致父项随后联机时，会将恢复传播到其父项。

请参见第 58 页的“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

虚拟业务服务中 VCS 的依赖关系
如果在虚拟业务服务中的两个服务组之间设置了 VCS 级别的依赖关系，则此依赖
关系在虚拟业务服务中表示为 VCS 类型的依赖关系。尽管两个参与服务组之间的
VCS 级别依赖关系在虚拟业务服务中是可见的，但 VBS 后台驻留程序不对该依赖
关系执行任何操作。VBS 后台驻留程序使用该依赖关系的目的仅为确定启动或停止
顺序。因此，此依赖关系的行为与 SOFT 依赖关系类型的行为相同。
请注意，VCS 级别的依赖关系子层不支持自定义脚本执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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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S 配置不允许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更改 VCS 级别的依赖关
系。当存在 VCS 级别的依赖关系时，其优先级高于 VBS 类型的依赖关系。

并行和故障转移服务组
■

当一个故障转移服务组的联机实例发生故障时，VBS 后台驻留程序会将该服务
组视为“FAULTED (出现故障)”。

■

只有当一个并行服务组的最后一个联机实例发生故障时，VBS 后台驻留程序才
会将该服务组视为“FAULTED (出现故障)”。

注意：为进行故障管理，混合服务组的行为将类似于并行服务组。

共享服务组
共享服务组属于多个虚拟业务服务。由于服务组中的故障和恢复是异步事件，并且
不与任何虚拟业务服务捆绑在一起，因此虚拟业务服务故障管理不会区分共享和非
共享服务组。任何故障或恢复都会传播到父项，并根据依赖关系类型执行操作。

处理的故障类型
虚拟业务服务故障管理既可处理应用程序故障也可处理节点故障。当节点崩溃时，
VCS 将检测到该故障，会将其传播到虚拟业务服务。故障管理会将在该节点中运行
的所有服务组视为“FAULTED (出现故障)”状态。如果至少还有一个节点在集群中
运行，VCS 便可检测到故障。
故意关闭节点或 VCS 后台驻留程序 (HAD) 不会被视为节点故障。在此情况下，虚
拟业务服务故障管理不会执行任何操作。
当集群节点进入“EXITED (退出)”状态时，虚拟业务服务故障管理会将该中断视
为计划停机时间，并且不执行任何操作。

在 ApplicationHA 环境中进行故障管理的注意事项
可能无法检测到在 ApplicationHA 节点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中的故障，这取决于虚拟
机的 VM.GracefulRebootPolicy 属性。
如果已启用 VM.GracefulRebootPolicy，并且将 App.RestartAttempts 设置为 0，则
VBS 后台驻留程序没有足够的时间将更新通知给其他 VBS 后台驻留程序。如果已
禁用 VM.GracefulRebootPolicy，或者如果 ApplicationHA 节点处于顶层，则故障
传播可正常运行。如果 ApplicationHA 层具有属于虚拟业务服务的父服务组，请确
保已禁用 VM.GracefulReboo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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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ApplicationHA 启动的虚拟机重新启动的信息，请参见《ApplicationHA 安装使
用指南》。

虚拟机的故障传播
故障传播行为仅影响在虚拟机内运行的服务组，而不影响虚拟机。这些虚拟机并不
作为故障策略的一部分启动或停止。

自定义脚本执行
VBS 可以对具有一个或多个配置了 Soft 依赖关系的子层的父层执行脚本。自定义
脚本与父层相关联，并不特定于给定 VBS。只要有任何 Soft 依赖关系子层从故障
恢复，就会执行此脚本。此脚本在其父服务组处于联机或 PARTIAL 状态的所有节
点上的后台运行。脚本执行不会超时，VBS 后台驻留程序并不等待脚本执行完成。
您可在执行脚本的层上的 VBS 后台驻留程序日志中捕获退出代码。脚本编写人员
负责根据需要记录信息和退出代码。
可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控制台配置自定义脚本。 此脚本
可以根据需要采用参数。在配置此功能前，此脚本必须已存在于节点上，并且在层
上的所有节点中其路径必须一致。在 UNIX 中，当系统中存在用户时，您可以根据
需要运行脚本。默认情况下，将使用 root 权限运行。在 Windows 中，脚本始终以
SYSTEM 用户运行。
可在脚本中使用下列环境变量：
■

VBS_SCRIPT_PARENT_TIER：这是完全限定的父层名称，以 Cluster
name:group name 表示。
例如：DB_cluster1:OracleSG

■

VBS_SCRIPT_CHILD_TIER：这是已从故障恢复的子层的完全限定名称。
例如：App_cluster1:CustomAppSG

对 Soft 依赖关系执行自定义脚本的限制
对 Soft 依赖关系执行自定义脚本的限制如下：
1.

非默认的 VRTSvbs 软件包路径不支持执行脚本。此功能假设 VRTSvbs 软件
包安装在 %ProgramFiles%\Veritas\VRTSvbs 中。

2.

