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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安装概述与规划

■

1.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简介

■

2. 系统要求

■

3. 计划安装 SFHA

■

4. 授权许可 SFHA

1

1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

关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Availability 功能

■

关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

关于配置 SFHA 集群以保持数据完整性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ymantec 提供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包含以
下组件：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简介
关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包含以下组件：
■

■

Symantec 提供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Veritas
File System 是一种高性能日记文件系统，使用它可以轻
松管理和快速恢复应用程序。Veritas File System 具有可
伸缩性能、连续可用性、增加的 I/O 吞吐量以及结构完整
性。
Symantec 提供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消除了磁盘存储的物理局限性。
您可以联机配置、共享、管理和优化存储 I/O 性能，而不
会中断数据的可用性。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还提供
了易于使用的联机存储管理工具，可减少停机时间。

所有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都包含 VxFS 和
VxVM。请不要将 VxFS 或 VxVM 作为单独的组件进行安装
或更新。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Veritas 代理

Symantec 提供的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是一个集群解决
方案，它具有下列优点：
■

减少应用程序停机时间

■

便于服务器合并和故障转移

■

管理异构环境中的各种应用程序

Veritas 代理为特定资源和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每个代理
管理一种特定类型的资源。 例如，Oracle 代理管理 Oracle
数据库。通常情况下，代理可以启动、停止和监视资源并报
告状态更改。

Storage Foundation Basic 支持所有的 Storage Foundation Standard 功能，但在部
署和技术支持方面存在限制。

关于 Symantec Replicator 选件
Symantec Replicator 选件是一项单独授权的可选功能。
Volume Replicator 可以通过任意标准 IP 网络将数据复制到远程位置，使数据持续
可用。

关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提供了集中式管理控制台。您可以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查
看和管理存储资源并生成报告。
Symantec 建议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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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 http://go.symantec.com/vom 免费下载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有关安装、升级和配置说明，请参考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文档。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不再与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打
包在一起。如果希望继续使用 VEA，则可以从
http://go.symantec.com/vcsm_download 下载一个软件版本。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Management Server 已废弃。
如果希望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单个集群，则可以从
http://go.symantec.com/vcsm_download 下载一个软件版本。使用 Java 控制台无
法管理此版本的新功能。Symantec Cluster Server Management Console 已废弃。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Availability 功能
下节介绍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中的各种功能。

关于 LLT 和 GAB
VCS 使用 LLT 和 GAB 这两个组件通过专用网络在系统间共享数据。这些组件提供
了 VCS 所需的性能和可靠性。
LLT（低延迟传输）可提供内核间的快速通信，并可监视网络连接。
GAB（组成员资格和原子广播）可提供维护各节点间同步状态所需的全局排序消
息。

关于 I/O 防护
集群中的节点检测到集群成员集中发生某种更改，表明发生了某种裂脑状况时，I/O
防护可保护共享磁盘上的数据。
防护操作确定以下几项：
■

必须保留访问共享存储权限的节点

■

必须逐出集群的节点

此决策可防止潜在的数据损坏。在安装 SFHA 时，安装程序将安装 I/O 防护驱动程
序 VRTSvxfen 软件包。要保护共享磁盘上的数据，请在安装并配置 SFHA 后，配
置 I/O 防护。
I/O 防护技术在网络分裂的情况下使用协调点进行仲裁。
I/O 防护协调点可以是协调器磁盘和/或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可以配置基
于磁盘的 I/O 防护或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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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使用协调器磁盘的 I/O 防护称作基于磁盘的 I/O 防
护。
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可以确保单个集群中的数据完
整性。

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使用至少一个 CP 服务器系统的 I/O 防护称作基于
服务器的 I/O 防护。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可仅包括
CP 服务器，也可以包括 CP 服务器和协调器磁盘
的组合。
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可以确保集群中的数据完整
性。
在不支持 SCSI-3 PR 的虚拟化环境中，SFHA 支
持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注意：Symantec 建议使用 I/O 防护以防止集群出现裂脑的状况。
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关于全局集群
在发生灾难时，全局集群能够在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集群上进行应用程序故障转
移。 需要有单独的许可证才能配置全局集群。 必须在安装期间添加该许可证。 如
果已使用全局集群许可证，则安装程序只询问有关配置全局集群的信息。
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关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是一个网站，可自动处理和简化某
些最耗时的管理任务。它可以帮助您在数据中心内识别风险并提高操作效率，使您
可以管理与数据中心体系结构和扩展相关的复杂任务
表 1-1 列出了三项主要的数据中心任务以及可以帮助您完成任务的 SORT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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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数据中心任务和 SORT 工具

任务

SORT 工具

准备安装和升级

■

■

■

■

识别风险并获取特定于服务器的 ■
建议
■

■

■

提高效率

■

■

■

■

■

可免费使用 SORT。
要访问 SORT，请转到：

安装和升级清单
显示系统要求，包括内存、磁盘空间和体系结构。
安装和升级自定义报告
创建确定是否已准备好安装或升级 Symantec 企业产品
的报告。
特定于阵列的模块查找工具
列出了适用于 UNIX 服务器的最新阵列支持库 (ASL) 和
阵列策略模块 (APM) 以及适用于 Windows 服务器的设
备驱动程序安装程序 (DDI) 和设备发现层 (DDL)。
高可用性代理表
查找并下载应用程序、数据库、复制和 Symantec 合作
伙伴的代理。
修补程序通知
接收有关修补程序更新的自动电子邮件通知。（需要登
录。）
风险评估清单
根据您的 Symantec 产品和平台显示配置建议。
风险评估自定义报告
创建分析您的系统并提出有关系统可用性、存储使用、
性能和最佳做法的建议的报告。
错误代码说明和解决方案
显示数千个 Symantec 错误代码的详细信息。
修补程序查找工具
列出并下载适用于您的 Symantec 企业产品的修补程
序。
许可证/部署自定义报告
创建列出已安装的 Symantec 产品和许可证密钥的自定
义报告。按产品、平台、服务器层和系统显示许可证。
Symantec 性能值单位 (SPVU) 计算器
使用计算器帮助您转换定价表。
文档
列出并下载 Symantec 产品文档，包括手册页、产品指
南和支持文章。
相关链接
在单个页面上显示 Symantec 产品支持链接、论坛链
接、客户服务链接和供应商信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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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rt.symantec.com

关于配置 SFHA 集群以保持数据完整性
当节点发生故障，SFHA 采取纠正措施并配置其组件以反应已改变的成员集。如果
实际节点未发生故障，并且如果症状与故障节点一样，则这些纠正措施将造成裂脑
情况。
可能造成这种裂脑情况的一些示例场景如下所示：
■

中断的专用网络组
如果双节点集群中有一个系统发生故障，则该系统会停止通过专用互联链接发
送心跳。 剩余的节点则会采取纠正措施。 但是，专用互联链接（而非实际节
点）发生故障会呈现相同的症状，并导致每个节点断定其对等端已脱离。 这种
情况通常会导致数据损坏，因为这两个节点试图以不协调的方式控制数据存储。

■

似乎有系统挂起的系统
如果某个系统太忙，以至于似乎停止响应，则其他节点会将该系统声明为死点。
某些节点使用支持“中断”和“恢复”功能的硬件，也可能会将系统声明为死
点。 如果某个节点因中断而降至 PROM 级别而随后又恢复运行，其他节点可能
将该系统声明为死点。 即使系统稍后返回运行状态并开始执行写入操作，其他
节点也可能会将该系统声明为死点。

I/O 防护是在集群出现通信故障时防止发生数据损坏的一项功能。SFHA 使用 I/O 防
护来消除与裂脑相关的风险。 I/O 防护允许活动集群的成员进行写访问。 它能阻止
非集群成员对存储进行访问，这样即便活动节点也不会导致数据损坏。
在安装和配置 SFHA 后，必须在 SFHA 中配置 I/O 防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关于在不支持 SCSI-3 PR 的虚拟机中对 SFHA 的 I/O 防护
在传统的 I/O 防护实现（其中协调点是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或协调器磁盘）
中， Clustered Volume Manager (CVM) 和 Veritas I/O 防护模块在数据磁盘上提供
基于 SCSI-3 持久性保留 (SCSI-3 PR) 的防护。此 SCSI-3 PR 防护可确保来自缺失
节点的 I/O 操作无法到达未发生故障的子集群已接管的磁盘。
有关 I/O 防护如何工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在不支持 SCSI-3 PR 的虚拟化环境中，SFHA 尝试为数据磁盘提供合理的安全性。
在此类环境中，SFHA 要求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非 SCSI-3 防护
使用 CP 服务器作为具有附加配置更改的协调点，以便在此类环境中支持 I/O 防护。
请参见第 141 页的“使用 installsfha 在虚拟环境中设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228 页的“在虚拟环境中手动设置非 SCSI-3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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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O 防护组件
SFHA 使用的共享存储器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才能启用 I/O 防护。SFHA
使用两种类型的共享存储器：
■

数据磁盘 - 存储共享数据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数据磁盘”。

■

协调点 - 在成员集发生更改期间充当全局锁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协调点”。

关于数据磁盘
数据磁盘是用于数据存储的标准磁盘设备，它既可以是物理磁盘，也可以是 RAID
逻辑单元 (LUN)。
这些磁盘必须支持 SCSI-3 PR，且属于标准 VxVM 磁盘组的一部分。VxVM 负责以
磁盘组为单位防护数据磁盘。 将自动防护添加到磁盘组的磁盘和发现的某个设备的
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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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HA 防止已分
解脑子，当 vxfen 协调点的控制的时种族，并且赢利地区分区操刀从存取数据磁盘
的弹出的节点。
注意：通常，一个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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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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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期间为 I/O
防护保留的三个标准磁盘或者 LUN。在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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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 I/O 防护配置为使用 DMP
设备或使用基础原始字符设备。I/O 防护使用的 SCSI-3 磁盘策略是原始磁盘策
略还是 dmp 磁盘策略，取决于所使用的磁盘设备。默认情况下，磁盘策略使用
DMP 磁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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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仅当从节点到协调器磁盘的单个硬件路径可用时，原始磁盘策略才支持
I/O 防护。如果具有多个从节点到协调器磁盘的硬件路径，则支持 dmp 磁盘策
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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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建议即使对于单个硬件路径也使
用 dmp 磁盘策略进行 IO 防护。
请参见《Syman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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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上的软件解决方案。它通
过允许 SF HA 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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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HA 集群的成员（向 CP 服
务器注册）

■

检查其他哪些节点已注册为此活动 SFHA 集群

■

从此活动 SFHA 集群中自动撤销注册

■

强制撤消其他节点注册（抢占）为此活动 SFHA 集群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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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HA 集群上。
运行不同操作系统的多个 SF HA 集群可以同时访问 CP 服务器。CP 服务器与
SF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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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中出现裂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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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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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
可以使用集群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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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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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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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版本说明

■

SFHA 的重要安装前信息

■

支持的操作系统

■

Veritas File System 要求

■

磁盘空间要求

■

检查安装的产品版本并下载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

■

获取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

禁用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

数据库要求

■

I/O 防护要求

■

支持的节点数

版本说明
每个 Symantec 产品的版本说明都包含每个产品的最新消息和重要细节，其中包括
对系统要求和支持软件的更新。在开始安装产品之前，请阅读版本说明以了解最新
信息。
可从以下 Web 位置获得产品文档：
https://sort.symantec.com/documents

系统要求
SFHA 的重要安装前信息

SFHA 的重要安装前信息
安装 SFHA 之前，请确保已查看下列信息：
■

针对您的配置的安装前检查清单。转至 SORT 安装检查清单工具。从下拉列表
中，为您要安装的 Symantec 产品选择信息，然后单击“Generate Checklist
(生成检查清单)”。

■

硬件兼容性列表可提供有关支持的硬件的信息：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11575

■

有关此版本的重要更新，请查看 Symantec 技术支持网站上最新发布的新闻和技
术说明：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11540

支持的操作系统
有关 DMP 的各种组件支持的操作系统的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说明》。

Veritas File System 要求
Veritas File System 要求 Solaris 变量 lwp_default_stksize 和
svc_default_stksize 的值至少为 0x6000（对于 Solaris 10）和 0x8000（对于
Solaris 11）。 当您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软件包 VRTSvxfs 时，VRTSvxfs 软件
包脚本会在内核中检查这些变量的值。 如果这些值小于所需的值，VRTSvxfs 会增
大这些值，并在 /etc/system 文件中修改为所需的值。 当 VRTSvxfs 脚本增大这
些值时，安装仍会照常进行，但必须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如果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会显示一条消息。
为避免不必要的重新启动，请在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之前验证变量的值。 使用
下列命令可检查变量的值：
对于 Solaris
10：

# echo "lwp_default_stksize/X" | mdb -k
lwp_default_stksize:
lwp_default_stksize:
6000
# echo "svc_default_stksize/X" | mdb -k
svc_default_stksize:
svc_default_stksize: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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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olaris
11：

# echo "lwp_default_stksize/X" | mdb -k
lwp_default_stksize:
lwp_default_stksize:
8000
# echo "svc_default_stksize/X" | mdb -k
svc_default_stksize:
svc_default_stksize:
8000

如果显示的值是小于 6000（对于 Solaris 10）和小于 8000（对于 Solaris 11），则
安装后需要重新启动。
注意： svc_default_stksize 变量的默认值是 0（零），这表明该值设置为
lwp_default_stksize 变量的值。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 lwp_default_stksize 变
量的值太小，否则不需要重新启动。
为避免安装后重新启动，可在 /etc/system 文件中将变量值修改为适当的值。 请
在安装软件包之前重新启动系统。将下列各行添加到 /etc/system 文件中：
对于 Solaris
10：

set lwp_default_stksize=0x6000
set rpcmod:svc_default_stksize=0x6000

对于 Solaris
11：

set lwp_default_stksize=0x8000
set rpcmod:svc_default_stksize=0x8000

磁盘空间要求
在安装您的产品之前，请确认您的系统具有足够的可用磁盘空间。
可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的“Perform a Preinstallation Check (执行安装前检
查)”(P) 菜单确定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或转到安装目录，然后使用 -precheck 选项运行安装程序。
# ./installer -precheck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检查安装的产品版本并下载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
Symantec 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检查安装的 Symantec 软件包并下载任何需要的维护
版本和修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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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staller 命令和 -version 选项来确定您系统上安装的程序，并下载任何需
要的维护版本或修补程序。安装当前版本的产品后，可以使用 /opt/VRTS/install
目录中的 showversion 脚本查找产品信息。
version 选项或 showversion 脚本可以检查指定的系统并发现如下信息：
■

系统上安装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版本

■

系统上安装的所有必需软件包和可选 Symantec 软件包

■

不存在的任何必需或可选软件包（如果适用）

■

安装的修补程序

■

可用的基础版本（主要或次要）

■

可用的维护版本

■

可用的修补程序版本

检查系统并下载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

1

装入介质或导航到安装目录。

2

启动带有 -version 选项的安装程序。
# ./installer -version sys1sys2

对于每个系统，安装程序将依次列出可用下载列表、已安装的基础版本、维护
版本和修补程序。

3

如果您能够访问 Internet，请按照提示将可用的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下载到本
地系统。

4

如果您无法访问 Internet，可以从“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Patch Finder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修补程
序查找工具)”页面下载任何所需的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该页面位于：
https://sort.symantec.com/patch/finder
您可以自动或手动获取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请参见第 34 页的“获取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下载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时，要求安装程序能够进行出站网络呼叫。您也可以禁用
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请参见第 35 页的“禁用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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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Symantec 偶尔会发现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程序存在问
题，并且会在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的“Patch Finder
(修补程序查找工具)”页面上发布安装程序公共修补程序，网址如下：
https://sort.symantec.com/patch/finder
可以自动或手动访问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自动下载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

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 6.1 起，系统会自动下载安
装程序修补程序。用户无需执行任何操作。
如果运行的是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 6.1 或更高版本，
并且您的系统能够接入 Internet，安装程序会自动导入所需的任何安装程序修
补程序并开始使用。

自动下载安装程序修补程序要求安装程序建立出站网络通信。您也可以禁用外部网
络连接尝试。
请参见第 35 页的“禁用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如果您的系统无法接入 Internet，则可以手动下载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手动下载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1

转到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的“Patch Finder
(修补程序查找工具)”页面，然后将最新的 Symantec 修补程序保存到您的本
地系统。

2

浏览到要将步骤 1 中下载的文件解压缩到的目录。

3

解压缩修补程序 tar 文件。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 gunzip cpi-6.1P2-patches.tar.gz

4

解压缩该文件。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 tar -xvf cpi-6.1P2-patches.tar patches/
patches/CPI61P2.pl
README

5

浏览到安装介质或安装目录。

6

要开始使用修补程序，请运行 installer 命令并指定 -require 选项。例如，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require /target_directory/patches/CPI61P2.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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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执行 installer 命令时，安装程序会尝试建立出站网络通信，以获取有关版本更新
和安装程序修补程序的信息。如果知道系统处于防火墙保护之下，或者不希望安装
程序建立出站网络通信，您可以禁用安装程序的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禁用外部网络连接尝试
◆

禁用进程间通信 (IPC)。
要执行此操作，请运行安装程序并使用 -noipc 选项。
例如，要禁用 system1 (sys1) 和 system2 (sys2) 的 IPC，请输入以下内容：
# ./installer -noipc sys1 sys2

数据库要求
下列技术说明提供了有关支持的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组合的最新信息：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4039
注意：SFHA 支持在 VxFS 和 VxVM 上运行 Oracle 和 Sybase。
SFHA 不支持将 SFDB 工具与 和 Sybase 一起运行。

I/O 防护要求
根据您计划要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还是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确保满足协调点的要
求：
■

协调器磁盘
请参见第 35 页的“I/O 防护的协调器磁盘要求”。

■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36 页的“CP 服务器要求”。

如果已在不符合 SCSI-3 PR 的虚拟环境中安装 SFHA，请查看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防护的要求。
请参见第 39 页的“非 SCSI-3 I/O 防护要求”。

I/O 防护的协调器磁盘要求
请确保 I/O 防护协调器磁盘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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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必须至少拥有三个协调器磁盘，或者必须拥有奇数个
数的协调器磁盘。

■

协调器磁盘可以是原始设备、DMP 设备或 iSCSI 设备。

■

每个协调器磁盘必须使用物理上独立的磁盘或 LUN。
Symantec 建议您尽可能将最小的 LUN 用作协调器磁盘。

■

如有可能，各个协调器磁盘应当位于不同的磁盘阵列上。

■

协调器磁盘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

Symantec 建议您针对协调器磁盘使用基于硬件的镜像。

■

协调器磁盘不能用于存储数据，也不能包含在存储用户数据的磁盘组中。

■

协调器磁盘不能是阵列供应商所使用的特殊设备。 例如，不能将 EMC 网关守
卫设备用作协调器磁盘。

CP 服务器要求
SFHA 6.1 集群（应用集群）支持在下列 VCS 和 SFHA 版本上承载的协调点服务器
（CP 服务器）：
■

VCS 6.1 单节点集群
托管 CP 服务器的单节点 VCS 集群需要配置 LLT 和 GAB。

■

SFHA 6.1 集群

警告： 如果要将使用基于 CP 服务器的防护的应用集群升级到 6.1，请确保首先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然后，将所有应用集群都升级到版本 6.1。
但是，请注意，升级到 6.1 的 CP 服务器支持 6.1（基于 HTTPS 的通信）上的应用
集群以及 6.1 之前的版本（基于 IPM 的通信）上的应用集群。配置 CP 服务器时，
安装程序将要求 VIP 进行基于 HTTPS 的通信（如果客户端为版本 6.1），或者要
求 VIP 进行基于 IPM 的通信（如果客户端为 6.1 之前的版本）。
请确保满足 VCS/SFHA 集群托管 CP 服务器的基本硬件要求。
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注意：尽管 Symantec 建议至少有三个防护协调点，但也支持将单个 CP 服务器作
为协调点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此类单个 CP 服务器防护配置要求协调点是在
SFHA 集群中托管的高可用性 CP 服务器。
在安装和配置 CP 服务器之前，请确保满足本节介绍的下列附加 CP 服务器要求：
■

硬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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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要求

■

网络要求（和建议）

■

安全要求

表 2-1 列出了承载 CP 服务器的其他要求。
表 2-1

CP 服务器硬件要求

必需的硬件

说明

磁盘空间

要在 VCS 集群或 SFHA 集群中承载 CP 服务器，每台主机
均需要以下文件系统空间：
■

/opt 目录中需要 550 MB（另外，语言包还需要 15 MB）

■

/usr 中需要 300 MB

■

/var 中需要 20 MB

■

/etc 中需要 10 MB（用于 CP 服务器数据库）

请参见第 32 页的“磁盘空间要求”。
存储

当 CP 服务器承载于 SFHA 集群上时，此 SFHA 集群节点之
间必须具有共享存储。

RAM

每个 CP 服务器至少需要 512 MB。

网络

网络硬件能够在 CP 服务器和 SFHA 集群（应用集群）之间
提供 TCP/IP 连接。

表 2-2 显示了 CP 服务器支持的操作系统和版本。应用集群可以使用运行下列任意
受支持操作系统的 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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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支持 CP 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和版本

CP 服务器

操作系统和版本

承载于 VCS 单节点集群或
SFHA 集群上的 CP 服务器

CP 服务器支持下列任一操作系统：
■

AIX 6.1 和 7.1

■

Linux：
■ RHEL 5
■

RHEL 6

■

SLES 11

■

Oracle Solaris 10

■

Oracle Solaris 11

查看其他详细信息，例如支持的操作系统的级别和体系结构。
请参见针对该平台的《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版本说明》
或《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说
明》。

以下是 CP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要求和建议：
■

Symantec 建议从应用集群到 CP 服务器的网络访问应具备高可用性和冗余功
能。网络连接需要安全的 LAN 或 VPN。

■

CP 服务器使用 TCP/IP 协议连接到应用集群，并通过这些网络路径与其进行通
信。如果通过 HTTPS 协议进行通信，则 CP 服务器使用 TCP 端口 443 侦听来
自应用集群的消息。TCP 端口 443 是默认端口，您可以在配置 CP 服务器时对
其进行更改。CP 服务器通过基于 IPM 的协议使用 TCP 端口 14250 侦听来自应
用集群的消息。与 HTTPS 协议（标准协议）不同，IPM（进程间消息传送）是
特定于 VCS 的通信协议。
Symantec 建议您配置多个用来访问 CP 服务器的网络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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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中的所有地址
侦听即可。

■

在通过基于 IPM 的协议与应用集群通信时，CP 服务器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IPv4 地址）。在通过 HTTPS 协议与应用集群通信时，CP 服务器仅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IPv4)。

■

将 CP 服务器置于特定网络配置中时，必须考虑从不同应用集群节点到 CP 服务
器的跃点数。作为最佳做法，Symantec 建议从不同应用集群节点到 CP 服务器
的跃点数和网络延迟时间应相等。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一旦出现产生 I/O 防护情形
的事件，不会因 CPS 和各种节点之间的跃点数和网络延迟差异而使在争夺中产
生偏差。

有关 SFHA 集群（应用集群）与 CP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请参见下面的支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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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SFHA 集群（应用集群）与 CP 服务器之间支持的通信模式

通信模式

CP 服务器（基于
HTTPS 的通信）

CP 服务器（基于 CP 服务器（基于
IPM 的安全通信） IPM 的非安全通信）

SFHA 集群（发行版
6.1）

是

否

否

SFHA 集群（6.1 之前 否
的发行版）

是

是

非安全模式下的
否
SFHA 集群（6.1 之前
的发行版）

否

是

为了通过基于 IPM 的协议在 SFHA 和 CP 服务器之间进行安全通信，请考虑以下要
求和建议：
■

在安全的通信环境中，必须在启用安全性的情况下配置应用集群使用的所有 CP
服务器。不支持这样的配置：应用集群使用的一些 CP 服务器在启用安全性的情
况下运行，而其他 CP 服务器在禁用安全性的情况下运行。

■

对于 CP 服务器与应用集群之间的非安全通信，不需要配置 Symantec 产品验证
服务。在非安全模式下，CP 服务器仍然会为应用集群用户提供授权。执行的授
权只用于确保授权用户可根据他们在 CP 服务器上的用户权限执行适当操作。

有关在应用集群与 CP 服务器之间建立安全通信的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非 SCSI-3 I/O 防护要求
非 SCSI-3 防护支持的虚拟环境：
■

Oracle Solaris 11 SRU 11.1.x.y.z，和 Oracle Solaris 10 Update 9、10 和 11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2.0、2.1、2.2 和 3.0
客户操作系统：Oracle Solaris 10、Oracle Solaris 11

请确保还满足以下要求以在不支持 SCSI-3 PR 的虚拟环境中配置防护：
■

必须配置 SFHA，将集群属性 UseFence 设置为 SCSI3

■

所有协调点都必须是 CP 服务器

支持的节点数
SFHA 支持最多包含 64 个节点的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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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安装 SFHA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安装和配置方法

■

下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软件

■

关于 VRTSspt 软件包 故障排除工具

关于安装和配置方法
可以使用 Symantec 安装程序或本机操作系统方法来安装和配置 SFHA。
表 3-1 显示了 SFHA 支持的安装和配置方法。

计划安装 SFHA
关于安装和配置方法

表 3-1

安装和配置方法

方法

说明

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可以从运行支持平台的驱动程序
系统向运行任何支持平台的目标计算机安装 Symantec 产品
（6.1 版和更高版本）。
要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Symantec 产品，请选择下列之一：
■

通用产品安装程序：
installer
通用产品安装程序脚本提供了一个菜单，该菜单可以简化
对安装和配置选项的选择。如果要从光盘安装多个产品，
请选择通用产品安装程序。

■

针对特定产品的安装脚本：
installsfha
针对特定产品的安装脚本提供了命令行界面选项。使用
installsfha 脚本进行安装和配置与运行通用产品安装
程序以及从要安装产品的列表中指定 SFHA 具有相同的
效果。
使用特定于产品的安装脚本安装或配置您通过电子方式下
载的各个产品。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可以从运行支持平台的驱动程
序系统向运行任何支持平台的目标计算机安装 Symantec 产
品（6.1 版和更高版本）
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提供了一个界面，允许使用标准的 Web
浏览器从远程站点管理安装和配置。
webinstaller

Deployment Server

使用 Deployment Server，您可以将多个版本映像存储在一
个中央位置，并且将其部署到任何支持平台的系统。
请参见第 236 页的“关于 Deployment Server”。

使用响应文件进行静默安装

响应文件可以使用存储在指定文件中的信息自动执行安装和
配置，而不提示输入信息。
可以使用上述任一选项生成响应文件。然后可以为其他系统
自定义响应文件。运行具有响应文件选项的产品安装脚本，
以便在一个或多个系统上进行静默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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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说明

安装捆绑

从 6.1 版开始，可以使用安装捆绑软件包来轻松地将您的系
统直接一步安装或升级到基础、维护或修补程序级别。
安装程序同时安装两个版本，如同它们组合在同一版本映像
中一样。可以合并各种脚本、软件包和修补程序组件，并且
可以多个版本一起安装，如同它们是一个组合版本一样。
请参见第 272 页的“使用“安装捆绑”同时安装或升级基础版本、
维护修补程序和修补程序”。

JumpStart
（适用于 Solaris 10 系统）
手动安装和配置

可以使用产品安装程序或针对特定产品的安装脚本生成
JumpStart 脚本文件。使用所生成的脚本从 JumpStart 服务
器安装 Symantec 软件包。
手动安装使用 Solaris 命令安装 SFHA。要按照正确的安装
顺序检索所有产品所需的全部软件包和修补程序列表，请输
入：
# installer -allpkgs
使用 Solaris 命令安装 SFHA。然后手动配置或以交互方式
配置 SFHA。
请参见第 204 页的“使用系统命令手动安装 SFHA”。

自动安装程序
（适用于 Solaris 11 系统）

可以使用 Oracle Solaris Automated Installer (AI) 在网络中
的多个客户端系统上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Symantec
软件包。AI 对 SPARC 系统执行无需手动参与的安装 （即自
动安装，无需手动交互）。
请参见第 194 页的“使用自动安装程序在 Solaris 11 上安装
SFHA”。

关于响应文件
在任何安装、配置、升级或卸载过程中，安装程序脚本或产品安装脚本都会生成响
应文件。 响应文件包含安装过程中输入的配置信息。 该过程完成之后，安装脚本
会显示响应文件的位置。
通过使用 -responsefile 选项调用安装脚本，可以在以后的安装过程中使用该响应
文件。响应文件会将参数传递给脚本，以便自动安装相应产品。可以编辑该文件，
以便自动安装和配置其他系统。
通过使用 -makeresponsefile 选项可以生成响应文件。
请参见第 436 页的“安装脚本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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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文件中的语法
响应文件变量中包含的 Perl 语句的语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会根据变量是需要
标量还是列表值而变化。
例如，在字符串值的情况下为：
$CFG{Scalar_variable}="value";

在整数值的情况下为：
$CFG{Scalar_variable}=123;

在列表值的情况下为：
$CFG{List_variable}=["value 1 ", "value 2 ", "value 3 "];

下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软件
获取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软件的一种方法是将其从 Symantec
网站下载到本地系统中。
对于试用软件下载，请执行下列操作。 有关更多信息，请与 Symantec 代表联系。
下载软件的试用软件版本

1

在您的浏览器中打开以下链接：
http://www.symantec.com/index.jsp

2

在“Products and Solutions (产品和解决方案)”部分中，单击“Trialware (试
用软件)”链接。

3

在下一页的页面底部附近，单击“Business Continuity (业务持续性)”。

4

在 Cluster Server 下，单击“Download (下载)”。

5

在新窗口中，单击“Download Now (立即下载)”。

6

查看条款和条件，然后单击“I agree (我同意)”。

7

您可以使用现有凭据登录或创建新凭据。

8

查找要下载的产品并选择它。继续安装。

如果下载独立的 Symantec 产品，则单个产品的下载文件不包含产品安装程序。请
使用特定产品的安装脚本来安装产品。
注意：试用软件是完整的产品版本。 启用的授权将产品置于演示或试用状态。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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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软件

1

验证文件系统上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下载的软件。
下载和解压缩估计需要的空间是：SPARC 为 2 GB，Opteron 为 1.5 GB。
如果计划在同一个系统上安装该软件，还应确保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安装的软
件。
请参见第 32 页的“磁盘空间要求”。

2

要查看可用空间，可以使用 df 命令以及要将软件下载到的本地文件系统的名
称。
# /usr/bin/df -l filesystem

小心：选择文件下载位置时，不要选择包含早期版本或维护包中的 Symantec
产品的目录。请确保不同的版本位于不同的目录中。

3

下载软件，指定有足够的空间来存储文件的文件系统。

关于 VRTSspt 软件包 故障排除工具
VRTSspt 软件包 提供一组用于对系统进行故障排除和收集其配置信息的工具。如
果您安装并使用 VRTSspt 软件包，Symantec 支持部门将更容易诊断您可能遇到的
任何问题。
这些工具可以收集 Veritas File System 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元数据信息，
并建立各种基准来度量文件系统的性能。虽然并非所有 Symantec 产品的操作都需
要这些工具，但是，如果需要向 Symantec 支持部门申请支持服务，Symantec 会
建议安装它们。使用 VRTSspt 软件包 时请谨慎，一定要在 Symantec 支持部门的
协助下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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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许可 SFHA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ymantec 产品授权许可

■

设置或更改无密钥许可的产品级别

■

安装 Symantec 产品许可证密钥

关于 Symantec 产品授权许可
可以选择在不使用许可证密钥的情况下安装 Symantec 产品。不使用许可证安装并
不意味着无需购买许可证。软件许可证是约束受版权保护软件的使用或再分发的一
种法律文书。管理员和公司代表必须确保服务器或集群有权使用所安装产品的许可
证级别。Symantec 保留通过审核确保权利资格和合规性的权利。
如果在对此产品进行授权许可时遇到问题，请访问 Symantec 授权许可支持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products-solutions/licensing/activating-software/
detail.jsp?detail_id=licensing_portal
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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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mantec 产品时，您会收到许可证密钥证书。该证书指定产品密钥和所
购产品许可证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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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模式和选项，然后设置所需的产品级别。
在选择此选项后的 60 天内，必须安装与有权使用的许可证级别相对应的有效许
可证密钥。如果您不遵循上述条款，则继续使用 Symantec 产品会违反最终用户
授权许可协议，并生成警告消息。
有关无密钥授权许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URL：
http://go.symantec.com/sfhakeyless

授权许可 SFHA
设置或更改无密钥许可的产品级别

如果从 Symantec 软件的以前版本升级到此版本，则安装程序会询问您是否要将密
钥升级到新版本。现有的许可证密钥可能无法激活此版本中的新功能。
如果使用产品安装程序进行升级，或者使用除产品安装程序之外的方法进行安装或
升级，则必须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授权产品：
■

运行 vxkeyless 命令为已购买的产品设置产品级别。此选项还要求您管理具有
管理服务器的服务器或集群。
请参见第 46 页的“设置或更改无密钥许可的产品级别”。
请参见 vxkeyless(1m) 手册页。

■

使用 vxlicinst 命令为已购买的产品安装有效的产品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47 页的“安装 Symantec 产品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 vxlicinst(1m) 手册页。

也可以使用上述选项，将产品级别更改为授权您使用的其他级别。例如，可以将复
制选项添加到已安装的产品。必须确保您具有适合所用产品级别和选项的许可证。
注意：要从一个产品组更改到另一个产品组，可能需要执行附加步骤。

设置或更改无密钥许可的产品级别
无密钥许可方法使用产品级别来确定所授权的 Symantec 产品和功能。
有关使用无密钥许可和下载管理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 URL：
http://go.symantec.com/vom
首次设置产品许可证级别时，应为该系统启用无密钥许可。如果使用产品安装程序
进行安装并选择了无密钥选项，则系统将提示您选择要授权的产品和功能级别。
从以前的版本升级时，产品安装程序会提示您将 vxkeyless 产品许可证级别更新到
最新版本级别。如果在升级过程中更新 vxkeyless 产品许可证级别，则无需进一步
操作。如果未更新 vxkeyless 产品许可证级别，则在运行 vxkeyless display 命
令时，您将看到输出中包括以前版本的 vxkeyless 产品许可证级别。每个 vxkeyless
产品许可证级别名称均包含后缀 _previous_release_version。例如，DMP_6.0、
SFENT_VR_5.1SP1 或 VCS_GCO_5.1。如果没有后缀，则为当前版本。
在以下情况下您会看到后缀 _previous_release_version ：在产品安装程序提示后
未更新 vxkeyless 产品级别。Symantec 强烈建议您始终使用最新版本的产品级
别。为此，请在所需产品级别下使用 vxkeyless set 命令。如果您看到 SFENT_60、
VCS_60，请使用 vxkeyless set SFENT,VCS 命令将产品级别更新到最新版本。
安装或升级后，可以随时更改产品许可证级别以反映要授权的产品和功能。设置产
品级别，表明您承认拥有该功能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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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或更改产品级别

1

更改您当前的工作目录：
# export PATH=$PATH:/opt/VRTSvlic/bin

2

查看产品级别的当前设置。
# vxkeyless -v display

3

查看产品级别的可能设置。
# vxkeyless displayall

4

设置所需的产品级别。
# vxkeyless set prod_levels

其中： prod_levels 是以逗号分隔的关键字列表。这些关键字是步骤 3 的输出
中所显示的产品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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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清除密钥会禁用 Symantec 产品，直至您安装新密钥或设置新产品级别。
请参见第 47 页的“安装 Symantec 产品许可证密钥”。
清除产品许可证级别

1

查看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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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使用 vxkeyless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xkeyless(1m) 手册页。

安装 Symantec 产品许可证密钥
可使用 VRTSvlic 软件包 进行产品授权许可。安装完 VRTSvlic 后，可在系统中使
用以下命令，而且可以查看其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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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licinst

安装 Symantec 产品的许可证密钥

vxlicrep

显示当前已安装的许可证

vxlictest

检索在许可证密钥中编码的功能及其说明

虽然随附的软件光盘中包括其他产品，但是您只能使用已购买许可证的 Symantec
软件产品。
安装或更改许可证

1

运行以下命令。在集群环境中，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cd /opt/VRTS/bin
# ./vxlicinst -k license key

2

运行以下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命令以识别新的许可证：
# vxdctl license init

请参见 vxdctl(1M) 手册页。
如果您具有 vxkeyless 授权许可，则可以查看或更新无密钥许可产品授权许可级
别。
请参见第 46 页的“设置或更改无密钥许可的产品级别”。
如果安装一对有效的 VCS 和 SF 密钥，则可安装 SFHA。即使在运行 vxkeyless
display 命令时 VCS 和 SF 密钥未显示，您仍可以安装和配置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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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前任务

■

5. 准备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2

5
准备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准备概述

■

关于将 ssh 或 rsh 与 安装程序一起使用

■

设置专用网络

■

设置共享存储

■

创建 root 用户

■

创建 /opt 目录

■

设置环境变量

■

对专用 NIC 优化 LLT 介质速度设置

■

准备区域环境

■

LLT 互联介质速度设置准则

■

装入产品光盘

■

评估系统的安装准备情况

■

使 IPS 发布服务器可访问

准备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准备概述

安装准备概述
表 5-1 提供了使用产品安装程序进行安装的概述。
表 5-1

安装概述

安装任务

部分

获取产品许可证。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 Symantec 产品授权
许可”。

下载软件，或者插入产品 DVD。

请参见第 43 页的“下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软件”。
请参见第 60 页的“装入产品光盘”。

设置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58 页的“设置环境变量”。

创建 /opt 目录（如果该目录不存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 /opt 目录”。

在所有节点上配置安全 Shell (ssh) 或远程
Shell (rsh)。

请参见第 471 页的“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
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

验证是否符合硬件、软件和操作系统的要求。 请参见第 30 页的“版本说明”。
检查是否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可用。

请参见第 32 页的“磁盘空间要求”。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产品。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关于将 ssh 或 rsh 与 安装程序一起使用
安装程序在系统间使用无密码安全 Shell (ssh) 通信或远程 Shell (rsh) 通信。安装程
序使用与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的 ssh 后台驻留程序或 rsh 后台驻留程序。在安装期
间，您可以选择要使用的通信方法。或者，您可以运行 installer -comsetup 命
令来明确地设置 ssh 或 rsh。然后，需要为安装程序提供计划安装的系统的超级用
户密码。安装过程完成后，会删除系统间的 ssh 通信或 rsh 通信，除非安装突然终
止。如果安装突然终止，请使用安装脚本的 -comcleanup 选项从系统中删除 ssh
配置或 rsh 配置。
请参见第 436 页的“安装脚本选项”。
在大多数安装、配置、升级（如果必要）和卸载情况下，安装程序可以在目标系统
上配置 ssh 或 rsh。在以下情况下，需要手动设置 ssh 或 rsh，或使用 installer
-comsetup 选项从系统中设置 ssh 配置或 rsh 配置。
■

使用响应文件执行安装程序会话时。

请参见第 471 页的“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

51

准备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设置专用网络

设置专用网络
VCS 要求在形成集群的系统之间设置专用网络。可以使用 NIC 或聚合接口安装专
用网络。
可以使用网络交换机替代集线器。但是，默认情况下，Oracle Solaris 系统为所有
接口指派相同的 MAC 地址。因此，将两个或多个接口连接到网络交换机可能会出
现问题。
例如，考虑以下情形：
■

在一个接口上配置了 IP 地址，而在另一个接口上配置了 LLT

■

两个接口连接到同一交换机（假设是不同的 VLAN）

两个交换机端口上相同的 MAC 地址可能会导致交换机将 IP 通信错误地重定向到
LLT 接口，或者将 LLT 通信错误地重定向到 IP 接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请将
eeprom(1M) 参数 local-mac-address 设置为 true，使系统指派唯一的 MAC 地址。
以下产品大量使用专用集群互联进行分布式锁定：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考虑到网络交换机的性能特征，Symantec 建议对 SFCFS 和 SF Oracle RAC 集群
使用网络交换机。
请参考《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以了解 VCS 的性能注意事项。
图 5-1 显示用于 VCS 的二个专用网络。
图 5-1