自定义脚本路径名或自定义脚本参数不支持使用双引号。请用单引号代替。

3.

对于 Windows 层，必须在群集节点上启用简短文件名，并且由 Microsoft 故障
转移群集管理的父层中不支持脚本执行。

4.

在 UNIX 中，路径名不支持使用空格。解决方法是创建一个指向绝对路径的软
链接，并在脚本名称中指定此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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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Soft 依赖关系配置自定义脚本执行
配置脚本执行：

1

配置父层上的 VCS HacliUserLevel 属性，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自定义脚本执行功能要求将 VCS 群集级属性 HacliUserLevel 设置为
COMMANDROOT。即使层是单节点群集或 ApplicationHA 节点也必须进行此
设置。执行下列步骤设置父层上的 HacliUserLevel 属性：
■

如果 VCS 配置不可写入，则将其设置为可写入。
# haconf -makerw

■

设置 HacliUserLevel 属性值
# haclus -modify HacliUserLevel COMMANDROOT

■

将 VCS 配置再次设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2

将自定义脚本复制到父层的所有节点中。

3

为父层配置脚本执行：
■

在 Management Server 控制台中，转到“Availability (可用性)”透视图，
然后在左窗格中展开“Manage (管理)”。

■

在导航树中选择“Data Center (数据中心)”。
选择“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虚拟业务服务)”节点。

■

在虚拟业务服务列表中，右键单击所需的虚拟业务服务，然后选择
“Configure dependencies (配置依赖关系)”。单击“Next (下一步)”。

■

在“Specify Script Execution details (指定脚本执行详细信息)”向导面
板中，指定自定义脚本名称（包含绝对路径）和所有参数。
在 Windows 层上，您可能需要指定解释器名称，后跟脚本名称。
对于 UNIX 或 Linux 层，您可以指定必须在其上下文中对父层执行脚本的系
统用户。
请参见第 28 页的“配置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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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虚拟业务服务中的灾难恢
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的灾难恢复

■

先决条件

■

灾难恢复配置示例

■

灾难恢复警报

■

灾难恢复限制

■

关于灾难恢复计划

■

在 DR 站点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

执行虚拟业务服务的计划迁移

■

并发性违规

■

重新配置 ApplicationHA 节点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的灾难恢复
灾难恢复 (DR) 通过将应用程序迁移或故障转移到位于原始集群任何距离之外的远
程集群来确保应用程序的自动恢复。
虚拟业务服务对 Cluster Server 的现有 DR 功能进行扩展，使您可在两个站点之间
迁移或故障转移运行于多个集群的多层应用程序。

虚拟业务服务中的灾难恢复
先决条件

先决条件
适用下列先决条件：
■

在虚拟业务服务中至少要为 VCS 灾难恢复配置一层。

■

不得将全局服务组配置为自动故障转移至其他集群。有关如何设置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的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

全局服务组及其 DR 对应部分不得属于同一虚拟业务服务。

灾难恢复配置示例
图 6-1 显示一个生产站点和一个 DR 站点。
两个虚拟业务服务显示为对称，但它们不必对称。首选使用同一 Management Server
来管理生产站点和 DR 站点，但也可以使用两个不同的 Management Server。
图 6-1

灾难恢复配置示例

为了对 Oracle 数据库启用灾难恢复，在数据库层配置了全局集群选项 (GCO)。传
统的 VCS 全局服务组故障转移可确保数据库一次只在一个站点联机。如果生产集
群中出现数据库层故障，VCS GCO 将触发灾难恢复警报。
如果为了响应警报在 DR 站点启动虚拟业务服务，则整个财务应用程序会按指定顺
序启动。在生产站点，集群间故障传播机制会将数据库层的故障传播至中间层等其
他层。根据配置的行为，其他层中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关闭或保持联机。
现在，端到端财务应用程序在 DR 站点完全可用，但它在生产站点处于“PARTIAL
(部分联机)”状态或“FAULTED (出现故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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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警报
适用于虚拟业务服务的灾难恢复警报有：
■

只要配置 GCO 的群集出现故障，便会触发 CFAULT 警报。并向远程群集发送
通知。您可以在 Cluster Server 日志中查看该警报，然后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

当全局服务组无法故障转移时，会触发 GNOFAIL 警报。

有关这些警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灾难恢复限制
存在以下限制：
■

不支持灾难恢复防火练习操作。

■

不支持通过 VMwa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SRM) 为 ApplicationHA 提供灾难
恢复的配置。

关于灾难恢复计划
灾难恢复计划（DR 计划）提供发生灾难时将在 DR 站点中执行的操作顺序。要查
看虚拟业务服务 DR 计划，请使用 vbssvc -showplan 命令。可从生产站点或从
DR 站点运行此命令。
命令输出可能类似如下：
# vbssvc -showplan FinanceVBS
CanBeOnline

原因

PuneWeb:FinanceApacheWeb No

Yes

Already online

PuneWSphere:FinanceWebSphere No

Yes

Already online

PuneDB:FinanceDB

No

Online on remote
cluster MtViewVBS.
At least one
service group in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is not
global

Name (名称)

全局

Yes

VCS NOTICE V-16-25-40234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FinanceVBS
cannot be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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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预测以服务组的最后发现状态为基础。如果基础的高可用性技术不可用，
或者出现如网络中断等外部因素，则实际的启动操作仍会失败。
表 6-1 列出一些情景和可能的 DR 计划命令输出。
表 6-1

DR 计划示例

方案

DR 计划输出

全局服务组出现故障。

计划显示，生产站点的全局服务组出现故障。-force 选项将
用于使全局服务组在 DR 站点联机。

全局服务组脱机。

计划显示，全局服务组在生产站点脱机。可在 DR 站点启动虚
拟业务服务。

生产群集出现故障。

计划显示，服务组是全局服务组，并且生产群集出现故障或关
闭。当您在 DR 站点启动虚拟业务服务时，-force 选项将用
于使全局服务组在 DR 站点联机。

全局服务组在生产站点联 计划显示，生产群集已启动，并且全局服务组在生产群集中联
机，并且虚拟业务服务中有 机。无法在 DR 站点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一个或多个非全局服务组。
全局服务组在生产站点联 计划显示生产站点中每个服务组的状态。-switch 选项将用于
机，并且所有服务组都是全 针对生产站点联机的全局服务组，使全局服务组在 DR 站点联
局服务组。
机。

在 DR 站点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要在灾难发生后恢复虚拟业务服务，请执行下列任务：
1.

检查 Cluster Server 日志中的 CFAULT 警报。 CFAULT 表示生产站点群集发
生故障。

2.

通过运行 vbssvc -showplan vbs_name 命令，查看全局服务组的 DR 计划。
命令输出将显示生产站点上的全局群集发生故障。

3.

通过运行 vbssvc -start vbs_name 命令，启动 DR 站点上的虚拟业务服务。
vbssvc -start 命令将使用 -force 选项在 DR 站点上使全局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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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虚拟业务服务的计划迁移
可以执行虚拟业务服务到 DR 站点的计划故障转移，以便在生产站点的计划维护期
间最大限度地缩短应用程序停机时间。
1.

验证服务组是否为虚拟业务服务的一部分。
# vbssvc -display

2.

在生产站点中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 vbssvc -stop vbs_name

3.

在生产站点和 DR 站点中查看全局服务组的状态。
# vbssvc -showplan

4.

在 DR 站点中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 vbssvc -start vbs_name

并发性违规
配对的虚拟业务服务不得在生产站点和 DR 站点中同时处于联机状态。GNOFAIL
警报用于防止并发性违规。如果所有服务组均是全局性的，则 VBS 后台驻留程序
可防止虚拟业务服务级别的并发性违规。但当某些服务组不是全局性时，则在 DR
站点启动虚拟业务服务之前，必须确保生产站点虚拟业务服务中的所有组都已脱机
或出现故障。

重新配置 ApplicationHA 节点
如果 ApplicationHA 服务组是虚拟业务服务的一部分，则要重新配置 ApplicationHA
节点的应用程序监视，故障管理和命令行操作可能不起作用。ApplicationHA 服务
组依赖关系将从虚拟业务服务中删除。
要重新配置 ApplicationHA 节点，请执行下列步骤。
1.

从计划重新配置 ApplicationHA 的虚拟业务服务中删除 ApplicationHA 服务组。

2.

在 ApplicationHA 上完成重新配置。

3.

重新配置后，添加创建的 ApplicationHA 服务组，并创建所需要的任何依赖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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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虚拟业务服务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升级到 VBS 版本 7.0 的先决条件

■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升级 VRTSvbs 软件包

■

重命名集群的注意事项

升级到 VBS 版本 7.0 的先决条件
■

您已经以域管理员或虚拟业务服务管理员的身份登录。

■

已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版本 6.0 或
更高版本。

■

托管主机的版本为 6.0 或更高版本。

注意：最佳做法是，在升级一个层之前，必须为由该层中的服务组组成的所有虚拟
业务服务禁用故障管理，待升级完成后再启用故障管理。
请参见第 58 页的“虚拟业务服务的故障管理”。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升级
VRTSvbs 软件包
如果您已安装或升级至 VCS 7.0 或 SFHA 7.0，请跳过本节。如果您已安装支持的
VCS 或 SFHA 早期版本，则可以执行以下步骤。您必须在需要管理的每个群集的
每个主机上都升级 VRTSvbs 软件包。不支持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使用
VRTS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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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将 VCS 或 SFHA 的早期受支持版本（已安装 VRTSvbs）升级至 VCS 7.0
或 SFHA 7.0，则可使用 VCS 7.0 或 SFHA 7.0 所支持的任何升级过程。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见这些产品的安装指南。如果要在升级之前删除 VRTSvbs，则必须执行
VRTSvbs 卸载过程中的步骤。
在托管主机上将 VRTSvbs 软件包升级到版本 7.0 之前，请确保主机上已安装
VRTSsfmh 软件包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如果未安装 VRTSsfmh 版本 6.0 或更高版
本，则 VRTSvbs 安装会失败。
注意：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将 VRTSvbs 升级到 7.0 时，当升级成功完成后，
会使在托管主机上处于联机状态的 vbsapp 资源脱机并重新启动。不过，在 Solaris
11 系统上，则不会自动使 vbsapp 资源脱机并再使其联机。在 Solaris 11 系统上升
级 VRTSvbs 之前，必须使用 HA 命令或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手动将托管主机上的 vbsapp 资源脱机。 升级完成后，您必须手动使 vbsapp
资源联机。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升级 VRTSvbs 软件包