专用网络设置： 双节点集群和四节点集群

公共网络

公共网络

专用网络
专用网络交换机或集线器

您需要在集群节点之间配置至少两个独立网络，每个网络都有一个网络交换机。您
也可以互联多个双层交换机，以用于高级故障防护。此类 LLT 连接称为交叉链接。
图 5-2 显示了网络交换机之间包含交叉链接的专用网络配置。

52

准备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设置专用网络

包含交叉链接的专用网络设置

图 5-2
公共网络

专用网络

交叉链路

Symantec 建议使用下列两种配置之一：
■

至少使用两个专用互联链接和一个公共链接。该公共链接可以是 LLT 的一个低
优先级链接。专用互联链接用于在所有系统间共享集群状态，这对于成员集仲
裁和高可用性很重要。公共低优先级链接仅用于系统之间的心跳通信。

■

如果您的硬件环境只允许使用两个链接，请使用一个专用互联链接和一个公共
低优先级链接。如果您决定只设置两个链接（一个专用链接和一个低优先级链
接），则集群必须配置为使用 I/O 防护（基于磁盘或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
只设置两个链接时，如果一个系统发生故障，I/O 防护可确保另一个系统可从发
生故障的节点接管服务组和共享文件系统。

设置专用网络

1

安装必需的网络接口卡 (NIC)。
如果要使用聚合接口安装专用网络，则创建这些聚合接口。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 SFHA 专用以太网控制器。

3

在每个 SFHA 通信网络中使用交叉以太网电缆、交换机，或者独立的集线器。
请注意，交叉以太网电缆仅支持在两个系统上使用。
请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

必须使用独立电源为交换机或集线器供电。

■

在每个系统上，必须使用两块独立的网卡以提供冗余。

■

如果网络接口是聚合接口的一部分，则不能在 LLT 下配置网络接口。但是，
您可以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

在为 LLT 专用互联配置以太网交换机时，请在用于互联的端口上禁用生成
树算法。

在设置心跳连接的过程中，应考虑系统间的所有通信因故障而中断的情况。
请注意，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会损坏数据：
■

系统仍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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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可以访问共享存储。

配置用于专用网络的以太网设备，以便不再使用自动协商协议。如果不使用自
动协商协议，则使用交叉电缆可以获得更稳定的配置。

4

若要获得这种稳定的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编辑 /etc/system 文件，在遍及系统的所有以太网设备上禁用自动协商。

■

在 /kernel/drv 目录中创建 qfe.conf 或 bge.conf 文件，以针对专用网络所使
用的单个设备禁用自动协商。

有关这些方法的信息，请参考 Oracle 以太网驱动程序产品文档。
测试网络连接。临时指派网络地址并使用 telnet 或 ping 验证通信。

5

LLT 使用其自有协议，而不使用 TCP/IP。因此，必须确保专用网络连接仅用于
LLT 通信而不用于 TCP/IP 通信。若要验证此需求，请取消探测和配置已在网
络接口上配置的所有临时 IP 地址。
配置期间，安装程序将配置集群中的专用网络。
也可以手动配置 LLT。

设置共享存储
以下各节介绍了如何设置集群系统共享的 SCSI 和光纤通道设备。
要实现 I/O 防护，数据磁盘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需要配置支持 SCSI-3
PR 的协调器磁盘组并验证其是否正常运行。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有关 I/O 防护的说明，另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设置共享存储：SCSI 磁盘
将 SCSI 设备用作共享存储时，每个节点的 SCSI 地址或 SCSI 启动器 ID 都必须是
唯一的。由于每个节点的默认 SCSI 地址通常为“7”，因此，必须更改一个或多个
节点的地址才能避免冲突。在以下示例中，两个节点共享 SCSI 设备。通过使用
nvedit 命令编辑 nvramrc 脚本，将其中一个节点的 SCSI 地址更改为“5”。
如果您有两个以上系统共享 SCSI 总线，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相同的过程来设置共享存储。

■

请确保满足下列要求：
■

先为存储设备通电，然后再为系统通电

■

一次仅运行一个节点，直到每个节点地址都设置为唯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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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共享存储

1

在要连接到存储器的每个节点上安装所需的 SCSI 主机适配器，并使用电缆连
接到存储器。
请参考主机适配器、存储器和系统附带的文档。

2

将两个节点的电源关闭，打开存储设备的电源。

3

打开一个系统的电源，但是不要允许系统进行引导。如有必要，请暂停系统，
以便使用 ok 提示符。
请注意，一次必须仅运行一个系统以避免地址冲突。

4

找到主机适配器的路径：
{0} ok show-disks
...b) /sbus@6,0/QLGC,isp@2,10000/sd

示例输出显示了一个主机适配器的路径。必须在 nvramrc 脚本中包括路径信息
（但不包括“/sd”目录）。路径信息会因系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5

编辑 nvramrc 脚本以将 scsi-initiator-id 更改为 5。（Solaris OpenBoot 3.x
Command Reference Manual（《Solaris OpenBoot 3.x 命令参考手册》）中
包含了 nvedit 命令和击键的完整列表。）例如：
{0} ok nvedit

编辑脚本时，请注意下列几点：
■

输入 nvedit 命令时，每一行将被编号为 0:、1:、2:，依此类推。

■

在设置 scsi-initiator-id 的行中，在第一个引号与 scsi-initiator-id 之间插入一
个空格。

在该示例中，按如下方式编辑 nvramrc 脚本：
0:
1:
2:
3:
4:
5:
6:

probe-all
cd /sbus@6,0/QLGC,isp@2,10000
5 " scsi-initiator-id" integer-property
device-end
install-console
banner
<CTR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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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存储对 nvramrc 脚本所做的更改。所做的更改在存储之前一直是临时更改。
{0} ok nvstore

如果不确定所做的更改，则可以在存储更改之前重新编辑脚本并确保没有风
险。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可以显示 nvramrc 脚本的内容：
{0} ok printenv nvramrc

可以重新编辑该文件以进行更正：
{0} ok nvedit

必要时，还可以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放弃更改：
{0} ok nvquit

7

指示 OpenBoot PROM 监视器在节点上使用 nvramrc 脚本。
{0} ok setenv use-nvramrc? true

8

重新启动节点。如有必要，请暂停系统，以便使用 ok 提示符。

9

验证是否已更改 scsi-initiator-id。转到 ok 提示符。使用 show-disks 命令的输
出来查找主机适配器的路径。然后，显示该路径的属性。例如：
{0} ok show-disks
...b) /sbus@6,0/QLGC,isp@2,10000/sd
{0} ok cd /sbus@6,0/QLGC,isp@2,10000
{0} ok .properties
scsi-initiator-id

00000005

允许系统继续引导。

10 引导第二个节点。如果需要，可停止系统以使用 ok 提示符。验证 scsi-initiator-id
是否为 7。使用 show-disks 命令的输出来查找主机适配器的路径。然后，显
示该路径的属性。例如：
{0} ok show-disks
...b) /sbus@6,0/QLGC,isp@2,10000/sd
{0} ok cd /sbus@6,0/QLGC,isp@2,10000
{0} ok .properties
scsi-initiator-id

允许系统继续引导。

000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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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共享存储：光纤通道
请执行以下步骤来设置光纤通道。
设置共享存储

1

安装所需的 FC-AL 控制器。

2

将 FC-AL 控制器和共享存储设备连接到同一集线器或交换机。
所有系统都必须看到运行关键应用程序所需的全部共享设备。如果要为光纤交
换机实施分区，请确保分区不会阻止所有系统看到所有这些共享设备。

3

引导每个系统并使用重新配置设备选项：
ok boot -r

4

引导了所有系统之后，使用 format(1m) 命令验证是否每个系统都可以看到所
有的共享设备。
如果使用了 Volume Manager，则显示的外部磁盘设备数必须相同，但是设备
名称 (c#t#d#s#) 可能不同。
如果没有使用 Volume Manager，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必须显示相同数量的外部磁盘设备。

■

所有系统上所有设备的名称必须相同。

创建 root 用户
在 Oracle Solaris 11 上，您需要将 root 角色更改成一个用户，因为您无法直接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将 root 角色更改成用户

1

以本地用户身份登录并担当 root 角色。
% su

2

- root

从已获分 root 角色的本地用户删除此角色。
# roles admin
root
# usermod -R " "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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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root 角色更改成一个用户。

3

# rolemod -K type=normal root

验证更改。

4

■

# getent user_attr root
root::::auths=solaris.*;profiles=All;audit_flags=lo\
:no;lock_after_retries=no;min_label=admin_low;clearance=admin_high

如果输出中不存在 type 关键字或者此关键字等于 normal，则说明此帐户
不是角色。
■

# userattr type root

如果输出为空或列出 normal，则说明此帐户不是角色。
注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有关 Oracle Solaris 11 操作系统的 Oracle 文档。

注意：安装后，您能需要将 root 用户更改成 root 角色以便允许本地用户担当 root
角色。
请参见第 372 页的“将 root 用户更改为 root 角色”。

创建 /opt 目录
目录 /opt 必须存在而且可写，另外还不能是符号链接。
如果要升级，则不能有从 /opt 指向未转换的卷的符号链接。如果有指向未转换的
卷的符号链接，在升级期间将无法使用该符号链接，并且将不会安装 /opt 中的项
目。

设置环境变量
安装实例中使用的大多数命令都位于 /sbin 或 /usr/sbin 目录中。根据需要将这
些目录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中。
安装后，SFHA 命令位于 /opt/VRTS/bin 目录中。SFHA 手册页存储在
/opt/VRTS/man 目录中。
将以下目录添加到 PATH 和 MANPATH 环境变量中：
■

如果要使用 Bourne 或 Korn shell（sh 或 ksh），请输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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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PATH:/usr/sbin:/opt/VRTS/bin
$ MANPATH=/usr/share/man:/opt/VRTS/man:$MANPATH
$ export PATH MANPATH
■

如果要使用 C shell（csh 或 tcsh），请输入以下命令：
% set path = ( $path /usr/sbin /opt/VRTS/bin )
% setenv MANPATH /usr/share/man:/opt/VRTS/man:$MANPATH

对专用 NIC 优化 LLT 介质速度设置
为了在集群节点之间进行最佳 LLT 通信，每个节点上的接口卡必须使用相同的介质
速度设置。 另外，用于 LLT 互联的交换机或集线器设置必须与接口卡的设置匹配。
错误的设置会使网络性能变差，甚至出现网络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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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区域环境
当在 Oracle Solaris 10 操作系统的区域环境中安装或升级 VCS 时，需要注意下列
各项。
■

当使用 installer 程序安装或升级 SFHA 时，将升级所有区域（包括全局区域
和非全局区域），但已分离和未装入的区域除外。

■

在全局区域中安装或升级 SFHA 软件包之前，确保所有非全局区域已引导并处
于运行状态。 如果升级时非全局区域未装入并运行，则必须使用 -U 选项挂接区
域才能在非全局区域中安装或升级 SFHA 软件包。

■

如果在运行非全局区域的 Solaris 10 系统上安装 SFHA，则需要确保非全局区域
未继承 /opt 目录。运行以下命令可确保 /opt 目录不在 inherit-pkg-dir 子句中：
# zonecfg -z zone_name info
zonepath: /export/home/zone1
autoboot: false
pool: yourpool
inherit-pkg-dir:
dir: /lib
inherit-pkg-dir:
dir: /platform
inherit-pkg-dir:
dir: /s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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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pkg-dir:
dir: /usr

如果 /opt 目录出现在输出中，则从区域配置中删除 /opt 目录并重新安装区域。
在全局区域中安装软件包之后，需要在非全局区域中安装 Oracle Solaris 11 所需的
软件包。在 Oracle Solaris 11.1 上，如果非全局区域中已安装 SFHA 软件包的早期
版本，则在全局区域中升级 SFHA 软件包期间，非全局区域中的软件包将自动升级
（前提是该区域正在运行）。

LLT 互联介质速度设置准则
查看以下设置 LLT 互联介质速度的准则：
■

Symantec 建议在每个节点的每个以太网卡上手动设置相同的介质速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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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使用集线器或交换机实现 LLT 互联，则设置集线器端口或交换机端口，使
其与每个节点的接口卡上使用的设置相同。

■

如果使用直接连接的以太网链接（使用交叉电缆），Symantec 建议将介质速度
设置为两个网卡共有的最高值，通常为 1000_Full_Duplex。

本手册未详细介绍如何设置特定设备的介质速度。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设备文档
或者操作系统手册。

装入产品光盘
必须具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才能加载 SFHA 软件。
装入产品光盘

1

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到要安装 SFHA 的系统中。
安装 SFHA 的系统可以不是该集群的一部分。该系统必须位于相同的子网中。

2

将产品光盘插入连接到系统的 DVD 驱动器。

3

如果系统上正在运行 Solaris 卷管理软件，软件光盘将自动装入为
/cdrom/cdrom0。

4

如果没有 Solaris 卷管理软件可用于装入 DVD，则必须手动装入。插入软件光
盘后，请输入：
# mount -F hsfs -o ro /dev/dsk/c0t6d0s2 /cdrom

其中，c0t6d0s2 是光盘驱动器的默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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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系统的安装准备情况
Symantec 提供下列系统评估工具，以确保系统满足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6.1
的要求。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是一个基于 Web 的应用程序，设计
用于支持 Symantec 企业产品。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使用安装程序预先检查系统

在指定系统上执行安装前检查。 产品安装程
序将报告指定的系统是否满足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6.1 的最低要求。
请参见第 61 页的“使用安装程序预先检查系
统”。

使用安装程序预先检查系统
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和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的预先检查选项会检查下列各项：
■

建议的用于安装的交换空间

■

为获取最佳性能，在 Symantec 程序的目标系统上建议的内存大小

■

所需的操作系统版本

使用预先检查选项

1

启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或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67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请参见第 151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安装 SFHA”。

2

选择预先检查选项：
■

从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在“Task (任务)”下拉菜单中，选择“Perform
a Pre-Installation Check (执行安装前检查)”。

■

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中，从要执行检查的系统上的根目录处启动安装程
序。
# ./installer

在“Task (任务)”菜单中，按 p 键启动预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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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要检查的系统的名称或 IP 地址。

4

查看输出，并按安装程序的建议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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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Image Packaging System (IPS) 发布服务器不可访问，则在 Solaris 11 上安装
SFHA 6.1 会失败。系统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CPI ERROR V-9-20-1273 Unable to contact configured publishers on <node_name>.
Solaris 11 引入了全新的 Image Packaging System (IPS) 并会在 Solaris 安装期间
设置默认发布服务器 (solaris)。安装其他软件包时，为了能够安装成功，集发布服
务器必须可访问。如果发布服务器不可访问，则在使用专用网络的情况下，软件包
安装将失败。下列命令可以用于显示集发布服务器：
# pkg publisher

例如：

root@sol11-03:~# pkg publisher
PUBLISHER
TYPE
STATUS
URI
solaris
origin
online
http://pkg.oracle.com/solaris/release/
root@sol11-03:~# pkg publisher solaris
Publisher: solaris
Alias:
Origin URI: http://pkg.oracle.com/solaris/release/
SSL Key: None
SSL Cert: None
Client UUID: 00000000-3f24-fe2e-0000-000068120608
Catalog Updated: October 09:53:00 PM
Enabled: Yes
Signature Policy: 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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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IPS 发布服务器可访问

1

输入下列内容，禁用发布服务器（在此案例中发布服务器为 solaris）：
# pkg set-publisher --disable solaris

2

重复 SFHA 6.1 的安装。

3

重新启用原始发布服务器。如果发布服务器仍不可访问（专用网络），则
no-refresh 选项可用于重新启用该服务器。
# pkg set-publisher --enable solaris

或
# pkg set-publisher --enable --no-refresh solaris

注意：取消设置发布服务器会产生类似的结果，除非仅当发布服务器可访问时对其
进行重设。有关 pkg 实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pk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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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3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进
行安装

■

6. 安装 SFHA

■

7. 准备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

8. 配置 SFHA

■

9. 手动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6
安装 SFHA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安装语言包

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您可以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安装从运行任何受支持平台的驱动程序系统到运行
不同受支持平台的目标系统等的 Symantec 产品（6.1 及更高版本）。
要安装 Symantec 产品，请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

通用产品安装程序 (installer)。通用产品安装程序脚本提供了一个菜单，该菜
单可以简化对安装和配置选项的选择。如果要从光盘安装多个产品，请选择通
用产品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67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

针对特定产品的安装脚本 (installsfha)。针对特定产品的安装脚本提供了命令
行界面选项。使用 installsfha 脚本进行安装和配置与运行通用产品安装程序
以及从要安装产品的列表中指定 SFHA 具有相同的效果。使用特定于产品的安
装脚本安装或配置您通过电子方式下载的各个产品。您可以在产品介质根目录
中找到这些脚本。这些脚本也会与连同产品一起安装。

表 6-1 列出了所有的 SFHA Solutions 产品安装脚本。您在系统上找到的针对特定
产品的安装脚本列表取决于系统上已安装的产品。

安装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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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产品安装脚本

Symantec 产品名称

介质中的脚本名称

安装后的脚本名称

针对所有的 SFHA
Solutions 产品

installer

不适用

Symantec ApplicationHA installapplicationha

installapplicationha
<version>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installvcs

installvcs<version>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

installsf

installsf<version>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installsfha

installsfha<version>

Symantec Storage
installsfcfsha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installsfcfsha<version>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installsfrac

installsfrac<version>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installdmp

installdmp<version>

从安装介质进行安装时，脚本名称不包括产品版本。
安装后配置产品时，安装脚本的名称中包含产品版本。
例如，对于 6.1 版本：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61 -configure

注意： 通用产品安装程序 (installer) 脚本不包括产品版本。
在安装过程的多数步骤中，都可以键入下列字符以实现不同的操作：
■

使用 b（后退）返回到安装过程的前一个部分。 安装脚本的后退功能是上下文
相关的，因此使用该功能将返回到一组问题的起点。

■

如果某个安装过程挂起，请使用 Ctrl+c 停止并退出该程序。经过短暂的延迟之
后，该脚本将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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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q 可以退出安装程序。

■

使用 ? 可显示帮助信息。

■

使用 Enter 键接受默认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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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36 页的“安装脚本选项”。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建议使用 产品安装程序来授权和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以下示例过程基于在单个系统上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1

设置系统以便在远程计算机上执行命令，而不提示输入密码或向远程 Shell 或
安全 Shell 通信实用程序确认。
请参见第 471 页的“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

2

加载并装入软件光盘。如果该软件是下载的，请导航到下载目录的顶层目录，
然后跳过下一步。
请参见第 60 页的“装入产品光盘”。

3

移至光盘的顶层目录。
# cd /cdrom/cdrom0

4

从此目录键入以下命令，以便在本地系统上开始安装。如果配置了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请使用此命令在远程系统上安装：
# ./installer

5

要进行安装，请输入 I 并按回车键。

6

显示可用产品列表时，选择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输入相
应的编号，然后按回车键。

7

在显示提示时，指定是否接受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的条款。
Do you agree with the term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as specified in the storage_foundation_high_availability/EULA/
lang/EULA_SFHA_Ux_version.pdf file present on the media? [y,n,q,?] y

8

选择下列安装选项之一：
■

最少 软件包：仅安装所选产品的基本功能。

安装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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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软件包：安装完整的功能集，不包括可选 软件包。

■

所有 软件包：安装所有可用的 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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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选项都会显示安装所需的磁盘空间。选择要安装的选项，然后按回车键。

9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安装该软件的系统的名称。 输入系统名称，然后按 Enter。
Enter the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q,?] sys1

10 完成系统检查后，安装程序会显示将要安装的 软件包 列表。按 Enter 继续安
装。

11 您需要同步应用程序服务器系统时钟，或者使其指向 NTP 服务器。执行系统
检查之后，如果节点有时差，安装程序会提示：
Do you want to synchronize system clock with NTP server(s)?
[y,n,q] (y)
Enter the NTP server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b] megami.veritas.com
Synchronizing system clock on sys1 .......................... Done
Synchronizing system clock on sys2........................... Done
System clock synchronized on systems

12 安装程序可以为您在各个系统之间配置远程 shell 或安全 shell 通信，但是每个
系统都需要安装 RSH 或 SSH 服务器。您还需要为系统提供超级用户密码。请
注意，由于安全原因，安装程序不存储也不缓存这些密码。

13 安装程序可能会提示还原先前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
14 选择授权许可方法。回答授权许可问题并按照提示操作。
注意：“Keyless license (无密钥许可证)”选项使您可以在不输入密钥的情况
下进行安装。但是，您仍然需要具有有效的许可证才能安装和使用 Symantec
产品。无密钥授权许可要求您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系统。

15 系统会提示您输入 Standard 或 Enterprise 产品模式。
1) SF Standard HA
2) SF Enterprise HA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product mode to license: [1-2,b,q,?] (2) 1

安装 SFHA
安装语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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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现提示后，请决定是否启用复制：
Would you like to enable the Volume Replicator?
[y,n,q] (n)

出现提示后，请决定是否启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
Would you like to enable the Global Cluster Option?
[y,n,q] (n) n

17 在出现提示时，指定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Installation procedures and diagnostic information were saved in the
log files under directory /var/tmp/installer-<platform>-<uuid>.
Analyzing this information helps Symantec discover and
fix failed operations performed by the installer.
Would you like to se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stallation to
Symantec to help improve installation in the future? [y,n,q,?] (y) y

18 检查日志文件（如果需要），以确认安装和配置。

安装语言包
要安装非英语版的 SFHA，请在安装英语版软件包之后安装所需语言包。
在服务器上安装语言包

1

将语言光盘插入 DVD-ROM 或 CD-ROM 驱动器。如果使用 Solaris 卷管理软
件，光盘将自动装入为 /cdrom/cdrom0。

2

使用 install_lp 命令安装语言包。
# cd /cdrom/cdrom0
# ./install_lp

7
准备配置 SFHA 集群以确
保数据完整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

设置 CP 服务器

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通过安装程序配置 SFHA 后，必须在集群中配置 I/O 防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采用
发行版本 6.1（基于 HTTPS 的通信）的应用集群仅支持采用发行版本 6.1 及更高版
本的 CP 服务器。
可以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或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如果您的企业设置具有多
个将 VCS 用于集群功能的集群，Symantec 建议您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中的协调点可以仅包括 CP 服务器，也可以包括 CP 服务器和协
调器磁盘的组合。
Symantec 还支持带单个协调点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该协调点是在 SFHA 集群上
承载的单个高可用性 CP 服务器。
警告：对于采用单个协调点（CP 服务器）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该协调点将
成为单故障点。对于此类配置，在 SFHA 集群中的 CP 服务器进行故障转移的过程
中，仲裁设备将不可用。因此，在 CP 服务器故障转移期间，如果任何应用集群上
出现网络分裂，将关闭该应用集群。 Symantec 建议仅在测试环境中使用基于单个
CP 服务器的防护。
如果在不符合 SCSI-3 PR 的虚拟环境中安装了 SFHA，可以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
务器的防护。

准备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请参见第 72 页的图 7-2。
图 7-1 说明了为 SFHA 集群配置 I/O 防护的概括性流程图。
图 7-1

配置 I/O 防护的工作流程
安装和配置 SFHA

三个磁盘

配置基于磁盘的防
护（scsi3 模式）

是否为用于 I/O
防护的协调点？

至少一个 CP 服务器

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
护（自定义模式）

准备任务

准备任务

vxdiskadm 或 vxdisksetup 实用程序

标识现有 CP 服务器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vxfenadm 和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检查磁盘是否符合 I/O 防护标准

在 CP 服务器与 SFHA 集群之间建立 TCP/IP
连接
（或）
设置 CP 服务器

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安装和配置 VCS 或 SFHA
在 CP 服务器与 SFHA 集群之间建立 TCP/IP
连接

配置任务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运行 installsfha -fencing，选择
选项 2，然后按照提示操作

如果 CP 服务器为集群服务器，则为 CP
服务器设置共享存储
运行 -configcps
然后按照提示操作（或）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

或

编辑所创建的响应文件并将其用
于 installsfha-responsefile 命令
或

对于将用作协调点的磁盘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并
检查磁盘是否符合 I/O 防护标准

手动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或

在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时选择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

配置任务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运行 installsfha -fencing，选择选项 1，然后
按照提示操作
或

编辑所创建的响应文件中的值并将这些值用于
installsfha -responsefile 命令
或

手动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或

选择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基于
服务器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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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显示了一幅详细流程图，其中演示了如何在不支持 SCSI-3 PR 的虚拟环境中
为 SFHA 集群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
图 7-2

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工作流程

SFHA 是否位于
不符合 SCSI3
标准的虚拟
环境中？
为 CP 服务器配置基于服务器
的防护（自定义模式）
准备任务
标识现有 CP 服务器

在 CP 服务器与 SFHA 集群之间建立 TCP/IP
连接
（或）
设置 CP 服务器

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安装和配置 VCS 或 SFHA
在 CP 服务器与 SFHA 集群之间建立 TCP/IP
连接
如果 CP 服务器为集群服务器，则为 CP
服务器设置共享存储
运行 -configcps 然后按照提示操作（或）手动
配置 CP 服务器

配置任务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运行 installsfha -fencing，选择选项 1，输入 n
确认该存储不符合 SCSI3
标准，然后按照提示操作
或

编辑所创建的响应文件中的值并将这些值用于
installsfha -responsefile 命令
或

手动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

完成准备任务后，可以使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来配置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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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stallsfha

请参见第 121 页的“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130 页的“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141 页的“使用 installsfha 在虚拟环境中设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 请参见第 158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序
使用响应文件

请参见第 185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请参见第 187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请参见第 190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请参见第 184 页的“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手动编辑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209 页的“手动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214 页的“手动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228 页的“在虚拟环境中手动设置非 SCSI-3 防护”。

您还可以从一个 I/O 防护配置迁移到另一个配置。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
指南》。

具有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典型 SF HA 集群配置
图 7-3 显示了使用 SF HA 集群（具有两个节点）、单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协调器磁
盘的配置。SF HA 集群内的节点使用 LLT 链路相互连接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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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服务器、SF HA 集群和协调器磁盘

图 7-3

CP 服务器

TCP/IP
协调器磁盘

协调器磁盘

光纤通道

客户端集群

LLT 链路
节点 1

节点 2

应用程序存储

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
以下为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
■

多个应用集群使用三个 CP 服务器作为其协调点
请参见第 75 页的图 7-4。

■

多个应用集群使用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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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页的图 7-5。

■

多个应用集群使用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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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中配置的高可用性 CP 服务器作为
其协调点。
请参见第 76 页的图 7-6。
警告：在单 CP 服务器防护配置中，仲裁设备在 SFHA 集群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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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何应用集群上出
现网络分裂，将关闭该应用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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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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应用集群共享一组通用的 CP 服务器
协调点的配置中，应用集群和 CP 服务器使用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 来唯一标识
应用集群。
图 7-4 显示使用三个连接到多个应用集群的 CP 服务器的配置。
与多个应用集群连接的三个 CP 服务器

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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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显示使用单个 CP 服务器的配置，该 CP 服务器与多个应用集群连接，其中
每个应用集群也使用两个协调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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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应用集群具有两个协调器磁盘的单个 CP 服务器

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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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显示使用单个 CP 服务器的配置，该 CP 服务器与多个应用集群连接。
与多个应用集群连接的单个 CP 服务器

图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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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495 页的“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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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CP 服务器
表 7-1 列出了针对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设置 CP 服务器的任务。
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设置 CP 服务器的任务

表 7-1
任务

参考资料

规划您的 CP 服务器设置

请参见第 77 页的“规划 CP 服务器设置”。

安装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78 页的“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CP 服
务器”。

配置以安全模式运行的 CP 服务器集群

请参见第 79 页的“将 CP 服务器集群配置为
以安全模式运行”。

设置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共享存储

请参见第 79 页的“设置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
共享存储”。

配置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80 页的“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CP 服
务器”。
请参见第 100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配置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90 页的“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96 页的“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CP 服
务器”。

验证 CP 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100 页的“验证 CP 服务器配置”。

规划 CP 服务器设置
按照规划说明，针对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设置 CP 服务器。
规划您的 CP 服务器设置

1

决定要在单节点 VCS 集群还是 SFHA 集群上承载 CP 服务器。
Symantec 建议将 CP 服务器承载到 SFHA 集群上，使 CP 服务器具有高可用
性。

2

如果在 SFHA 集群上承载 CP 服务器，请查看以下信息。在设置 CP 服务器
时，请确保先作出决定，并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在 CP 服务器设置期间，必须设置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共享存储。

■

决定为 SF HA 集群（应用集群）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时，是使用单个 CP
服务器作为协调点还是至少使用三个协调点。
Symantec 建议使用至少三个协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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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定是否要配置 CP 服务器集群以进行基于 IPM 的通信或 HTTPS 通信。
对于基于 IPM 的通信，版本 6.1 上的 CP 服务器支持版本 6.1 以前的版本上的
客户端。配置 CP 服务器时，您需要提供基于 IPM 客户端的 VIP。
对于基于 HTTPS 的通信，版本 6.1 上的 CP 服务器仅支持版本 6.1 上的客户
端。

4

决定是否要以安全模式配置 CP 服务器集群进行基于 IPM 的通信。
Symantec 建议以安全模式配置 CP 服务器集群，以确保在 CP 服务器与其客
户端（SFHA 集群）之间进行基于 IPM 的安全通信。请注意，如果您希望 CP
服务器支持版本 6.1 以前的版本上的客户端，请使用基于 IPM 的通信。

5

为 CP 服务器设置硬件和网络。
请参见第 36 页的“CP 服务器要求”。

6

准备好下列信息，以便进行 CP 服务器配置：
■

CP 服务器的名称
CP 服务器名称不应该包含任何特殊字符。 CP 服务器名称可以包括字母数
字字符、下划线和连字符。

■

CP 服务器的端口号
分配供 CP 服务器使用的 TCP/IP 端口。
有效端口范围介于 49152 和 65535 之间。基于 HTTPS 的通信的默认端口
号是 443，基于 IPM 的安全通信的默认端口号是 14250。

■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网络接口、网络掩码和网络主机
可以为 CP 服务器配置多个虚拟 IP 地址。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CP 服务器
执行下列过程，以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安装和配置 VCS 或 SFHA。
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安装和配置 VCS 或 SFHA
◆

根据您的 CP 服务器是使用单个系统还是多个系统，执行下列任务：

CP 服务器设置使用单个 安装和配置 VCS 以创建单节点 VCS 集群。
系统
在安装期间，请确保选择所有的 软件包 进行安装。仅当您选择安装所有 软件包 时才会安装
VRTScps 软件包。
有关安装和配置 VCS 的说明，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继续配置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80 页的“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90 页的“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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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服务器设置使用多个 安装和配置 SFHA 以创建 SFHA 集群。这可使 CP 服务器具有高可用性。
系统
满足 CP 服务器的下列要求：
■

在安装期间，请确保选择所有的 软件包 进行安装。仅当您选择安装所有 软件包 时才会
安装 VRTScps 软件包。

继续设置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共享存储。

将 CP 服务器集群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行
如果希望 CP 服务器和 SFHA 集群（CP 服务器客户端）之间进行基于 IPM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的安全通信，则必须在 CP 服务器上配置安全性。但
是，基于 IPM 的通信使 CP 服务器可以支持 6.1 以前的版本的应用集群。
此步骤可确保 CP 服务器集群中 HAD 通信的安全性。
注意：如果您已经在 VCS 配置过程中以安全模式配置了 CP 服务器集群，请跳过
本节。
将 CP 服务器集群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行
◆

按以下方式运行安装程序，以便将 CP 服务器集群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行。
如果在 CP 服务器上安装了 VCS，请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vcs<version>

-security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如果在 CP 服务器上安装了 SFHA，请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security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设置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共享存储
如果已在 CP 服务器集群上配置 SFHA，请执行下列过程以设置 CP 服务器数据库
的共享存储。
配置 SFHA 集群的 CP 服务器时，安装程序可设置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共享存储。
Symantec 建议您为 CP 服务器数据库创建镜像卷，并使用 VxFS 文件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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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共享存储

1

创建包含磁盘的磁盘组。您需要两个磁盘来创建镜像卷。
例如：
# vxdg init cps_dg disk1 disk2

2

在磁盘组上创建镜像卷。
例如：
# vxassist -g cps_dg make cps_vol volume_size layout=mirror

3

在卷上创建文件系统。
CP 服务器配置实用程序仅支持 vxfs 文件系统类型。如果使用备用文件系统，
则必须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
根据您的 CP 服务器所运行的操作系统，输入下列命令：
AIX

# mkfs -V vxfs /dev/vx/rdsk/cps_dg/cps_volume

Linux

# mkfs -t vxfs /dev/vx/rdsk/cps_dg/cps_volume

Solaris

# mkfs -F vxfs /dev/vx/rdsk/cps_dg/cps_volume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CP 服务器
使用安装程序中提供的 configcps 选项配置 CP 服务器。
执行下列过程之一：
对于单节点 VCS 集群
中的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81 页的“在单节点 VCS 集群上配置 CP 服务器”。

对于 SFHA 集群中的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85 页的“在 SFHA 集群上配置 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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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节点 VCS 集群上配置 CP 服务器

1

验证该节点中是否安装了 VRTScps 软件包。

2

使用 configcps 选项运行 installvcs<version> 程序。
# /opt/VRTS/install/installvcs<version> -configcps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3

安装程序将检查集群信息，然后提示您是否要在集群上配置 CP 服务器。
输入 y 确认要进行配置。

4

根据要配置协调点代服务器的方式选择选项。

1)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on single node VCS system
2)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on SFHA cluster
3) Un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5

输入选项：[1-3,q] 1。
该安装程序接着会运行下列配置前检查：
■

检查单节点 VCS 集群是否在受支持的平台上运行。
CP 服务器要求在对其进行配置之前安装和配置 VCS。

安装程序会自动安装标识为特定于 CP 服务器的许可证。即使该节点上已经存
在 VCS 许可证，也会进行安装。特定于 CP 服务器的密钥确保您无需在单一
节点上使用 VCS 许可证。此外，还确保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将单一节点协调点服务器上的许可证标识为特定于 CP 服务器的许可证，而非
VCS 许可证。

6

如果单一节点仅包含特定于 CP 服务器的许可证，请重新启动 VCS 引擎。
A single nod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will be configured and
VCS will be started in one node mode,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7

[y,n,q] (y)

从 6.1.0 版开始，HTTPS 将确保 CP 服务器与应用集群之间的通信安全。但
是，仍支持使用基于 IPM 通信的早期版本（6.1.0 以前的版本）上的集群。
输入 CP 服务器的名称。
Enter the name of the CP Server: [b]

cp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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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输入 CP 服务器的有效虚拟 IP 地址以进行基于 HTTPS 的安全通信。CP 服务
器可配置多个虚拟 IP 地址。对于基于 HTTPS 的通信，仅支持 IPv4 地址。对
于基于 IPM 的通信，同时支持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
Enter Virtual IP(s) for the CP server for HTTPS,
separated by a space:

[b] 10.200.58.231 10.200.58.232

10.200.58.233

注意：确保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及其 NIC 接口的 IP 地址属于该 IP 网络
的同一子网。对于客户端节点和 CP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这是必需的。

9

为每个虚拟 IP 地址输入相应的 CP 服务器端口号，或按 Enter 键接受默认值
(443)。

Enter the default port '443' to be used for all the
virtual IP addresses for HTTPS communication or assign the
corresponding port number in the range [49152, 65535] for
each virtual IP address. Ensure that each port number is
separated by a single
space: [b] (443) 54442 54443 54447

10 决定是否要支持 6.1.0 以前的版本上的集群。这些集群使用 Symantec 产品验
证服务 (AT)（基于 IPM 的安全协议）与 CP 服务器安全通信。

Do you want to support older (prior to 6.1.0)
clusters? [y,n,q,b]

(y)

11 输入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以进行基于 IPM 的安全通信。
Enter Virtual IP(s) for the CP server for IPM,
separated by a space [b]

10.182.36.8 10.182.36.9

请注意，同时支持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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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每个虚拟 IP 地址输入相应的端口号，或接受默认端口。
Enter the default port '14250' to be used for all the
virtual IP addresses for IPM-based communication, or assign
the corresponding port number in the range [49152, 65535]
for each virtual IP address.
Ensure that each port number is separated by a single space:
[b] (14250) 54448 54449

13 决定是否要在 CP 服务器和应用集群之间进行安全通信。
Symantec recommends secu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P server and application clusters. Enabling security
requires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to be installed
and configured on the cluster. Do you want to enable Security for
the communications? [y,n,q,b] (y) n

14 输入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绝对路径，或按 Enter 接受默认值 (/etc/VRTScps/db)。
Enter absolute path of the database: [b] (/etc/VRTScps/db)

15 验证并确认 CP 服务器配置信息。
CP Server configuration verification:
------------------------------------------------CP Server Name: cps1
CP Server Virtual IP(s) for HTTPS: 10.200.58.231, 10.200.58.232,
10.200.58.233
CP Server Virtual IP(s) for IPM: 10.182.36.8, 10.182.36.9
CP Server Port(s) for HTTPS: 54442, 54443, 54447
CP Server Port(s) for IPM: 54448, 54449
CP Server Security for IPM: 0
CP Server Database Dir: /etc/VRTScps/db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16 该安装程序将继续进行配置过程，并创建 vxcps.conf 配置文件。
Successfully generated the /etc/vxcps.conf configuration file
Successfully created directory /etc/VRTScps/db on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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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置此集群的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SSG)。
Enter how many NIC resources you want to configure (1 to 2): 2

对于要配置的每个 NIC 资源，请回答以下问题。

18 为 CP 服务器进程的虚拟 IP 地址输入有效的网络接口。
Enter a valid network interface on sys1 for NIC resource - 1:

e1000g0

Enter a valid network interface on sys1 for NIC resource - 2:

e1000g1

19 输入要与这些虚拟 IP 地址相关联的 NIC 资源。
Enter the NIC resource you want to associate with the virtual IP 10.200.58.231 (1 to 2): 1
Enter the NIC resource you want to associate with the virtual IP 10.200.58.232 (1 to 2): 2

20 输入每个 NIC 资源的网络主机信息。
Symantec recommends configuring NetworkHosts attribute to ensure NIC resource
to be always online
Do you want to add NetworkHosts attribute for the NIC device e1000g0
on system sys1? [y,n,q] y
Enter a valid IP address to configure NetworkHosts for NIC e1000g0
on system sys1: 10.200.56.22
Do you want to add another Network Host? [y,n,q] n

21 输入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码。如果输入的是 IPv6 地址，请在提示符处输入前
缀详细信息。
请注意，如果您使用的是基于 HTTPS 的通信，则仅支持 IPv4 地址。
Enter the netmask for virtual IP for
HTTPS 192.169.0.220: (255.255.252.0)
Enter the netmask for virtual IP for
IPM 192.169.0.221: (255.255.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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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程序将显示协调点服务器配置的状态。完成配置过程之后，将显示一条成
功消息。
For example:
Updating main.cf with CPSSG service group.. Done
Successfully added the CPSSG service group to VCS configuration.
Trying to bring CPSSG service group
ONLINE and will wait for upto 120 seconds
The Symantec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is ONLINE
The Symantec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has
been configured on your system.