1

从以下位置将 VRTSvbs 软件包下载到计算机上的临时目录：
https://sort.symantec.com/vom
也可从 Symantec FileConnect 和 Trialware 下载软件包。

2

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中，选择“Home (主
页)”>“Settings (设置)”>“Deployment (部署)”。

3

单击“Deployment Management (部署管理)”视图上的“Upload Solutions
(上传解决方案)”，然后通过“Upload Solutions to Repository (将解决方案
上传至存储库)”向导面板将 VRTSvbs 软件包上传到存储库。必须为每个需要
部署 VBS 的平台上传 VRTSvbs 软件包。
上传的软件包出现在“Base Releases (基础版本)”之下。

4

单击“Base Releases (基础版本)”节点，然后右键单击“Base Releases (基
础版本)”选项卡下的 VRTSvbs 软件包。将显示“Select hosts (选择主机)”
面板。
在“Select hosts (选择主机)”面板上，执行下列步骤（若适用）：
■

选择“Hosts (主机)”或“Platforms (平台)”以分别显示主机和平台列表。

■

选择“Hosts (主机)”>“Show all applicable hosts (显示所有适用主
机)”，以覆盖选定主机上的现有安装。

■

选择“Platforms (平台)”>“Force install (强制安装)”，以覆盖选定平台
上的现有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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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要在“Hosts (主机)”上升级软件包，请从列表中选择主机。

■

要在“Platforms (平台)”上升级软件包，请从列表中选择平台。

单击“Select hosts (选择主机)”面板上的“Finish (完成)”。

注意：VOM 仅通过主机系列发现（默认情况下一天一次或手动完成）来确定已升
级的软件包版本。因此，在检测到版本升级之前，系统不会调用 vbs - start 和
vbs -stop。您必须刷新 VRTSvbs 软件包执行了升级的主机，这样 VOM 才能检测
到升级的软件包。

重命名集群的注意事项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不支持重命名集群。如果您要重命名属于虚
拟业务服务的集群，请执行下列任务：
1.

更新虚拟业务服务定义以便从集群中删除对象，然后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中删除集群节点。

2.

重命名集群。

3.

将重命名后的集群添加回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4.

将从集群中删除的对象添加回虚拟业务服务定义。

5.

如果主机由多个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请运行下列命令以重写主机上的
凭据。
UNIX: # /opt/VRTSsfmh/bin/xprtlc -l \
https://localhost:5634/admin/cgi-bin/vbs_configurator.pl -d \
rescan=cred
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xprtlc.exe" -l
https://localhost:5634/admin/cgi-bin/vbs_configurator.pl -d
rescan=cred

6.

要使凭据可用于所有托管主机，请运行下列命令。
UNIX: # /opt/VRTSsfmh/bin/xprtlc -l \
https://localhost:5634/admin/cgi-bin/vbs_configurator.pl -d \
resca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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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xprtlc.exe" -l
https://localhost:5634/admin/cgi-bin/vbs_configurator.pl -d
resca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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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参考资料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虚拟业务服务命令

虚拟业务服务命令
可从将服务组配置为虚拟业务服务一部分的群集节点运行虚拟业务服务命令行界
面。
表 A-1 列出了虚拟业务服务命令及其用法。
表 A-1
操作

虚拟业务服务命令
命令语法和示例

查看有关已配置的虚拟业务 vbssvc -display [vbs(s)]
服务的信息。
示例
# vbssvc -display vbs1vbs2
显示有关 vbs1 和 vbs2 的信息。
# vbssvc -display
此命令显示由本地群集中的服务组构成的虚拟业务服务的相关
信息。
查看全局服务组或远程群集 vbssvc -showplan vbs
的状态。
示例
此命令输出还显示在启动虚
# vbssvc -showplan vbs1
拟业务服务时将用于使全局
显示全局服务组或远程群集的状态。
服务组联机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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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语法和示例

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的可用性 vbssvc -state [vbs(s)]
状态。
示例
# vbssvc -state vbs1
显示 vbs1 的可用性状态。
# vbssvc -state
此命令显示由本地群集中的服务组构成的虚拟业务服务的可用
性状态。
查看用于虚拟业务服务的父 vbssvc -grpdep [vbs(s)]
子依赖关系和故障策略。
示例
# vbssvc -grpdep vbs1
显示为虚拟业务服务 vbs1 定义的父子关系和故障策略。在每
个服务组旁还列出了该服务组的群集平台。
查看给定虚拟业务服务的所 vbssvc -grpstate vbs
有服务组的状态。
示例
# vbssvc -grpstate vbs1
显示属于虚拟业务服务 vbs1 的所有服务组的状态。在每个服
务组旁还列出了该服务组的群集平台。该命令输出也会显示服
务组出现故障的节点列表。
查看虚拟机的状态。

vbssvc -grpstate [-vmstate] <vbs>
示例
# vbssvc -grpstate -vmstate vbsA
显示有关虚拟机上的服务组状态的信息。此外，还显示有关虚
拟机状态的信息。该命令输出也会显示服务组出现故障的节点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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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语法和示例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vbssvc -start vbs [-tag tag_name]
示例
# vbssvc -start vbs1
通过使其服务组按所需顺序联机来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vbs1。生
成一个任务 ID，可以通过 vbstask 命令使用该任务 ID 来检
查操作进度。
示例
# vbssvc -start vbs1 -tag mytag
启动虚拟业务服务 vbs1。生成一个任务 ID，并同时将标记名
称 mytag 与操作相关联。
可选择指定 -tag 选项来将操作与用户定义的标记名关联，此
标记名也可与标记 ID 一起用于通过 vbstask 命令跟踪操作进
度。

注意：如果任一 VBS 层处于 UNKNOWN 状态，此命令会提
供忽略这些层并继续启动剩余 VBS 层的选项。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vbssvc -stop [-force] vbs [-tag tag_name]
示例
# vbssvc -stop vbs1
通过使其服务组按所需顺序脱机来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vbs1。生
成一个任务 ID，可以通过 vbstask 命令使用该任务 ID 来检
查操作进度。
示例
# vbssvc -stop vbs1 -tag mystag
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vbs1。生成一个任务 ID，并将标记名称
mytag 与操作相关联。
可选择指定 -tag 选项来将操作与用户定义的标记名关联，此
标记名也可与任务 ID 一起用于通过 vbstask 命令跟踪操作进
度。
使用 -force 选项，您可通过可能与其他虚拟业务服务共享的
一个或多个组件来停止虚拟业务服务。

注意：如果任一 VBS 层关闭或处于 UNKNOWN 状态，此命
令会提供忽略这些层并继续停止剩余 VBS 层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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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语法和示例

清除虚拟业务服务。

vbssvc -flush vbs
示例
# vbssvc -flush vbs1
从命令行清除已针对虚拟业务服务启动的启动或停止操作。如
果启动或停止操作不响应，可通过该命令予以取消。

查看 vbssvc 用法列表。

vbssvc [-help]

查看虚拟机信息。

vbssvc -vminfo [<vbs(s)>]
示例
# vbssvc -vminfo vbsA
显示有关虚拟机上的服务组及该虚拟机的信息。将显示诸如名
称、虚拟机类型以及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选择的启动和停止选项的启用或禁用状态等虚拟机信息。 在
每个服务组旁还列出了该服务组的群集平台。还列出了每台 VM
的虚拟化平台。

查看服务组之间的父子依赖 vbsgrp -dep <cluster_name:group_name>(s)
关系和故障策略。
示例
# vbsgrp -dep clus1:sg1 clus2:sg2
显示为群集 clus1 中的服务组 sg1 和群集 clus2 中的服务组 sg2
定义的父子关系和故障策略，并已定义为由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的任何虚拟业务服务的一部分。在每个服务组旁还列出了
该服务组的群集平台。

注意：Management Server 中定义的给定服务组的所有依赖
关系均不可见。该命令显示为属于与本地群集（从中执行命令
的群集）关联的虚拟业务服务的服务组所定义的依赖关系。
查看服务组的状态。

vbsgrp -state [<cluster_name:group_name>(s)]
示例
# vbsgrp clus1:sg1
显示群集 clus1 中服务组 sg1 的状态。在每个服务组旁还列出
了该服务组的群集平台。该命令输出也会显示服务组出现故障
的节点列表。

注意：要查看属于特定虚拟业务服务的服务组的状态，请参考
vbssvc -grpstate 命令。
查看 vbsgrp 用法列表。

vbsgrp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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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关于给定 VBS 的应用 vbssvc -showsla <vbs_name>
程序恢复点和启动时间的信
示例
息。
# vbssvc -showsla vbs1
显示每个全局服务组的 AppRecoveryPOint、启动时间和
ReplicationLagInfo。还显示 vbs1 的有效恢复点和有效启动时
间。

注意：目前只能看到全局服务组的启动时间和
AppRecoveryPoint。
为 VBS 后台驻留程序启用
调试日志。

vbslog -addtags tag1 [tag2 tag3 ....]

为 VBS 后台驻留程序禁用
调试日志。

vbslog -deltags tag1 [tag2 tag3 ....]