23 运行 hagrp

-state 命令，以确保已添加 CPSSG 服务组。

For example:
# hagrp -state CPSSG
#Group Attribute System Value
CPSSG State.... |ONLINE|

它还会为 CP 服务器生成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vxcpserv 进程和其他资
源会添加到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SSG) 中的 VCS 配置中。
有关 CPSSG 的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在 SFHA 集群上配置 CP 服务器

1

验证每个节点中是否安装了 VRTScps 软件包。

2

确保已在 CP 服务器集群节点上配置了不使用密码的 ssh 或 rsh。

3

使用 configcps 选项运行 installsfha<version> 程序。
# ./installsfha<version> -configcps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4

安装程序将检查集群信息，然后提示您是否要在集群上配置 CP 服务器。
输入 y 确认要进行配置。

5

根据要配置协调点代服务器的方式选择选项。

1)
2)
3)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on single node VCS system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on SFHA cluster
Un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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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2，以在 SFHA 集群上配置 CP 服务器。
该安装程序接着会运行下列配置前检查：
■

7

检查以确认 SFHA 集群是否在受支持的平台上运行。
配置 CP 服务器之前，需要安装并配置 SFHA。

从 6.1.0 版开始，HTTPS 将确保 CP 服务器与应用集群之间的通信安全。但
是，仍支持使用基于 IPM 通信的早期版本（6.1.0 以前的版本）上的集群。
输入 CP 服务器的名称。
Enter the name of the CP Server: [b] cps1

8

输入 CP 服务器的有效虚拟 IP 地址。CP 服务器可配置多个虚拟 IP 地址。对
于基于 HTTPS 的通信，仅支持 IPv4 地址。对于基于 IPM 的通信，同时支持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
Enter Virtual IP(s) for the CP server for HTTPS,
separated by a space: [b] 10.200.58.231 10.200.58.232 10.200.58.233

9

输入每个虚拟 IP 地址的对应 CP 服务器端口号，或按 Enter 接受默认值 (443)。

Enter the default port '443' to be used for all the virtual IP addresses
for HTTPS communication or assign the corresponding port number in the range [49152,
65535] for each virtual IP address. Ensure that each port number is separated by
a single space: [b] (443) 65535 65534 65537

10 决定是否要支持 6.1.0 以前的版本上的集群。这些集群使用 Symantec 产品验
证服务 (AT)（基于 IPM 的安全协议）与 CP 服务器安全通信。
Do you want to support older (prior to 6.1.0) clusters? [y,n,q,b] (y)

11 输入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以进行基于 IPM 的安全通信。同时支持 IPv4 地
址和 IPv6 地址。
Enter Virtual IP(s) for the CP server for IPM, separated by a space:
[b] 10.182.36.8 10.18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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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每个虚拟 IP 地址输入相应的端口号，或接受默认端口。
Enter the default port '14250' to be used for all
the virtual IP addresses for IPM-based communication, or
assign the corresponding port number in the range [49152, 65535]
for each virtual IP address.
Ensure that each port number is separated by a single space:
[b]

(14250) 54448 54449

13 决定是否要在 CP 服务器和应用集群之间进行安全通信。
Symantec recommends secu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P server and application clusters.
Enabling security requires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to be
installed and configured on the cluster.
Do you want to enable Security for the communications? [y,n,q,b] (y)

14 输入数据库的绝对路径。
CP Server uses an internal database to store the client information.
As the CP Server is being configured on SFHA cluster, the database should reside
on shared storage with vxfs file system. Please refer to documentation for
information on setting up of shared storage for CP server database.
Enter absolute path of the database: [b] /cpsdb

15 验证并确认 CP 服务器配置信息。
CP Server configuration verification:
CP Server Name: cps1
CP Server Virtual IP(s) for HTTPS: 10.200.58.231, 10.200.58.232,
10.200.58.233
CP Server Virtual IP(s) for IPM: 10.182.36.8, 10.182.36.9
CP Server Port(s) for HTTPS: 65535, 65534, 65537
CP Server Port(s) for IPM: 54448, 54449
CP Server Security for IPM: 1
CP Server Database Dir: /cpsdb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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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该安装程序将继续进行配置过程，并创建 vxcps.conf 配置文件。
Successfully generated the /etc/vxcps.conf configuration file
Copying configuration file /etc/vxcps.conf to sys0....Done
Creating mount point /cps_mount_data on sys0. ... Done
Copying configuration file /etc/vxcps.conf to sys0. ... Done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17 配置此集群的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SSG)。
Enter how many NIC resources you want to configure (1 to 2): 2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or each NIC resource that you want to configure.

18 为 CP 服务器进程的虚拟 IP 地址输入有效的网络接口。
Enter a valid network interface on sys1 for NIC resource - 1: e1000g0
Enter a valid network interface on sys1 for NIC resource - 2: e1000g1

19 输入要与这些虚拟 IP 地址相关联的 NIC 资源。
Enter the NIC resource you want to associate with the virtual IP 10.200.58.231 (1 to 2): 1
Enter the NIC resource you want to associate with the virtual IP 10.200.58.232 (1 to 2): 2

20 输入每个 NIC 资源的网络主机信息。
Symantec recommends configuring NetworkHosts attribute to ensure NIC resource
to be always online
Do you want to add NetworkHosts attribute for the NIC device e1000g0
on system sys1? [y,n,q] y
Enter a valid IP address to configure NetworkHosts for NIC e1000g0
on system sys1: 10.200.56.22

Do you want to add another Network Host? [y,n,q] n
Do you want to apply the same NetworkHosts for all systems? [y,n,q] (y)

准备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设置 CP 服务器

89

21 输入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码。如果输入的是 IPv6 地址，请在提示符处输入前
缀详细信息。
请注意，如果您使用的是基于 HTTPS 的通信，则仅支持 IPv4 地址。

Enter the netmask for virtual IP for
HTTPS 192.168.0.111: (255.255.252.0)
Enter the netmask for virtual IP for
IPM 192.168.0.112: (255.255.252.0)

22 配置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磁盘组。可以选择现有磁盘组或创建新磁盘组。
Symantec recommends to use the disk group that has at least
two disks on which mirrored volume can be created.
Select one of the options below for CP Server database disk group:
1)
2)

Create a new disk group
Using an existing disk group

Enter the choice for a disk group: [1-2,q]

2

23 选择一个磁盘组作为 CP 服务器数据库磁盘组。
Select one disk group as CP Server database disk group: [1-3,q] 3
1)
2)
3)

mycpsdg
cpsdg1
newcpsdg

24 选择 CP 服务器数据库卷。
可以选择使用现有卷或为 CP 服务器数据库创建新卷。如果选择新创建的磁盘
组，则只能选择为 CP 服务器数据库创建新卷。
Select one of the options below for CP Server database volume:
1) Create a new volume on disk group newcpsdg
2) Using an existing volume on disk group newcpsdg

25 输入卷的选项：[1-2,q] 2。
26 选择一个卷作为 CP 服务器数据库卷 [1-1,q] 1
1) newcps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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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更新 VCS 配置文件后，将显示一条成功消息。
For example:
Updating main.cf with CPSSG service group .... Done
Successfully added the CPSSG service group to VCS configuration.

28 如果集群安全，则安装程序将创建 /var/VRTSvcs/vcsauth/data/CPSERVER
至 /cpsdb/CPSERVER 的软链接，并检查凭据在 /cpsdb/CPSERVER 中是否已存
在。如果不存在，则安装程序会在此目录中创建凭据。否则，安装程序将询问
您是否要重用现有凭据。
Do you want to reuse these credentials? [y,n,q] (y)

29 完成配置过程之后，将显示一条成功消息。
For example:
Trying to bring CPSSG service group ONLINE and will wait for upto 120 seconds
The Symantec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is ONLINE
The Symantec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has been configured on your system.

30 运行 hagrp

-state 命令，以确保已添加 CPSSG 服务组。

For example:
# hagrp -state CPSSG
#Group Attribute System Value
CPSSG State cps1 |ONLINE|
CPSSG State cps2 |OFFLINE|

它还会为 CP 服务器生成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vxcpserv 进程和其他
资源会添加到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SSG) 中的 VCS 配置中。
有关 CPSSG 的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
执行以下步骤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
CP 服务器同时支持基于 IPM 的安全通信和基于 HTTPS 的安全通信。配置为进行
基于 IPM 的安全通信的 CP 服务器同时支持运行产品 6.1 版本或以前版本的客户端
节点。但是，配置为进行基于 HTTP 的通信的 CP 服务器仅支持运行产品 6.1 版本
的客户端节点。基于 HTTPS 的通信不支持运行产品 6.1 以前的版本的客户端节点。
您需要手动生成 CP 服务器的证书及其客户端节点，以将 CP 服务器配置为进行基
于 HTTPS 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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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的任务

任务

参考资料

手动将 CP 服务器配置为 请参见第 91 页的“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以进行基于 IPM 的安全通
进行基于 IPM 的安全通 信”。
信
手动将 CP 服务器配置为 请参见第 92 页的“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以进行基于 HTTPS 的通
进行 HTTPS 通信
信”。
请参见第 93 页的“手动生成 CP 服务器的密钥和证书”。
请参见第 96 页的“完成 CP 服务器配置”。

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以进行基于 IPM 的安全通信
执行下列步骤以将 CP 服务器手动配置为以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AT)（基于
IPM）安全模式运行。
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

1

使用以下命令在 CP 服务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停止 VCS：
# hastop -local

2

编辑 main.cf 文件，以便在任一节点上添加 CPSSG 服务组。例如，在示例
main.cf 中使用 CPSSG 服务组：
请参见第 464 页的“CP 服务器的示例配置文件”。
根据您的配置，在 CPSSG 服务组下自定义资源。

3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 main.cf 文件：
# hacf -verify /etc/VRTSvcs/conf/config

如果验证成功，则将此 main.cf 复制到所有其他集群节点。

4

使用在 /etc/vxcps/vxcps.conf.sample 中提供的示例配置文件创建
/etc/vxcps.conf 文件。
根据是否已使用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AT) 协议（基于 IPM）将 CP 服务器
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行，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将 CP 服务器集群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行，请编辑 /etc/vxcps.conf
文件以设置 security=1。

■

如果未将 CP 服务器集群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行，请编辑 /etc/vxcps.conf
文件以设置 securit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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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所有集群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6

验证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SSG) 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 hagrp -state CPSSG

将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输出：
# Group Attribute
CPSSG State

System
cps1.symantecexample.com

Value
|ONLINE|

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以进行基于 HTTPS 的通信
执行下列步骤以将 CP 服务器手动配置为以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AT)（基于
IPM）安全模式运行。
手动配置 CP 服务器

1

使用以下命令在 CP 服务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停止 VCS：
# hastop -local

2

编辑 main.cf 文件，以便在任一节点上添加 CPSSG 服务组。例如，在示例
main.cf 中使用 CPSSG 服务组：
请参见第 464 页的“CP 服务器的示例配置文件”。
根据您的配置，在 CPSSG 服务组下自定义资源。

3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 main.cf 文件：
# hacf -verify /etc/VRTSvcs/conf/config

如果验证成功，则将此 main.cf 复制到所有其他集群节点。

4

使用在 /etc/vxcps/vxcps.conf.sample 中提供的示例配置文件创建
/etc/vxcps.conf 文件。
Symantec 建议对 CP 服务器与应用集群之间的通信启用安全性。
如果已在 HTTPS 模式下配置 CP 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

编辑 /etc/vxcps.conf 文件，以使用 HTTPS 通信所需的虚拟 IP 地址设置
vip_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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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编辑 /etc/vxcps.conf 文件，以使用 HTTPS 通信所用的端口设置
port_https。

手动生成 CP 服务器的密钥和证书。
请参见第 93 页的“手动生成 CP 服务器的密钥和证书”。

手动生成 CP 服务器的密钥和证书
CP 服务器使用 HTTPS 协议与客户端节点建立安全通信。HTTPS 是一种安全的通
信方式，它会在使用 SSL/TLS 协议建立的安全通信通道中出现。
HTTPS 使用 x509 标准证书和公钥基础结构 (PKI) 的构造在 CP 服务器和客户端之
间建立安全通信。类似于 PKI，CP 服务器及其客户端拥有其自身的证书集，这些
证书由证书颁发机构 (CA) 签署。服务器及其客户端信任证书。
每台 CP 服务器同时充当自身以及其所有客户端节点的认证机构。CP 服务器拥有
其自身的 CA 密钥和 CA 证书以及从服务器私钥生成的服务器证书。该服务器证书
颁发给 CP 服务器的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CP 服务器的服务器证书的“主题备
用名称”部分中介绍了 CP 服务器侦听的所有 IP 地址和域名
OpenSSL 库必须安装在 CP 服务器上才能创建密钥或证书。如果未安装 OpenSSL，
则无法创建密钥或证书。vxcps.conf 文件指向配置文件，该配置文件可确定在初始
化 SSL 时 CP 服务器使用哪些密钥或证书。配置值存储在 ssl_conf_file 中，默
认值为 /etc/vxcps_ssl.properties。
手动生成 CP 服务器的密钥和证书：

1

在 CP 服务器上为安全文件创建目录。
# mkdir -p /var/VRTScps/security/keys /var/VRTScps/security/certs

2

生成 OpenSSL 配置文件，其中包括 VIP。
CP 服务器侦听来自这些 VIP 上的客户端节点的请求。服务器证书中包含 CP
服务器的 VIP、FQDN 和主机名。客户端可以使用其中任一值访问 CP 服务器。
但是，Symantec 建议客户端节点使用 IP 地址与 CP 服务器进行通信。
示例配置使用了以下值：
■

配置文件名： https_ssl_cert.conf

■

VIP： 192.168.1.201

■

FQDN： cpsone.company.com

■

主机名： cpsone

请注意，配置文件的 [alt_names] 部分中使用的 IP 地址、VIP 和 FQDN 值均为
示例值。将示例值替换为配置值。不要更改配置文件中的其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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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
distinguished_name = req_distinguished_name
req_extensions = v3_req
[req_distinguished_name]
countryName =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countryName_default = US
localityName = Locality Name (eg, city)
organizationalUnitName =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commonName = Common Name (eg, YOUR name)
commonName_max = 64
emailAddress = Email Address
emailAddress_max = 40
[v3_req]
keyUsage = keyEncipherment, dataEncipherment
extendedKeyUsage = serverAuth
subjectAltName = @alt_names
[alt_names]
DNS.1 = cpsone.company.com
DNS.2 = cpsone
DNS.3 = 192.168.1.201

3

生成用于创建 CA 证书的 4096 位 CA 密钥。
该密钥必须存储在 /var/VRTScps/security/keys/ca.key 中。确保只有 root
用户才能访问 CA 密钥，因为如果该密钥被误用来创建虚假证书，就会危及安
全。
# /usr/bin/openssl genrsa -out /var/VRTScps/security/keys/ca.key
4096

4

创建自行签署的 CA 证书。
# /usr/bin/openssl req -new -x509 -days days -key
/var/VRTScps/security/keys/ca.key -subj \
'/C=countryname/l=localityname/OU=COMPANY/CN=CACERT' -out
/var/VRTScps/security/certs/ca.crt

其中， days 是您希望证书保持有效的天数， countryname 是国家/地区名称，
localityname 是城市名称， CACERT 是证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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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 CP 服务器生成 2048 位私钥。
该密钥必须存储在 /var/VRTScps/security/keys/server_private key 中。
# /usr/bin/openssl genrsa -out
/var/VRTScps/security/keys/server_private.key 2048

6

为服务器证书生成证书签署请求 (CSR)。
证书中的认证名称 (CN) 是 CP 服务器的 UUID。
# /usr/bin/openssl genrsa -out
/var/VRTScps/security/keys/server_private.key 2048

7

为服务器证书生成证书签署请求 (CSR)。
证书中的认证名称 (CN) 是 CP 服务器的 UUID。
# /usr/bin/openssl req -new -key
/var/VRTScps/security/keys/server_private.key \
-config https_ssl_cert.conf -subj
'/C=CountryName/L=LocalityName/OU=COMPANY/CN=UUID' \
-out /var/VRTScps/security/certs/server.csr

其中， countryname 是国家/地区名称， localityname 是城市名称， UUID 是
证书名称。

8

使用 CA 的密钥证书生成服务器证书。
# /usr/bin/openssl x509 -req -days days -in
/var/VRTScps/security/certs/server.csr \
-CA /var/VRTScps/security/certs/ca.crt -CAkey
/var/VRTScps/security/keys/ca.key \
-set_serial 01 -extensions v3_req -extfile https_ssl_cert.conf \
-out /var/VRTScps/security/certs/server.crt

其中， days 是您希望证书保持有效的天数， https_ssl_cert.conf 是配置文件
名。
您已成功创建 CP 服务器所需的密钥和证书。

9

确保只有 root 用户才能读取这些密钥和证书。

10 完成 CP 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96 页的“完成 CP 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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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CP 服务器配置
要验证服务组并启动 VCS，请执行下列步骤：

1

在所有集群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2

验证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SSG) 是否处于联机状态。
# hagrp -state CPSSG

将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输出：
# Group Attribute
CPSSG State

System
cps1.symantecexample.com

Value
|ONLINE|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CP 服务器
可以使用生成的响应文件配置 CP 服务器。
在单节点 VCS 集群上：
◆

使用 responsefile 选项运行 installvcs<version> 命令，在单节点 VCS 集群
中配置 CP 服务器。
# /opt/VRTS/install/installvcs<version> -responsefile
'/tmp/sample1.res'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在 SFHA 集群上：
◆

使用 responsefile 选项运行 installsfha<version> 命令，在 SFHA 集群中配
置 CP 服务器。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responsefile
'/tmp/sample1.res'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用于配置 CP 服务器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7-3 描述用于配置 CP 服务器的响应文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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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描述用于配置 CP 服务器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opt}{configcps}

标量

此变量执行 CP 服务器配置任务

CFG{cps_singlenode_config}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将在单节点 VCS 集群中
配置 CP 服务器

CFG{cps_sfha_config}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将在 SFHA 集群中配置
CP 服务器

CFG{cps_unconfig}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将取消配置 CP 服务器

CFG{cpsname}

标量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的名称

CFG{cps_db_dir}

标量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绝对路径

CFG{cps_security}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为 CP 服务器配置了安全
性

CFG{cps_reuse_cred}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重用 CP 服务器的现有凭
据

CFG{cps_https_vips}

列表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配置用于开展基
于 HTTPS 的通信）的虚拟 IP 地址

CFG{cps_ipm_vips}

列表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配置用于开展基
于 IPM 的通信）的虚拟 IP 地址

CFG{cps_https_ports}

列表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配置用于开展基
于 HTTPS 的通信）的虚拟 IP 地址的端口
号

CFG{cps_ipm_ports}

列表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配置用于开展基
于 IPM 的通信）的虚拟 IP 地址的端口号

CFG{cps_nic_list}{cpsvip<n>}

列表

此变量描述虚拟 IP 地址的系统 NIC

CFG{cps_netmasks}

列表

此变量描述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码

CFG{cps_prefix_length}

列表

此变量描述虚拟 IP 地址的前缀长度

CFG{cps_network_hosts}{cpsnic<n>} 列表

此变量描述 NIC 资源的网络主机

CFG{cps_vip2nicres_map}{<vip>} 标量

此变量描述与虚拟 IP 地址相关联的 NIC
资源

CFG{cps_diskgroup}

标量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磁盘组

CFG{cps_volume}

标量

此变量描述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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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cps_newdg_disks}

列表

此变量描述用于为 CP 服务器数据库创建
新磁盘组的磁盘

CFG{cps_newvol_volsize}

标量

此变量描述为 CP 服务器数据库创建新卷
的卷大小

CFG{cps_delete_database}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在取消配置期间删除 CP
服务器的数据库

CFG{cps_delete_config_log}

标量

此变量描述是否在取消配置期间删除 CP
服务器的配置文件和日志文件

CFG{cps_reconfig}

标量

此变量定义是否将重新配置 CP 服务器

在单节点 VCS 集群上配置 CP 服务器的示例响应文件
查看响应文件变量及其定义。
请参见第 97 页的表 7-3。

#
# Configuration Values:
#
our %CFG;
$CFG{cps_db_dir}="/etc/VRTScps/db";
$CFG{cps_https_ports}=[ qw(443) ];
$CFG{cps_https_vips}=[ qw(192.169.0.220) ];
$CFG{cps_ipm_ports}=[ qw(14250) ];
$CFG{cps_ipm_vips}=[ qw(192.169.0.221) ];
$CFG{cps_netmasks}=[ qw(255.255.252.0 255.255.252.0) ];
$CFG{cps_nic_list}{cpsvip1}=[ qw(e1000g0) ];
$CFG{cps_nic_list}{cpsvip2}=[ qw(e1000g0) ];
$CFG{cps_security}="0";
$CFG{cps_singlenode_config}=1;
$CFG{cps_vip2nicres_map}{"192.169.0.220"}=1;
$CFG{cps_vip2nicres_map}{"192.169.0.221"}=1;
$CFG{cpsname}="cps1";
$CFG{opt}{configcps}=1;
$CFG{opt}{configure}=1;
$CFG{prod}="VCS61";
$CFG{systems}=[ qw(cps1) ];
$CFG{vcs_clusterid}=6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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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vcs_clustername}="single";
1;

在 SFHA 集群上配置 CP 服务器的示例响应文件
查看响应文件变量及其定义。
请参见第 97 页的表 7-3。

#
# Configuration Values:
#
our %CFG;
$CFG{cps_db_dir}="/cpsdb";
$CFG{cps_diskgroup}="cps_dg1";
$CFG{cps_https_ports}=[ qw(50006 50007) ];
$CFG{cps_https_vips}=[ qw(10.198.90.6 10.198.90.7) ];
$CFG{cps_ipm_ports}=[ qw(14250) ];
$CFG{cps_ipm_vips}=[ qw(10.198.90.8) ];
$CFG{cps_netmasks}=[ qw(255.255.248.0 255.255.248.0 255.255.248.0) ];
$CFG{cps_network_hosts}{cpsnic1}=[ qw(10.198.88.18) ];
$CFG{cps_network_hosts}{cpsnic2}=[ qw(10.198.88.18) ];
$CFG{cps_newdg_disks}=[ qw(emc_clariion0_249) ];
$CFG{cps_newvol_volsize}=10;
$CFG{cps_nic_list}{cpsvip1}=[ qw(e1000g0 e1000g0) ];
$CFG{cps_nic_list}{cpsvip2}=[ qw(e1000g0 e1000g0) ];
$CFG{cps_nic_list}{cpsvip3}=[ qw(e1000g0 e1000g0) ];
$CFG{cps_security}="0";
$CFG{cps_sfha_config}=1;
$CFG{cps_vip2nicres_map}{"10.198.90.6"}=1;
$CFG{cps_vip2nicres_map}{"10.198.90.7"}=1;
$CFG{cps_vip2nicres_map}{"10.198.90.8"}=1;
$CFG{cps_volume}="volcps";
$CFG{cpsname}="cps1";
$CFG{opt}{configcps}=1;
$CFG{opt}{configure}=1;
$CFG{opt}{noipc}=1;
$CFG{prod}="SFHA61";
$CFG{systems}=[ qw(cps1 cps2) ];
$CFG{vcs_clusterid}=49604;

准备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设置 CP 服务器

$CFG{vcs_clustername}="sfha2233";
1;

验证 CP 服务器配置
执行以下步骤可以验证 CP 服务器配置。
验证 CP 服务器配置

1

2

验证是否已使用您在 CP 服务器配置过程中提供的信息更新了下列配置文件：
■

/etc/vxcps.conf（CP 服务器配置文件）

■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VCS 配置文件）

■

/etc/VRTScps/db（单一节点集群的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默认位置）

■

/cps_db（多节点集群的 CP 服务器数据库的默认位置）

运行 cpsadm 命令检查 vxcpserv 进程是否在侦听配置的虚拟 IP。
如果应用集群配置为进行基于 HTTPS 的通信，则无需提供为 HTTP 通信分配
的端口号。
# cpsadm -s cp_server -a ping_cps

对于基于 IPM 的通信，则需要指定 14250 作为端口号。
# cpsadm -s cp_server -p 14250

-a ping_cps

其中： cp_server 是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CP 服务器
执行下列步骤，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CP 服务器。
在集群上配置 SFHA

1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选择任务和产
品，如下所示：
Task (任务)

配置 CP 服务器

Product (产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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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Select Cluster (选择集群)”页面上，输入要配置 SFHA 的系统名称，然后
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Confirmation (确认)”对话框中，验证集群信息是否正确并选择是否配置
CP 服务器。
■

要配置 CP 服务器，请单击“Yes (是)”。

■

要稍后配置 CP 服务器，请单击“No (否)”。

5

在“Select Option (选择选项)”页面上，选择“Configure CP Server on a
single-node VCS system or SFHA cluster (在单节点 VCS 系统或 SFHA 集群
上配置 CP 服务器)”，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Configure CP Server (配置 CP 服务器)”页面上，提供 CP 服务器信息，
例如，名称、虚拟 IP、端口号和数据库的绝对路径，以存储配置详细信息。
单击“Next (下一步)”。

7

配置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SSG)，选择 NIC 资源数并将 NIC 资源与将用于配
置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相关联。
单击“Next (下一步)”。

8

配置 CP 服务器的网络主机。
单击“Next (下一步)”。

9

配置 CP 服务器的磁盘组。
单击“Next (下一步)”。
注意：此步骤不适用于单节点集群。

10 配置与 CP 服务器相关联的磁盘组卷。
单击“Next (下一步)”。
注意： 此步骤不适用于单节点集群。

11 单击“Finish (完成)”，以完成 CP 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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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配置 SFHA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

安装后配置 SFDB 存储库数据库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torage Foundation HA 配置要求配置 HA (VCS) 集群。执行下列任务以配置集群。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的任务概述
表 8-1 列出了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所涉及的任务。
表 8-1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的任务

任务

参考资料

开始软件配置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开始配置软件”。

指定要在其中配置 SFHA 的系统

请参见第 104 页的“指定用于配置的系统”。

配置基本集群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配置集群名称”。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配置专用心跳链接”。

配置集群的虚拟 IP 地址（可选）

请参见第 108 页的“配置集群的虚拟 IP”。

将集群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行（可选）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将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为安全模式”。

添加 VCS 用户（未将集群配置为以安全模式 请参见第 113 页的“添加 VCS 用户”。
运行时必须执行此操作）

配置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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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参考资料

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可选）

请参见第 113 页的“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
知”。

配置 SNMP 电子邮件通知（可选）

请参见第 115 页的“配置 SNMP 陷阱通知”。

配置全局集群（可选）

请参见第 116 页的“配置全局集群”。

注意：必须在安装 SFHA 时已启用全局集
群。
完成软件配置

请参见第 117 页的“完成 SFHA 配置”。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的必备信息
要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另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

唯一集群名称

■

介于 0-65535 之间的唯一集群 ID

■

每个系统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于心跳链接的 NIC 卡
一个或多个心跳链接配置为专用链接，一个心跳链接可以配置为低优先级链接。

您可以在安全模式下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SFHA 可保证加密所有系统间通信，并使用安全凭据对用户进行
验证。在安全模式下运行时，将使用 NIS 以及系统用户名和密码验证身份。集群在
安全模式下运行时，将不再使用 SFHA 用户名和密码。
配置 SMTP 通知时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

SMTP 服务器基于域的主机名

■

每个 SMTP 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

要发送给每个收件人的邮件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配置 SNMP 通知时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

接收 VCS 陷阱消息的 SNMP 控制台的系统名称

■

每个控制台的 SNMP 陷阱后台驻留程序端口

■

要发送给每个控制台的邮件的最低严重性级别

开始配置软件
可以使用Symantec产品安装程序或 installsfha 命令配置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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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要重新配置 SFHA，则启动安装程序之前，必须使用 hastop 命令或
hagrp –offline 命令停止受 VCS 控制的所有资源。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配置 SFHA

1

确认您已经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并已装入产品光盘。

2

启动安装程序。
# ./installer

该安装程序启动产品安装程序，首先显示版权信息并指定创建日志的目录。

3

从打开的“Selection Menu (选择菜单)”中，选择 表示“Configure an Installed
Product (配置已安装产品)”的 C。

4

从显示的待配置产品列表中，选择与您的产品相对应的编号：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使用 installsfha 程序配置 SFHA

1

确认您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启动 installsfha 程序。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configure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首先显示版权信息，并指定创建日志的目录。

指定用于配置的系统
安装程序提示输入要在其上配置 SFHA 的系统名称。安装程序会对您指定的系统执
行初始检查。
指定要进行配置的系统名称

1

输入要配置 SFHA 的系统的名称。
Enter the operating_system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2

[q,?] (sys1) sys1 sys2

查看安装程序在验证所指定的系统时显示的输出。
安装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检查运行安装程序的本地节点是否可以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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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安装程序找到 ssh 二进制文件，则会确认 ssh 无需请求密码或密码短
语即可运行。如果 ssh 二进制文件无法与远程节点通信，则安装程序将尝
试 rsh 二进制文件。如果 ssh 和 rsh 二进制文件均失败，则安装程序将提供
提示，帮助用户设置 ssh 或 rsh 二进制文件。

3

■

请确保系统正通过支持的操作系统运行

■

确保从全局区域启动安装程序

■

检查是否已安装 SFHA

■

如果未安装 SFHA 6.1，则退出

查看关于 I/O 防护配置的安装程序输出，并确认是否要将防护配置为处于启用
模式。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I/O Fencing in enabled mode? [y,n,q,?] (y)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配置集群名称
当安装程序提示时，输入集群信息。
配置集群

1

查看安装程序显示的配置说明。

2

输入唯一集群名称。
Enter the unique cluster name: [q,?] clus1

配置专用心跳链接
现在配置 LLT 使用的专用心跳链接。
请参见第 52 页的“设置专用网络”。
VCS 提供了使用 LLT over Ethernet 或 LLT over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的选项。
Symantec 建议您配置使用 LLT over Ethernet 的心跳链接以实现高性能，除非硬件
要求强迫您使用 LLT over UDP。如果要配置 LLT over UDP，请确保您满足各项先
决条件。
请参见第 506 页的“为 LLT 使用 UDP 层”。
以下过程可帮助您配置 LLT 心跳链接。
配置专用心跳链接

1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根据要配置 LLT over Ethernet 还是 LLT over UDP 选择以
下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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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1：使用 LLT over Ethernet 配置心跳链接（回答安装程序问题）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输入心跳链接详细信息以配置 LLT over Ethernet。
跳到步骤 2。

■

选项 2：使用 LLT over UDP 配置心跳链接（回答安装程序问题）
确保要用作心跳链接的每个 NIC 都已配置 IP 地址。在安装程序提示时，输
入心跳链接详细信息以配置 LLT over UDP。如果尚未配置 NIC 的 IP 地址，
则安装程序将为您提供一个选项，以检测给定 NIC 的 IP 地址。
跳到步骤 3。

■

选项 3：自动检测 LLT over Ethernet 的配置
允许安装程序自动检测心跳链接详细信息以配置 LLT over Ethernet。安装
程序会尝试检测所有系统之间的所有已连接的链接。
跳到步骤 5。
注意：当该配置为单个节点配置时，选项 3 不可用。

2

如果选择选项 1，则输入专用心跳链接的网络接口卡详细信息。
安装程序发现并列出网络接口卡。
回答安装程序提示。以下示例显示了基于体系结构的不同 NIC：
■

对于 Solaris Sparc：
不要输入用于公共网络的网络接口卡（通常为 bge0）。
Enter the NIC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bge0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a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b,?] (y)
Enter the NIC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bge1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a thir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b,?](n)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an additional low priority heartbeat
link? [y,n,q,b,?]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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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选择选项 2，则输入专用心跳链接的 NIC 详细信息。此步骤使用诸如
private_NIC1 或 private_NIC2 之类的示例来引用 NIC 的可用名称。
Enter the NIC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private_NIC1
Do you want to use address 192.168.0.1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y,n,q,b,?] (y)
Enter the UDP port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50000)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a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b,?] (y)
Enter the NIC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private_NIC2
Do you want to use address 192.168.1.1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y,n,q,b,?] (y)
Enter the UDP port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50001)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an additional low priority
heartbeat link? [y,n,q,b,?] (n) y
Enter the NIC for the low priority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private_NIC0)
Do you want to use address 192.168.3.1 for
the low priority heartbeat link on sys1: [y,n,q,b,?] (y)
Enter the UDP port for the low priority heartbeat
link on sys1: [b,q,?] (50004)

4

选择是否使用相同的 NIC 详细信息在其他系统上配置专用心跳链接。
Are you using the same NICs for private heartbeat links on all
systems? [y,n,q,b,?] (y)

如果要使用为 sys1 输入的 NIC 详细信息，应确保相同的 NIC 在每个系统上可
用。然后，在提示下输入 y。
对于 LLT over UDP，如果要在其他系统上使用相同的 NIC，则仍必须在其他
系统的每个 NIC 上输入唯一的 IP 地址。
如果 NIC 设备名称在某些系统上是不同的，则输入 n。依据程序提示为每个系
统提供 NIC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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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选项 3，则安装程序将在每个系统和网络链接上检测 NIC，并设置链
接优先级。
如果安装程序无法检测到心跳链接，或者无法找到任何高优先级链接，则选择
选项 1 或选项 2 以手动配置心跳链接。
对于选项 1，请参见步骤 2；对于选项 2，请参见步骤 3；对于选项 3，请参见
步骤 5。

6

输入唯一集群 ID：
Enter a unique cluster ID number between 0-65535: [b,q,?] (60842)

如果集群 ID 60842 正由另一集群使用，则无法配置该集群。 安装程序执行检
查来确定集群 ID 是否重复。 此检查不超过一分钟即可完成。
Would you like to check if the cluster ID is in use by another
cluster? [y,n,q] (y)

7

验证并确认安装程序汇总的信息。

配置集群的虚拟 IP
您可以配置用于从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或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连接或者要在 RemoteGroup 资源中指定的集群的虚拟 IP。
有关 Cluster Manager 的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有关 RemoteGroup 代理的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配置集群的虚拟 IP

1

查看配置集群的虚拟 IP 所需的信息。

2

当系统提示您是否要配置虚拟 IP 时，请输入 y。

3

确认是否要使用在第一个系统上找到的公共 NIC。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找到的 NIC 是要使用的 NIC，请按 Enter。

■

如果要使用其他 NIC，请键入要使用的 NIC 的名称并按 Enter。

Active NIC devices discovered on sys1: bge0
Enter the NIC for Virtual IP of the Cluster to use on sys1:
[b,q,?](bge0)

4

确认是否要在所有节点上使用同一公共 NIC。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配置 SFHA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

如果所有节点使用同一公共 NIC，请输入 y。

■

如果要让各个节点使用不同的 NIC，请输入 n 并为每个节点输入一个 NIC。

Is bge0 to be the public NIC used by all systems
[y,n,q,b,?] (y)

如果要设置安全集群的信任关系，请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09 页的“逐节点配置安全集群”。

将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为安全模式
将 SFHA 配置为安全模式可确保系统之间的所有通信得以加密，并根据安全凭据对
用户进行验证。在安全模式下运行集群时，不使用 SFHA 的用户名和密码。
将 SFHA 配置为安全模式

1

要以安全模式安装 SFHA，请运行以下命令：
#

2

installsfcfsha -security

要验证集群在配置后处于安全模式，请运行命令：
#

haclus -value SecureClus

如果集群处于安全模式，则命令返回 1，否则返回 0。

逐节点配置安全集群
对于不支持无密码 ssh 或无密码 rsh 的环境，不能使用 -security 选项来为集群启
用安全模式。但是，可以使用 -securityonenode 选项逐节点配置安全集群。此
外，启用 fips 模式下的安全性，将 -fips 选项与 -securityonenode 结合使用。
表 8-2 列出了配置安全集群时必须执行的任务。
表 8-2

逐节点配置安全集群

任务

参考资料

在一个节点上配置安全性

请参见第 110 页的“配置第一个节点”。

在其余节点上配置安全性

请参见第 110 页的“配置其余节点”。

完成手动配置步骤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完成安全集群配置”。

109

配置 SFHA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110

配置第一个节点
在集群中的一个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在第一个节点上配置安全性

1

确保您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输入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securityonenode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列出有关集群、节点和服务组的信息。如果未配置 VCS 或者 VCS 未
在集群的所有节点上运行，安装程序将提示您选择是否要继续配置安全性。然
后，它提示您输入要配置的节点。
VCS is not running on all systems in this cluster. All VCS systems
must be in RUNNING state.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q] (n) y
1) Perform security configuration on first node and export
security configuration files.
2) Perform security configuration on remaining nodes with
security configuration files.
Select the option you would like to perform [1-2,q.?] 1

警告：当您配置完第一个节点时，有关集群用户的全部 VCS 配置将被删除。
您可以使用 /opt/VRTSvcs/bin/hauser 命令手动创建集群用户。

3

安装程序在节点上完成安全配置。它指定安全配置文件的位置，并提示您将这
些文件复制到集群中的其他节点。安装程序还指定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
文件的位置。

4

将安全配置文件从安装程序指定的位置复制到集群中其他节点上的临时目录。

配置其余节点
在集群中的每个其余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配置 SFHA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111

在每个其余节点上配置安全性

1

确保您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输入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securityonenode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列出有关集群、节点和服务组的信息。如果未配置 VCS 或者 VCS 未
在集群的所有节点上运行，安装程序将提示您选择是否要继续配置安全性。然
后，它提示您输入要配置的节点。输入 2。
VCS is not running on all systems in this cluster. All VCS systems
must be in RUNNING state.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q] (n) y
1) Perform security configuration on first node and export
security configuration files.
2) Perform security configuration on remaining nodes with
security configuration files.
Select the option you would like to perform [1-2,q.?]