查看 vbslog 用法列表。

vbslog [-help]

可以启用 DBG_MSG、DBG_POLICY、DBG_SECURITY 和
DBG_PING 标记。

您可以禁用这些已启用的标记。

查看针对以下虚拟业务服务 vbstask -display [task_id(s)] [-vbs vbs(s)]
执行的任务的相关信息：
[-tag tag_name]
示例
vbstask -display
显示针对群集中所有虚拟业务服务执行的任务的相关信息。
vbstask -display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显示具有以下任务 ID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的任务的相关信
息
vbstask -display -vbs vbs1
显示针对虚拟业务服务 vbs1 执行的任务的相关信息。
vbstask -display -tag mytag
显示与标记 mytag 关联的任务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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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关于层级子任务的信息 vbstask -subtasks task_id
或
vbstask -substasks -tag tag_name
示例
vbstask -substasks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显示作为 VBS 任务一部分执行的其任务 ID 为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的层级操作（子
任务）的相关信息。
vbstask -subtasks -tag mytag
显示作为与标记 mytag 关联的 VBS 任务的一部分执行的层级
别操作（子任务）的相关信息。
查看以下任务的分步进度： vbstask -progress task_id
或
vbstask -progress -tag tag_name
示例
vbstask -progress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显示任务 ID 为 {41920582-1dd2-11b2-8d2b-b518e666c59d}
的任务的分步进度。包括层级操作的执行顺序及其结果。
vbstask -progress -tag mytag
显示与标记 mytag 关联的任务的分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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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和恢复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对虚拟业务服务进行故障排除

■

虚拟业务服务日志文件

对虚拟业务服务进行故障排除
本节包含与虚拟业务服务关联的错误消息，并提供了说明和建议操作。

命令行无法连接到 VBS 后台驻留程序
当您从虚拟业务服务命令行运行命令时，系统可能会显示以下消息：
Cannot connect to VBS daemon

产生此错误的原因可能是以下情况之一：
■

vbsapp 资源没有处于联机状态。

■

如果为此集群设置了虚拟 IP，请确保设置了 ClusterAddress 属性。

■

如果为此集群设置了虚拟 IP，请确保可以访问 ClusterAddress 属性中设置的 IP
地址。

解决方法：确保已正确设置 ClusterAddress 属性。使 vbsapp 资源联机。

虚拟业务服务状态未知
如果虚拟业务服务进入未知状态，请按顺序执行下列任务，直到问题得以解决。
■

使用 VBS 可用性配置签名运行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策略检
查。验证配置是否符合预定义的标准，并采取适当的更正操作。有关运行策略
检查的更多信息，请参考《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Management
Server 安装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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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4 页的“关于对虚拟业务服务进行的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策略检查”。
■

检查 VBS 命令行中各个服务组的状态。如果无法访问某些远程群集，请执行更
正操作，例如，纠正群集或节点故障、网络通信故障、防火墙问题或配置问题。
请参见第 49 页的“从命令行查看虚拟业务服务状态”。

■

刷新服务组处于未知状态的群集的主机。可以从管理服务器或通过从托管主机
运行以下命令刷新主机。
UNIX：
# /opt/VRTSsfmh/bin/mh_ctl.pl --family VCS --refresh

Windows：
cd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
perl.exe mh_ctl.pl --family VCS --refresh
■

如果仅重新安装了管理服务器而未重新安装托管主机，请重新创建虚拟业务服
务并通过从管理服务器运行以下命令进行重新扫描。
UNIX：
# /opt/VRTSsfmh/bin/xprtlc -l \
https://localhost:5634/admin/cgi-bin/vbs_configurator.pl -d \
rescan=all

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xprtlc.exe" -l
https://localhost:5634/admin/cgi-bin/vbs_configurator.pl -d
rescan=all
■

如果将托管主机从一个管理服务器移到了另一个管理服务器，请从新管理服务
器运行以下命令。该命令使凭据可用于托管主机。
UNIX：
# /opt/VRTSsfmh/bin/xprtlc -l \
https://localhost:5634/admin/cgi-bin/vbs_configurator.pl -d \
rescan=cred

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xprtlc.exe" -l
https://localhost:5634/admin/cgi-bin/vbs_configurator.pl -d
rescan=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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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设置任何层的 ClusterAddress，请确保将所有层升级到 VBS 版本 7.0，
且位于参与群集中的主机可以相互通信。

虚拟业务服务的灾难恢复失败
当您尝试在 DR 站点中使虚拟业务服务联机时，如果全局服务组具有任何 VCS 级
别的依赖关系，则 vbssvc -start 命令将失败。[2489965]
解决方法：要在 DR 站点启动虚拟业务服务，请先在生产站点使虚拟业务服务脱机，
然后在 DR 站点使其联机。

虚拟业务服务日志文件
表 B-1 列出了可用于解决虚拟业务服务问题的日志文件。
表 B-1

虚拟业务服务的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

位置

VBS 后台驻留程序日志

UNIX： /var/VRTSvbs/log/vbsd_A.log
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log\vbsd_A.log