2

安装程序在节点上完成安全配置。它指定了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
位置。

完成安全集群配置
执行下列手动步骤完成配置。
完成安全集群配置

1

在第一个节点上，冻结除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之外的全部服务组。
# /opt/VRTSvcs/bin/haconf -makerw
# /opt/VRTSvcs/bin/hagrp -list Frozen=0
# /opt/VRTSvcs/bin/hagrp -freeze groupname -persistent
# /opt/VRTSvcs/bin/haconf -dump -makero

2

在第一个节点上，停止 VCS 引擎。
# /opt/VRTSvcs/bin/hastop -all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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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CmdServer。
# /opt/VRTSvcs/bin/CmdServer -stop

4

在第一个节点上，编辑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使其类
似如下：
cluster clus1 (
SecureClus = 1
)

5

如果配置 GCO，请修改第一个节点上的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并将 -secure 添加到 WAC 应用程序定义。
例如：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ecure"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RestartLimit = 3
)

6

在所有节点上，创建 /etc/VRTSvcs/conf/config/.secure 文件。
# touch /etc/VRTSvcs/conf/config/.secure

7

在第一个节点上，启动 VCS。 然后，在其余节点上启动 VCS。
# /opt/VRTSvcs/bin/hastart

8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CmdServer。
# /opt/VRTSvcs/bin/CmdServer

9

在第一个节点上，解冻服务组。
# /opt/VRTSvcs/bin/haconf -makerw
# /opt/VRTSvcs/bin/hagrp -list Frozen=1
# /opt/VRTSvcs/bin/hagrp -unfreeze groupname -persistent
# /opt/VRTSvcs/bin/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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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VCS 用户
如果您启用了安全 VCS 集群，则现在不需要添加 VCS 用户。否则，在以英语区域
设置运行的系统上，此时可以添加 VCS 用户。
添加 VCS 用户

1

查看添加 VCS 用户所需的信息。

2

如有必要，重置 Admin 用户的密码。
Do you wish to accept the default cluster credentials of
'admin/password'? [y,n,q] (y) n
Enter the user name: [b,q,?] (admin)
Enter the password:
Enter again:

3

要添加用户，请在出现提示时输入 y。
Do you want to add another user to the cluster? [y,n,q] (y)

4

输入用户名、密码以及权限级别。
Enter the user name: [b,q,?] smith
Enter New Password:*******
Enter Again:*******
Enter the privilege for user smith (A=Administrator, O=Operator,
G=Guest): [b,q,?] a

5

如果已经添加完用户，则在出现提示时输入 n。
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user? [y,n,q] (n)

6

查看新添加用户的摘要信息并确认该信息。

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
可以选择将 VCS 配置为向 SMTP 电子邮件服务发送事件通知。 需要提供 SMTP
服务器名称以及要通知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请注意，安装后也可以配置通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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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

1

查看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所需的信息。

2

指定是否要配置 SMTP 通知。
如果不希望配置 SMTP 通知，则可跳到下一配置选项。
请参见第 115 页的“配置 SNMP 陷阱通知”。

3

提供配置 SMTP 通知所需的信息。
提供以下信息：
■

输入 SMTP 服务器的主机名。
Enter the domain-based hostname of the SMTP server
(example: smtp.yourcompany.com): [b,q,?] smtp.example.com

■

输入每个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Enter the full email address of the SMTP recipient
(example: user@yourcompany.com): [b,q,?] ozzie@example.com

■

输入要发送给每个收件人的消息的最低安全级别。
Enter the minimum severity of events for which mail should be
sent to ozzie@example.com [I=Information, W=Warning,
E=Error, S=SevereError]: [b,q,?] w

4

如有必要，添加更多 SMTP 收件人。
■

如果要添加其他 SMTP 收件人，请在出现提示时输入 y，并提供所需的信
息。
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SMTP recipient? [y,n,q,b] (n) y
Enter the full email address of the SMTP recipient
(example: user@yourcompany.com): [b,q,?] harriet@example.com
Enter the minimum severity of events for which mail should be
sent to harriet@example.com [I=Information, W=Warning,
E=Error, S=SevereError]: [b,q,?] E

■

如果不希望添加，请回答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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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SMTP recipient? [y,n,q,b] (n)

5

验证并确认 SMTP 通知信息。
SMTP Address: smtp.example.com
Recipient: ozzie@example.com receives email for Warning or
higher events
Recipient: harriet@example.com receives email for Error or
higher events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配置 SNMP 陷阱通知
可以选择将 VCS 配置为向 SNMP 管理控制台发送事件通知。需要提供要通知的
SNMP 管理控制台名称以及消息严重性级别。
请注意，安装后也可以配置通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配置 SNMP 陷阱通知

1

查看配置 VCS 的 SNMP 通知功能所需的信息。

2

指定是否要配置 SNMP 通知。
如果跳过此选项且已安装了有效的 HA/DR 许可证，则安装程序会向您提供一
个选项，以便可以将此集群配置为全局集群。如果没有安装 HA/DR 许可证，
安装程序将基于提供的配置详细信息继续配置 SFHA。
请参见第 116 页的“配置全局集群”。

3

提供配置 SNMP 陷阱通知所需的信息。
提供以下信息：
■

输入 SNMP 陷阱后台驻留程序端口。
Enter the SNMP trap daemon port: [b,q,?] (162)

■

输入 SNMP 控制台系统名称。
Enter the SNMP console system name: [b,q,?] sys5

■

输入要发送给每个控制台的消息的最低安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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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he minimum severity of events for which SNMP traps
should be sent to sys5 [I=Information, W=Warning, E=Error,
S=SevereError]: [b,q,?] E

4

如有必要，添加更多 SNMP 控制台。
■

如果要添加其他 SMTP 控制台，请在出现提示时输入 y，并提供所需的信
息。
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SNMP console? [y,n,q,b] (n) y
Enter the SNMP console system name: [b,q,?] sys4
Enter the minimum severity of events for which SNMP traps
should be sent to sys4 [I=Information, W=Warning,
E=Error, S=SevereError]: [b,q,?] S

■

如果不希望添加，请回答 n。
Would you like to add another SNMP console? [y,n,q,b] (n)

5

验证并确认 SNMP 通知信息。
SNMP Port: 162
Console: sys5 receives SNMP traps for Error or
higher events
Console: sys4 receives SNMP traps for SevereError or
higher events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配置全局集群
如果已安装了有效的 HA/DR 许可证，则安装程序会向您提供一个选项，以便可以
将此集群配置为全局集群。否则，安装程序将基于提供的配置详细信息继续配置
SFHA。 也可以稍后运行每个集群中的 gcoconfig 实用程序，以更新全局集群的
VCS 配置文件。
通过配置全局集群，可以链接不同位置的集群并实现广域故障转移和灾难恢复。 安
装程序将基本全局集群信息添加到 VCS 配置文件。 必须执行额外的配置任务来设
置全局集群。
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了解设置 SFHA 全局集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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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安装了设置复制数据集群或校园集群的 HA/DR 许可证，则跳过此安装
程序选项。
配置全局集群选项

1

查看配置全局集群选项所需的信息。

2

指定是否要配置全局集群选项。
如果您跳过此选项，安装程序将基于提供的配置详细信息继续配置 VCS。

3

提供作为全局集群配置此集群的信息。
安装程序提示输入 NIC、虚拟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的值。
也可以输入 IPv6 地址作为虚拟 IP 地址。

完成 SFHA 配置
在输入 SFHA 配置信息之后，安装程序将提示停止 SFHA 进程以完成配置进程。安
装程序会继续创建配置文件并将其复制到每个系统。安装程序还会在配置结束时为
集群配置一个集群 UUID 值。 在安装程序成功配置了 SFHA 之后，将重新启动
SFHA 及其相关进程。
完成 SFHA 配置

1

如果出现揭示，则在出现以下提示时按 Enter。
Do you want to stop SFHA processes now? [y,n,q,?] (y)

2

在安装程序停止各种进程并执行配置时查看输出。然后，安装程序会重新启动
SFHA 及其相关进程。

117

配置 SFHA
使用安装程序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3

在提示下输入 y 以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Would you like to se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stallation
to Symantec to help improve installation in the future?
[y,n,q,?] (y) y

4

在安装程序成功配置 SFHA 之后，请记下安装程序创建的摘要文件、日志文件
和响应文件的位置。
这些文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可以帮助您进行当前配置以及将来的配置。
摘要文件

介绍集群及其已配置资源。

日志文件

详细介绍整个配置过程。

响应文件

包含配置信息，可用于在其他系统上执行可靠安装或无人值守安
装。
请参见第 175 页的“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SFHA”。

验证和更新系统中的许可证
在安装 SFHA 后，可以使用 vxlicrep 程序验证授权信息。 您可以将演示许可证替换
为永久许可证。
请参见第 118 页的“检查系统上的授权许可信息”。
请参见第 119 页的“更新产品许可证”。

检查系统上的授权许可信息
可以使用 vxlicrep 程序显示有关系统上许可证的信息。
检查授权信息

1

导航到包含 vxlicrep 程序的文件夹并输入以下命令：
# vxlicrep

2

查看以下输出以确定以下信息：
■

许可证密钥

■

许可证类型

■

可应用许可证的产品

■

许可证的过期日期（如果存在的话）。 演示密钥具有过期日期。 永久密钥
和站点密钥没有过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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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Key
Product Name
Serial Number
License Type
OEM ID

=
=
=
=
=

xxx-xxx-xxx-xxx-xxx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xxxxx
PERMANENT
xxxxx

Features :=
Platform
Version
Tier
Reserved
Mode

=
=
=
=
=

Solaris
6.0
0
0
VCS

更新产品许可证
您可以使用 ./installer -license 命令或 vxlicinst -k 命令在每个节点上添加
SFHA 许可证密钥。如果已经安装并配置了 SFHA 且在使用演示许可证，则可以替
换演示许可证。
请参见第 119 页的“将 SFHA 演示许可证替换为永久许可证”。
使用 installer 命令更新产品许可证

1

在每个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输入许可证密钥：
# ./installer -license

2

在出现提示时，输入许可证编号。

使用 vxlicinst 命令更新产品许可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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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输入许可证密钥：
# vxlicinst -k license key

将 SFHA 演示许可证替换为永久许可证
SFHA 演示密钥许可证过期时，可以使用 vxlicinst(1) 程序将其替换为永久许可
证。

配置 SFHA
安装后配置 SFDB 存储库数据库

替换演示密钥

1

确保您有权以 root 身份登录到集群中的每个节点。

2

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关闭 SFHA：
# hastop -all -force

该命令不会关闭任何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

3

在每个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输入永久许可证密钥：
# vxlicinst -k license key

4

在启动 SFHA 之前，确保替换了所有集群节点上的演示许可证。
# vxlicrep

5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SFHA：
# hastart

安装后配置 SFDB 存储库数据库
如果要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必须在安装和配置
SFHA 和 Oracle 后设置 SFDB 存储库。对于 SFDB 存储库设置过程：
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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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数据完整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

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

使用 installsfha 在虚拟环境中设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

■

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策略

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可以使用 installsfha的 -fencing 选项配置 I/O 防护。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执行以下过程以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1

列出操作系统识别的新外部磁盘或 LUN。在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vxdisk list

2

要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使用交互式 vxdiskadm 实用程序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使用 vxdisksetup 命令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 vxdisksetup -i device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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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以下示例指定了 CDS 格式：
# vxdisksetup -i c2t13d0

针对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每个磁盘重复该命令。

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确保在准备配置 SFHA 时设置的共享存储满足 I/O 防护需求。 可以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来测试共享磁盘。 两个节点必须使用 ssh 通信（默认）或 rsh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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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xfenadm 命令并指定 -i 选项。 此命令选项可验证
LUN 的所有路径上是否返回同一个 LUN 的序列号。
务必要测试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有许多适用于测试大量磁盘的附加选项。 查看用于测试磁盘
组的选项 (-g) 以及测试某一文件中所列磁盘的选项 (-f)。 还可以使用 -r 选项，在
不损坏数据的情况下测试磁盘。
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检查该磁盘支持 SCSI-3 涉及以下任务：
■

验证阵列支持库 (ASL)
请参见第 122 页的“验证阵列支持库 (ASL)”。

■

验证节点是否可访问同一磁盘
请参见第 123 页的“验证节点是否可访问同一磁盘”。

■

测试共享磁盘的 SCSI-3 支持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磁盘”。

验证阵列支持库 (ASL)
请确保为所添加的阵列安装了阵列支持库 (A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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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阵列支持库 (ASL)

1

如果没有为所添加的阵列安装阵列支持库 (ASL)，请获取该库并将其安装在每
个节点上，然后再继续执行操作。
您可以从磁盘阵列供应商或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获取用于所添加的受支持
存储设备的 ASL。

2

验证是否已在每个节点上为磁盘阵列安装了 ASL。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并检查输出内容，以验证是否安装了 ASL。
以下是一个输出示例：
# vxddladm listsupport all

LIBNAME
VID
PID
===========================================================
libvx3par.so
3PARdata
VV
libvxCLARiiON.so
DGC
All
libvxFJTSYe6k.so
FUJITSU
E6000
libvxFJTSYe8k.so
FUJITSU
All
libvxap.so
Oracle
All
libvxatf.so
VERITAS
ATFNODES
libvxcompellent.so COMPELNT
Compellent Vol
libvxcopan.so
COPANSYS
8814, 8818

3

扫描所有磁盘驱动器及其属性，更新 VxVM 设备列表，并重新配置新设备的
DMP。 请键入：
# vxdisk scandisks

有关如何添加和配置磁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文档。

验证节点是否可访问同一磁盘
在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打算用作共享数据存储或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之前，必须验证系统能否识别同一磁盘。
验证节点是否可访问同一磁盘

1

验证数据的共享存储与安装了 SFHA 的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

2

确保两个节点在测试期间连接到同一磁盘。 使用 vxfenadm 命令验证磁盘序列
号。
# vxfenadm -i diskpath

请参考 vxfenadm (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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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个 EMC 磁盘可以从节点 A 通过 /dev/rdsk/c1t1d0s2 路径进行访问；
也可以从节点 B 通过 /dev/rdsk/c2t1d0s2 路径进行访问。
在节点 A 上，输入：
# vxfenadm -i /dev/rdsk/c1t1d0s2
Vendor id : EMC
Product id : SYMMETRIX
Revision : 5567
Serial Number : 42031000a

当您使用 /dev/rdsk/c2t1d0s2 路径在节点 B 上输入等效命令时，会出现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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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dor id
Product id
Revision
Serial Number

:
:
:
:

HITACHI
OPEN-3
0117
0401EB6F0002

-Oracle

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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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失败也可归结于磁盘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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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如何替换协调器磁盘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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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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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脚本会发出警告，提示测试将重写磁盘上的数据。查看完相关概述以及警告
后，确认继续执行进程并输入节点名称。
警告：除非使用 -r 选项，否则测试将重写并销毁磁盘上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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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实用程序在执行检查并报告其活动时的输出。

5

如果磁盘在每个节点上都可用于 I/O 防护，则实用程序会为每个节点报告成功
消息。例如，实用程序会为节点 sys1 显示以下消息。
The disk is now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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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针对要验证的每个磁盘运行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使用 installsfha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注意：安装程序将停止然后启动 SFHA 以完成 I/O 防护配置。请确保取消冻结集群
中所有已冻结的 VCS 服务组，以便安装程序可以成功停止 SFHA。

125

手动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1

启动 installsfha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fencing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installsfha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集群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时可访问该位置。

2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可以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HA 6.1。

3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2 以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6,b,q] 2

4

5

查看配置程序检查 VxVM 是否已启动并运行时显示的输出。
■

如果检查失败，请在重复此过程之前先配置并启用 VxVM。

■

如果检查通过，则程序会提示您输入协调器磁盘组信息。

选择使用现有磁盘组还是创建新的磁盘组来配置为协调器磁盘组。
程序将列出可的磁盘组名称，并提供用于创建新磁盘组的选项。执行下列操作
之一：
■

要使用现有磁盘组，请在出现提示时输入该磁盘组所对应的编号。
程序将验证您选择的磁盘组是否具有奇数个数的磁盘以及是否至少具有三
个磁盘。

■

要创建新磁盘组，请执行以下步骤：
■

输入“Create a new disk group (创建新磁盘组)”选项所对应的编号。
程序将列出集群中 CDS 磁盘格式的可用磁盘，并要求您选择奇数个数
的磁盘（至少将三个磁盘用作协调器磁盘）。
Symantec 建议使用三个磁盘作为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协调点。

■

如果可用的 VxVM CDS 磁盘数小于所需的磁盘数，安装程序会询问您
是否要将更多的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选择要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的磁盘，然后使用这些磁盘创建新的磁盘组。
如果没有可用的 VxVM CDS 磁盘且存在某些已导出的空闲磁盘，则安
装程序会显示以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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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er could not detect any disk that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s for coordinator disks. It might happen that
if 'vxdisk -o alldisks export' was executed before
invoking the installer, in which case no disk would be listed
because exported devices cannot be used as coordinator disks.
If there are disks that have direct connectivity with all the
cluster nodes and you do not want to mark them as exported devices,
then unexport them with the command 'vxdisk unexport <disk list>'
in a separate console, and refresh the list of disks in the
installer console to continue.
■

确定是否要取消导出任何已导出的空闲磁盘以用作 VxVM 磁盘。
Do you want to unexport any disk(s)?
It should be done in a separate console.

选择 Y 并在单独的控制台上运行 vxdisk unexport disk list 命令，
然后继续。
如果不希望取消导出任何已导出的空闲磁盘，请选择 N。

6

■

输入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所对应的编号。

■

输入磁盘组名称。

验证所选的协调器磁盘是否满足 I/O 防护要求。
必须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验证磁盘是否兼容 SCSI-3 PR，然后返回此配
置程序。
请参见第 122 页的“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7

在确认要求之后，程序将使用所提供的信息创建协调器磁盘组。

8

输入所选用的 I/O 防护磁盘策略。例如：
Enter disk policy for the disk(s) (raw/dmp): [b,q,?] dmp

程序还会执行以下操作：

9

■

使用此磁盘组信息填充 /etc/vxfendg 文件

■

使用 I/O 防护模式信息和 SCSI-3 磁盘策略信息填充每个集群节点上的
/etc/vxfenmode 文件

验证并确认安装程序所汇总的 I/O 防护配置信息。

10 查看配置程序执行以下操作时的输出：
■

停止每个节点上的 VCS 和 I/O 防护。

■

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并启动 I/O 防护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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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必要，更新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

将 /etc/vxfenmode 文件复制到以日期和时间作为后缀的文件
/etc/vxfenmode-date-time 中。在将来的防护配置失败时，此备份文件会非
常有用。

■

更新 I/O 防护配置文件 /etc/vxfenmode。

■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VCS，以确保 SFHA 已完全配置为使用 I/O 防护功能。

11 查看配置程序显示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置时的输出。
12 配置协调点代理。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on
the client cluster? [y,n,q] (y)

13 输入协调点代理服务组的名称。
Enter a non-existing name for the service group for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b] (vxfen) vxfen

14 设置二级监视频率。
Do you want to set LevelTwoMonitorFreq? [y,n,q] (y)

15 确定二级监视频率的值。
Enter the value of the LevelTwoMonitorFreq attribute: [b,q,?] (5)

安装程序添加协调点代理，并更新主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将 CoordPoint 代理配置为监视协调点”。

使用 installsfha 为基于磁盘的防护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或注册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
■

当 CoordPoint 代理向 VCS 通知任何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丢失时。

■

当集群联机而且集群上没有发生应用程序停机时在协调点上执行的计划的注册
刷新。

发生注册丢失的原因可能是阵列意外重新启动、键损坏或某些其他原因。如果协调
点丢失集群节点的注册，则集群在出现网络分裂时可能会发生混乱。
警告：如果节点在协调点刷新完成之前脱离成员集，则刷新键可能会导致集群发生
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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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stallsfha 为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

1

启动 installsfha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fencing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installsfha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集群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以便在配置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访问这些日志文件。

2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能够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HA 6.1。

3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5 可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或键。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6,q] 5

4

确保防护模块使用的磁盘组构成部分所包含的磁盘与当前用作协调磁盘的磁盘
相同。

5

验证协调点。
For example,
Disk Group: fendg
Fencing disk policy: dmp
Fencing disks:
emc_clariion0_62
emc_clariion0_65
emc_clariion0_66

此信息是否正确？ [y,n,q] (y)。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协调点上的键现已刷新。

6

是否要将关于此安装的信息发送给 Symantec 以帮助将来改进安装？[y,n,q,?]
(y).

7

是否要查看摘要文件？[y,n,q]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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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可以使用 installsfha为 SFHA 集群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通过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可以在配置中设置如下协调点：
■

CP 服务器与符合 SCSI-3 标准的协调器磁盘的组合

■

仅 CP 服务器
Symantec 还支持带单个高可用性 CP 服务器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该服务器充
当单个协调点。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请参见第 74 页的“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
本节介绍了以下示例过程：
CP 服务器与协调器磁盘的组 请参见第 130 页的“为 SFHA 集群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一
合
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协调器磁盘）”。
单个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34 页的“为 SFHA 集群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单
个 CP 服务器）”。

为 SFHA 集群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一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协调器磁盘）

1

2

根据设置的基于服务器的配置模式，确保符合以下条件：
■

已经配置并且可以从 SFHA 集群访问 CP 服务器。SFHA 集群也称为应用
集群或客户端集群。
请参见第 77 页的“设置 CP 服务器”。

■

确认协调磁盘符合 SCSI3-PR 标准。
请参见第 122 页的“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启动 installsfha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fencing

其中，<version> 为特定发行版本。installsfha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集
群信息。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时可访问该位置。

3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可以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HA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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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1 以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6,b,q] 1

5

确保存储支持 SCSI3-PR，并在出现以下提示时回答 y。
Does your storage environment support SCSI3 PR? [y,n,q] (y)

6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提供有关协调点的以下详细信息：
■

输入包括服务器和磁盘的协调点总数。此数值应该至少为 3。
Enter the total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including both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s and disks: [b] (3)

■

输入协调点中的协调器磁盘总数。
Enter the total number of disks among these:
[b] (0) 2

7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提供以下 CP 服务器详细信息：
■

输入每个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总数或完全限定主机名总数。
How many IP addresses would you like to use to communicate
to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 [b,q,?] (1) 1

■

输入每个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机名。安装程序假定这些
值与从所有应用集群节点处看到的值相同。
Enter the Virtual IP address or fully qualified host name #1
for the HTTPS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
[b] 10.209.80.197

安装程序提示输入此要为每个 CP 服务器配置的虚拟 IP 地址的数目的信息。
■

输入 CP 服务器将侦听的端口。
Enter the port that th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198.90.178
would be listening on or simply accept the default port
suggested: [b] (443)

8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提供以下与协调器磁盘相关的详细信息：
■

输入协调器磁盘的 I/O 防护磁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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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disk policy for the disk(s) (raw/dmp):
[b,q,?] raw
■

从安装程序显示的可用磁盘列表中选择协调器磁盘。确保选择的磁盘在所
有 SFHA（应用集群）节点中都可用。
安装程序要求选择磁盘的次数取决于在步骤 6 中提供的信息。例如，如果
选择配置两个协调器磁盘，安装程序会依次要求选择第一个和第二个磁盘：
Select disk number 1 for co-ordination point
1) c1t1d0s2
2) c2t1d0s2
3) c3t1d0s2
Please enter a valid disk which is available from all the
cluster nodes for co-ordination point [1-3,q] 1

■

如果在步骤 1 中未检查磁盘是否符合 SCSI-3 PR 标准，请在此时检查磁
盘。
安装程序将显示一条消息，建议在另一个窗口中验证磁盘，然后再返回到
此配置过程。
按 Enter 继续操作，并在安装程序提示时确认磁盘选择。

■

输入协调器磁盘的磁盘组名称，或者接受默认名称。
Enter the disk group name for coordinating disk(s):
[b] (vxfencoorddg)

9

验证并确认防护配置的协调点信息。
例如：
Total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being used: 3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VIP or FQHN]:Port):
1. 10.209.80.197 ([10.209.80.197]:443)
SCSI-3 disks:
1. c1t1d0s2
2. c2t1d0s2
Disk Group name for the disks in customized fencing: vxfencoorddg
Disk policy used for customized fencing: raw

安装程序将初始化磁盘和磁盘组，并逐出 SFHA（应用集群）节点上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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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 CP 服务器进行了安全性配置，则安装程序将在 CP 服务器与 SFHA（应
用集群）之间建立安全通信。
安装程序在 CP 服务器的身份验证代理与应用集群节点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后，
按 Enter 继续。

11 验证并确认 I/O 防护配置信息。
CPS Admin utility location: /opt/VRTScps/bin/cpsadm
Cluster ID: 2122
Cluster Name: clus1
UUID for the above cluster: {ae5e589a-1dd1-11b2-dd44-00144f79240c}

12 当安装程序在每个 CP 服务器上更新应用集群信息以确保这些服务器之间的连
接性时，查看其输出。然后，安装程序将每个应用集群节点中的相应详细信息
填入 /etc/vxfenmode 文件。
Updating client cluster information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Adding the client cluster to th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Registering client node sys1 with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Done
Adding CPClient user for communicating to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Adding cluster clus1 to the CPClient user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Registering client node sys2 with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Adding CPClient user for communicating to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Adding cluster clus1 to the CPClient user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Done
Updating /etc/vxfenmode file on sys1 .................................. Done
Updating /etc/vxfenmode file on sys2 ......... ........................ Done

请参见第 462 页的“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13 当安装程序在每个应用集群节点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VCS 和防护进程，并完成
I/O 防护配置时，查看其输出。

14 在 SFHA（应用集群）上配置 CP 代理。协调点代理监视协调点上的注册。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on
the client cluster? [y,n,q] (y)
Enter a non-existing name for the service group for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b] (vxfen)

手动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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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此外，协调点代理也可监视对协调器磁盘组构成部分的更改，例如：从协调器
磁盘组中意外删除的磁盘。 这种详细的监视频率可以使用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加以调整。例如，如果您将此属性设置为 5，则代理会每隔五个监视周期
监视协调器磁盘组的构成部分。
请注意，为了使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适用，磁盘必须成为协调器磁盘组
的一部分。
Enter the value of the LevelTwoMonitorFreq attribute: (5)
Adding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via sys1 .... Done

16 记下安装程序所显示的配置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置，以便以后
使用。

17 使用下面的命令验证防护配置：
# vxfenadm -d

18 验证协调点列表。
# vxfenconfig -l

为 SFHA 集群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单个 CP 服务器）

1

确保已经配置并且可以从 SFHA 集群访问 CP 服务器。SFHA 集群也称为应用
集群或客户端集群。

2

请参见第 77 页的“设置 CP 服务器”。

3

启动 installsfha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fencing

其中，<version> 为特定发行版本。installsfha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集
群信息。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时可访问该位置。

4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可以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HA 6.1。

5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1 以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6,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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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保存储支持 SCSI3-PR，并在出现以下提示时回答 y。
Does your storage environment support SCSI3 PR? [y,n,q] (y)

7

输入 1 作为协调点总数。
Enter the total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including both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s and disks: [b] (3) 1

继续配置前，请认真阅读安装程序警告。

8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提供以下 CP 服务器详细信息：
■

输入每个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总数或完全限定主机名总数。
How many IP addresses would you like to use to communicate
to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 [b,q,?] (1) 1

■

输入该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机名。安装程序假定这些值
与从所有应用集群节点处看到的值相同。
Enter the Virtual IP address or fully qualified host name
#1 for th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
[b] 10.209.80.197

安装程序提示输入此要为每个 CP 服务器配置的虚拟 IP 地址的数目的信息。
■

输入 CP 服务器将侦听的端口。
Enter the port in the range [49152, 65535] which th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would be listening on or simply accept the default
port suggested: [b] (443)

9

验证并确认防护配置的协调点信息。
例如：
Total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being used: 1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VIP or FQHN]:Port):
1. 10.209.80.197 ([10.209.80.197]:443)

10 如果 CP 服务器进行了安全性配置，则安装程序将在 CP 服务器与 SFHA（应
用集群）之间建立安全通信。
安装程序在 CP 服务器的身份验证代理与应用集群节点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后，
按 Enter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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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验证并确认 I/O 防护配置信息。
CPS Admin utility location: /opt/VRTScps/bin/cpsadm
Cluster ID: 2122
Cluster Name: clus1
UUID for the above cluster: {ae5e589a-1dd1-11b2-dd44-00144f79240c}

12 当安装程序在每个 CP 服务器上更新应用集群信息以确保这些服务器之间的连
接性时，查看其输出。然后，安装程序将每个应用集群节点中的相应详细信息
填入 /etc/vxfenmode 文件。
针对此类单 CP 服务器防护配置，安装程序还会在 /etc/vxfenmode 文件中填
入 single_cp=1 条目。
Updating client cluster information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Adding the client cluster to th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Registering client node sys1 with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Done
Adding CPClient user for communicating to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Adding cluster clus1 to the CPClient user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Registering client node sys2 with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Adding CPClient user for communicating to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Adding cluster clus1 to the CPClient user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10.209.80.197 .. Done
Updating /etc/vxfenmode file on sys1 .................................. Done
Updating /etc/vxfenmode file on sys2 ......... ........................ Done

请参见第 462 页的“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13 当安装程序在每个应用集群节点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VCS 和防护进程，并完成
I/O 防护配置时，查看其输出。

14 在 SFHA（应用集群）上配置 CP 代理。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on the
client cluster? [y,n,q] (y)
Enter a non-existing name for the service group for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b] (vxfen)
Adding Coordination Point Agent via sys1 ... Done

15 记下安装程序所显示的配置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置，以便以后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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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stallsfha 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或注册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
■

当 CoordPoint 代理向 VCS 通知任何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丢失时。

■

当集群联机而且集群上没有发生应用程序停机时在协调点上执行的计划的注册
刷新。

发生注册丢失的原因可能是阵列意外重新启动、键损坏或某些其他原因。如果协调
点丢失集群节点的注册，则集群在出现网络分裂时可能会发生混乱。
警告：如果节点在协调点刷新完成之前脱离成员集，则刷新键可能会导致集群发生
混乱。
使用 installsfha 为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

1

启动 installsfha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fencing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installsfha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集群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以便在配置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访问这些日志文件。

2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能够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HA 6.1。

3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5 可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或键。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6,q] 5

4

确保 /etc/vxfentab 文件所包含的协调点服务器与防护模块当前所使用的协调
点服务器相同。
另请确保 /etc/vxfendg 文件中提及的磁盘组所包含的磁盘与防护模块当前用
作协调磁盘的磁盘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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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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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协调点。
For example,
Total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being used: 3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VIP or FQHN]:Port):
1. 10.198.94.146 ([10.198.94.146]:443)
2. 10.198.94.144 ([10.198.94.144]:443)
SCSI-3 disks:
1. emc_clariion0_61
Disk Group name for the disks in customized fencing: vxfencoorddg
Disk policy used for customized fencing: dmp

6

此信息是否正确？ [y,n,q] (y)

Updating client cluster information on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IPaddres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协调点上的键现已刷新。

7

是否要将关于此安装的信息发送给 Symantec 以帮助将来改进安装？[y,n,q,?]
(y).

8

是否要查看摘要文件？[y,n,q] (n)。

使用 installsfha 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本节介绍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的原因、优点、考虑因素和过
程。

关于确定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您可以确定协调点在网络分裂期间参与争用的顺序。网络分裂时，I/O 防护会尝试
联系协调点，以根据 vxfentab 文件中设置的顺序进行成员仲裁。
如果 I/O 防护无法连接到序列中的第一个协调点，它会连接第二个协调点，依此类
推。为避免集群发生混乱，未发生故障的子集群必须赢得大多数协调点。因此，顺
序必须从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大的协调点开始，到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小的协调点结
束。
对于混合使用协调点服务器和协调磁盘的防护配置，您可以将协调点服务器指定在
协调磁盘的前面，也可以将协调磁盘指定在协调点服务器的前面。

手动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使用 installsfha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139

注意：基于磁盘的防护不支持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确定协调点顺序时的注意事项
■

选择协调点时，请根据它们在争用期间赢得集群成员资格，进而取得对网络分
裂的控制权的机会。实际上，您有能力挽救网络分裂。

■

顺序中排在第一位的必须是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大的协调点。接着必须在顺序中
列出争用时获胜机会相对较小的下一个协调点。最后以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小的
协调点结束该顺序。

使用 installsfha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1

启动 installsfha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fencing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installsfha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集群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以便在配置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访问这些日志文件。

2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可以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HA 6.1。

3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6 可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6,q] 6

Installer will ask the new order of existing coordination points.
Then it will call vxfenswap utility to commit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change.

警告：如果某个节点在协调点更改完成前脱离成员集，则集群可能会发生混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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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协调点的当前顺序。
Current coordination points order:
(Coordination disks/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Example,
1)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5,/dev/vx/rdmp/emc_clariion0_66,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2
2) [10.198.94.144]:443
3) [10.198.94.146]:443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5

用数字输入协调点的新顺序并以空格隔开，例如：[1-3,b,q] 3 1 2。
New coordination points order:
(Coordination disks/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Example,
1) [10.198.94.146]:443
2)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5,/dev/vx/rdmp/emc_clariion0_66,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2
3) [10.198.94.144]:443

6

此信息是否正确？ [y,n,q] (y)。

Preparing vxfenmode.test file on all systems...
Running vxfenswap...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7

是否要将关于此安装的信息发送给 Symantec 以帮助将来改进安装？[y,n,q,?]
(y)。

8

是否要查看摘要文件？[y,n,q]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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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证 /etc/vxfenmode 文件中指定的 vxfen_honor_cp_order 的值是否设置为
1。

For example,
vxfen_mode=customized
vxfen_mechanism=cps
port=443
scsi3_disk_policy=dmp
cps1=[10.198.94.146]
vxfendg=vxfencoorddg
cps2=[10.198.94.144]
vxfen_honor_cp_order=1

10 在 vxfenconfig

-l 命令的输出中验证协调点顺序是否已更新。

For example,
I/O Fencing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single_cp=0
[10.198.94.146]:443 {e7823b24-1dd1-11b2-8814-2299557f1dc0}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5 60060160A38B1600386FD87CA8FDDD11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6 60060160A38B1600396FD87CA8FDDD11
/dev/vx/rdmp/emc_clariion0_62 60060160A38B16005AA00372A8FDDD11
[10.198.94.144]:443 {01f18460-1dd2-11b2-b818-659cbc6eb360}

使用 installsfha 在虚拟环境中设置基于非 SCSI-3 服
务器的 I/O 防护
如果已在不支持符合 SCSI-3 PR 的存储的虚拟环境中安装 VCS，则可以配置非
SCSI-3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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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符合 SCSI-3 PR 的设置中使用 installsfha 配置 I/O 防护

1

启动 installsfha 并指定 -fencing 选项。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fencing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installsfha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集群信息。

2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程序将检查正在运行脚本的本地节点是否可以与远程节点进行通信，并检查是
否正确配置了 SFHA 6.1。

3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1 以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6,q] 1

4

输入 n 确认您的存储环境不支持 SCSI-3 PR。
Does your storage environment support SCSI3 PR?
[y,n,q] (y) n

5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您要继续配置非 SCSI-3 I/O 防护。

6

输入要在设置中使用的 CP 服务器协调点的数量。

7

输入每个 CP 服务器的以下详细信息：
■

输入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机名。

■

输入 CP 服务器侦听连接的端口地址。
默认值为 443。可以输入其他端口地址。有效值介于 49152 和 65535 之
间。

安装程序假定这些值在承载应用程序的 SF HA 集群节点看来是相同的，以实现
高可用性。

8

验证并确认您提供的 CP 服务器信息。

9

验证并确认 SF HA 集群配置信息。
查看安装程序在执行以下任务时的输出：
■

在每个 CP 服务器上用以下详细信息更新 CP 服务器配置文件：
■

向 CP 服务器注册 SF HA 集群的每个节点。

■

向 CP 服务器添加 CP 服务器用户。

142

手动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策略

■
■

向 CP 服务器用户添加 SF HA 集群。

在 SF HA 集群的每个节点上更新以下配置文件
■

/etc/vxfenmode 文件

■

/etc/default/vxfen 文件

■

/etc/vxenviron 文件

■

/etc/llttab 文件

■

/etc/vxfentab

10 查看安装程序在每个节点上停止 SFHA 时的输出，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I/O 防
护，更新 VCS 配置文件 main.cf，并使用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防护重新启
动 SFHA。
确认在 SF HA 集群上配置 CP 代理。

11 确认您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12 在安装程序成功配置 I/O 防护之后，请记下安装程序创建的摘要文件、日志文
件和响应文件的位置。
这些文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可以帮助您进行当前配置以及将来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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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基于组的争用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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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首选防护”。
为 I/O 防护配置启用首选防护

1

确保在设置了 I/O 防护的情况下运行集群。
# vxfenadm -d

2

确保集群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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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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集群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值设置为 System。
# haclus -modify PreferredFencingPolicy System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设置系统级属性 FencingWeight 的值。
例如，在双节点集群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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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集群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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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中，则优先使用承载子服务组的子集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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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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集群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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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的情况下运行集群。
# vxfenadm -d

2

确保集群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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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集群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值设置为 Disabled。
# haconf -makerw
# haclus -modify PreferredFencingPolicy Disabled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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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进行安装

■

10. 安装 SFHA

■

11. 配置 SFHA

10
安装 SFHA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

在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之前

■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

在 Mozilla Firefox 上获取安全例外

■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执行安装前检查

■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设置安装程序选项

■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安装 SFHA

关于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界面安装 Symantec 产品。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可以执
行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所执行的大多数任务。
使用 webinstaller 脚本可以启动和停止 Veritas XPortal Server 进程 xprtlwid。
webinstaller 还可用于检查 XPortal Server 的状态。
当 webinstaller 脚本启动进程 xprtlwid 时，该脚本将显示一个 URL。使用此
URL 可以从 Web 浏览器（如 Internet Explorer 或 FireFox）访问基于 Web 的安装
程序。
每当 Web 安装程序运行时，它都会创建日志文件。在安装进程运行时，这些日志
文件位于 /var/tmp 目录下基于会话的目录中。安装过程完成后，这些日志文件位
于 /opt/VRTS/install/logs 目录中。Symantec 建议保留这些文件以便进行审
核、调试及供以后使用。
Veritas XPortal Server 配置文件位于 /var/opt/webinstaller/xprtlwid.conf
中。

安装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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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48 页的“在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之前”。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在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之前
基于 Web 的 安装程序需要以下配置。
表 10-1

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的要求

系统

功能

要求

目标系统

计划安装 Symantec 产品的系统。

必须是 Storage
Foundation 6.1 支持的平
台。
请参见第 257 页的“针对
SFHA 6.1 的受支持升级
路径”。

安装服务器

用于执行安装的服务器。可从安装服务 必须处于支持的操作系统
器访问安装介质。
更新级别之一。

管理系统

在其中运行 Web 浏览器以执行安装的 必须使用 Web 浏览器。
系统。
支持的浏览器：
■

■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本节介绍了如何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Internet Explorer 6、
7和8
Firefox 3.x 及更高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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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1

在安装服务器上，启动 Veritas XPortal Server 进程 xprtlwid：
# ./webinstaller start
webinstaller 脚本将显示一个 URL。记下此 URL。

注意：如果看不到该 URL，请检查您的防火墙和 iptables 设置。如果您配置了
防火墙，请确保防火墙设置允许访问端口 14172。您还可以使用 -port 选项以
改用可用端口。
您可以使用下列命令显示有关 webinstaller 使用的端口的详细信息及其状态：
# ./webinstaller status

2

在管理服务器上，启动 Web 浏览器。

3

导航到脚本显示的 URL。

4

某些浏览器可能会显示以下消息：
Secure Connection Failed

获取浏览器的安全例外。
当出现提示时，输入安装服务器的 root 及其密码。

5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在 Mozilla Firefox 上获取安全例外
您可能需要在 Mozilla Firefox 上获取安全例外。
以下说明是通用说明。 由于 Mozilla 浏览器的发布周期相当短暂，这些说明会时常
更改。
获取安全例外

1

单击“Or you can add an exception (或者，您可以添加一个例外)”链接。

2

单击“I Understand the Risks (我了解风险)”，或者“You can add an
exception (您可以添加例外)”。

3

单击“Get Certificate (获取证书)”按钮。

4

取消选中“Permanently Store this exception (永久保存此例外)”复选框（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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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Confirm Security Exception (确认安全例外)”按钮。

6

在 User Name 字段中输入 root，并在 Password 字段中输入 Web 服务器的
root 密码。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执行安装前检查
本节介绍了如何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执行安装前检查。
执行安装前检查

1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上，从“Task (任务)”
下拉列表中选择“Perform a Pre-installation Check (执行安装前检查)”。

3

指示要在其上执行预先检查的系统。 输入一个或多个系统名称，各名称之间以
空格分隔。单击“Next (下一步)”。

4

安装程序将执行预先检查并显示结果。

5

如果验证成功完成，请单击“Next (下一步)”。安装程序将提示您开始安装。
单击“Yes (是)”在所选系统上进行安装。单击“No (否)”在以后安装。

6

单击“Finish (完成)”。安装程序将提示您执行其他任务。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设置安装程序选项
您可以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设置某些命令行安装程序选项。
支持的选项如下：
■

-serial

■

-require path_to_hotfix_file

■

-mediapath directory_path_to_install_media

■

-logpath directory_path_to_save_logs

■

-tmppath directory_path_to_save_temp_files

请参见第 436 页的“安装脚本选项”。

150

安装 SFHA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安装 SFHA

使用安装程序选项

1

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的入口页面上，单击“Advanced Options (高级选
项)”链接。

2

在“Command line options (命令行选项)”字段中，输入要使用的选项。
例如，如果要使用序列选项和 logpath 选项，请输入：
-serial -logpath /opt/VRTS/install/advlogs

其中： /opt/VRTS/install/advlogs 是要使用的路径。使用空格分隔命令。

3

单击“OK (确定)”按钮继续操作。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安装 SFHA
本节介绍了如何使用基于 Web 的 Symantec 安装程序安装 SFHA。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安装 SFHA

1

执行准备步骤。
请参见第 150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执行安装前检查”。

2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3

在授权许可协议页面上，阅读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要继续，请选
择“Yes, I agree (是，我同意)”，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指示要安装的系统。 用空格分隔多个系统名称。单击“Next (下一步)”。

5

如果尚未配置系统之间的通信模式，则可以选择让安装程序配置 ssh 或 rsh。
如果选择允许此配置，请选择通信模式并为系统提供超级用户密码。

6

在验证成功完成后，单击“Next (下一步)”在所选系统上安装 SFHA。

7

安装完成后，必须选择授权许可方法。
在“license (许可证)”页上，选择以下单选按钮之一：
■

启用无密钥许可并稍后完成系统许可
注意：“Keyless license (无密钥许可证)”选项使您可以在不输入密钥的情
况下进行安装。但是，为了确保合规性，必须使用管理服务器来管理系统。
有关更多信息，请转到以下网站：
http://go.symantec.com/sfhakey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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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Next (下一步)”。
■

输入有效的许可证密钥
如果您有有效的许可证密钥，请输入该许可证密钥并单击“Next (下一步)”。

8

针对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请单击“Next (下一步)”。如
果安装程序提示您重新启动系统，则请重新启动系统，然后再次调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进行配置。如果安装程序不需要重新启动，则转到步骤 9。
请注意，仅当尚未配置该产品时才会提示您配置。
如果您选择 n，则可以退出安装程序。在使用 SFHA 之前，必须配置该产品。
安装完成后，安装程序将显示日志文件和摘要文件的位置。 如果需要，可以查
看这些文件以确认安装状态。

9

安装程序将提示您配置集群。选择“Yes (是)”继续配置产品。
如果选择“No (否)”，则可以退出安装程序。在使用 SFHA 之前，必须配置该
产品。
安装完成后，安装程序将显示日志文件和摘要文件的位置。 如果需要，可以查
看这些文件以确认安装状态。

10 如果出现提示，请输入以下选项以指定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给 Symantec。
安装过程和诊断信息保存在目录 /var/tmp/installer-<platform>-<uuid> 下
的日志文件中。分析此信息可帮助 Symantec 发现和修复安装程序执行的失败操作。
Would you like to se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stallation
to Symantec to help improve installation in the future?[y,n,q,?]

单击“Finish (完成)”。安装程序会询问您是否希望阅读摘要文件。选择“Yes
(是)”便可阅读摘要文件。如果您选择“No (否)”，安装程序会提示您是否要
执行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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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在开始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之前，请查看配置要求。
默认情况下，选择系统之间的通信作为 SSH。如果将 SSH 用于系统之间的通信，
则执行 SSH 命令时不会提示输入密码或进行确认。
在配置过程中，您可以随时单击“Quit (退出)”退出 Web 安装程序。
在集群上配置 SFHA

1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选择任务和产
品，如下所示：
任务

配置 CP 服务器

Product (产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单击“Next (下一步)”。

配置 SF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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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Select Systems (选择系统)”页面上，输入要配置 SFHA 的系统名称，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例如：sys1sys2
安装程序将执行初始系统验证。它将检查系统通信。还将检查版本兼容性、安
装的产品版本、平台版本，并执行产品预检查。
在安装程序成功完成系统验证之后，请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出现的“Confirmation (确认)”对话框中，选择是否配置 CP 服务器。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CP Server on the cluster? (是否要集群中配置 CP
服务器?)，单击“Yes (是)”。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CP Server on the cluster? (是否要集群中配置 CP
服务器?)，单击“No (否)”。您可以稍后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I/O
防护。
请参见第 158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您也可以稍后使用 installsfha<version> -fencing 命令或响应文件来配置
I/O 防护，也可以进行手动配置。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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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Set Cluster Name/ID (设置集群名称/ID)”页面上，指定集群的以下信息。
Cluster Name (集
群名称)

输入唯一集群名称。

Cluster ID (集群 ID) 输入唯一集群 ID。
注意，可以使用安装程序查看集群 ID 是否唯一。Symantec 建议
在多集群环境中使用安装程序检查集群 ID 是否重复。
Check duplicate
cluster ID (检查重
复的集群 ID)

如果您希望安装程序验证给定的集群 ID 在您的专用网络中是否唯
一，请选中该复选框。当您在后续页面中指定了心跳详细信息之
后，将执行此验证。此验证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

LLT Type (LLT 类
型)

从列表中选择 LLT 类型。您可以选择配置 LLT over UDP 或 LLT
over Ethernet。

Number of
选择要配置的心跳链接的数量。
Heartbeats (心跳次
请参见第 52 页的“设置专用网络”。
数)
Additional Low
如果要配置低优先级链接，请选中该复选框。安装程序将一个心
Priority Heartbeat 跳链接配置为低优先级链接。
NIC (其他低优先级
请参见第 52 页的“设置专用网络”。
的心跳 NIC)
Unique Heartbeat
NICs per system
(每个系统均使用唯
一的心跳 NIC)

对于 LLT over Ethernet，如果不想使用相同的 NIC 详细信息在其
他系统上配置专用心跳链接，请选中该复选框。
对于 LLT over UDP，默认选中该复选框。

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Set Cluster Heartbeat (设置集群心跳)”页面上，为在“Set Cluster
Name/ID (设置集群名称/ID)”页面上选择的 LLT 类型选择心跳链接详细信息。
对于 LLT over
Ethernet：

执行以下任务：
■

如果要在所有系统上使用相同的 NIC，请为每个专用心跳
链接选择 NIC。

■

如果在“Set Cluster Name/ID (设置集群名称/ID)”页面
上选择了“Unique Heartbeat NICs per system (每个系
统均使用唯一的心跳 NIC)”，请提供每个系统的 NIC 详
细信息。

对于 LLT over UDP：

选择每个专用心跳链接的 NIC、端口和 IP 地址。必须提供每
个系统的这些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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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Next (下一步)”。

7

在“Optional Configuration (可选配置)”页面上，确定要配置的可选 VCS 功
能。单击对应的选项卡指定每个选项的详细信息：
Security (安全性)

要配置安全 SFHA，请选中“Configure secure cluster
(配置安全集群)”复选框。
如果希望稍后执行此任务，请不要选中“Configure secure
cluster (配置安全集群)”复选框。您可以使用 installsfha
的 -security 选项。

Virtual IP (虚拟 IP)

■

选中“Configure Virtual IP (配置虚拟 IP)”复选框。

■

如果每个系统使用不同的 NIC，请选中“Configure
NICs for every system separately (为每个系统单独
配置 NIC)”复选框。

VCS Users (VCS 用户)

■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虚拟 IP 的接口。

■

输入虚拟 IP 地址以及网络掩码的值。
可以使用 IPv4 或 IPv6 地址。

■

如有必要，重置 Admin 用户的密码。

■

选中“Configure VCS users (配置 VCS 用户)”选项。

■

单击“Add (添加)”可添加新用户。
为此用户指定用户名、密码和用户权限。

SMTP

■

选中“Configure SMTP (配置 SMTP)”复选框。

■

如果每个系统使用不同的 NIC，请选中“Configure
NICs for every system separately (为每个系统单独
配置 NIC)”复选框。

■

如果所有的系统都使用同一 NIC，请为要在所有操作系
统上使用的 VCS 通知程序选择该 NIC。否则，请选择
每个系统要使用的 NIC。

■

在“SMTP Server (SMTP 服务器)”框中，输入 SMTP
服务器的基于域的主机名。 例如：
smtp.yourcompany.com

■

在“Recipient (收件人)”框中，输入 SMTP 收件人的
完整电子邮件地址。 例如： user@yourcompany.com。

■

在“Event (事件)”列表框中，选择要发送到每个收件
人的消息的最低安全级别。

■

如有必要，单击“Add (添加)”可添加更多 SMTP 收
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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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

选中“Configure SNMP (配置 SNMP)”复选框。

■

如果每个系统使用不同的 NIC，请选中“Configure
NICs for every system separately (为每个系统单独
配置 NIC)”复选框。

GCO

■

如果所有的系统都使用同一 NIC，请为要在所有操作系
统上使用的 VCS 通知程序选择该 NIC。否则，请选择
每个系统要使用的 NIC。

■

在“SNMP Port (SNMP 端口)”框中，输入 SNMP 陷
阱后台驻留程序端口：(162)。

■

在“Console System Name (控制台系统名称)”框
中，输入 SNMP 控制台系统名称。

■

在“Event (事件)”列表框中，选择要发送到每个控制
台的消息的最低安全级别。

■

如有必要，单击“Add (添加)”可添加更多 SNMP 控
制台。

如果已安装有效的 HA/DR 许可证，则现在可以为稍后要
设置的全局集群输入广域心跳链接详细信息。
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了解设置
SFHA 全局集群的说明。
■

选中“Configure GCO (配置 GCO)”复选框。

■

如果每个系统使用不同的 NIC，请选中“Configure
NICs for every system separately (为每个系统单独
配置 NIC)”复选框。

■

选择 NIC。

■

输入虚拟 IP 地址以及网络掩码的值。
可以使用 IPv4 或 IPv6 地址。

单击“Next (下一步)”。

8

在“Stop Processes (停止进程)”页面上，在安装程序成功停止所有进程后单
击“Next (下一步)”。

9

在“Start Processes (启动进程)”页面上，在安装程序基于您提供的详细信息
执行配置并成功启动所有进程后，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未选择在步骤 4 中配置 I/O 防护，请跳到步骤 11。转到步骤 10 以配置防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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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Select Fencing Type (选择防护类型)”页上，选择防护配置类型：
Configure
选择此选项可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Coordination Point
client based fencing
(配置基于协调点客户端
的防护)
Configure disk based
fencing (配置基于磁盘
的防护)

选择此选项可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根据选择配置的防护类型，按照安装程序的提示操作。
请参见第 158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11 单击“Next (下一步)”完成配置 SFHA 的过程。
在“Completion (完成)”页面上，查看摘要文件、日志文件或响应文件（如果
需要），以确认配置。

12 选中该复选框以指定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单击“Finish (完成)”。安装程序将提示您执行其他任务。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配置 SFHA 后，必须配置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查看配置要求。
请参见第 153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I/O 防护的方式：
■

请参见第 159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以确保数据
完整性”。

■

请参见第 161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以确保数
据完整性”。

■

请参见第 162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在禁用模式下配置防护”。

■

请参见第 163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替换、添加或删除协调点”。

■

请参见第 165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或注册”。

■

请参见第 166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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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以确保数据
完整性
配置 SFHA 后，必须配置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查看配置要求。
请参见第 153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配置 SFHA 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1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选择任务和产
品，如下所示：
任务

I/O 防护配置

产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单击“Next (下一步)”。

3

验证安装程序提供的集群信息，并确认您是否要在集群上配置 I/O 防护。

4

在“Select Cluster (选择集群)”页上，如果安装程序成功完成集群验证，请单
击“Next (下一步)”。
安装程序将执行初始系统验证。它将检查系统通信。还将检查版本兼容性、安
装的产品版本、平台版本，并执行产品预检查。

5

在“Select Fencing Type (选择防护类型)”页面上，请选择“Configure
disk-based fencing (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选项。

6

在出现的“Confirmation (确认)”对话框中，确认您的存储环境是否支持 SCSI-3
PR。
您可以在与 SCSI-3 PR 不兼容的虚拟环境中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防
护。

7

在“Configure Fencing (配置防护)”页面上，安装程序提示根据您选择配置的
防护类型输入详细资料。指定协调点详细信息。
单击“Next (下一步)”。

8

在“Configure Fencing (配置防护)”页面上，指定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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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 Disk Group
(选择磁盘组)

选择“Create a new disk group (创建新磁盘组)”选项，或
者从列表中选择磁盘组之一。
■

如果选择了列出的磁盘组之一，则选择该磁盘组的防护磁
盘策略。

■

如果选择了“Create a new disk group (创建新磁盘组)”
选项，请确保具有启用了 SCSI-3 PR 的磁盘，然后在
“Confirmation (确认)”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单击“Next (下一步)”。

9

在“Create New DG (创建新磁盘组)”页面上，指定以下信息：
New Disk Group Name 输入要创建的新协调器磁盘组的名称。
(新磁盘组名称)
Select Disks (选择磁盘) 至少选择三个磁盘以创建协调器磁盘组。
如果您要选择三个以上的磁盘，请确保选择奇数个磁盘。
Fencing Disk Policy
(防护磁盘策略)

选择磁盘组的防护磁盘策略。

10 验证并确认 I/O 防护配置信息。
安装程序在每个应用集群节点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VCS 和防护进程，并完成 I/O
防护配置。

11 如果要配置客户端集群上的协调点代理，请执行以下操作：
■

提示配置客户端集群上的协调点代理时，请单击“Yes (是)”并输入协调点
代理服务组名称。

■

如果要设置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请在提示时单击“Yes (是)”并输
入一个值（0 到 65535）。

■

按照其余提示，完成协调点代理配置。

12 单击“Next (下一步)”完成配置 I/O 防护的过程。
在“Completion (完成)”页面上，查看摘要文件、日志文件或响应文件（如果
需要），以确认配置。

13 选中该复选框以指定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单击“Finish (完成)”。安装程序将提示您执行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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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以确保数
据完整性
配置 SFHA 后，必须配置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查看配置要求。
请参见第 153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配置 SFHA 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1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选择任务和产
品，如下所示：
任务

I/O 防护配置

产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单击“Next (下一步)”。

3

验证安装程序提供的集群信息，并确认您是否要在集群上配置 I/O 防护。

4

在“Select Cluster (选择集群)”页上，如果安装程序成功完成集群验证，请单
击“Next (下一步)”。
安装程序将执行初始系统验证。它将检查系统通信。还将检查版本兼容性、安
装的产品版本、平台版本，并执行产品预检查。

5

在“Select Fencing Type (选择防护类型)”页面上，选择“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client based fencing (配置基于协调点客户端的防护)”

选项。

6

在出现的“Confirmation (确认)”对话框中，确认您的存储环境是否支持 SCSI-3
PR。
您可以在与 SCSI-3 PR 不兼容的虚拟环境中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防
护。

7

在“Configure Fencing (配置防护)”页面上，安装程序提示根据您选择配置的
防护类型输入详细资料。指定协调点详细信息。
单击“Next (下一步)”。

8

提供每一台 CP 服务器的下列详细信息：
■

输入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 IP 地址的主机名。安装程序假定这些值与从所有应
用集群节点处看到的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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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输入 CP 服务器必须侦听的端口。

■

单击“Next (下一步)”。

如果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还使用磁盘作为协调点，请执行下列步骤：
■

如果尚未检查磁盘的 SCSI-3 PR 兼容性，现在请检查磁盘，并且在对话框
中单击“OK (确定)”。

■

如果不想使用默认协调器磁盘组名称，请输入要创建的新协调器磁盘组的
名称。

■

选择磁盘以创建协调器磁盘组。

■

选择磁盘组的防护磁盘策略。
磁盘组的默认防护磁盘策略为 dmp。

10 在出现“Confirmation (确认)”对话框中，确认您提供的协调点信息是否正确，
然后单击“Yes (是)”。

11 验证并确认 I/O 防护配置信息。
安装程序在每个应用集群节点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VCS 和防护进程，并完成 I/O
防护配置。

12 如果要配置客户端集群上的协调点代理，请执行以下操作：
■

提示配置客户端集群上的协调点代理时，请单击“Yes (是)”并输入协调点
代理服务组名称。

■

按照其余提示，完成协调点代理配置。

13 单击“Next (下一步)”完成配置 I/O 防护的过程。
在“Completion (完成)”页面上，查看摘要文件、日志文件或响应文件（如果
需要），以确认配置。

14 选中该复选框以指定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单击“Finish (完成)”。安装程序将提示您执行其他任务。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在禁用模式下配置防护
配置 SFHA 后，必须配置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查看配置要求。
请参见第 153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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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FHA 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1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选择任务和产
品，如下所示：
任务

I/O 防护配置

产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单击“Next (下一步)”。

3

验证安装程序提供的集群信息，并确认您是否要在集群上配置 I/O 防护。

4

在“Select Cluster (选择集群)”页上，如果安装程序成功完成集群验证，请单
击“Next (下一步)”。
安装程序将执行初始系统验证。它将检查系统通信。还将检查版本兼容性、安
装的产品版本、平台版本，并执行产品预检查。

5

防护可能已启用，安装程序提示您是否要重新配置该防护。
单击“Yes (是)”。

6

在“Select Fencing Type (选择防护类型)”页面上，请选择“Configure
fencing in disabled mode (以禁用模式配置防护)”选项。

7

安装程序会在将选定的防护模式应用到集群之前停止 VCS。
注意：取消冻结所有已冻结的服务组，卸载在集群中装入的所有文件系统。
单击“Yes (是)”。

8

安装程序将重新启动集群的所有系统上的 VCS。I/O 防护已被禁用。

9

验证并确认 I/O 防护配置信息。
在“Completion (完成)”页面上，查看摘要文件、日志文件或响应文件（如果
需要），以确认配置。

10 选中该复选框以指定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单击“Finish (完成)”。安装程序将提示您执行其他任务。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替换、添加或删除协调点
配置 SFHA 后，必须配置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查看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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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53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配置 SFHA 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1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选择任务和产
品，如下所示：
任务

I/O 防护配置

Product (产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单击“Next (下一步)”。

3

验证安装程序提供的集群信息，并确认您是否要在集群上配置 I/O 防护。

4

在“Select Cluster (选择集群)”页上，如果安装程序成功完成集群验证，请单
击“Next (下一步)”。
安装程序将执行初始系统验证。它将检查系统通信。还将检查版本兼容性、安
装的产品版本、平台版本，并执行产品预检查。

5

防护可能已启用，安装程序提示您是否要重新配置该防护。
单击“Yes (是)”。

6

在“Select Fencing Type (选择防护类型)”页面上，选择“Replace/Add/Remove
coordination points (替换/添加/删除协调点)”选项。

7

安装程序会提示您选择要从当前配置的协调点删除的协调点。
单击“Next (下一步)”。

8

提供协调点服务器以及要添加到配置的磁盘协调点的数量。
单击“Next (下一步)”。

9

提供虚拟 IP 地址的数量或用于每个协调点服务器的完全限定主机名 (FQHN)。
单击“Next (下一步)”。

10 为每个协调点服务器提供 IP 或 FQHN 和端口号。
单击“Next (下一步)”。

11 安装程序会提示您确认联机迁移协调点服务器。
单击“Ye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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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装程序继续执行新协调点服务器的迁移。VCS 在配置期间重新启动。
单击“Next (下一步)”。

13 您可以将协调点代理添加到客户端集群，并为代理提供名称。
14 单击“Next (下一步)”。
15 在“Completion (完成)”页面上，查看摘要文件、日志文件或响应文件（如果
需要），以确认配置。

16 选中该复选框以指定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单击“Finish (完成)”。安装程序将提示您执行其他任务。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或注册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
■

当 CoordPoint 代理向 VCS 通知任何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丢失时。

■

当集群联机而且集群上没有发生应用程序停机时在协调点上执行的计划的注册
刷新。

发生注册丢失的原因可能是阵列意外重新启动、键损坏或某些其他原因。如果协调
点丢失集群节点的注册，则集群在出现网络分裂时可能会发生混乱。
警告：如果节点在协调点刷新完成之前脱离成员集，则刷新键可能会导致集群发生
混乱。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注册

1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选择任务和产
品，如下所示：
Task (任务)

I/O 防护配置

Product (产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单击“Next (下一步)”。

3

验证安装程序提供的集群信息，然后单击“Yes (是)”以确认是否要在集群上
配置 I/O 防护。

4

在“Select Cluster (选择集群)”页面上，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Yes (是)”
以确认集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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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Select Cluster (选择集群)”页面上，如果安装程序成功完成集群验证，
请单击“Next (下一步)”。
安装程序将执行初始系统验证。它将检查系统通信。还将检查版本兼容性、安
装的产品版本、平台版本，并执行产品预检查。

6

如果已启用防护，安装程序可能会提示您重新配置。单击“Yes (是)”以重新
配置防护。

7

在“Select Fencing Type (选择防护类型)”页面上，选择“Refresh
keys/registrations on the existing coordination points (刷新现有协
调点上的键/注册)”选项。

8

确保 /etc/vxfenmode 文件所包含的协调点服务器与防护模块当前所使用的协
调点服务器相同。

9

确保 /etc/vxfenmode 文件中提及的磁盘组所包含的磁盘与防护模块当前用作
协调磁盘的磁盘相同。

10 安装程序会列出注册丢失的原因。
单击“OK (确定)”。

11 验证协调点。
如果信息正确，请单击“Yes (是)”。

12 安装程序会更新协调点服务器上的客户端集群信息。
单击“Next (下一步)”。
安装程序会在所有节点上准备 vxfenmode 文件，并运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
以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

13 在“Completion (完成)”页面上，查看摘要文件、日志文件或响应文件以确认
配置。

14 选中该复选框以指定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单击“Finish (完成)”。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本节介绍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的原因、优点、考虑因
素和过程。

关于确定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您可以确定协调点在网络分裂期间参与争用的顺序。网络分裂时，I/O 防护会尝试
联系协调点，以根据 vxfenmode 文件中设置的顺序进行成员仲裁。

166

配置 SFHA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配置 SFHA

如果 I/O 防护无法连接到序列中的第一个协调点，它会连接第二个协调点，依此类
推。为避免集群发生混乱，未发生故障的子集群必须赢得大多数协调点。因此，顺
序必须从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大的协调点开始，到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小的协调点结束
对于混合使用协调点服务器和协调磁盘的防护配置，您可以将协调点服务器指定在
协调磁盘的前面，也可以将协调磁盘指定在协调点服务器的前面。
注意：基于磁盘的防护不支持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确定协调点顺序时的注意事项
■

选择协调点时，请根据它们在争用期间赢得集群成员资格，进而取得对网络分
裂的控制权的机会。实际上，您有能力挽救网络分裂。

■

顺序中排在第一位的必须是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大的协调点。接着必须在顺序中
列出争用时获胜机会相对较小的下一个协调点。最后以争用时获胜机会最小的
协调点结束该顺序。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1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选择任务和产
品，如下所示：
Task (任务)

I/O 防护配置

Product (产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单击“Next (下一步)”。

3

验证安装程序提供的集群信息，并确认您是否要在集群上配置 I/O 防护。

4

在“Select Cluster (选择集群)”页面上，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Yes
(是)”。

5

在“Select Cluster (选择集群)”页面上，如果安装程序成功完成集群验证，
请单击“Next (下一步)”。
安装程序将执行初始系统验证。它将检查系统通信。还将检查版本兼容性、安
装的产品版本、平台版本，并执行产品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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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已启用防护，安装程序可能会提示您重新配置。单击“Yes (是)”以重新
配置防护。
单击“Yes (是)”。

7

在“Select Fencing Type (选择防护类型)”页面上，选择“Set the order
of existing coordination points (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选项。

8

安装程序显示有关过程的消息时，请单击“OK (确定)”进行确认。

9

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将现有协调点移到窗口上的框中来确定新顺序。如果要
更改协调点的当前顺序，请单击“Reset (重置)”，然后重新开始确定顺序。

10 如果信息正确，请单击“Next (下一步)”。
11 在“Confirmation (确认)”窗口上，单击“Yes (是)”。
安装程序会在所有节点上准备 vxfenmode 文件，并运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
以更新协调点的新顺序。

12 在“Completion (完成)”页面上，查看摘要文件、日志文件或响应文件，以确
认配置。

13 选中该复选框以指定是否要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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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响应文件进行自动安装

■

12. 执行自动 SFHA 安装

■

13. 执行自动 SFHA 配置

■

14. 使用响应文件执行自动 I/O 防护配置

12
执行自动 SFHA 安装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SFHA

■

用于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变量

■

SFHA 安装的示例响应文件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SFHA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对一个集群执行 SFHA 安装后生成的响应文件来对其
他集群安装 SFHA。此外，也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 -makeresponsefile 选项创建
响应文件。
使用响应文件安装 SFHA

1

确保要安装 SFHA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2

确保已完成安装前任务。

3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安装 SFHA 的其中一个集群系统。

4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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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安装。例如：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 ./installsfha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7

完成 SFHA 安装后任务。
有关说明，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执行安装后和配置任务”一章。

用于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2-1 列出了为安装 SFHA 而可以定义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2-1

用于安装 SFHA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说明

CFG{opt}{install}

安装 SFHA 软件包。可以在以后使用 -configure 选项
执行配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installallpkgs}
或
CFG{opt}{installrecpkgs}
或
CFG{opt}{installminpkgs}

指示安装程序根据值设置为 1 的变量来安装 SFHA 软件
包：
■

installallpkgs：安装所有 软件包

■

installrecpkgs：安装建议 软件包

■

installminpkgs：安装最少 软件包

注意：仅将其中一个变量值设置为 1。除了设置其中一
个变量的值外，还必须将变量 CFG{opt}{install} 设
置为 1。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accepteula}

指定是否同意介质上的 EULA.pdf 文件。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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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CFG{opt}{vxkeyless}

使用无密钥许可证安装产品。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license}

使用永久许可证安装产品。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keys}{hostname}

变量 CFG{opt}{vxkeyless} 设置为 0 或变量
CFG{opt}{licence} 设置为 1 时要在系统上注册的密
钥列表。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systems}

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上的系统列表。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prod}

定义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opt}{keyfile}

定义用于和所有远程系统通信的 ssh 密钥文件的位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pkgpath}

定义一个位置（通常为 NFS 装入位置），所有远程系统
都可以从这里安装产品 软件包。必须可以从所有目标系
统访问该位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tmppath}

定义工作目录的创建位置，该工作目录用于存储安装过
程中所需的临时文件和 软件包。默认位置为 /var/tmp。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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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CFG{opt}{updatekeys}

将无密钥许可证更新到当前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rsh}

定义必须使用 rsh 而不是 ssh 来作为系统间通信的方法。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logpath}

指定要将日志文件复制到哪个位置。默认位置为
/opt/VRTS/install/logs。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prodmode}

产品的模式列表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可选

SFHA 安装的示例响应文件
以下示例显示了用于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
##############################################
#Auto generated sfha responsefile #
##############################################

our %CFG;
$CFG{accepteula}=1;
$CFG{opt}{gco}=1;
$CFG{opt}{vvr}=1;
$CFG{opt}{prodmode}="SF Enterprise HA";
$CFG{opt}{install}=1;
$CFG{opt}{installallpkgs}=1;
$CFG{prod}="SFHA61";
$CFG{systems}=[ qw( sys1 sys2 ) ];
$CFG{keys}{sys1}=["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CFG{keys}{sys2}=["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CFG{opt}{logpath}="/opt/VRTS/install/logs/HxRT-601-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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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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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执行自动 SFHA 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SFHA

■

用于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变量

■

SFHA 配置的示例响应文件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SFHA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对一个集群执行 SFHA 配置后生成的响应文件来对其
他集群配置 SFHA。此外，也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 -makeresponsefile 选项创建
响应文件。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SFHA

1

确保已将 SFHA 软件包安装到要配置 SFHA 的系统上。

2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配置 SFHA 的其中一个集群系统。

3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要配置可选功能，必须为与可选功能相关的所有响应文件变量定义相应的值。
请参见第 176 页的“用于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
文件变量”。

4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配置。例如：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
路径名。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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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3-1 列出了为配置 SFHA 而可以定义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3-1

特定于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
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opt}{configure}

标量

如果已经安装了 软件包，则执行配
置。
（必需）
将值设置为 1 以配置 SFHA。

CFG{accepteula}

标量

指定是否同意介质上的 EULA.pdf。
（必需）

CFG{systems}

列表

要在其上配置产品的系统列表。
（必需）

CFG{prod}

标量

定义要配置的产品。
对于 SFHA，值为 SFHA61
（必需）

CFG{opt}{keyfile}

标量

定义用于和所有远程系统通信的 ssh
密钥文件的位置。
（可选）

CFG{opt}{rsh}

标量

定义必须使用 rsh 而不是 ssh 来作
为系统间通信的方法。
（可选）

CFG{opt}{logpath}

标量

指定要将日志文件复制到哪个位置。
默认位置为 /opt/VRTS/install/logs。

注意：安装程序还会将响应文件和
摘要文件复制到指定的 logpath 位
置。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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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uploadlogs}

标量

定义布尔值 0 或 1。
值 1 表示将安装日志上传到
Symantec 网站。
值 0 表示不将安装日志上传到
Symantec 网站。
（可选）

请注意，有些可选变量会要求连带定义其他的可选变量。例如，对于所有与集群服
务组相关的变量（csgnic、csgvip 和 csgnetmask），如果定义了其中的任何变量，
则必须全部进行定义。对于 SMTP 通知（smtpserver、smtprecp 和 smtprsev）、
SNMP 陷阱通知（snmpport、snmpcons 和 snmpcsev）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nic、gcovip 和 gconetmask），情况也是如此。
表 13-2 列出了指定配置基本 SFHA 集群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3-2

特定于配置基本 SFHA 集群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clusterid}

标量

唯一标识集群的 0 到 65535 之间的
整数。
（必需）

CFG{vcs_clustername}

标量

定义集群的名称。
（必需）

CFG{vcs_allowcomms}

标量

指示在设置单节点集群时是否启动
LLT 和 GAB。该值可以为 0（不启
动）或 1（启动）。
（必需）

CFG{fencingenabled}

标量

在 SFHA 配置中，定义是否启用防
护。
有效值为 0 或 1。
（必需）

表 13-3 列出了指定配置 LLT over Ethernet 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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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专门用于配置专用的 LLT over Ethernet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lltlink#}

标量

定义在每个系统上用于专用心跳链
接的 NIC。每个系统至少需要配置
两个 LLT 链接（lltlink1 和
lltlink2）。最多可以配置四个 LLT
链接。

{"system"}

请参见第 52 页的“设置专用网络”。
必须将系统名称括在双引号内。
（必需）
CFG{vcs_lltlinklowpri#}

标量

{"system"}

定义低优先级的心跳链接。通常，
lltlinklowpri 用于在公共网络链接上
提供额外的通信层。
如果对专用 NIC 使用不同的介质速
度，则可将具有较低速度的 NIC 配
置为低优先级链接以提高 LLT 性
能。例如，lltlinklowpri1、
lltlinklowpri2 等等。
必须将系统名称括在双引号内。
（可选）

表 13-4 列出了指定配置 LLT over UDP 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3-4

专门用于配置 LLT over UDP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lltoverudp}=1

标量

指示是否使用 LLT over UDP 配置心
跳链接。
（必需）

CFG{vcs_udplink<n>_address}
{<sys1>}

标量

在 node1 上存储心跳链接使用的 IP
地址（IPv4 或 IPv6）。
可以有四个心跳链接，该响应文件
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心跳链接
数在 1 到 4 之间取值。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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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

标量

在 node1 上存储低优先级心跳链接
使用的 IP 地址（IPv4 或 IPv6）。

{vcs_udplinklowpri<n>_address}

可以有四个低优先级心跳链接，该
响应文件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
低优先级心跳链接数在 1 到 4 之间
取值。

{<sys1>}

（必需）
CFG{vcs_udplink<n>_port}

标量

{<sys1>}

在 node1 上存储心跳链接使用的
UDP 端口（16 位整数值）。
可以有四个心跳链接，该响应文件
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心跳链接
数在 1 到 4 之间取值。
（必需）

CFG{vcs_udplinklowpri<n>_port} 标量
{<sys1>}

在 node1 上存储低优先级心跳链接
使用的 UDP 端口（16 位整数值）。
可以有四个低优先级心跳链接，该
响应文件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
低优先级心跳链接数在 1 到 4 之间
取值。
（必需）

CFG{vcs_udplink<n>_netmask}

标量

{<sys1>}

在 node1 上存储心跳链接使用的网
络掩码（IPv6 的前缀）。
可以有四个心跳链接，该响应文件
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心跳链接
数在 1 到 4 之间取值。
（必需）

CFG{vcs_udplinklowpri<n>_netmask} 标量
{<sys1>}

在 node1 上存储低优先级心跳链接
使用的网络掩码（IPv6 的前缀）。
可以有四个低优先级心跳链接，该
响应文件变量的 <n> 可根据相应的
低优先级心跳链接数在 1 到 4 之间
取值。
（必需）

表 13-5 列出了指定配置 SFHA 集群的虚拟 IP 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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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5

特定于配置 SFHA 集群的虚拟 IP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csgnic}

标量

定义在系统上使用的 NIC 设备。 如
果在所有系统上使用同一 NIC，则
可以输入 all 作为系统值。

{system}

（可选）
标量

CFG{vcs_csgvip}

定义集群的虚拟 IP 地址。
（可选）

CFG{vcs_csgnetmask}

标量

定义集群的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
码。
（可选）

表 13-6 列出了响应文件变量，这些变量指定了将 SFHA 集群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
行所需的信息。
表 13-6

专用于将 SFHA 集群配置为以安全模式运行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eat_security}

标量

指定集群是否处于启用安全的模式
下。

CFG{opt}{securityonenode}

标量

指定是否正在使用 securityonenode
选项。

CFG{securityonenode_menu}

标量

指定用于一次配置一个安全集群的
菜单选项。
■

1 - 配置第一个节点

■

2 - 配置另一个节点

CFG{security_conf_dir}

标量

指定用于放置配置文件的目录。

CFG{opt}{security}

标量

指定是否正在使用 security 选项。

CFG{vcs_eat_security_fips}

标量

指定启用的安全性符合 FIPS 要求。

表 13-7 列出了响应文件变量，这些变量指定了配置 VCS 用户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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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7

特定于配置 VCS 用户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userenpw}

列表

VCS 用户的编码密码列表
列表中的值可以是 Administrators
Operators Guests。

注意：vcs_userenpw 列表中的值
的顺序必须与 vcs_username 列表
中的值的顺序匹配。
（可选）
CFG{vcs_username}

列表

VCS 用户名列表
（可选）

列表

CFG{vcs_userpriv}

VCS 用户权限列表

注意：vcs_userpriv 列表中值的顺
序必须与 vcs_username 列表中值
的顺序匹配。
（可选）

表 13-8 列出了响应文件变量，这些变量指定了使用 SMTP 配置 VCS 通知所需的信
息。
表 13-8

特定于使用 SMTP 配置 VCS 通知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smtpserver}

标量

定义要用于 Web 通知的 SMTP 服务
器的基于域的主机名（例如：
smtp.symantecexample.com）。
（可选）

CFG{vcs_smtprecp}

列表

SMTP 收件人的完整电子邮件地址
（例如：
user@symantecexample.com）的
列表。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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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smtprsev}

列表

定义列出的 SMTP 收件人要接收的
消息的最低严重性级别（参考、警
告、错误、严重错误）。请注意，
严重性级别的顺序必须与 SMTP 收
件人地址的顺序匹配。
（可选）

表 13-9 列出了响应文件变量，这些变量指定了使用 SNMP 配置 VCS 通知所需的
信息。
表 13-9

特定于使用 SNMP 配置 VCS 通知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snmpport}

标量

定义 SNMP 陷阱后台驻留程序端口
（默认为 162）。
（可选）

CFG{vcs_snmpcons}

列表

SNMP 控制台系统名称的列表
（可选）

CFG{vcs_snmpcsev}

列表

定义列出的 SNMP 控制台要接收的
消息的最低严重性级别（参考、警
告、错误、严重错误）。请注意，
严重性级别的顺序必须与 SNMP 控
制台系统名称的顺序匹配。
（可选）

表 13-10 列出了指定配置 SFHA 全局集群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3-10

特定于配置 SFHA 全局集群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gconic}

标量

定义 Global Cluster Option 使用的
虚拟 IP 的 NIC。 如果在所有系统上
使用同一 NIC，则可以输入 all 作为
系统值。

{system}

（可选）
CFG{vcs_gcovip}

标量

定义了 Global Cluster Option 使用
的虚拟 IP 地址。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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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vcs_gconetmask}

标量

定义了 Global Cluster Option 使用
的虚拟 IP 地址的网络掩码。
（可选）

SFHA 配置的示例响应文件
以下示例显示了用于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
##############################################
#Auto generated sfha responsefile #
##############################################
our %CFG;
$CFG{accepteula}=1;
$CFG{opt}{rsh}=1;
$CFG{vcs_allowcomms}=1;
$CFG{opt}{gco}=1;
$CFG{opt}{vvr}=1;
$CFG{opt}{prodmode}="SF Enterprise HA";
$CFG{opt}{configure}=1;
$CFG{prod}="SFHA61";
$CFG{systems}=[ qw( sys1 sys2 ) ];
$CFG{vm_restore_cfg}{sys1}=0;
$CFG{vm_restore_cfg}{sys2}=0;
$CFG{vcs_clusterid}=127;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CFG{vcs_username}=[ qw(admin operator) ];
$CFG{vcs_userenpw}=[ qw(JlmElgLimHmmKumGlj bQOsOUnVQoOUnTQsOSnUQuOUnPQtOS) ];
$CFG{vcs_userpriv}=[ qw(Administrators Operators) ];
$CFG{vcs_lltlink1}{"sys1"}="bge1";
$CFG{vcs_lltlink2}{"sys1"}="bge2";
$CFG{vcs_lltlink1}{"sys2"}="bge1";
$CFG{vcs_lltlink2}{"sys2"}="bge2";
$CFG{opt}{logpath}="/opt/VRTS/install/logs/installsf-xxxxxx/installsf-xxxxxx.respon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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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响应文件执行自动 I/O
防护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

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

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

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

用于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响应文件

■

用于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执行 I/O 防护配置后生成的响应文件来为 SFHA 配置
I/O 防护。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1

确保已配置 SFHA。

2

根据您是要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还是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确保您已完成准
备任务。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规划配置 I/O 防护”。

3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配置 I/O 防护的其中一个集群系统。
请参见第 187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请参见第 189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响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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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请参见第 185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请参见第 187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5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配置。例如：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
路径名。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4-1 列出了指定为 SFHA 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所需信息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4-1

专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opt}{fencing}

标量

执行 I/O 防护配置。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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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替换/添加/删除协调点

■

5 - 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注册

■

6 - 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必需）
CFG {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

标量

指定 I/O 防护机制。
如果已将防护配置为处于禁用模式，则
不需要此变量。 对于基于磁盘的防护，
您必须配置 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
变量以及 fencing_dgname 或
fencing_newdg_disks 变量。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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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fencing_dgname}

标量

为 I/O 防护指定磁盘组。
（可选）

注意：必须定义 fencing_dgname 变
量，才能使用现有的磁盘组。 如果要创
建新磁盘组，则必须同时使用
fencing_dgname 变量和
fencing_newdg_disks 变量。
CFG{fencing_newdg_disks}

列表

指定用于为 I/O 防护创建新磁盘组的磁
盘。
（可选）

注意：必须定义 fencing_dgname 变
量，才能使用现有的磁盘组。 如果要创
建新磁盘组，则必须同时使用
fencing_dgname 变量和
fencing_newdg_disks 变量。
CFG{fencing_cpagent_monitor_freq} 标量

指定协调点代理监视对协调器磁盘组构
成部分所做的任何更改的频率。

注意：协调点代理也可监视对协调器磁
盘组构成部分的更改，例如：从协调器
磁盘组中意外删除的磁盘。 这种详细的
监视频率可以使用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加以调整。例如，如果您将此属性
设置为 5，则代理会每隔五个监视周期
监视协调器磁盘组的构成部分。如果未
设置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则代
理不会监视对协调器磁盘组所做的任何
更改。0 意味着不监视协调器磁盘组的
构成部分。
CFG {fencing_config_cpagent}

标量

根据是否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
理，输入 1 或 0。
如果不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
理，请输入 0。
如果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理，
请输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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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 {fencing_cpagentgrp}

标量

将协调点代理资源作为其自身的一部分
的服务组名称。

注意：如果 fencing_config_cpagent
字段的给定值为 0，则说明该字段已过
时。

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查看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及其定义。
请参见第 185 页的“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
# Configuration Values:
#
our %CFG;
$CFG{fencing_config_cpagent}=1;
$CFG{fencing_cpagent_monitor_freq}=5;
$CFG{fencing_cpagentgrp}="vxfen";
$CFG{fencing_dgname}="fencingdg1";
$CFG{fencing_newdg_disks}=[ qw(emc_clariion0_155
emc_clariion0_162 emc_clariion0_163) ];
$CFG{fencing_option}=2;
$CFG{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dmp";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fencing_cpagent_monitor_freq}=5;
$CFG{prod}="SFHA61";
$CFG{systems}=[ qw(pilot25) ];
$CFG{vcs_clusterid}=32283;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1;

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变量
您可以使用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防护响应文件来配置基于服务器的自定义 I/O 防护。
表 14-2 列出了响应文件中与基于服务器的自定义 I/O 防护相关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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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基于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的防护响应文件定义

响应文件字段

定义

CFG {fencing_config_cpagent}

根据是否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理，输入 1 或
0。
如果不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理，请输入 0。
如果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理，请输入 1。

CFG {fencing_cpagentgrp}

将协调点代理资源作为其自身的一部分的服务组名称。

注意：如果 fencing_config_cpagent 字段的给
定值为 0，则说明该字段已过时。
CFG {fencing_cps}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CFG {fencing_reusedg}