VBS 部署日志

UNIX： /var/VRTSvbs/log/vbsdeploy.log
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log\vbsdeploy.log

VBS 配置更新日志

UNIX： /var/VRTSvbs/log/notify_config_update.log
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log\notify_config_update.log

托管主机上的 VCS 发现日 UNIX： /var/opt/VRTSsfmh/VCS/log/mh.log
志
Windows Server 2008：
C:\ProgramData\Symantec\VRTSsfmh\VCS\log\mh.log
Windows Server 2003：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ymantec\VRTSsfmh\VCS\log\mh.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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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

位置

托管主机上的 VBS 配置日 UNIX： /var/opt/VRTSsfmh/logs/vbs_config.log
志
Windows Server 2008：
C:\ProgramData\Symantec\VRTSsfmh\logs\vbs_config.log
Windows Server 2003：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ymantec\VRTSsfmh\logs\vbs_config.log
Management Server 上的 UNIX：
配置工具日志
/var/opt/VRTSsfmcs/logs/vbs_configurator.log
Windows Server 2008：
C:\ProgramData\Symantec\VRTSsfmcs\logs\vbs_configurator.log
Windows Server 2003：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ymantec\VRTSsfmcs\logs\vbs_configurator.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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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问题和限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已知问题和限制

已知问题和限制
本节包含此版本中的已知问题和限制。

未处理整个集群故障
虚拟业务服务未处理整个集群故障。如果由于网络中断、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出
现故障或 VBS 后台驻留程序出现故障而使虚拟业务服务中的某个参与集群不可用，
则故障管理可能会不起作用。失败的集群可能是多节点集群或单节点 ApplicationHA
集群。
如果单个集群出现故障，您可以继续在 VBS 上执行操作。在忽略无法访问的集群
后，您可以选择继续执行操作。

共享服务组的故障传播
在使用共享服务组的情况下，如果出现故障的组不是共享组，则可能不会为所有受
影响的虚拟业务服务传播故障事件和恢复事件。
请考虑在多个虚拟业务服务之间共享中间层的情况。如果一个虚拟业务服务的底层
出现故障，则该故障可能不会沿其他虚拟业务服务的依赖关系树向上传播。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虚拟业务服务显示失效状
态
如果虚拟机中的 ApplicationHA 配置为监视应用程序，则会出现此问题。 在
ApplicationHA 中，如果配置了虚拟机自动恢复，则当受监视的应用程序在多次尝
试启动（尝试启动次数可配置）均失败时，虚拟机将会重新启动。如果触发了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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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自动恢复，则将从备份还原最近一次成功的虚拟机快照，还将还原在虚拟机上运
行的应用程序。但是，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无法发现还原的应用
程序状态，并继续将应用程序显示为故障状态。[2573158]
解决方法：要显示当前的应用程序状态，请刷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
用于刷新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的 CLI 命令如下所示：
■

Unix：
# /opt/VRTSsfmh/bin/mh_ctl.pl --rescan

■

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 "C:\Program Files\Veritas
\VRTSsfmh\bin\perl.exe"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sfmh\bin\
mh_ctl.pl" --rescan

虚拟业务服务启动操作不验证服务组的资源关键性 (2169223)
该启动操作不会验证服务组是否具有任何非关键资源。因此，此操作不会检测在使
这些资源联机时出现的任何故障，也不会检测此类资源是否已在尝试 VBS 启动时
出现故障。如果存在此类故障，则 VBS 操作将不会完成。您可以选择中止此操作。
作为预防措施，可将服务组的所有资源配置为关键资源。

如果父服务组上正发生故障操作，多个子组故障或恢复事件的传播可
能会被漏掉 (2745323)
在 firm 依赖关系下，如果子服务组发生故障，则会使父服务组脱机。随后当子服务
组恢复时，也会使父服务组联机。不过，如果子服务组再次发生故障，而父服务组
尚未恢复，则这个新出现的子服务组故障事件会被漏掉。如果父服务组恢复需要一
些时间，则可能会发生此问题。因此，父服务组可能保持联机状态。
解决方法：没有解决方法。

包含 vbsapp 资源的 ClusterService 组未将 vbsapp 链接到新创建的
gcoip (2713002)
如果使用 gcoconfig 在某集群中配置了 GCO 且该集群已将 vbsapp 资源配置为属
于 CLusterService 组，则 vbsapp 不会链接到新创建的 gcoip 资源。
解决方法：运行下列命令手动链接该资源：

89

已知问题和限制
已知问题和限制

# haconf - makerw
# hares -link vbsapp gcoip
# haconf -dump -makero

CLI 命令返回的 VBS 内虚拟机之状态有误 (2789621)
用来查询 VBS 内虚拟机之状态的 CLI 命令所显示的 VM 状态可能有误。如果 VM
耗费很长时间才进入脱机状态，用户会在执行 VBS 停止操作后观察到这种现象。
即使在虚拟机进入脱机状态之前，VBS 后台驻留程序也可能会获取虚拟机的状态。
解决方法：没有解决方法。 后续的启动操作会刷新虚拟机的状态。