此响应文件字段指示是否对自定义防护（CP 服务器和
协调器磁盘）中的防护配置重用现有的磁盘组名称。
请输入 1 或 0。
输入 1 表示重用，而输入 0 表示不重用。
在对混合模式防护配置重用现有磁盘组名称时，需要手
动添加一行文本（如 $CFG{fencing_reusedg}=0 或
$CFG{fencing_reusedg}=1），然后继续执行静默安
装。

CFG {fencing_dgname}

要在自定义防护中使用的磁盘组（至少正在使用其中一
个磁盘）的名称。

CFG {fencing_disks}

用作协调点（如果有）的磁盘。

CFG {fencing_ncp}

使用的协调点总数，包括 CP 服务器和磁盘。

CFG {fencing_ndisks}

使用的磁盘数量。

CFG {fencing_cps_vips}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机名。

CFG {fencing_cps_ports}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机名侦听的端
口。

CFG {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

自定义防护使用的磁盘策略。
此字段的值为 raw 或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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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文件字段

定义

CFG{fencing_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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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替换/添加/删除协调点

■

5 - 刷新现有协调点上的键/注册

■

6 - 设置现有协调点的顺序

用于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响应文件
下面是用于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响应文件：
$CFG{fencing_config_cpagent}=0;
$CFG{fencing_cps}=[ qw(10.200.117.145) ];
$CFG{fencing_cps_vips}{"10.200.117.145"}=[ qw(10.200.117.145) ];
$CFG{fencing_dgname}="vxfencoorddg";
$CFG{fencing_disks}=[ qw(emc_clariion0_37 emc_clariion0_13) ];
$CFG{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raw";
$CFG{fencing_ncp}=3;
$CFG{fencing_ndisks}=2;
$CFG{fencing_cps_ports}{"10.200.117.145"}=443;
$CFG{fencing_reusedg}=1;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SFHA61";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vcs_clusterid}=1256;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CFG{fencing_option}=1;

用于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响
应文件
以下是用于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CFG{fencing_config_cpagent}=0;
$CFG{fencing_cps}=[ qw(10.198.89.251 10.198.89.252 10.198.89.253) ];
$CFG{fencing_cps_vips}{"10.198.89.251"}=[ qw(10.198.89.251) ];
$CFG{fencing_cps_vips}{"10.198.89.252"}=[ qw(10.198.89.252) ];
$CFG{fencing_cps_vips}{"10.198.89.253"}=[ qw(10.198.89.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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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fencing_ncp}=3;
$CFG{fencing_ndisks}=0;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89.251"}=443;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89.252"}=443;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89.253"}=443;
$CFG{non_scsi3_fencing}=1;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SFHA61";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vcs_clusterid}=1256;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CFG{fencing_option}=1;

用于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
件变量
表 14-3 列出了响应文件中与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自定义 I/O 防护相关的字段。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在不支持 SCSI-3 PR 的虚拟机中对 SFHA 的 I/O 防护”。
表 14-3

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响应文件定义

响应文件字段

定义

CFG{non_scsi3_fencing}

定义是否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的 I/O 防护。
有效值为 1 或 0。输入 1 将配置基于非 SCSI-3 服务器
的 I/O 防护。

CFG {fencing_config_cpagent}

根据是否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理，输入 1 或
0。
如果不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理，请输入 0。
如果需要使用安装程序配置协调点代理，请输入 1。

CFG {fencing_cpagentgrp}

将协调点代理资源作为其自身的一部分的服务组名称。

注意：如果 fencing_config_cpagent 字段的给
定值为 0，则说明该字段已过时。
CFG {fencing_cps}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CFG {fencing_cps_vips}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机名。

CFG {fencing_ncp}

使用的协调点总数（仅 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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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文件字段

定义

CFG {fencing_cps_ports}

由 cps 表示的 CP 服务器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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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6

使用特定于操作系统的方法
进行的安装

■

15. 使用特定于操作系统的方法安装 SFHA

■

16. 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15
使用特定于操作系统的方
法安装 SFHA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操作系统特定的方法安装 SFHA

■

使用自动安装程序在 Solaris 11 上安装 SFHA

■

使用 JumpStart 在 Solaris 10 中安装 SFHA

■

使用系统命令手动安装 SFHA

■

在 solaris10 标记区域中手动安装软件包

关于使用操作系统特定的方法安装 SFHA
在 Solaris 上，可以使用下列方法安装 SFHA：
■

可以使用 Oracle Solaris 自动安装程序 (AI) 在网络中的多个客户端系统上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请参见第 194 页的“使用自动安装程序在 Solaris 11 上安装 SFHA”。

■

手动安装 &ProductNameShort 的过程因 Solaris 版本而异。
请参见第 204 页的“使用系统命令手动安装 SFHA”。

■

在 Solaris 10 系统上，可使用 Solaris JumpStart 安装 SFHA。
请参见第 198 页的“使用 JumpStart 在 Solaris 10 中安装 SFHA”。

■

可在 Solaris 10 操作系统上使用 Flash Archive 来安装 SFHA。
请参见第 202 页的“使用闪存存档安装 SFHA 和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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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安装程序在 Solaris 11 上安装 SFHA
可以使用 Oracle Solaris 自动安装程序 (AI) 在网络中的多个客户端系统上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AI 对 SPARC 系统执行无需手动参与的
安装 （即自动安装，无需手动交互）。您也可以使用 AI 介质在单个 SPARC 平台
上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platform. 可以从 Oracle 网站下载 Oracle 提供的 AI 可引
导映像。所有这些情况都需要访问网络中的软件包存储库才能完成安装。

关于自动安装
AI 会在网络中的一个或多个 SPARC 客户端上自动安装 Oracle Solaris 11 OS 。自
动安装仅适用于 Solaris 11。您可以将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到多种不同类型的客
户端上。这些客户端可能会在以下方面存在差异：
■

体系结构

■

内存特性

■

MAC 地址

■

IP 地址

■

CPU

具体的安装可能会因指定的内容（包括网络配置和安装的客户端）而异。
在本地网络中自动安装客户端包括以下简要步骤：

1

客户端系统引导并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信息。

2

客户端的特征决定了使用哪项 AI 服务和哪些安装指令来安装该客户端。

3

安装程序使用 AI 服务指令从软件包存储库中提取正确的软件包，然后将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到客户端。

使用自动安装程序
要使用自动安装程序来通过网络安装系统，请设置 DHCP 并在 AI 服务器上设置 AI
服务。DHCP 服务器与 AI 服务器可以是同一系统，也可以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请确保这些系统可以访问 Oracle Solaris 映像包管理系统 (IPS) 软件包存储库。IPS
软件包存储库可能位于 AI 服务器上、本地网络中的其他服务器上或 Internet 上。
一项 AI 服务与一个 SPARC AI 安装映像以及一组或多组安装指令关联。这些安装
指令指定了一个或多个 IPS 软件包存储库，系统将从这些存储库中检索完成安装所
需的软件包。这些安装指令还包括要安装的其他软件包的名称以及诸如目标设备和
分区信息等信息。您还可以指定用于在安装后配置系统的指令。
需考虑您要在系统上安装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包。根据您的配置和需要，您可能想要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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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两个系统采用不同的体系结构或者需要安装不同版本的 Oracle Solaris OS，
请创建两项 AI 服务，然后将每项 AI 服务与不同的 AI 映像关联起来

■

如果两个系统需要安装同一版本的 Oracle Solaris OS，但需要以不相同的其他
方式进行安装，请为 AI 服务创建两组安装指令。不同的安装指令可以指定不同
的待安装软件包，也可指定不同的盘片作为安装目标。

安装将在您引导系统时开始执行。DHCP 会将系统定向到 AI 安装服务器，系统将
访问安装服务以及该服务中的安装指令。
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11 Express Automated Installer Guide
（《Oracle® Solaris 11 Express 自动安装程序指南》）。

使用 AI 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SFHA 产品
按照以下过程使用 AI 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SFHA 产品。
使用 AI 安装 Solaris 11 操作系统和 SFHA 产品

1

遵照 Oracle 文档设置 Solaris AI 服务器和 DHCP 服务器。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此文档： http://docs.oracle.com。

2

设置 Symantec 软件包存储库。
运行下列命令以启动必要的 SMF 服务并创建目录：
# svcadm enable svc:/network/dns/multicast:default
# mkdir /ai
# zfs create -o compression=on -o mountpoint=/ai rpoo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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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下列命令以便为 Symantec SPARC 软件包设置 IPS 存储库：

# mkdir -p /ai/repo_symc_sparc
# pkgrepo create /ai/repo_symc_sparc
# pkgrepo add-publisher -s /ai/repo_symc_sparc Symantec
# pkgrecv -s <media_sparc>/pkgs/VRTSpkgs.p5p -d
/ai/repo_symc_sparc '*'
# svccfg -s pkg/server list
# svcs -a | grep pkg/server
# svccfg -s pkg/server add symcsparc
# svccfg -s pkg/server:symcsparc addpg pkg application
# svccfg -s pkg/server:symcsparc setprop pkg/port=10003
# svccfg -s pkg/server:symcsparc setprop pkg/inst_root=
/ai/repo_symc_sparc
# svccfg -s pkg/server:symcsparc addpg general framework
# svccfg -s pkg/server:symcsparc addpropvalue general/complete
astring: symcsparc
# svccfg -s pkg/server:symcsparc addpropvalue general/enable
boolean: true
# svcs -a | grep pkg/server
# svcadm refresh application/pkg/server:symcsparc
# svcadm enable application/pkg/server:symcsparc

或者运行下列命令来设置用于测试目的的专用 depot 服务器：
# /usr/lib/pkg.depotd -d /ai/repo_symc_sparc -p 10003 > /dev/null &

在 IE 或 Firefox 浏览器上检查以下 URL：
http://<host>: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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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AI 服务器上设置安装服务。
运行以下命令：
# mkdir /ai/iso

从 Oracle 网站下载 AI 映像并将 iso 放入 /ai/iso 目录。
创建安装服务。
例如：
为 SPARC 平台设置 AI 安装服务：
# # installadm create-service -n sol11sparc -s\
/ai/iso/sol-11-1111-ai-sparc.iso -d /ai/aiboot/

5

运行安装程序以便为您打算安装的所有 SFHA 产品生成 XML 清单文件。
# mkdir /ai/manifests
# <media>/installer -ai /ai/manifests

6

为每个系统生成系统配置并包含主机名、用户帐户和 IP 地址。例如，输入以下
命令之一：
# mkdir /ai/profiles
# sysconfig create-profile -o /ai/profiles/profile_client.xml

或
# cp /ai/aiboot/auto-install/sc_profiles/sc_sample.xml
/ai/profiles/profile_client.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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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添加一个系统并将其与指定的产品清单和系统配置匹配。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添加 SPARC 系统：
# installadm create-client -e "<client_MAC>" -n sol11sparc
# installadm add-manifest -n sol11sparc -f \
/ai/manifests/vrts_manifest_sfha.xml
# installadm create-profile -n sol11sparc -f \
/ai/profiles/profile_client.xml -p profile_sc
# installadm set-criteria -n sol11sparc -m \
vrts_sfha -p profile_sc -c mac="<client_MAC>"
# installadm list -m -c -p -n sol11sparc

8

对于 SPARC 系统，请运行以下命令重新启动系统，然后安装操作系统和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 boot net:dhcp - install

使用 JumpStart 在 Solaris 10 中安装 SFHA
此安装方法仅适用于 Solaris 10。 这些 JumpStart 说明假定您了解 JumpStart。有
关使用 JumpStart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随操作系统附带的 JumpStart 文档。
不支持升级。以下过程假定配置是独立配置。
对于语言包，可以使用 JumpStart 安装软件包。在脚本中添加语言包，并将这些文
件放到 JumpStart 服务器目录下。
可以结合 JumpStart 使用闪存存档安装 SFHA 和操作系统。
请参见第 202 页的“使用闪存存档安装 SFHA 和操作系统”。

JumpStart 安装任务概述
执行 JumpStart 安装之前，请查看任务摘要。
任务摘要

1

添加客户端（向 JumpStart 服务器注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随操作系统
附带的 JumpStart 文档。

2

阅读 JumpStart 安装说明。

3

生成完成脚本。
请参见第 199 页的“生成完成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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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准备共享存储安装资源。
请参见第 200 页的“准备安装资源”。

5

修改 JumpStart 的规则文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随操作系统附带的 JumpStart 文档。

6

使用 JumpStart 服务器安装操作系统。

7

系统启动并运行之后，从安装介质运行 installer 命令以配置 Symantec 软件。
# /opt/VRTS/install/installer -configure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生成完成脚本
执行以下步骤可生成用于安装 SFHA 的完成脚本。
生成脚本

1

运行产品安装程序来为所有产品生成脚本。
./installer -jumpstart directory_to_generate_scripts

或
./install<productname> -jumpstart directory_to_generate_script

其中：<productname> 是产品的安装命令， directory_to_generate_scripts 是
您要将产品的脚本放置到的位置。
例如：
# ./installsfha -jumpstart /js_scripts

2

当系统提示是否自动封装根磁盘时，选择 yes 以执行该操作。如果不想自动进
行封装，请选择 no 并转至步骤 6。

3

为根磁盘指定磁盘组名称。
Specify the disk group name of the root disk to be encapsulated:
rootdg

4

指定专用区域长度。
Specify the private region length of the root disk to be
encapsulated: (6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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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要封装的根磁盘的磁盘介质名称。
Specify the disk media name of the root disk to be encapsulated:
(rootdg_01)

6

将会在步骤 1 中指定的目录下生成 JumpStart 完成脚本和封装脚本。
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The finish scripts for SF is generated at /js_scripts/
jumpstart_sfha.fin
The encapsulation boot disk script for VM is generated at
/js_scripts/encap_bootdisk_vm.fin

列出 js_scripts 目录。
# ls /js_scripts

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encap_bootdisk_vm.fin jumpstart_sfha.fin

准备安装资源
准备用于 JumpStart 安装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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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资源

1

将安装介质的 pkgs 目录复制到共享存储。
# cd /path_to_installation_media
# cp -r pkgs BUILDSRC

2

生成包含软件包列表的响应文件。
# cd BUILDSRC/pkgs/
# pkgask -r package_name.response -d /
BUILDSRC/pkgs/packages_name.pkg

3

创建 adminfile 文件（在 BUILDSRC/pkgs/ 目录。
mail=
instance=overwrite
partial=nocheck
runlevel=quit
idepend=quit
rdepend=nocheck
space=quit
setuid=nocheck
conflict=nocheck
action=nocheck
basedir=default

将语言包信息添加到完成文件
要将语言包信息添加到完成文件，请执行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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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语言包信息添加到完成文件

1

对于语言包，将语言包从语言包安装光盘复制到共享存储。
# cd /cdrom/cdrom0/pkgs
# cp -r * BUILDSRC/pkgs

如果语言包是下载的：
# cd /path_to_language_pack_installation_media/pkgs
# cp -r * BUILDSRC/pkgs

2

在完成脚本中，复制产品软件包信息并将产品软件包替换为语言包。

3

完成脚本如下所示：
. . .
for PKG
do
...
done. .
for PKG
do
...
done. .

in product_packages

.
in language_packages

.

使用闪存存档安装 SFHA 和操作系统
只能在 Solaris 10 操作系统上使用闪存存档。 在下面的概述中，请参考针对特定于
Solaris 任务的 Solaris 文档。
注意：如果主系统的根磁盘已封装，Symantec 将不支持闪存存档安装。
下面概述了使用 Symantec 软件创建和安装闪存存档。
■

如果打算从头开始创建 flar（闪存存档），请执行步骤 1 到 10。

■

如果打算从已安装但未配置产品的系统开始创建 flar，请执行步骤 1 到 4。请跳
过步骤 5，完成步骤 6 到 10。

■

如果打算从已安装并配置产品的系统开始创建 flar，请执行步骤 5 到 10。

闪存存档创建概述

1

确保已在主系统上安装 Solaris 10。

2

使用 JumpStart 创建系统的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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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新启动克隆系统。

4

在主系统上安装 Symantec 产品。
执行本指南的安装过程之一。

5

如果已在主系统上配置了产品，请创建 vrts_deployment.sh 文件和
vrts_deployment.cf 文件，并将它们复制到主系统。
请参见第 203 页的“创建 Symantec 部署后脚本”。

6

使用 flarcreate 命令在主系统上创建闪存存档。

7

将存档复制回 JumpStart 服务器。

8

使用 JumpStart 将闪存存档安装到选定系统。

9

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配置 Symantec 产品。
系统上安装的脚本包括脚本名称中的产品版本。例如，要从安装介质安装 SF
脚本，请运行 installsf 命令。但是，要从已安装的二进制文件运行脚本，请
运行 installsf<version> 命令。例如，对于 6.1 版本：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61 -configure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10 执行安装后任务和配置任务。
有关安装后任务和配置任务，请参见产品安装指南。

创建 Symantec 部署后脚本
生成的文件 vrts_deployment.sh 和 vrts_post-deployment.cf 是自定义的闪存存档部
署后脚本。在您第一次重新启动克隆系统之前，这些文件会清除克隆系统上的
Symantec 产品设置。在闪存存档中包括这些文件。
创建部署后脚本

1

装入产品光盘。

2

在提示符处，运行安装程序的 -flash_archive 选项。 指定要创建文件的目
录。
# ./installer -flash_archive /tmp

3

将 vrts_postedeployment.sh 文件和 vrts_postedeployment.cf 文件复制到黄金
系统。

4

在黄金系统上，执行下列操作：
■

将 vrts_postdeployment.sh 文件放入 /etc/flash/postdeployment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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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将 vrts_postdeployment.cf 文件放入 /etc/vx 目录下。

确保这两个文件具有下列所有权和权限：
# chown root:root /etc/flash/postdeployment/vrts_postdeployment.sh
# chmod 755 /etc/flash/postdeployment/vrts_postdeployment.sh
# chown root:root /etc/vx/vrts_postdeployment.cf
# chmod 644 /etc/vx/vrts_postdeployment.cf

请注意，在已安装 Symantec 产品的闪存存档中，只需要这两个文件。

使用系统命令手动安装 SFHA
手动安装 &ProductNameShort 的过程因 Solaris 版本而异。
请参见第 204 页的“使用 pkgadd 命令在 Solaris 10 上安装 SFHA”。
请参见第 205 页的“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手动安装软件包”。

使用 pkgadd 命令在 Solaris 10 上安装 SFHA
在 Solaris 10 上，必须在全局区域内安装软件包。
使用 pkgadd 命令在 Solaris 10 上安装 SFHA

1

装入软件光盘。
请参见第 60 页的“装入产品光盘”。

2

将提供的 VRTS* 文件从安装介质复制到某个临时位置。 如果需要，请修改它
们。
# cp /cdrom/cdrom0/pkgs/VRTS* \
/tmp/p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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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当前目录中创建管理文件。指定-a adminfile 选项，当您使用pkgadd命令：
mail=
instance=overwrite
partial=nocheck
runlevel=quit
idepend=quit
rdepend=nocheck
space=quit
setuid=nocheck
conflict=nocheck
action=nocheck
basedir=default

4

将特定于产品的安装命令与下列某个选项一起使用，以获取要安装的软件包的
顺序列表：
■

minpkgs

■

recpkgs

■

allpkgs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436 页的“安装脚本选项”。

5

安装步骤 4 中列出的软件包。
#

pkgadd -a adminfile -d /tmp/pkgs pkgname.pkg

在 Solaris 10 上，必须在全局区域内安装这些软件包。 如果软件包的 pkginfo
文件包含的变量 SUNW_PKG_ALLZONES 未设置为 true，则还应当为 pkgadd
命令指定 -G 选项。

6

验证是否已安装软件包：
# pkginfo -l packagename

7

启动进程。

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手动安装软件包
下节介绍了如何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手动安装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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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racle Solaris 11 系统上手动安装软件包
在 Solaris 11 系统上安装软件包

1

将 VRTSpkgs.p5p 软件包 从安装介质的 pkgs 目录复制到系统中的 /tmp/install
目录。

2

禁用无法访问的发布服务器，因为只要有任何已经添加的存储库无法访问，软
件包 安装都可能会失败。
# pkg set-publisher --disable <publisher name>

3

在非全局区域中添加一个基于文件的存储库。
# pkg set-publisher -p/tmp/install/VRTSpkgs.p5p Symantec

4

安装必需的 软件包。
# pkg install --accept VRTSperl VRTSvlic
VRTSspt VRTSvxvm VRTSaslapm VRTSvxfs VRTSodm VRTSllt VRTSgab
VRTSvxfen VRTSamf VRTSvcs VRTScps VRTSvcsag VRTSvcsea VRTSsfmh
VRTSvbs VRTSvcswiz VRTSsfcpi61

5

要配置用于灾难恢复的 OracleVMServer 逻辑域，请在该逻辑域中安装以下必
需的软件包：
# pkg install --accept VRTSvcsnr

6

删除非全局区域中的发布服务器。
# pkg unset-publisher Symantec

7

如果系统中存在非全局区域，请清除 SMF 服务的状态。如果存在非全局区域，
则设置基于文件的存储库会导致 SMF 服务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进入维护状态。
# svcadm clear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8

启用以前禁用的发布服务器。
# pkg set-publisher --enable <publisher>

在 Solaris 标记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安装软件包
对于 Oracle Solaris 11，您必须在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安装 SFHA 软件包。本机非全
局区域称作 Solaris 标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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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olaris 标记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安装软件包

1

确保 SMF 服务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和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d:default 在全局区域中处于联机状
态。
# svcs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 svcs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d:default

2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非全局区域。

3

确保 SMF 服务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client:default 在非
全局区域中处于联机状态
# svcs svc:/application/pkg/zones-proxy-client:default

4

将 VRTSpkgs.p5p 软件包从安装介质中的 pkgs 目录复制到非全局区域（例如
/tmp/install 目录）中。

5

禁用无法访问的发布服务器，因为如果有任何已经添加的存储库无法访问，软
件包安装可能会失败。
# pkg set-publisher --disable <publisher name>

6

在非全局区域中添加一个基于文件的存储库。
# pkg set-publisher -g/tmp/install/VRTSpkgs.p5p Symantec

7

安装必需的软件包。
# pkg install --accept VRTSperl VRTSvlic VRTSvxfs VRTSvcs
VRTSvcsag VRTSvcsea

8

删除非全局区域中的发布服务器。
# pkg unset-publisher Syman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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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除 SMF 服务的状态，因为设置基于文件的存储库会导致 SMF 服务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进入维护状态。
# svcadm clear svc:/application/pkg/system-repository:default

10 启用以前禁用的发布服务器。
# pkg set-publisher --enable <publisher>

注意：注意：在每个非全局区域中执行第 2 步至第 10 步。

在 solaris10 标记区域中手动安装软件包
需要在 solaris10 标记区域中手动安装 SFHA 6.1 软件包。

1

引导区域。

2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 solaris10 标记区域。

3

将 Solaris 10 软件包从安装介质的 pkgs 目录复制到非全局区域（如
/tmp/install 目录）中。

4

在该标记区域中安装以下 SFHA 软件包。
# cd /tmp/install
# pkgadd -d VRTSperl.pkg
# pkgadd -d VRTSvlic.pkg
#
#
#
#
#

pkgadd
pkgadd
pkgadd
pkgadd
pkgadd

-d
-d
-d
-d
-d

VRTSvcs.pkg
VRTSvxfs.pkg
VRTSvcsag.pkg
VRTSvcsea.pkg
VRTSodm.pkg

注意：对每个 Solaris 10 标记区域执行上述所有步骤。
有关对标记区域的支持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虚拟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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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手动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

手动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

在虚拟环境中手动设置非 SCSI-3 防护

手动设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表 16-1 列出了 I/O 防护设置过程中涉及的任务。
表 16-1
任务

参考资料

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标识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请参见第 210 页的“标识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请参见第 122 页的“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设置协调器磁盘组

请参见第 210 页的“设置协调器磁盘组”。

创建 I/O 防护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创建 I/O 防护配置文件”。

修改 SFHA 配置以使用 I/O 防护 请参见第 212 页的“修改 VCS 配置以使用 I/O 防护”。
将 CoordPoint 代理配置为监视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将 CoordPoint 代理配置为监视协调点”。
协调点
验证 I/O 防护配置

请参见第 214 页的“验证 I/O 防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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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通信权限
请确保已安装 SFHA 并已验证磁盘支持 I/O 防护。如果使用 rsh，请删除为节点设
置的临时 rsh 访问权限并恢复与公共网络的连接。
如果节点使用 ssh 进行安全通信，但您临时删除了与公共网络的连接，请还原这些
连接。

标识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请确保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将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参考以下过程，以标识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标识协调器磁盘

1

列出每个节点上的磁盘。
例如，执行以下命令列出磁盘：
# vxdisk -o alldgs list

2

选取三个符合 SCSI-3 PR 标准的共享磁盘作为协调器磁盘。
请参见第 122 页的“检查共享磁盘的 I/O 防护”。

设置协调器磁盘组
在一个节点上，创建名为 vxfencoorddg 的磁盘组。该组必须包含三个磁盘或 LUN。
还必须为协调器磁盘组设置 coordinator 属性。 VxVM 使用该属性来防止将协调器
磁盘重新指派到其他磁盘组。
请注意，如果将协调器磁盘组创建为常规磁盘组，则可以在 Volume Manager 中打
开 coordinator 属性。
有关如何创建磁盘组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
南》。
以下示例过程假设磁盘的设备名称为 c1t1d0s2、c2t1d0s2 和 c3t1d0s2。
创建 vxfencoorddg 磁盘组

1

在任意节点上，通过指定设备名称来创建磁盘组：
# vxdg init vxfencoorddg c1t1d0s2 c2t1d0s2 c3t1d0s2

2

为协调器磁盘组将 coordinator 属性值设置为 on。
# vxdg -g vxfencoorddg set coordinato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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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逐出协调器磁盘组：
# vxdg deport vxfencoorddg

4

使用 -t 选项导入磁盘组，以避免在节点重新启动时将其自动导入：
# vxdg -t import vxfencoorddg

5

逐出磁盘组。逐出磁盘组可防止协调器磁盘另作他用：
# vxdg deport vxfencoorddg

创建 I/O 防护配置文件
设置协调器磁盘组后，必须执行以下操作来配置 I/O 防护：
■

创建 I/O 防护配置文件 /etc/vxfendg

■

更新 I/O 防护配置文件 /etc/vxfenmode

更新 I/O 防护文件并启动 I/O 防护

1

在每个节点上，键入：
# echo "vxfencoorddg" > /etc/vxfendg

请不要在 vxfencoorddg 文本的引号之内使用空格。
此命令会创建 /etc/vxfendg 文件，该文件中包含协调器磁盘组的名称。

2

在所有集群节点上，根据 SCSI-3 机制，键入以下选择之一：
■

对于 DMP 配置：
# cp /etc/vxfen.d/vxfenmode_scsi3_dmp /etc/vxfenmode

■

对于原始设备配置：
# cp /etc/vxfen.d/vxfenmode_scsi3_raw /etc/vxfe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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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检查更新的 /etc/vxfenmode 配置，请在其中一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例
如：
# more /etc/vxfenmode

4

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确保编辑以下文件以将 VXFEN_START 和
VXFEN_STOP 环境变量的值更改为 1：
/etc/default/vxfen

修改 VCS 配置以使用 I/O 防护
添加协调点并配置 I/O 防护后，将 UseFence = SCSI3 集群属性添加到 VCS 配置
文件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如果您将此属性重置为 UseFence = None，则 VCS 在故障转移服务组时不使用 I/O
防护功能。但是，需要单独禁用 I/O 防护。
修改 VCS 配置以启用 I/O 防护

1

保存现有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2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VCS：
# hastop -all

3

要确保高可用性已完全停止，请运行 gabconfig -a。
在命令的输出中，检查端口 h 是否存在。

4

如果 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已运行，请停止 I/O 防护驱动程序。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5

在所有节点上创建 main.cf 文件的备份：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cp main.cf main.o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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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某一节点上，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编辑 main.cf 文件。要修改集群属性
列表，请添加 UseFence 属性并将其值赋为 SCSI3。
cluster clus1(
UserNames = { admin = "cDRpdxPmHpzS."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CounterInterval = 5
UseFence = SCSI3
)

不管防护配置是基于磁盘还是基于服务器，集群级属性 UseFence 的值均设置
为 SCSI3。

7

保存并关闭文件。

8

验证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的语法：
# hacf -verify /etc/VRTSvcs/conf/config

9

使用 rcp 或其他实用程序，将 VCS 配置文件从某一节点（例如 sys1）复制到
其余的集群节点。
例如，在其余的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rcp sys1:/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etc/VRTSvcs/conf/config

10 启动 I/O 防护驱动程序和 VCS。对每个节点执行下列步骤：
■

启动 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启动脚本还会调用 vxfenconfig 命令，将 vxfen 驱动程序配置为启
动并使用 /etc/vxfentab 中列出的协调点。
# svcadm enable vxfen

■

在 main.cf 已修改的节点上启动 VCS。
# /opt/VRTS/bin/hastart

■

当第一个节点上的 VCS 达到 RUNNING 状态时，即在所有其他节点上启动
VCS。
# /opt/VRTS/bin/ha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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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I/O 防护配置
查看 vxfenadm 输出，验证 SCSI-3 磁盘策略是否反映了 /etc/vxfenmode 文件中的
配置。
验证 I/O 防护配置

1

在其中一个节点上，键入：
# vxfenadm -d

如果防护模式是 SCSI3，SCSI3 磁盘策略是 dmp，则会显示类似如下内容的
输出：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Fencing
Fencing
Cluster

Protocol Version: 201
Mode: SCSI3
SCSI3 Disk Policy: dmp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2

请验证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是否使用指定的磁盘。
# vxfenconfig -l

手动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手动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时需要执行的任务包括：
表 16-2

手动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任务

任务

参考资料

准备供 SFHA 集群使用的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215 页的“手动准备供 SF HA 集群使用的 CP 服务
器”。

在客户端节点上手动生成客户端 请参见第 218 页的“在客户端节点上手动生成客户端密钥和
密钥和证书
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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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参考资料

修改 I/O 防护配置文件以配置基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在 SF HA 集群上手动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防护”。
修改 SFHA 配置以使用 I/O 防护 请参见第 212 页的“修改 VCS 配置以使用 I/O 防护”。
配置协调点代理以监视协调点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将 CoordPoint 代理配置为监视协调点”。

验证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配置 请参见第 227 页的“验证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配置”。

手动准备供 SF HA 集群使用的 CP 服务器
使用此过程手动准备供 SF HA 集群或集群使用的 CP 服务器。
表 16-3 显示了此过程中使用的示例值。
表 16-3

过程中的示例值

CP 服务器配置组件

示例名称

CP 服务器

cps1

节点 1 - SF HA 集群

sys1

节点 2 - SF HA 集群

sys2

集群名称

clus1

集群 UUID

{f0735332-1dd1-1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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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配置供 SF HA 集群使用的 CP 服务器

1

确定 SF HA 集群上的集群名称和 UUID。
例如，在其中一个 SF HA 集群节点 (sys1) 上发出以下命令：
# grep cluster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cluster clus1
# cat /etc/vx/.uuids/clusuuid
{f0735332-1dd1-11b2-bb31-00306eea460a}

2

使用 cpsadm 命令可检查 SF HA 集群和节点是否存在于 CP 服务器中。
例如：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a list_nodes
ClusName UUID
Hostname(Node ID) Registered
clus1 {f0735332-1dd1-11b2-bb31-00306eea460a} sys1(0)
0
clus1 {f0735332-1dd1-11b2-bb31-00306eea460a} sys2(1)
0

如果输出未显示集群和节点，请按下一步所述进行添加。
有关 cpsadm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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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SF HA 集群和节点添加到每个 CP 服务器。
例如，在 CP 服务器 (cps1.symantecexample.com) 上发出以下命令以添加集
群：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a add_clus\
-c clus1 -u {f0735332-1dd1-11b2}
Cluster clus1 added successfully

在 CP 服务器 (cps1.symantecexample.com) 上发出以下命令以添加第一个节
点：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a add_node\
-c clus1 -u {f0735332-1dd1-11b2} -h sys1 -n0
Node 0 (sys1) successfully added

在 CP 服务器 (cps1.symantecexample.com) 上发出以下命令以添加第二个节
点：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a add_node\
-c clus1 -u {f0735332-1dd1-11b2} -h sys2 -n1
Node 1 (sys2) successfully added

4

如果要禁用安全性，请将用户名 cpsclient@hostname 添加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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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用户添加到 CP 服务器。
在 CP 服务器 (cps1.symantecexample.com) 上发出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a add_user -e\
cpsclient@hostname\
-f cps_operator -g vx
User cpsclient@hostname
successfully added

6

授权 CP 服务器用户管理 SF HA 集群。必须在 SF HA 集群中为每个节点所对
应的 CP 服务器用户执行此任务。
例如，在 CP 服务器 (cps1.symantecexample.com) 上针对具有两个节点 sys1
和 sys2 的 SF HA 集群 clus1 发出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a\
add_clus_to_user -c clus1\
-u {f0735332-1dd1-11b2}\
-e cpsclient@hostname\
-f cps_operator -g vx
Cluster successfully added to user
cpsclient@hostname privileges.

请参见第 218 页的“在客户端节点上手动生成客户端密钥和证书 ”。

在客户端节点上手动生成客户端密钥和证书
要使用 HTTPS 连接到 CP 服务器的客户端节点必须拥有私钥和由 CP 服务器上的
证书颁布机构 (CA) 签署的证书。
客户端使用其私钥和证书与 CP 服务器建立连接。该密钥和证书必须存在于预定义
位置的节点上。每个客户端都有一个客户端证书和一个 CA 证书供每台 CP 服务器
使用，因此，证书文件必须遵循特定的命名约定。不同的证书名称有助于 cpsadm
命令确定在客户端节点连接到特定的 CP 服务器时必须使用哪些证书。
证书名称的格式必须为：ca_cps-vip.crt 和 client _cps-vip.crt
其中， cps-vip 是 /etc/vxfenmode 文件中列出的 CP 服务器的 VIP 或 FQHN。例
如，如果示例 VIP 为 192.168.1.201，则相应的证书名称为 ca_192.16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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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节点上手动设置证书

1

创建用于存储证书的目录。
# mkdir -p /var/VRTSvxfen/security/keys
/var/VRTSvxfen/security/certs

注意：由于 openssl 实用程序在客户端节点上可能不可用，Symantec 建议使
用 SSH 访问 CP 服务器，以便生成 CP 服务器上的客户端密钥或证书并将证书
复制到每个节点上。

2

生成客户端节点的私钥。
# /usr/bin/openssl genrsa -out client_private.key 2048

3

生成集群的客户端 CSR。CN 是客户端集群的 UUID。
# /usr/bin/openssl req -new -key client_private.key\
-subj '/C=countryname/l=localityname/OU=COMPANY/CN=CLUS_UUID\
-out client_192.168.1.201.csr

其中， countryname 是国家/地区名称， localityname 是城市名称， COMPANY
是公司名称， CLUS_UUID 是证书名称。

4

使用 CA 密钥和 CA 证书生成客户端证书。
# /usr/bin/openssl x509 -req -days days -in
client_192.168.1.201.csr\
-CA /var/VRTScps/security/certs/ca.crt -CAkey\
/var/VRTScps/security/keys/ca.key -set_serial 01 -out
client_192.168.10.1.crt

其中， days 是您希望证书保持有效的天数， 192.168.1.201 是 CP 服务器的
VIP 或 FQHN。

5

将客户端密钥、客户端证书和 CA 证书复制到以下位置的每个客户端节点中。
将客户端密钥复制到 /var/VRTSvxfen/security/keys/client_private.key。
该客户端对所有客户端节点均相同，因此仅需生成一次。
将客户端证书复制到
/var/VRTSvxfen/security/certs/client_192.168.1.201.crt。

将 CA 证书复制到 /var/VRTSvxfen/security/certs/ca_192.168.1.201.crt
注意：将证书和密钥复制到此步骤中所列出位置的所有节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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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客户端节点需要使用 FQHN 和/或主机名访问 CP 服务器，创建所生成证
书的副本并将 VIP 替换为 FQHN 或主机名。确保将这些证书复制到所有节点
中。

7

对每台 CP 服务器重复此过程。

8

将密钥和证书复制到每个客户端节点后，删除 CP 服务器上的客户端密钥和客
户端证书。

在 SF HA 集群上手动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客户端或 SF HA 集群将 CP 服务器用作协调点的配置过程要求编辑 /etc/vxfenmode
文件。
需要编辑此文件来为您的配置指定下列信息：
■

防护模式

■

防护机制

■

防护磁盘策略（如果适用于您的 I/O 防护配置）

■

一个或多个 CP 服务器

■

协调器磁盘组（如果适用于您的 I/O 防护配置）

■

设置协调点的顺序

注意：只要在 I/O 防护配置中将协调器磁盘用作协调点，就必须创建一个磁盘组
(vxfencoorddg)。必须在 /etc/vxfenmode 文件中指定此磁盘组。
请参见第 210 页的“设置协调器磁盘组”。
自定义防护框架也会生成具有协调点（在 /etc/vxfenmode 文件中指定的所有 CP
服务器和磁盘组磁盘）的 /etc/vxfentab 文件。
在 SF HA 集群上手动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1

使用文本编辑器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编辑以下文件：
/etc/default/vxfen

必须将 VXFEN_START 和 VXFEN_STOP 环境变量的值更改为 1。

2

可使用文本编辑器编辑 /etc/vxfenmode 文件值以满足您的配置规范。
■

如果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将单个高可用 CP 服务器用作其仅有的协调点，
请确保在 /etc/vxfenmode 文件中添加 single_cp=1 项。

■

如果您希望 vxfen 模块在网络分裂情形期间使用特定顺序的协调点，请将
vxfen_honor_cp_order 值设置为 1。默认情况下，该参数处于禁用状态。

220

配置 SFHA 集群以确保数据完整性
手动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以下文件输出示例显示了 /etc/vxfenmode 文件所包含的内容：
请参见第 221 页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vxfenmode 文件输出示例”。

3

编辑了 /etc/vxfenmode 文件之后，请运行 vxfen init 脚本以启动防护。
例如：
# svcadm enable vxfen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vxfenmode 文件输出示例
以下是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vxfenmode 文件示例：

#
# vxfen_mode determines in what mode VCS I/O Fencing should work.
#
# available options:
# scsi3
- use scsi3 persistent reservation disks
# customized - use script based customized fencing
# disabled
- run the driver but don't do any actual fencing
#
vxfen_mode=customized
# vxfen_mechanism determines the mechanism for customized I/O
# fencing that should be used.
#
# available options:
# cps
- use a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with optional script
#
controlled scsi3 disks
#
vxfen_mechanism=cps
#
# scsi3_disk_policy determines the way in which I/O fencing
# communicates with the coordination disks. This field is
# required only if customized coordinator disks are being used.
#
# available options:
# dmp - use dynamic multipathing
# raw - connect to disks using the native interface
#
scsi3_disk_policy=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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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curity parameter is deprecated release 6.1 onwards
# since communication with CP server will always happen
# over HTTPS which is inherently secure. In pre-6.1 releases,
# it was used to configure secure communication to the
# cp server using VxAT (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available options:
# 0 - don't use 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for cp server
#
communication
# 1 - use 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for cp server
#
communication
security=1
#
#
#
#
#
#
#
#
#
#
#

vxfen_honor_cp_order determines the order in which vxfen
should use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specified in this file.
available options:
0 - vxfen uses a sorted list of coordination points specified
in this file,
the order in which coordination points are specified does not matter.
(default)
1 - vxfen uses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in the same order they are
specified in this file

# Specify 3 or more odd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in this file,
# each one in its own line. They can be all-CP servers,
# all-SCSI-3 compliant coordinator disks, or a combination of
# CP servers and SCSI-3 compliant coordinator disks.
# Please ensure that the CP server coordination points
# are numbered sequentially and in the same order
# on all the cluster nodes.
#
#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CPS) is specified as follows:
#
# cps<number>=[<vip/vhn>]:<port>
#
# If a CPS supports multiple virtual IPs or virtual hostnames
# over different subnets, all of the IPs/names can be specified
# in a comma separated list as follows:
#
# cps<number>=[<vip_1/vhn_1>]:<port_1>,[<vip_2/vhn_2>]:<port_2>,
...,[<vip_n/vhn_n>]:<port_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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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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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number>
is the serial number of the CPS as a coordination point; must
start with 1.
<vip>
is the virtual IP address of the CPS, must be specified in
square brackets ("[]").
<vhn>
is the virtual hostname of the CPS, must be specified in square
brackets ("[]").
<port>
is the port number bound to a particular <vip/vhn> of the CPS.
It is optional to specify a <port>. However, if specified, it
must follow a colon (":") after <vip/vhn>. If not specified, the
colon (":") must not exist after <vip/vhn>.
For all the <vip/vhn>s which do not have a specified <port>,
a default port can be specified as follows:
port=<default_port>
Where <default_port> is applicable to all the <vip/vhn>s for
which a <port> is not specified. In other words, specifying
<port> with a <vip/vhn> overrides the <default_port> for that
<vip/vhn>. If the <default_port> is not specified, and there
are <vip/vhn>s for which <port> is not specified, then port
number 14250 will be used for such <vip/vhn>s.
Example of specifying CP Servers to be used as coordination points:
port=57777
cps1=[192.168.0.23],[192.168.0.24]:58888,[cps1.company.com]
cps2=[192.168.0.25]
cps3=[cps2.company.com]:59999
In the above example,
- port 58888 will be used for vip [192.168.0.24]
- port 59999 will be used for vhn [cps2.company.com], and
- default port 57777 will be used for all remaining <vip/vhn>s:
[192.168.0.23]
[cps1.company.com]
[192.168.0.25]
- if default port 57777 were not specified, port 1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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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uld be used for all remaining <vip/vhn>s:
[192.168.0.23]
[cps1.company.com]
[192.168.0.25]
SCSI-3 compliant coordinator disks are specified as:
vxfendg=<coordinator disk group name>
Example:
vxfendg=vxfencoorddg
Examples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1. All CP server coordination points
cps1=
cps2=
cps3=
2. A combination of CP server and a disk group having two SCSI-3
coordinator disks
cps1=
vxfendg=
Note: The disk group specified in this case should have two disks
3. All SCSI-3 coordinator disks
vxfendg=
Note: The disk group specified in case should have three disks
cps1=[cps1.company.com]
cps2=[cps2.company.com]
cps3=[cps3.company.com]
port=443

表 16-4 定义了必须进行编辑的 vxfenmode 参数。
表 16-4

vxfenmode 文件参数

vxfenmode 文件参数

说明

vxfen_mode

操作的防护模式。必须将此参数设置为 customized。

vxfen_mechanism

防护机制。此参数定义了用于防护的机制。如果三个协调点之
一是 CP 服务器，则必须将此参数设置为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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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enmode 文件参数

说明

scsi3_disk_policy

将 vxfen 模块配置为使用 DMP 设备 dmp 或底层的原始字符设
备 raw。

注意：会在所有节点上应用配置的磁盘策略。
安全性

从 6.1 版本开始弃用。
由于 CP 服务器和应用集群之间的通信是通过本身就很安全的
HTTPS 协议进行，因此安全参数从版本 6.1 开始弃用。
在 6.1 之前的版本中，安全参数用于通过 VxAT（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选项向 CP 服务器配置安全通信。选
项包括：

cps1、cps2 或 vxfendg

■

0 - 不为 CP 服务器通信使用 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1 - 为 CP 服务器通信使用 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协调点参数。
输入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 FQHN（以能访问的那个为
准）。
cps<number>=[virtual_ip_address/virtual_host_name]：
port
其中： port 是可选的。默认端口值为 443。
如果您在不同的子网上配置了多个虚拟 IP 地址或主机名，则可
以采用逗号分隔值的形式指定它们。例如：
cps1=[192.168.0.23],[192.168.0.24]:58888,
[cps1.company.com]

注意：只要在 I/O 防护配置中使用了协调器磁盘，就必须在
/etc/vxfenmode 文件中创建并指定一个磁盘组 (vxfencoorddg)。
此外，自定义防护框架也会生成指定安全设置和协调点（在
/etc/vxfenmode 文件中指定的所有 CP 服务器和磁盘组磁盘）
的 /etc/vxfentab 文件。
端口

CP 服务器要侦听的默认端口。
如果您没有为单个的虚拟 IP 地址或主机名指定端口号，CP 服
务器会将默认端口号值 443 用于这些单个的虚拟 IP 地址或主
机名。可以使用 port 参数更改默认的端口值。

single_cp

single_cp 参数的值为 1 指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将单个高可用
CP 服务器用作其仅有的协调点。
single_cp 参数的值为 0 指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至少使用三个协
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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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enmode 文件参数

说明

vxfen_honor_cp_order

将该值设置为 1，以便 vxfen 模块在网络分裂情形期间使用特
定顺序的协调点。
默认情况下，该参数处于禁用状态。默认值为 0。

将 CoordPoint 代理配置为监视协调点
下列过程描述如何将 CoordPoint 代理手动配置为监视协调点。
CoordPoint 代理可以监视 CP 服务器和 SCSI-3 磁盘。
有关该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
指南》。
将 CoordPoint 代理配置为监视协调点

1

确保已正确安装 SF HA 集群并已将其配置为启用防护。

2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并行服务组 vxfen，并将 coordpoint 资源添加到 vxfen 服务
组：
#
#
#
#
#
#
#
#
#
#
#
#

3

haconf -makerw
hagrp -add vxfen
hagrp -modify vxfen SystemList sys1 0 sys2 1
hagrp -modify vxfen AutoFailOver 0
hagrp -modify vxfen Parallel 1
hagrp -modify vxfen SourceFile "./main.cf"
hares -add coordpoint CoordPoint vxfen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FaultTolerance 0
hares -override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5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Enabled 1
haconf -dump -makero

配置 vxfen 磁盘组的 Phantom 资源。

#
#
#
#

haconf -makerw
hares -add RES_phantom_vxfen Phantom vxfen
hares -modify RES_phantom_vxfen Enabled 1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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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hares 命令验证 SF HA 集群上代理的状态。例如：
# hares -state coordpoint

以下是此命令及其输出的示例：
# hares -state coordpoint
# Resource
coordpoint
coordpoint

5

Attribute
State
State

System
Value
sys1
ONLINE
sys2
ONLINE

访问引擎日志以查看代理日志。会将代理日志写入引擎日志。
代理日志包含详细的 CoordPoint 代理监视信息；包括关于 CoordPoint 代理是
否能访问所有协调点的信息、用于检查 CoordPoint 代理在哪些协调点上报告
丢失的键的信息，等等。
要查看引擎日志中的调试日志，请使用以下命令更改该节点的 dbg 级别：
# haconf -makerw
# hatype -modify Coordpoint LogDbg 10
# haconf -dump -makero

现在可以在下列位置查看代理日志：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验证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配置
按照下面介绍的过程验证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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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配置

1

验证是否通过运行 vxfenadm 命令成功配置 I/O 防护。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 vxfenadm -d

注意：有关与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配置相关的任何问题的故障排除，请参考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2

验证 I/O 防护是否通过运行 vxfenconfig 命令使用指定的协调点。 例如，运
行以下命令：
# vxfenconfig -l

如果输出显示 single_cp=1，则表明应用集群使用一个 CP 服务器作为基于服
务器防护的单个协调点。

在虚拟环境中手动设置非 SCSI-3 防护
在不符合 SCSI-3 PR 的设置中手动设置 I/O 防护

1

在自定义模式下配置 I/O 防护，且仅将 CP 服务器作为协调点。
请参见第 214 页的“手动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2

确保 SFHA 集群联机，并检查是否已自定义防护模式。
# vxfenadm -d

3

确保集群属性 UseFence 设置为 SCSI3。
# haclus -value UseFence

4

在每个节点上，编辑 /etc/vxenviron 文件，如下所示：
data_disk_fencing=off

5

在每个节点上，编辑 /kernel/drv/vxfen.conf 文件，如下所示：
vxfen_vxfnd_tmt=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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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每个节点上，编辑 /etc/vxfenmode 文件，如下所示：
loser_exit_delay=55
vxfen_script_timeout=25

请参考 /etc/vxfenmode 文件示例。

7

在每个节点上，设置 LLT sendhbcap 计时器参数的值，如下所示：
■

运行以下命令：
lltconfig -T sendhbcap:3000

■

将以下行添加到 /etc/llttab 文件，以便在任何重新启动后更改保持不变：
set-timer senhbcap:3000

8

在任何一个节点上，编辑 VCS 配置文件，如下所示：
■

使 VCS 配置文件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

对于类型为 DiskGroup 的每个资源，将 MonitorReservation 属性的值设置
为 0，并将 Reservation 属性的值设置为 NONE。
# hares -modify <dg_resource> MonitorReservation 0
# hares -modify <dg_resource> Reservation "NONE"

■

运行以下命令验证该值：
# hares -list Type=DiskGroup MonitorReservation!=0
# hares -list Type=DiskGroup Reservation!="NONE"

命令不应列出任何资源。
■

在类型级别上修改 Reservation 属性的默认值。
# haattr -default DiskGroup Reservation "NONE"

■

使 VCS 配置文件成为只读的：
# haconf -dump -makero

9

确保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中的 UseFence 属性设置为 SCSI3。

10 要使这些 VxFEN 更改生效，请停止再重新启动 VxFEN 和依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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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以停止 VCS：
# svcadm disable -t vcs

■

在 VCS 使所有服务脱机后，运行以下命令以停止 VxFEN：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以重新启动 VxFEN 和 VCS：
# svcadm enable vxfen

非 SCSI-3 防护的 /etc/vxfenmode 文件示例
#
# vxfen_mode determines in what mode VCS I/O Fencing should work.
#
# available options:
# scsi3
- use scsi3 persistent reservation disks
# customized - use script based customized fencing
# disabled
- run the driver but don't do any actual fencing
#
vxfen_mode=customized
# vxfen_mechanism determines the mechanism for customized I/O
# fencing that should be used.
#
# available options:
# cps
- use a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with optional script
#
controlled scsi3 disks
#
vxfen_mechanism=cps
#
#
#
#
#
#
#
#
#

scsi3_disk_policy determines the way in which I/O fencing
communicates with the coordination disks. This field is
required only if customized coordinator disks are being used.
available options:
dmp - use dynamic multipathing
raw - connect to disks using the nativ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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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i3_disk_policy=dmp
#
#
#
#
#
#
#
#

Seconds for which the winning sub cluster waits to allow for the
losing subcluster to panic & drain I/Os. Useful in the absence of
SCSI3 based data disk fencing loser_exit_delay=55
Seconds for which vxfend process wait for a customized fencing
script to complete. Only used with vxfen_mode=customized
vxfen_script_timeout=25

# security parameter is deprecated release 6.1 onwards since
# communication with CP server will always happen over HTTPS
# which is inherently secure. In pre-6.1 releases, it was used
# to configure secure communication to the cp server using
# VxAT (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available options:
# 0 - don't use 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for cp server
#
communication
# 1 - use Veritas Authentication Service for cp server
#
communication
security=1
#
#
#
#
#
#
#
#
#
#
#
#
#
#
#
#
#
#
#
#

vxfen_honor_cp_order determines the order in which vxfen
should use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specified in this file.
available options:
0 - vxfen uses a sorted list of coordination points specified
in this file, the order in which coordination points are specified
does not matter.
(default)
1 - vxfen uses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in the same order they are
specified in this file
Specify 3 or more odd number of coordination points in this file,
each one in its own line. They can be all-CP servers, all-SCSI-3
compliant coordinator disks, or a combination of CP servers and
SCSI-3 compliant coordinator disks.
Please ensure that the CP server coordination points are
numbered sequentially and in the same order on all the cluster
nodes.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CPS) is specifi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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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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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number>=[<vip/vhn>]:<port>
If a CPS supports multiple virtual IPs or virtual hostnames
over different subnets, all of the IPs/names can be specified
in a comma separated list as follows:
cps<number>=[<vip_1/vhn_1>]:<port_1>,[<vip_2/vhn_2>]:<port_2>,
...,[<vip_n/vhn_n>]:<port_n>
Where,
<number>
is the serial number of the CPS as a coordination point; must
start with 1.
<vip>
is the virtual IP address of the CPS, must be specified in
square brackets ("[]").
<vhn>
is the virtual hostname of the CPS, must be specified in square
brackets ("[]").
<port>
is the port number bound to a particular <vip/vhn> of the CPS.
It is optional to specify a <port>. However, if specified, it
must follow a colon (":") after <vip/vhn>. If not specified, the
colon (":") must not exist after <vip/vhn>.
For all the <vip/vhn>s which do not have a specified <port>,
a default port can be specified as follows:
port=<default_port>
Where <default_port> is applicable to all the <vip/vhn>s for which a
<port> is not specified. In other words, specifying <port> with a
<vip/vhn> overrides the <default_port> for that <vip/vhn>.
If the <default_port> is not specified, and there are <vip/vhn>s for
which <port> is not specified, then port number 14250 will be used
for such <vip/vhn>s.
Example of specifying CP Servers to be used as coordination points:
port=57777
cps1=[192.168.0.23],[192.168.0.24]:58888,[cps1.company.com]
cps2=[192.168.0.25]
cps3=[cps2.company.com]: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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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the above example,
- port 58888 will be used for vip [192.168.0.24]
- port 59999 will be used for vhn [cps2.company.com], and
- default port 57777 will be used for all remaining <vip/vhn>s:
[192.168.0.23]
[cps1.company.com]
[192.168.0.25]
- if default port 57777 were not specified, port 14250 would be
used for all remaining <vip/vhn>s:
[192.168.0.23]
[cps1.company.com]
[192.168.0.25]
SCSI-3 compliant coordinator disks are specified as:
vxfendg=<coordinator disk group name>
Example:
vxfendg=vxfencoorddg
Examples of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1. All CP server coordination points
cps1=
cps2=
cps3=
2. A combination of CP server and a disk group having two SCSI-3
coordinator disks
cps1=
vxfendg=
Note: The disk group specified in this case should have two disks
3. All SCSI-3 coordinator disks
vxfendg=
Note: The disk group specified in case should have three disks
cps1=[cps1.company.com]
cps2=[cps2.company.com]
cps3=[cps3.company.com]
port=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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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执行集中安装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Deployment Server

■

如何安装部署脚本

■

部署管理概述

■

设置 Deployment Server

■

设置部署首选项

■

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命令行选项指定非默认存储库位置

■

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命令行选项加载和下载最新的版本信息

■

查看或下载可用版本映像

■

查看或删除存储在存储库中的存储库映像

■

将 Symantec 产品更新部署到环境

■

了解您拥有的版本以及可能需要进行的升级或更新

■

部署特定 Symantec 版本

■

在不能访问 Internet 的系统上更新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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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eployment Server
利用 Deployment Server，可以在一个中央位置存储多个版本映像，并将这些映像
部署到任何受支持平台的系统中。如果有多个版本或多个平台要执行安装或升级，
可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如表 17-1 中所述，Deployment Server 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中添加了下列功能。
表 17-1

Deployment Server 功能

功能

说明

版本检查

■

查找系统上安装的软件包和修补程序，并指示已安装的产品和版本

■

指示已安装的修补程序

■

■

指示对系统的基础、维护和修补程序级升级并提供资源以供下载维
护和修补程序版本
查询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的最新更新

■

允许您查看可用版本和存储的版本

■

从 SORT 下载版本映像

■

从以下资源中加载预下载的映像：SORT 和 FileConnect

■

删除版本映像

■

选择存储在存储库中的版本，并将其安装在选定系统中

■

自动加载适用于该版本的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

为防火墙后的系统下载、加载版本表更新和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更
新
定义或重新设置程序设置

版本映像管理

安装或升级系统

更新元数据和首选
项

■

注意：Deployment Server 仅适用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而不适用于基于 web 的
安装程序。

如何安装部署脚本
部署脚本是用于管理 Deployment Server 的实用程序。
可以通过以下任一方式获取部署脚本：
■

手动安装部署脚本。

■

在安装至少一个 Symantec 6.1 产品之后运行部署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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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VRTSperl 和 VRTSsfcpi<version>软件包 包含在所有 Storage Foundation
(SF) 产品中，因此通过任何 Symantec 6.1 产品都能访问部署脚本。
手动安装部署脚本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装入安装介质。

3

对于 Solaris 10，移至光盘的顶层目录。
# cd /cdrom/cdrom0

4

对于 Solaris 10，导航到以下目录：
# cd pkgs

5

对于 Solaris 10，运行以下命令，以安装 VRTSperl 和 VRTSsfcpi<version>
软件包:
# pkgadd -d ./VRTSperl.pkg VRTSperl
# pkgadd -d ./VRTSsfcpi<version>.pkg VRTSsfcpi<version>

6

对于 Solaris 11，移至光盘的顶层目录。
# cd /cdrom/cdrom0

7

对于 Solaris 11，导航到以下目录：
# cd pkgs

8

对于 Solaris 11，运行以下命令，以安装 VRTSperl 和 VRTSsfcpi<version>
软件包:
# pkg install --accept -g ./VRTSpkgs.p5p VRTSperl VRTSsfcpi<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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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部署脚本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导航到以下目录：
# cd /opt/VRTS/install

运行部署脚本。

3

# ./deploy_sfha

部署管理概述
获得和安装 Deployment Server 并定义中央存储库后，可以开始从该存储库管理您
的部署。 可以在您的 Deployment Server 中加载并存储最高到版本 5.1 的 Symantec
产品的产品映像。 Deployment Server 是存储和管理您的产品更新的中央安装服务
器。
请参见第 236 页的“如何安装部署脚本”。
设置和管理您的存储库涉及下列任务：
■

设置 Deployment Server。
请参见第 238 页的“设置 Deployment Server”。

■

了解您安装了哪些产品，以及您可能需要进行哪些升级或更新。
请参见第 244 页的“查看或下载可用版本映像”。

■

将版本映像添加到您的 Deployment Server。
请参见第 244 页的“查看或下载可用版本映像”。

■

从您的 Deployment Server 删除版本映像。
请参见第 247 页的“查看或删除存储在存储库中的存储库映像”。

以后设置您的存储库时，可以将其用于将 Symantec 产品部署到环境中的其他系统。
请参见第 250 页的“将 Symantec 产品更新部署到环境”。

设置 Deployment Server
对于大规模部署，Symantec 建议您设置专用 Deployment Server 管理产品更新。
Deployment Server 可用于执行下列任务：
■

从中央存储库目录下载和存储 Symantec 最新升级和更新的版本映像。

■

通过访问存储在中央存储库内的版本映像直接安装和更新系统（直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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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异构推送安装（从 Deployment Server 将 Symantec 产品安装到运行所支
持的任何平台的系统）。
注意：版本 6.1 和更高版本的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支持从一个操作系统节点安装
到不同操作系统上。 所以，只有版本 6.1 和更高版本支持异构推送安装。 若要
进行产品版本 5.1、6.0 或者 6.0.1 的推送安装，您必须对每个操作系统单独设
置 Deployment Server。

■

在存储库目录中创建文件共享提供了一个便利的中央位置，供运行所支持的所
有平台的系统安装最新的 Symantec 产品和更新。

在 Deployment Server 上创建中央存储库，存储和管理下列类型的 Symantec 版
本：
■

基础版本。所有 Symantec 产品都有这些主要版本和次要版本。 它们包含新的
功能，您能从 FileConnect 下载它们。

■

维护版本。所有 Symantec 产品都有这些版本。 它们包含错误修复和数量有限
的新功能，您能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网站下载它
们。

■

修补程序。这些版本包含对特定产品的修复，您能从 SORT 网站下载它们。

注意：可以使用版本中包含的安装脚本部署所有 SFHA 的基础版本和维护版本。 修
补程序一般是手动安装，不过，从版本 6.1 开始，安装脚本中包括了修补程序版本。
您所设置的部署服务器既可以具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也可以没有 Internet 访问权
限。
■

如果设置可以访问 Internet 的 Deployment Server，您能直接从 Symantec 下载
SFHA 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 然后，可以将它们部署到您的系统。
“设置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的 Deployment Server”一节

■

如果设置没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的 Deployment Server，可以在有 Internet 访问
权限的另一个系统上从 Symantec 下载 SFHA 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 然后，您
能分别将这些映像加载到 Deployment Server。
“设置没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的 Deployment Server”一节

设置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的 Deployment Server
图 17-1 显示了可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直接从 Symantec 下载产品映像的
Deployment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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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的 Deployment Server 示例

设置没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的 Deployment Server
图 17-2 显示了没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的 Deployment Server。 在此情形中，是从
另一个系统下载版本映像和元数据更新。 然后，它们被复制到对 Deployment Server
可用的文件位置，并且被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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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

没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的 Deployment Server 示例

设置部署首选项
您可以设置首选项，以管理版本 5.1 之后的产品部署。
注意：您可以选择选项 T（“Terminology and Usage (术语及用法)”） 以获取有
关 Deployment Server 术语及用法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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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部署首选项

1

启动 Deployment Server。
# /opt/VRTS/install/deploy_sfha

将看到下列输出：
Task Menu:
R)
V)
U)
?)

Manage Repository Images
Version Check Systems
Upgrade/Install Systems
Help

M)
S)
T)
Q)

Update Metadata
Set Preferences
Terminology and Usage
Quit

Enter a Task: [R,M,V,S,U,T,?,Q]

2

选择选项 S，“Set Preferences (设置首选项)”。

3

在当前首选项页中，选择选项 S，“Set Preferences (设置首选项)”。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设置默认存储库，请输入 1。然后输入要存储下载内容的存储库名称。例
如，输入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ProductDownloads

如果指定的存储库替换了之前的存储库，安装程序会询问您是否要将所有
文件移动到新的存储库。要将文件移动到新的存储库，请输入 y。
■

要设置用于保存或删除 tar 文件的选项，请输入 2。在出现提示时，如果您
要在解压缩 tar 文件后将其保存，请输入 y。或者，如果您要在解压缩 tar
文件后将其删除，请输入 n。
默认情况下，安装程序不会在解压缩版本后删除 tar 文件。

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命令行选项指定非默认存储
库位置
可以使用命令行选项指定已在系统首选项中设置的默认值以外的其他存储库位置。
命令行选项主要用于在一个不同的存储库位置安装版本映像。使用命令行选项时，
在脚本执行期间使用指定的存储库文件夹，而不使用默认文件夹。使用命令行选项
不会覆盖通过“Set Preference (设置首选项)”菜单项设置的存储库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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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命令行选项指定非默认存储库位置
◆

要指定一个非默认的存储库位置，请在命令行上输入以下内容：
# ./deploy_sfha -repository repository_path

其中： repository_path 是存储库的首选位置。

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命令行选项加载和下载最新
的版本信息
可以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命令行选项执行下列操作：
■

使用 deploy_sfha 命令在系统上加载最新的 SF 版本信息和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而无需访问 Internet。

■

从 SORT 站点下载包含最新 SF 版本信息和安装程序修补程序的 .tar 文件。此
.tar 文件用于通过 deploy_sfha -load_metadata 命令更新系统中的版本信
息，而无需访问 Internet。

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命令行选项加载最新的 SF 版本信息和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而无需访问 Internet
◆

在命令行中输入以下命令：
# ./deploy_sfha -load_metadata metadata_tar_file

其中： metadata_tar_file 是您要加载最新 SF 版本信息和安装程序修补程序的
元数据 tar 文件的名称。
可以从 SORT 站点下载 .tar 文件，网址为：
https://sort.symantec.com/support/related_links/offline-release-updates
也可以通过从具有 Internet 访问权限且能连接到 SORT 站点的系统运行
deploy_sfha -download_metadata 命令来进行创建。
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命令行选项从 SORT 站点下载最新的 SF 版本信息和安装
程序修补程序
◆

在命令行中输入以下命令：
# ./deploy_sfha -download_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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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或下载可用版本映像
可以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很方便地查看或下载可部署在您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
上的 SFHA 版本映像。
注意：如果您可以访问 Internet，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通信，可获得最新的版本信息。 如果您无法访问 Internet，会引用静态版本表文件，
但可能不包括最近的更新。
请参见第 253 页的“在不能访问 Internet 的系统上更新版本信息”。
查看或下载可用的版本映像

1

启动 Deployment Server。
# /opt/VRTS/install/deploy_sfha

将看到下列输出：
Task Menu:
R)
V)
U)
?)

Manage Repository Images
Version Check Systems
Upgrade/Install Systems
Help

M)
S)
T)
Q)

Update Metadata
Set Preferences
Terminology and Usage
Quit

Enter a Task: [R,M,V,S,U,T,?,Q]

2

选择选项 R，“Manage Repository Images (管理存储库映像)”。
将看到下列输出：
1)
2)
3)
b)

View/Download Available Releases
View/Remove Repository Images
Load a Release Image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option you would like to perform [1-3,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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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选项 1，“View/Download Available Releases (查看/下载可用版本)”，
以查看或下载您的系统上当前已安装的版本。
您会看到平台和版本级别列表。
To view or download available releases, the platform type and release
level type must be selected.
1)
3)
5)
7)
9)
11)
13)

AIX 5.3
AIX 7.1
RHEL5 x86_64
SLES10 x86_64
Solaris 9 Sparc
Solaris 10 x64
Solaris 11 x64

2)
4)
6)
8)
10)
12)
b)

AIX 6.1
HP-UX 11.31
RHEL6 x86_64
SLES11 x86_64
Solaris 10 Sparc
Solaris 11 Sparc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platform of the release to view/download [1-13,b,q]

4

选择您要获得版本映像信息的版本级别。 输入您需要的平台。
您会看到 Symantec 版本级别的选项。
1)
2)
3)
b)

Base
Maintenance
Hot Fix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level of the <platform> releases to view/download
[1-3,b,q,?]

5

选择您要查看的版本类型（基础、维护或修补程序）对应的编号。
您会看到可以下载的版本列表。

Available Maintenance releases for sol10_sparc:
release_version SORT_release_name
DL OBS AI rel_date
size_KB
========================================================================
5.1SP1PR2RP2 sfha-sol10_sparc-5.1SP1PR2RP2 - Y
Y 2011-09-28 145611
5.1SP1PR2RP3 sfha-sol10_sparc-5.1SP1PR2RP3 - Y
Y 2012-10-02 153924
5.1SP1PR2RP4 sfha-sol10_sparc-5.1SP1PR2RP4 - - 2013-08-21 186859
5.1SP1PR3RP2 sfha-sol10_sparc-5.1SP1PR3RP2 - Y
Y 2011-09-28 145611
5.1SP1PR3RP3 sfha-sol10_sparc-5.1SP1PR3RP3 - Y
Y 2012-10-02 153924
5.1SP1PR3RP4 sfha-sol10_sparc-5.1SP1PR3RP4 - - 2013-08-21 186859
6.0RP1
sfha-sol10_sparc-6.0RP1
Y - 2012-03-22 24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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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sfha-sol10_sparc-6.0.3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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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he release_version to view details about a release or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b,q,?]

以下是对列标题的说明：

6

■

release_version：发布的版本。

■

SORT_release_name：版本的名字，访问 SORT (https://sort.symantec.com)
时使用。

■

DL：指示此版本已存在于您的存储库中。

■

OBS：指示此版本已过时，被另一更高版本替代。

■

AI：指示此版本有脚本安装功能。 所有基础和维护版本都有自动安装功能。
修补程序版本从版本 6.1 开始提供了自动安装功能，早期版本的修补程序要
求手动安装。

■

rel_date：此版本的可用日期。

■

size_KB：版本的文件大小 (KB)。

如果您希望查看任何版本的更多详细信息，请键入发行版本。 例如，输入以下
命令：
6.0.3

将看到下列输出：

release_version: 6.0.3
release_name: sfha-sol10_sparc-6.0.3
release_type: MR
release_date: 2013-02-01
downloaded: Y
install_path: sol10_sparc/installmr
upload_location: ftp://ftp.veritas.com/pub/support/patchcentral
/Solaris/6.0.3/sfha/sfha-sol10_sparc-6.0.3-patches.tar.gz
obsoletes: 6.0.1.200-fs,6.0.1.200-vm,6.0.1.300-fs
obsoleted_by: None
Would you like to download this patch? [y,n,q] (y) n
Enter the release_version to view the details about a release or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b,q,?]

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执行集中安装
查看或删除存储在存储库中的存储库映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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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需要查看详细信息，可按 Enter。
您会看到下列问题：
Would you like to download a sol10_sparc Maintenance Release Image?
[y,n,q] (n) y

如果您选择 y，您会看到当前不在存储库中的所有版本的菜单。

1)
2)
3)
4)
5)
b)

5.1SP1PR1RP2
5.1SP1PR1RP4
6.0RP1
All non-obsoleted releases
All releases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patch release to download, 'All non-obsoleted releases' to
download all non-obsoleted releases, or 'All releases' to download
all releases [1-5,b,q] 3

8

选择与您要下载的版本相对应的编号。 可以下载单一版本、所有未过时的版本
或者所有版本。
所选的版本映像下载到 Deployment Server。

Downloading sfha-sol10_sparc-6.0RP1 from SORT - https://sort.symantec.com
Downloading 215118373 bytes (Total 215118373 bytes [205.15 MB]): 100%
Untarring sfha-sol10_sparc-6.0RP1 .............................................. Done
sfha-sol10_sparc-6.0RP1 has been downloaded successfully.

9

从这个菜单选择选项 2，“View/Remove Repository Images (查看/删除存储
库映像)”，按照提示检查版本映像已加载。
请参见第 244 页的“查看或下载可用版本映像”。

查看或删除存储在存储库中的存储库映像
可以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轻松查看或删除存储在存储库中的版本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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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或删除存储在存储库中的版本映像

1

启动 Deployment Server。
# /opt/VRTS/install/deploy_sfha

将看到下列输出：
Task Menu:
R)
V)
U)
?)

Manage Repository Images
Version Check Systems
Upgrade/Install Systems
Help

M)
S)
T)
Q)

Update Metadata
Set Preferences
Terminology and Usage
Quit

Enter a Task: [R,M,V,S,U,T,?,Q]

2

选择选项 R，“Manage Repository Images (管理存储库映像)”。
将看到下列输出：
1)
2)
3)
b)

View/Download Available Releases
View/Remove Repository Images
Load a Release Image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option you would like to perform [1-3,b,q,?]

3

选择选项 2“View/Remove Repository Images (查看/删除存储库映像)”，
查看或删除当前安装在系统中的版本映像。
如果您已下载此平台上的对应基础、维护或修补程序版本，则会看到平台和版
本级别的列表。
To view or remove repository images, the platform type and
release level type must be selected.
1)
3)
5)
7)
9)
11)
13)

AIX 5.3
AIX 7.1
RHEL5 x86_64
SLES10 x86_64
Solaris 9 Sparc
Solaris 10 x64
Solaris 11 x64

2)
4)
6)
8)
10)
12)
b)

AIX 6.1
HP-UX 11.31
RHEL6 x86_64
SLES11 x86_64
Solaris 10 Sparc
Solaris 11 Sparc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platform of the release to view/remove [1-13,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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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您要获得版本映像信息的版本级别。 输入您需要的平台。
如果已下载对应的基础、维护或修补程序版本，则会看到 Symantec 版本级别
选项。
1)
2)
3)
b)

Base
Maintenance
Hot Fix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level of the <platform> releases to view/remove
[1-3,b,q]

5

选择要查看或删除的版本类型（基础、维护或修补程序）对应的编号。
您将看到存储在存储库中的版本的列表。
Stored Repository Releases:
release_version SORT_release_name
OBS AI
================================================
6.0RP1
sfha-sol10_sparc-6.0RP1
Y
6.0.3
sfha-sol10_sparc-6.0.3
Y

6

如果要查看存储库中所存储的版本映像的更多详细信息，请键入版本。例如，
输入以下命令：
6.0.3

7

如果不需要查看详细信息，可按 Enter。
您会看到下列问题：

Would you like to remove a sol10_sparc Maintenance Release Image?
[y,n,q] (n) y

如果选择 y，则会看到一个菜单，其中包含存储库中所存储的与选定平台和版
本级别相符的所有版本。

1)
2)
b)

6.0RP1
6.0.3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patch release to remove [1-2,b,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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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入待删除版本对应的编号。
版本映像即会从 Deployment Server 中删除。

Removing sfha-sol10_sparc-6.0RP1-patches ...................... Done
sfha-sol10_sparc-6.0RP1-patches has been removed successfully.

9

从菜单中选择选项 2“View/Remove Repository Images (查看/删除存储库映
像)”，然后按照提示确认版本映像是否已删除。
请参见第 244 页的“查看或下载可用版本映像”。

将 Symantec 产品更新部署到环境
在服务器上安装至少一个 Symantec 6.1 产品后，可以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将
版本映像部署到环境中的系统，方法如下：
■

如果您不确定将要部署的更新，请执行版本检查。版本检查会告知您在您的系
统上是否存在任何已安装的 Symantec 产品。它会提供推荐的修补程序和维护版
本，并且给予您安装更新的选项。
请参见第 250 页的“了解您拥有的版本以及可能需要进行的升级或更新”。

■

如果您知道要在系统上部署的更新，请使用升级/安装系统脚本来部署特定的
Symantec 版本。
请参见第 252 页的“部署特定 Symantec 版本”。

了解您拥有的版本以及可能需要进行的升级或更新
使用版本检查脚本确定您需要部署哪个 Symantec 产品。 如果您不确定已经安装了
哪个版本，或者要了解可用的版本，就可以使用版本检查脚本。
版本检查脚本提供下列信息：
■

已安装的产品及其版本（基础、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

■

已安装的软件包（必需和可选）

■

相对于这个系统上安装的版本的可用版本（基础、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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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要部署的 Symantec 产品更新

1

启动 Deployment Server。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deploy_sfha

将看到下列输出：
Task Menu:
R)
V)
U)
?)

Manage Repository Images
Version Check Systems
Upgrade/Install Systems
Help

M)
S)
T)
Q)

Update Metadata
Set Preferences
Terminology and Usage
Quit

Enter a Task: [R,M,V,S,U,T,?,Q]

2

选择选项 V，“Version Check Systems (对系统进行版本检查)”。

3

在出现提示时，请输入要检查的系统的系统名称。 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sys1

您会看到已安装的 软件包 的输出;（必需、可选或缺失）。
您会看到可以下载的版本列表。
Available Base Releases for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6.0.1:
None
Available Maintenance Releases for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6.0.1:
release_version SORT_release_name
DL OBS AI rel_date
size_KB
===================================================================
6.0.3
sfha-sol10_sparc-6.0.3 Y - 2013-02-01 212507
Available Public Hot Fixes for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6.0.1:
release_version SORT_release_name
DL OBS AI rel_date
size_KB
=====================================================================
6.0.1.200-fs
fs-sol10_sparc-6.0.1.200 - Y
- 2012-09-20 14346
6.0.1.200-vm
vm-sol10_sparc-6.0.1.200 - Y
- 2012-10-10 47880
Would you like to download the available Maintenance or Public Hot
Fix releases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the repository? [y,n,q]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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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您要下载其中任一个可用的维护版本或修补程序，请输入 y。

5

如果您没有为下载的版本设置默认存储库，安装程序会提示您选择目录。 （您
也能在“Set Preferences (设置首选项)”中设置默认存储库）。
请参见第 241 页的“设置部署首选项”。
您还能使用命令行指定非默认的存储库位置。
请参见第 242 页的“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命令行选项指定非默认存储库位
置”。

6

选择下载产品的选项。

此安装程序会下载您指定的版本，并且将它们存储在存储库中。

部署特定 Symantec 版本
在服务器上安装至少一个 Symantec 6.1 产品之后，您能使用 Deployment Server
部署前溯到版本 5.1 的获许可的 Symantec 产品。如果您知道要安装哪个产品版本，
请按照此部分的步骤安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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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特定 Symantec 版本

1

从安装 Symantec 产品的目录（版本 6.1 或更高版本），启动带升级版的
Deployment Server 并且安装系统选项。 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deploy_sfha

将看到下列输出：
Task Menu:
R)
V)
U)
?)

Manage Repository Images
Version Check Systems
Upgrade/Install Systems
Help

M)
S)
T)
Q)

Update Metadata
Set Preferences
Terminology and Usage
Quit

Enter a Task: [R,M,V,S,U,T,?,Q]

2

选择选项 U，“Upgrade/Install Systems (升级/安装系统)”。
将看到下列输出：

1)
2)
3)
4)
b)

AIX 5.3
AIX 6.1
AIX 7.1
RHEL5 x86_64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the platform of the available release(s) to be
upgraded/installed [1-4,b,q,?]