升级在 VBS 中配置的 ApplicationHA 或 SFWHA 期间 VBS 依赖项
被删除 (2832599)
将在 VBS 下配置的 ApplicationHA 或 SFWHA 升级到其任何更高版本时，VBS 依
赖项会被删除。尤其是在您已将节点上的 SFMH 升级到版本 7.0 以启用 VBS 7.0
功能的情况下，更有可能观察到这种情况。
解决方法：在升级前停止并禁用 SFMH 服务，待升级完成后再启动它。您也可以通
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重新创建 VBS 依赖项。

当 VM 启动/停止功能处于启用状态时，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中执行的 VBS 启动操作可能会失败 (2848118)
当 VM 启动/停止功能处于启用状态时，如果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执行 VBS 启动操作，则该启动操作可能会因出现下面的错误而失败。
org.xml.sax.SAXParseException;invalid encoding name "PLAIN".

仅在 Windows Management Server 上观察到这种现象。
解决方法：手动启动虚拟机，然后重试该操作。

在 SFWHA 5.1SP1 或 5.1SP2 上运行且配置了虚拟 IP 地址的集群无
法改用不使用 VIP 的通信 (2845412)
如果您已经为在 SFWHA 5.1SP1 或 SFWHA 5.1SP2 上运行的集群配置了虚拟 IP
地址，则这些集群将无法通过将 ClusterAddress 属性设置为空来参与不使用 VIP
的通信。
请参见第 27 页的“为 VBS 内的每个集群配置自动发现”。
解决方法：没有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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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2008 上卸载 VBS 期间，显示错误消息的弹出窗口一直
隐藏在其他窗口之后 (2872716)
在 Windows 2008 系统上，如果启用了故障管理且您在 VBS 后台驻留程序处于运
行状态时卸载 VBS，则从“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Add or Remove
Programs (添加或删除程序)”菜单中卸载 VBS 的操作将退出，并在安装屏幕后显
示一条错误消息。您必须手动将焦点切换到该错误消息才能阅读它。
vbsd.exe is running on your system. Please stop this process and retry uninstallation, uninstallation wizard will exit now.

解决方法：使 vbsapp 资源在集群节点上脱机，再卸载 VBS。

为 VBSD 生成的事件缺少正确的说明 (2833160)
在配置在虚拟业务服务下的 Windows 系统上，对于由事件源 VBSD 生成的事件，
事件查看器中没有相应的说明。
解决方法：检查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vbs\log\ 文件夹内的
vbsd_A.txt 日志文件中是否存在错误消息。

无法在 VBS 7.0 或更低版本中为由全局服务组构成的 VBS 启动 DR
[3240419]
如果配置由全局服务组构成的 VBS 并使其在灾难恢复 (DR) 站点上联机，请确保主
站点上的所有全局服务组均已脱机。这是因为只有主站点的最低层切换到了 DR 站
点，其余服务组因 VBS 尝试使其余层在 DR 站点上联机而无法切换。
解决方法：在使全局服务组在 DR 站点上联机之前，使其在主站点上脱机。

如果已设置发布服务器，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或升级 VRTSsfmh 或 VRTSvbs 软件包可能会失败 (3306997)
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或升级 VRTSsfmh 或 VRTSvbs
软件包可能会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pkg install: The proposed operation on this parent image
cannot be performed because temporary origins were specified and
this image has children. Please either retry the operation again
without specifying any temporary origins, or if packages from
additional origins are required, please configure those origins
persistently.

已知问题和限制
已知问题和限制

如果在非全局区域处于运行或已安装状态的主机上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安装或升级 VRTSsfmh 或 VRTSvbs 软件包，则会出现此错误。 此问题
仅在运行 Oracle Solaris 11 的系统上出现。
解决方法：使所有容器处于已配置状态或手动升级软件包，如下所述：

#
#
#
#
#
#

pkg
pkg
pkg
pkg
pkg
pkg

set-publisher -p <path to p5p for VRTSsfmh> Symantec
install --accept VRTSsfmh
unset-publisher Symantec
set-publisher -p <path to p5p for VRTSvbs> Symantec
install --accept VRTSvbs
unset-publisher Symantec

对资源已禁用的服务组所执行的操作停滞或由于超时而失败
[3280718、3288725]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对服务组所执行的操作可能会停滞或最终失败：
■

服务组具有一个或多个已禁用的资源。

■

在低于 6.1 的 VCS 版本上运行的群集中配置服务组。

解决方法：将 VCS 版本升级到 6.1 或更高版本。

包含全局服务组的 VBS 的灾难恢复期间，恢复和接管消息不显示
[3315435]
包含全局服务组的 VBS 的灾难恢复期间，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台上未显示恢复和接管消息。
解决方法：没有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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