3

为您要部署的版本选择与平台相应的编号。 例如，为 RHEL5 x86_64 版本或
AIX 6.1 版本选择相应的编号。

4

选择 Symantec 产品版本。
会执行安装脚本，此版本会部署在指定的服务器上。

在不能访问 Internet 的系统上更新版本信息
当您安装 Deployment Server 时，安装包含产品的元数据（其中包括 Symantec 相
关信息）以及覆盖所有产品和平台的所有早期基础版本、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版
本。如果您的系统能够访问 Internet，版本表信息将在每次使用时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站点自动更新。如果您的系统位于防火墙之
后，将无法获得这些更新，最终版本表将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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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不能访问 Internet 的系统上更新版本信息，您可以下载包含所有最新版本表的
.tar 文件 (deploy_sfha.tar)。然后，将其加载到 Deployment Server。可从 SORT
站点获取每天更新的 deploy_sfha.tar 文件，并且通常每个星期会有多个版本更
新保存在这些更新中。
“从 SORT 站点下载 .tar 文件。”一节
“将版本和修补程序加载到 Deployment Server。”一节

从 SORT 站点下载 .tar 文件。
要获取包含版本更新的 .tar 文件，最简单的方法是从 SORT 网站下载一个副本。
从 SORT 站点下载 .tar 文件

1

导航至以下链接：
https://sort.symantec.com/support/related_links/offline-release-updates

2

单击 deploy_sfha.tar [Download]。

3

将文件保存到您的桌面。

将版本和修补程序加载到 Deployment Server。
在此过程中，启用 Internet 的系统是将 deploy_sfha.tar 文件下载到的系统。
将版本和修补程序加载到 Deployment Server

1

在启用 Internet 的系统上，将您下载的 deploy_sfha.tar 文件复制到
Deployment Server 可以访问的位置。

2

在 Deployment Server 上，切换到安装目录。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 cd /opt/VRTS/install/

3

运行部署脚本。输入以下命令：
# ./deploy_sfha

4

选择选项 M，“Update Metadata (更新元数据)”，然后输入 deploy_sfha.tar
文件（安装程序将其称为“元数据 tar 文件”）的位置。
Enter the location of the meta-data tar file: [b]
(/opt/VRTS/install/deploy_sfha.tar)

例如，请输入元数据 tar 文件的位置：
/tmp/deploy_sfh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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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SFHA 的升级

■

18. 计划升级 SFHA

■

19. 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20. 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

■

21. 对 SFHA 执行分阶段升级

■

22. 使用响应文件执行自动 SFHA 升级

■

23. 使用 LiveUpgrade 升级 SFHA

■

24. 执行升级后任务

8

18
计划升级 SFHA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SFHA 的升级方法

■

针对 SFHA 6.1 的受支持升级路径

■

在配置有 Oracle 资源的系统上将 SFHA 升级到 6.1 的注意事项

■

关于在根磁盘已封装时使用安装程序升级

■

准备升级 SFHA

■

使用“安装捆绑”同时安装或升级基础版本、维护修补程序和修补程序

SFHA 的升级方法
Symantec 提供多种不同的升级方法。您需要根据自己的环境、专业技能以及所需
的停机时间，确定最适合的升级方法。
表 18-1

查看此表以确定您要如何执行升级

升级类型和注意事项

可用的升级方法

典型升级 - 使用 Symantec 提供的工具，或者 基于脚本的升级 - 可以使用此方法为支持的升
手动执行升级。服务器需要一段停机时间。 级路径升级
基于 Web 的升级 - 可以使用此方法为支持的
升级路径升级
手动升级 - 可以使用此方法在前一个版本的基
础上升级
响应文件升级 - 可以使用此方法从支持的升级
路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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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类型和注意事项

可用的升级方法

滚动升级 - 使用 Symantec 提供的工具，或者 基于脚本的升级 - 可以使用此方法在前一个版
手动执行升级。需要最短的服务器停机时间。 本的基础上升级
基于 Web 的升级 - 可以使用此方法在前一个
版本的基础上升级
分阶段升级 - 使用 Symantec 提供的工具和一 包含一些手动步骤的基于脚本的升级 - 可以使
些手动步骤。需要的服务器停机时间比常规 用此方法在前一个版本的基础上升级
升级短。
基于 Web 的升级 - 可以使用此方法在前一个
版本的基础上升级
本机操作系统升级 - 使用操作系统随附的升级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方法
软件。请注意，并非所有操作系统都支持本
操作系统升级
机升级。
从任何支持的 UNIX 或 Linux 平台升级到任何 Deployment Server
其他支持的 UNIX 或 Linux 平台。
请参见第 236 页的“关于 Deployment Server”。
同时升级基础版本、维护修补程序和修补程
序。

安装捆绑
请参见第 272 页的“使用“安装捆绑”同时安装或
升级基础版本、维护修补程序和修补程序”。

针对 SFHA 6.1 的受支持升级路径
以下各表说明了如何升级到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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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2

使用基于脚本或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进行 Solaris SPARC 上的
升级

Symantec 产
品版本

Solaris 8 或更 Solaris 9
早版本

3.5

将操作系统至少
升级到 Solaris
10 Update 9、
10 或 11，然后
将产品升级到
5.0 MP3。使用
安装程序脚本升
级到 6.1。

将操作系统至少 不适用
升级到 Solaris
10 Update 9、
10 或 11，然后
将产品升级到
5.0 MP3。使用
安装程序脚本升
级到 6.1。

注意：对于

注意：对于

Symantec 产品
版本 3.5，在升
级到 5.0 MP3 之
前先升级到 3.5
MP4。对于
Symantec 产品
版本 4.0 和 4.0
MP1，在升级到
5.0 MP3 之前先
升级到 4.0
MP2。

Symantec 产品
版本 3.5，在升
级到 5.0 MP3 之
前先升级到 3.5
MP4。对于
Symantec 产品
版本 4.0 和 4.0
MP1，在升级到
5.0 MP3 之前先
升级到 4.0
MP2。

将操作系统至少
升级到 Solaris
10 Update 9、
10 或 11，然后
将产品升级到
5.0 MP3。使用
安装程序脚本升
级到 6.1。

将操作系统至少
升级到 Solaris
10 Update 9、
10 或 11，然后
将产品升级到
5.0MP3。使用
安装程序脚本升
级到 6.1。

将操作系统至少
升级到 Solaris
10 Update 9、
10 或 11。使用
安装程序脚本升
级到 6.1。

将操作系统至少 使用安装程序脚 不适用
升级到 Solaris 本直接升级到
10 Update 9、 6.1。
10 或 11。使用
安装程序脚本升
级到 6.1。

3.5 MP4
4.0
4.0 MP1
4.0 MP2

4.1
4.1 MP1
4.1 MP2
5.0
5.0 MP1

5.0 MP3
5.0 MP3 RPx

Solaris 10

Solaris 11
不适用

将产品升级到
不适用
5.0 MP3。使用
安装程序脚本升
级到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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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产
品版本

Solaris 8 或更 Solaris 9
早版本

5.1

不适用

将操作系统至少 使用安装程序脚 不适用
升级到 Solaris 本直接升级到
10 Update 9、 6.1。
10 或 11。使用
安装程序脚本升
级到 6.1。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安装程序脚 不适用
本直接升级到
6.1。

6.0 PR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0.1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安装程序脚 将操作系统升级到
本直接升级到
SRU 11.1.x.y.z，然
6.1。
后使用安装程序脚本
升级到 6.1。

5.1 RPx
5.1 SP1
5.1 SP1 RPx
6.0
6.0 RP1

6.0.3

Solaris 10

Solaris 11

将操作系统升级到
SRU 11.1.x.y.z，然
后使用安装程序脚本
升级到 6.1。

注意：此表中支持的存储库更新 (SRU) 数字代表
Release.Update.SRU.Build.Respin。

注意：对于支持的存储库更新 (SRU) 11.0.x.y.z 上的 6.0.1 或 6.0 PR1 升级，请使
用分阶段升级而不是滚动升级。

注意：从 Solaris 版本 11.1 开始，DMP 本机支持提供对 ZFS 根设备的支持。在
Solaris 11.1 或更高版本上，如果启用 DMP 本机支持，则升级 SFHA 将自动启用
ZFS 根支持。但是，如果您从先前的 Solaris 版本升级到 Solaris 11.1，将不会自动
启用对 ZFS 根设备的 DMP 支持。您必须明确启用支持。

在配置有 Oracle 资源的系统上将 SFHA 升级到 6.1
的注意事项
如果计划升级在配置有 Oracle 资源的系统上运行的 SFHA，请在开始升级之前将
MonitorOption 属性设置为 0（零）。如果使用产品安装程序进行滚动升级，则安
装程序会通过脚本将 MonitorOption 设置为 0。在手动升级过程中，必须使用 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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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将 MonitorOption 值设置为 0。升级完成后，调用 build_oraapi.sh 脚本，
然后将 MonitorOption 设置为 1 以启用 Oracle 运行状况检查。
有关启用 Oracle 运行状况检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安装和配置指南》。

关于在根磁盘已封装时使用安装程序升级
在早期 SFHA 版本中，当升级包含已封装的根磁盘的系统时，必须首先解除封装。
升级到 SFHA 6.1 时，不再需要执行此操作，如下表所示。
表 18-3

在根磁盘已封装时使用安装程序升级

起始版本

结束版本

所需操作

5.0 MP3 RPx

6.1

不要解除封装。安装程序将正
常运行。在升级后重新启动。

5.1 或 5.1 RPx

6.1

不要解除封装。安装程序将正
常运行。在升级后重新启动。

5.1 SP1 或 5.1 SP1 RPx

6.1

不要解除封装。安装程序将正
常运行。在升级后重新启动。

6.0 或 6.0 RPx

6.1

不要解除封装。安装程序将正
常运行。在升级后重新启动。

6.0.1 或 6.0.3

6.1

不要解除封装。安装程序将正
常运行。在升级后重新启动。

准备升级 SFHA
升级之前，需要准备系统和存储。查看以下过程并执行相应的任务。

准备进行升级
执行升级前，请完成下列任务：
■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Symantec 技术支持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techsupp/

■

执行下列系统级别的设置：
■

将 diag-level 设置为 min，以便在引导系统时执行最少的诊断。根据您的
系统配置，您可能希望在执行升级后启用此设置。
{1} ok setenv diag-level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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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level=min
■

将 auto-boot? 设置为 false。 为了在重新启动系统时进行严格控制，请将
此变量设置为 false。升级后重新启用此变量。
{1} ok setenv auto-boot? false
auto-boot?=false

■

停用 cron 以便确保不会在升级系统时执行无关的作业。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Solaris 9：
# /etc/init.d/cron stop

Solaris 10：
# svcadm disable -t svc:system/cron:default

Solaris 11：
# ps -ef | grep cron
# kill cron pid
# svcadm disable svc:/system/cron:default

■

如果存在区域，在您使用 Symantec 产品安装程序升级全局区域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之前，请确保所有非全局区域已引导且处于运行状态，以便非全局
区域中存在的任意软件包同样可以自动更新。
对于 Oracle Solaris 10，如果非全局区域在升级时未装入并运行，您必须使用
–U 选项挂接区域以升级非全局区域内的 SFHA 软件包。
对于 Oracle Solaris 11.1，如果非全局区域已安装 VCS 软件包（VRTSperl、
VRTSvlic、VRTSvcs、VRTSvcsag、VRTSvcsea）早期版本，则在升级全局区域
内的 VCS 软件包期间，若该区域处于运行状态，将会自动升级非全局区域内的
软件包。如果非全局区域不处于运行状态，您必须设置全局区域内的 Symantec
发布服务器。您也必须使用 –u 选项挂接区域以升级非全局区域内的 SFHA 软件
包。如果非全局区域内已安装早期版本的 VRTSvxfs 和 VRTSodm 软件包，在升
级之前必须手动将其卸载。全局区域中的软件包升级后，必须在非全局区域内
手动安装 VRTSvxfs 和 VRTSodm。
对于 Live Upgrade，如果备用根环境也有一个区域，则不能安装 VRTSodm。必
须先删除 VRTSodm 软件包，然后再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在重新启动
备用根后，可以安装 VRTSodm。

■

确保执行升级操作的管理员具有根访问权限并且很了解操作系统的管理。

■

确保所有用户都已注销，并确保正确关闭了所有主要的用户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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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已创建有效的备份。
请参见第 263 页的“创建备份”。

■

确保有足够的文件系统空间进行升级。确定要复制软件包的位置，例如
/packages/Veritas（如果根文件系统有足够的空间）或 /var/tmp/packages
（如果 /var 文件系统有足够的空间）。
不要将文件放在 /tmp 下，系统重新启动时会删除该目录中的内容。不要将文件
放在运行升级脚本前无法访问的文件系统上。
只要不需要对升级脚本进行修改，就可以使用 Symantec 提供的光盘进行升级。
如果 /usr/local 最初是以盘片的形式创建的，则必须进行修改。

■

卸载不位于 root disk 上的所有文件系统。注释掉这些文件系统在 /etc/vfstab
中的条目。停止关联卷并逐出关联磁盘组。对于 Solaris 操作系统或 Storage
Foundation 假定应该在 rootdg 中而实际不在其中的任何文件系统，必须卸载
它们并在 /etc/vfstab 中注释掉关联的项。

■

对于 /usr/sbin/svcadm disable 中的任何启动脚本，如果事先知道某些应用
程序命令或进程在其文件系统不存在时会挂起，请将其注释掉。

■

确保当前操作系统支持产品版本 6.1。如果操作系统不支持它，请安排分阶段升
级。

■

请为升级和使用 Symantec 产品的所有应用程序安排足够的中断时间和停机时
间。根据配置的不同，中断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

必须从 /etc/vfstab 中注释掉不在 rootdg 中的所有交换分区。 如果可能，应
该从 /etc/vfstab 中注释掉不在根磁盘上的交换分区，而且在升级过程中不要
装入这些交换分区。 不在 rootdg 中的活动交换分区会导致 upgrade_start 失
败。

■

在升级之前，确保文件系统处于干净状态。
请参见第 270 页的“验证文件系统处于“干净”状态”。

■

Symantec 建议在安装 VxFS 6.1 之前将 VxFS 磁盘布局升级到受支持的版本。
可以出于 VxFS 6.1 联机升级的目的而装入不受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 4、5 和 6。
您可以在安装 VxFS 6.1 之前联机升级不受支持的布局版本。

■

升级阵列（如果需要）。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升级阵列支持”。

■

要在镜像磁盘上稳妥地保存信息，请关闭系统并以物理方式删除该镜像磁盘。
以这种方式删除磁盘会提供一个故障回复点。

■

确定根磁盘是否已封装。
请参见第 264 页的“确定根磁盘是否已封装”。

■

如果在您当前防护配置中使用了基于 CP 服务器的协调点，则在启动升级过程前
请检查您的 CP 服务器是否已升级到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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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保本机堆栈的 DMP 支持已禁用 (dmp_native_support=off)。如果已启用
本机堆栈的 DMP 支持 (dmp_native_support=on)，安装程序可能会检测到，并
要求您重新启动系统。

创建备份
在升级之前保存相关系统信息。
创建备份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在升级前，请确保备份了所有要保留的数据。
备份 /etc/system 文件。

3

安装程序会验证 VxVM 专用区域内配置文件的最近备份是否已保存在
/etc/vx/cbr/bk 中。
如果未保存，则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警告：备份 /etc/vx/cbr/bk 目录。

4

将 vfstab 文件复制到 vfstab.orig：
# cp /etc/vfstab /etc/vfstab.orig

5

运行 vxlicrep、vxdisk list 和 vxprint -ht 命令，并记录输出。 升级后要
使用这些信息重新配置系统。

6

如果要安装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6.1 软件，
请按照《Symantec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和《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版本说明》中的准则获取有关在整个安装过程中保留 VCS 配置的信息。

7

备份外部配额和 quotas.grp 文件。
如果要从 6.0.3 升级，还必须备份 quotas.grp.64 和 quotas.64 文件。

8

如果打算从 6.0.3 执行分阶段升级或滚动升级并使用配额，则需要将其禁用：
# vxquotaoff -av

9

验证配额是否在所有装入的文件系统上均已关闭。

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的任务
将 SFDB 工具升级到版本 6.1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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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5.0.x 或更早版本升级到 6.1 之前，准备迁移存储库数据库
请参见第 264 页的“迁移 SFDB 存储库数据库的升级前任务”。

■

从 5.0.x 或更早版本升级到 6.1 之后，迁移存储库数据库
请参见第 343 页的“迁移 SFDB 存储库数据库的升级后任务”。

小心：如果您运行的是 Oracle 版本 11.1.0.6 并且要将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升
级到 6.1：在迁移到 6.1 之前，请将 Oracle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库升级到版本
11.1.0.7。

确定根磁盘是否已封装
在进行升级之前，需要通过运行以下命令来确定根磁盘是否已封装：
# mount | grep "/ on"

如果此命令的输出中的路径名包括 vx 和 rootvol（如
/dev/vx/dsk/bootdg/rootvol），则表明根磁盘已封装。
如果根磁盘已封装，请遵循相应的升级过程。
请参见第 260 页的“关于在根磁盘已封装时使用安装程序升级”。

迁移 SFDB 存储库数据库的升级前任务
注意：将从 main.cf 文件中删除 Sfua_Base 存储库资源组。 不再需要该资源组作为
SFHA 6.1 的单独服务组。
在升级 SFHA 之前执行以下操作。
准备迁移存储库数据库
◆

在升级之前，重新同步所有现有的快照。以 Oracle 用户身份，输入：
$ /opt/VRTS/bin/dbed_vmsnap -S $ORACLE_SID \
-f SNAPPLAN -o resync

警告： 在升级后，将无法转移 Database FlashSnap 克隆数据库。升级到 6.1
后，必须新建一个 Database Flashsnap 克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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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前计划 Volume Replicator
在安装或升级 Volume Replicator (VVR) 之前：
■

确认系统有足够的可用磁盘空间来安装 VVR。

■

确保您具有 root 权限， 只有这样您才能执行安装和升级过程。

■

如果配置了使用 VVR 的复制，Symantec 建议在升级之前，磁盘组版本至少为
110。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检查磁盘组版本：
# vxdg list diskgroup

■

如果配置了使用 VVR 的复制，请确保 SRL 卷的大小大于 110 MB。
请参考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Replic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

如果配置了使用 VVR 的复制，请验证所有主机上的所有主要 RLINK 是否都是
最新的。
# /usr/sbin/vxrlink -g diskgroup status rlink_name

注意：只有主要 RLINK 是最新的，才可以继续执行后面的操作。

■

如果使用 VCS 来管理 VVR 复制，请按照准备步骤升级 VVR 和 VCS 代理。

■

确保您已解决所有终端仿真问题。确保您使用的终端对于 OpenBoot 提示符以
及单用户和多用户运行级别来说功能齐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Replic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有关该文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快速入门指南”。

规划从早期 VVR 版本升级
如果计划从 VVR 的先前版本升级 VVR，则可以通过在不同时间内对各主机进行升
级来升级 VVR，从而缩短了应用程序的停机时间。升级主节点主机时，可以将应用
程序迁移到辅助节点主机，这样便缩短了停机时间。在安装了不同 VVR 版本的（已
升级）主节点主机与辅助节点主机之间的复制仍将继续。此功能有助于获得高可用
性，即使两个节点上都未完成 VVR 升级也是如此。Symantec 建议先升级复制数据
集 (RDS) 中的辅助节点主机，再升级主节点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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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VVR 对跨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进行复制的支持的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说明》。
版本之间的复制旨在消除必须同时升级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这一限制。在要
升级的系统上，VVR 可继续复制现有的 RDS（包括重复卷组 (RVG)）。 当主节点
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版本不同时，VVR 不支持使用 vradmin 命令更改配置或创建
新的 RDS。
此外，如果指定 TCP 作为网络协议，则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 VVR 版本将确定是
否计算校验和。如表 18-4 中所示，如果主节点或附助节点运行的是 VVR 6.1 之前
的版本，而且使用的是 TCP 协议，则 VVR 将为它复制的每个数据包计算校验和。
如果主节点和附助节点上的版本为 VVR 6.1，则 VVR 不计算校验和，而是依赖 TCP
校验和机制。
表 18-4

VVR 版本和校验和计算

VVR 6.1 之前的版本

VVR 6.1

（DG 版本 <= 140）

（DG 版本 >= 150）

主装入

辅助装入

是

辅助装入

主装入

是

主节点和辅助节点

VVR 计算校验和 TCP 连
接？

是
主节点和辅助节点

否

注意：在不同版本的 VVR 之间进行复制时，应避免使用与新功能关联的命令。早
期版本可能不支持新功能，因此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不需要同时升级 RDS 中的所有主机，可以在升级一台主机之后，在不同版本
之间进行复制。然后在以后方便时升级 RDS 中的其他主机。
注意：如果设置了集群，必须同时升级集群中的所有节点。

规划和升级 VVR 以使用 IPv6 作为连接协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支持使用 IPv6 作为连接协议。
此版本支持 VVR 的以下配置：
■

VVR 继续支持使用 IPv4 作为 Internet 协议在仅 IPv4 节点之间执行复制

■

VVR 支持使用 IPv4 作为 Internet 协议在仅 IPv4 节点与 IPv4/IPv6 双堆栈节点
之间执行复制

266

计划升级 SFHA
准备升级 SFHA

■

VVR 支持使用 IPv6 作为 Internet 协议在仅 IPv6 节点与 IPv4/IPv6 双堆栈节点
之间执行复制

■

VVR 支持在仅 IPv6 节点之间执行复制

■

VVR 支持从 IPv4/IPv6 双堆栈节点复制到一个或多个仅 IPv6 节点以及一个或多
个仅 IPv4 节点

■

仅当集群中共享磁盘组的所有节点都位于 IPv4 或 IPv6 时，VVR 才支持复制共
享磁盘组

在本地化环境中使用 VVR 时的其他设置
如果安装了 VVR 的语言包，VVR 将显示本地化消息（前提是客户端区域设置是受
支持的非英语区域设置）。客户端区域设置是用于访问 VVR 命令行或 GUI 的区域
设置。 例如，如果安装了日语版 VVR，则消息以日语区域设置显示（前提是客户
端区域设置是日语）。
确保已经在打算属于 VVR RDS 设置的所有主机上安装了相应的区域设置。 否则，
某些 VVR 错误消息将以英语显示，因为英语是默认的区域设置。 确保在打算属于
RDS 的所有主机上完成下列设置：
■

从操作系统光盘安装所需的客户端区域设置。

■

安装所需的 Volume Manager 和 VVR 本地化软件包。

■

在使用任何 VVR 接口之前设置客户端区域设置：
■

对于 VVR 命令行，请使用适用于您的操作系统的方法设置区域设置。

■

对于 VRW，请从 VRW 登录页选择区域设置。

配置了 VCS 代理时准备升级 VVR
要准备在配置了 VCS Agents for VVR 的情况下升级 VVR，请按所示的顺序执行下
列任务：
■

冻结服务组并停止所有应用程序

■

配置有 VCS 代理时执行升级准备工作

冻结服务组并停止所有应用程序
本节介绍了如何冻结服务组并停止所有应用程序。
冻结服务组并停止应用程序
针对主要集群和辅助集群执行下列步骤：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确保 /opt/VRTS/bin 在 PATH 中，以便可以执行所有产品命令。

267

计划升级 SFHA
准备升级 SFHA

3

在升级之前彻底关闭所有应用程序。
■

使不包含 RVG 资源的所有应用程序服务组脱机。不要使包含 RVG 资源的
服务组脱机。

■

如果应用程序资源与 RVG 资源属于同一服务组，那么仅使这些应用程序资
源脱机。换句话说，请确保 RVG 资源保持联机状态，以便不会逐出包含这
些 RVG 对象的专用磁盘组。

注意：另外，还必须停止不受 VCS 管理的所有其余的应用程序。

4

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配置：
# haconf -makerw

5

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列出配置中的组：
# hagrp -list

6

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针对步骤 5 输出中显示的每个组名称键入以下命令，
来冻结除了 ClusterService 组以外的所有服务组：
# hagrp -freeze group_name -persistent<sys_name>

注意：记下冻结服务组的列表以供将来使用。

7

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保存具有已冻结组的配置文件 (main.cf)：
# haconf -dump -makero

注意：只有针对集群的每个节点执行了步骤 3 到 7 之后，才继续进行后面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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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过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来显示具有 RVG 资源的服务组的列
表以及联机的每个服务组所在的节点：
# hares -display -type RVG -attribute State
Resource
VVRGrp
ORAGrp

Attribute
State
State

System
sys2
sys2

Value
ONLINE
ONLINE

注意：针对“联机”的资源，记下输出的 System 列中所示的节点。

9

针对集群的每个节点重复步骤 8。

10 针对专用磁盘组，确定并记下导入磁盘组的主机。
请参见第 269 页的“确定磁盘组联机的节点”。

确定磁盘组联机的节点
针对专用磁盘组，确定并记下包含 RVG 资源的磁盘组是在哪些主机上导入的。升
级之后需要该信息来还原配置。
确定联机磁盘组

1

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列出配置中的磁盘组，并记下输出中列出的磁盘组名
称以备将来使用：
# hares -display -type RVG -attribute DiskGroup

注意：记下受 VCS 控制的磁盘组的列表。

2

针对步骤 1 的输出中列出的每个磁盘组，列出其对应的磁盘组资源名称：
# hares -list DiskGroup=diskgroup Type=DiskGroup

3

针对步骤 2 的输出中列出的每个磁盘组资源名称，通过键入以下命令获取并记
下导入磁盘组的节点：
# hares -display dg_resname -attribute State

输出中显示受 VCS 控制的磁盘组和导入磁盘组的节点。

配置有 VCS 代理时执行升级准备工作
如果配置了 VCS 代理，建议备份 /etc/VRTSvcs/conf/config 目录中的配置文件
（如 main.cf 和 type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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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升级包含 VCS 代理的配置

1

通过在每个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列出每个节点上的磁盘组：
# vxdisk -o alldgs list

输出中显示受 VCS 控制的磁盘组的列表和不受 VCS 控制的磁盘组的列表。
注意：不是本地导入的磁盘组显示时用括号括起来。

2

如果尚未在任何节点上导入任何磁盘组，请导入磁盘组。对于 VCS 配置中的
磁盘组，可以在任何节点上将其导入。对于不受 VCS 控制的磁盘组，选择要
导入磁盘组的相应节点。在相应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vxdg -t import diskgroup

3

如果已导入磁盘组，则通过在导入磁盘组的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来恢复磁盘
组：
# vxrecover -bs

4

验证所有主要 RLINK 是否都是最新的。
# vxrlink -g diskgroup status rlink_name

注意：只有主要 RLINK 是最新的，才可以继续执行后面的操作。

验证文件系统处于“干净”状态
验证是否已将所有文件系统卸载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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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文件系统处于“干净”状态

1

验证是否已干净卸载了所有文件系统：
# echo "8192B.p S" | /opt/VRTS/bin/fsdb filesystem | \
grep clean
flags 0 mod 0 clean clean_value

值 clean_value 为 0x5 表示文件系统处于“干净”状态。如果值是 0x3c，表示
文件系统处于“脏”状态。如果值是 0x69，表示文件系统处于“多灰”状态。
多灰的文件系统有暂停的扩展操作。

2

如果文件系统未处于“干净”状态，请为该文件系统输入以下命令：
# /opt/VRTS/bin/fsck -F vxfs filesystem
# /opt/VRTS/bin/mount -F vxfs Block_Devicemountpoint
# /opt/VRTS/bin/umount mountpoint

这些命令应在文件系统上完成所有扩展操作，并将文件系统卸载干净。
如果 umount 命令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则可能表示有一个暂停的大型 软件包
克隆删除扩展操作正在进行：
file system device busy

如果控制台上生成以下消息，则正在进行扩展操作：
Storage Checkpoint asynchronous operation on file_system
file system still in progress.

3

如果正在进行扩展操作，则必须长时间装入文件系统以允许完成操作。删除非
常大的 软件包 克隆可能需要若干个小时。

4

重复步骤 1 以验证不干净的文件系统现在是否处于“干净”状态。

升级阵列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6.1 版本在单一 软件包 VRTSaslapm 中包含所有阵列支持。阵
列支持 软件包 包含先前包含在 VRTSvxvm 软件包 中的阵列支持。阵列支持 软件包
还包含先前作为外部阵列支持库 (ASL) 和阵列策略模块 (APM) 打包的支持。
有关受支持阵列的信息，请参见 6.1 硬件兼容性列表。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时，安装程序自动升级阵列支持。
如果使用手动步骤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则应删除先前在系统中安装的所
有外部 ASL 或 APM。如果检测到外部 ASL 或 APM，则 VRTSvxvm 软件包 的安装
会退出，并显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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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6.1 之后，Symantec 通过更新 VRTSaslapm 软件包 来
支持新磁盘阵列。
有关阵列支持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使用“安装捆绑”同时安装或升级基础版本、维护修
补程序和修补程序
从版本 6.1 开始，Symantec 提供了一种可轻松地使用“安装捆绑”直接一步将系
统安装或升级到基础、维护或修补程序级别的方法。通过“安装捆绑”，多个安装
程序能够进行合并，客户执行一次操作即可直接安装或升级到维护或修补程序级
别。可以合并各种脚本、软件包和修补程序组件，并且可以多个版本一起安装，如
同它们是一个组合版本一样。用户无需执行两项或更多项安装操作，即可将系统安
装或升级到维护级别或修补程序级别。
版本分为以下类别：
表 18-5

版本级别

Level (级别
3)

内容

外形

适用于

版本类型

BASE

功能

软件包

所有产品

主要、次要、 FileConnect
Service Pack
(SP)、平台版
本 (PR)

Maintenance
(维护类型)

修补程序、新 软件包、修补 所有产品
增功能
程序

维护版本
(MR)

修补程序

修补程序

P 修补程序、 SORT、支持
公共修补程
站点
序、专用修补
程序

软件包

单一产品

下载位置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使用“安装捆绑”进行安装或升级时：
■

将搜索 SFHA 产品并将其作为单个版本分配到维护级别。每个系统也可以应用
一个或多个修补程序。

■

基础版本可从 FileConnect 进行访问，但需要提供客户序列号。维护和修补程序
版本可以从 SORT 自动下载。您可以手动从 SORT 网站下载，也可以使用
deploy_sfha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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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6.1 版本开始，可以使用自动安装程序安装公共修补程序版本。

■

现在可以检测到专用修补程序，以防止发生升级冲突。专用修补程序版本不以
组合版本形式提供。只能在需要时从 Symantec 技术支持那里获取。

可以使用 -base_path 和 -hotfix_path 选项从多个版本导入安装代码。您可以从
不同的介质路径查找 软件包 和修补程序，并合并多个版本的 软件包 和修补程序定
义。通过这些选项，可以使用新任务和阶段功能来正确执行每个版本组件所需的操
作。可以使用这些选项在定义的阶段中安装 软件包 和修补程序，这有助于执行单
个启动或停止进程，以及针对单个操作中的所有级别执行预操作和后操作。
有四种可能的集成方法。所有命令必须从最高基础或维护级别安装脚本执行。
例如：
1.

基础 + 维护：
当安装 6.1.1 或从低版本升级到 6.1.1 时，可以使用这种集成方法。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mr -base_path <path_to_base>

2.

基础 + 修补程序：
当安装 6.1.0.100 或从低版本升级到 6.1.0.100 时，可以使用这种集成方法。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hotfix_path <path_to_hotfix>

3.

维护 + 修补程序：
当从版本 6.1 升级到 6.1.1.100 时，可以使用这种集成方法。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mr -hotfix_path <path_to_hotfix>

4.

基础 + 维护 + 修补程序：
当安装 6.1.1.100 或从低版本升级到 6.1.1.100 时，可以使用这种集成方法。
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mr -base_path <path_to_base>
-hotfix_path <path_to_hot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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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 6.1 版本，使用以下命令可以添加最多五个修补程序 -hotfix_path
<path_to_hotfix> -hotfix2_path <path_to_hotfix> ... -hotfix5_path
<path_to_hot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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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在无需升级操作系统的情况下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或手动步骤将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升级
到 6.1

■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升级 SFHA

■

升级 Solaris 操作系统

■

升级 Volume Replicator

■

升级语言包

在无需升级操作系统的情况下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本节介绍在未封装根磁盘且未计划升级 Solaris 版本的情况下如何升级到最新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如果运行的是受 6.1 版支持的 Solaris 版本，则
仅需执行此步骤。
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如果根磁盘已封装在 VxVM 下，请按照列出的顺序，按以下步骤所述解除根磁
盘的镜像和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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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xplex 命令删除根磁盘以外的磁盘上的 rootvol、swapvol、usr、
var、opt 和 home 卷的所有 plex。
例如，以下命令删除在根磁盘以外的磁盘上配置的 Plex mirrootvol-01 和
mirswapvol-01：
# vxplex -o rm dis mirrootvol-01 mirswapvol-01

警告：请不要删除根磁盘上与原始磁盘分区相对应的 plex。

■

输入以下命令，将根磁盘上所有封装的卷转换回可以直接通过磁盘分区（而
不是通过卷设备）访问。
# /etc/vx/bin/vxunroot

删除封装后，从解除封装的根磁盘重新启动系统。
如果系统运行的是 VxVM 4.1 MP2，封装的下列剩余条目仍将存在：

3

■

专用区域和公共区域的分区表条目

■

VxVM 的 GRUB 或 LILO 配置条目

卸载任何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
如果各主机运行的 VxVM 和 VxFS 版本相同，则安装程序可支持多台主机同时
升级。如果主机运行的 VxVM 和 VxFS 版本不同，则各主机必须分别升级。

4

如果要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请将所有服务组脱机。
列出所有服务组：
# /opt/VRTSvcs/bin/hagrp -list

对于列出的每个服务组，请使其脱机：
# /opt/VRTSvcs/bin/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
-sys system_name

5

在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冻结 HA 服务组操作：
# haconf -makerw
# hasys -freeze -persistent nodename
# haconf -dump -makero

6

如果您的系统具有单独的 /opt 和 /var 文件系统，请先确保已将其装入，然后
再继续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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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配置了使用 VVR 的复制，请验证所有主要 RLINK 是否都是最新的：
# /usr/sbin/vxrlink -g diskgroup status rlink_name

注意：只有主要 RLINK 是最新的，才可以继续执行后面的操作。

8

加载并装入光盘。如果该软件是下载的，请导航到下载目录的顶层目录。

9

从光盘运行 installer 命令。如果该软件是下载的，请运行 ./installer 命
令。
# cd /cdrom/cdrom0
# ./installer

10 输入 G 以进行升级，然后选择“Full Upgrade (完全升级)”。
11 系统提示您输入要在其上安装软件的系统名称（在下面的示例中为 sys1）。输
入系统名称，然后按回车键。
Enter the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on which to
install SFHA: sys1sys2

根据您的现有配置情况，屏幕上可能会显示各种不同的消息和提示。请正确回
答所提示的问题。

12 安装程序将询问是否同意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的条款。按 y 同意并继续。
13 安装程序将列出要安装或更新的 软件包。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您已准备好升级。
14 安装程序会搜索是否有任何要升级的系统具有镜像和封装引导磁盘。对于每个
具有镜像引导磁盘的系统，您可以选择在升级进行之前创建系统引导磁盘组的
备份。 如果要拆分引导磁盘组以创建备份，请回答 y。

15 安装程序接下来会提示您给备份引导磁盘组命名。输入它的名称或按 Enter 接
受默认值。

16 系统将提示您是否开始拆分操作。按 y 继续执行操作。
注意：拆分操作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完成。

17 停止产品的进程。
Do you want to stop SFHA processes now? [y,n,q] (y) y

如果选择了 y，安装程序将停止产品进程，并在升级之前进行一些配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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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安装程序将停止、卸载、重新安装并启动指定的 软件包。
19 如果是从 5.0 升级，或者是在没有 vxkeyless 密钥的情况下对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进行升级，则安装程序将显示以下警告：
CPI WARNING V-9-40-5323 SFHA license version 5.0 is not
updated to 6.1 on sys1. It's recommended to upgrade to a 6.1 key.
CPI WARNING V-9-40-5323 SFHA license version 5.0 is not updated
to 6.1 on sys2. It's recommended to upgrade to a 6.1 key.
SFHA is licensed on the systems.
Do you wish to enter additional licenses? [y,n,q,b] (n) n

20 然后对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软件进行验证和配置。
21 安装程序会提示您提供反馈，并提供升级的日志位置。
22 只有当您拆分镜像根磁盘以备份该磁盘时，才执行此步骤。成功重新启动后，
验证升级并将备份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升级的引导磁盘组。如果升级失败，则将
升级引导磁盘组恢复为备份磁盘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将备份引导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当前磁盘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升级失败后恢复到备份引导磁盘组”。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或手动步骤将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升级到 6.1
本节介绍了如何将 SFHA 从以前的版本升级到 6.1。Symantec 建议在单用户模式
下执行此升级过程。
在升级过程中不能使用 VxFS 文件系统。
请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过程。
■

■

如果当前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已安装在 6.1 支持的操作系统上，则无需升
级此操作系统。如果不打算升级操作系统，请使用下列升级过程之一：
■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来升级 SF，但不升级 OS。
建议的升级过程如下：
请参见第 279 页的“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使用手动步骤（pkgadd 命令）升级 SF，但不升级 OS。

如果要升级操作系统，则必须执行其他步骤以进行升级。如果当前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安装在 6.1 不再支持的操作系统上，则必须升级操作系统。如
果要升级操作系统，请使用以下升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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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81 页的“使用升级脚本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升级到 6.1
（操作系统升级）”。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本节介绍在不打算升级 Solaris 版本的情况下如何升级到最新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如果运行的是受 6.1 版支持的 Solaris 版本，则仅需执行此
步骤。
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2

卸载任何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
如果各主机运行的 VxVM 和 VxFS 版本相同，则安装程序可支持多台主机同时
升级。如果主机运行的 VxVM 和 VxFS 版本不同，则各主机必须分别升级。
如果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具有 QuickLog 功能，在升级之前必须先禁用
QuickLog 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File System 管理指南》中的
Veritas QuickLog 一章。

3

如果要升级高可用性 (HA) 产品，则请使所有服务组脱机。
列出所有服务组：
# /opt/VRTSvcs/bin/hagrp -list

对于列出的每个服务组，请使其脱机：
# /opt/VRTSvcs/bin/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
-sys system_name

4

在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冻结 HA 服务组操作：
# haconf -makerw
# hasys -freeze -persistent nodename
# haconf -dump -makero

5

如果您的系统具有单独的 /opt 和 /var 文件系统，请先确保已将其装入，然后
再继续进行安装。

6

如果配置了使用 VVR 的复制，请验证所有主要 RLINK 是否都是最新的：
# vxrlink -g diskgroup status rlink_name

注意：只有主要 RLINK 是最新的，才可以继续执行后面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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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载并装入光盘。
请参见第 60 页的“装入产品光盘”。

8

要调用常用的安装程序，请运行光盘上的 installer 命令，如下例所示：
# cd /cdrom/cdrom0
# ./installer

9

要进行升级，请输入 G 并按回车键。

10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系统名称（在下例中为 host1）。输入系统名称，然后按回
车键。
Enter the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on which to
host1

install SFHA:

根据您的现有配置情况，屏幕上可能会显示各种不同的消息和提示。请正确回
答所提示的问题。

11 安装程序将询问您是否同意“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的条款。按 y 同意并继
续。

12 如果要从 SFHA 5.1 SP1 for Solaris 和 SFHA 5.1 SP1 RP1 x64 升级，
安装程序会搜索是否有任何要升级的系统具有镜像和封装引导磁盘。对于每个
具有镜像引导磁盘的系统，您可以选择在升级进行之前创建系统引导磁盘组的
备份。 如果要拆分引导磁盘组以创建备份，请回答 y。
注意：拆分根磁盘组备份的镜像要求完成升级后重新启动。

13 安装程序接下来会提示您给备份引导磁盘组命名。输入它的名称或按 Enter 接
受默认值。
注意：拆分操作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完成。

14 系统将提示您是否开始拆分操作。按 y 继续执行操作。
15 停止产品的进程。
Do you want to stop SFHA processes now? ? [y,n,q] (y) y

16 安装程序会列出要安装或升级的软件包，并执行安装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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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果是从 5.0 升级，或者是在没有 vxkeyless 密钥的情况下对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进行升级，则安装程序将显示以下警告：
CPI WARNING V-9-40-5323 SFHA license version 5.0 is not
updated to 6.1 on sys1. It's recommended to upgrade to a 6.1 key.
CPI WARNING V-9-40-5323 SFHA license version 5.0 is not updated
to 6.1 on sys2. It's recommended to upgrade to a 6.1 key.
SFHA is licensed on the systems
Do you wish to enter additional licenses? [y,n,q,b] (n) n

18 安装程序将验证、配置并启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
19 只有当您已将引导磁盘组拆分为备份磁盘组时，才执行此步骤。成功重新启动
后，验证升级并重新连接备份磁盘组。如果升级失败，则恢复回备份磁盘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将备份引导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当前磁盘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升级失败后恢复到备份引导磁盘组”。

使用升级脚本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升级到 6.1（操作系
统升级）
本节介绍了如何升级到当前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并需要升级 Solaris 版
本。如果操作系统不是受支持的 Solaris 版本，则必须遵循此过程。
此升级过程可使现有的 VxVM 和 VxFS 配置得以保留。升级后，您可以像以前那样
使用文件系统和卷，而不必再次运行 vxinstall。
这些步骤必须按指定的顺序执行。
开始升级

1

如果配置了 VVR 的 VCS 代理，则在继续操作之前必须执行升级前准备步骤。
请参见第 267 页的“配置了 VCS 代理时准备升级 VVR”。

2

加载并装入光盘。
请参见第 60 页的“装入产品光盘”。

3

验证是否可以在系统上执行升级。 输入以下命令：
# /dvd_mount/scripts/upgrade_start -check

4

运行 upgrade_start 脚本以保留 Volume Manager 的先前配置。
# /dvd_mount/scripts/upgrade_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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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 upgrade_start 脚本由于某种原因失败，请运行 upgrade_finish 脚本
以撤消所做的更改。比较 /etc/system、/etc/vfstab 和 format 命令的输出
并验证系统是否已还原。然后确定 upgrade_start 失败的原因并加以纠正。如
果未能及时纠正问题，请将 vfstab 文件还原到保存的版本，还原任何其他应
用程序，然后执行 init 6 完全还原系统。

6

验证所有主机上的所有主要 RLINK 是否都是最新的。
# vxrlink -g diskgroup status rlink_name

小心：只有主要 RLINK 是最新的，才可以继续执行后面的操作。

7

如果配置了 VVR，请在所有主机上运行 vvr_upgrade_start 脚本以保存原始
VVR 配置：
# /dvd_mount/scripts/vvr_upgrade_start

8

如果在 /etc/vfstab 文件中指定了 VxVM 文件系统，请将它们注释掉。

9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删除现有的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包：
■

使用 uninstallsfha 脚本

■

使用 pkgrm 命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现有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的“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指南”。
运行 uninstallsfha 脚本之后，请确认已删除了所有 VRTS* 软件包；否则，请
使用 pkgrm 手动删除它们。

10 如果要升级操作系统，请立即执行此操作。
请参考 Solaris 安装文档。

11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包：
■

使用通用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283 页的“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包”。

■

使用手动步骤
请参见第 283 页的“使用手动步骤升级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
包”。

282

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或手动步骤将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升级到 6.1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包

1

加载并装入光盘。
请参见第 60 页的“装入产品光盘”。

2

要调用常用的安装程序，请运行光盘上的 installer 命令，如下例所示：
# cd /dvd_mount
# ./installer

3

选择 I 升级产品。安装程序将询问您是否要使用先前的配置。

4

根据您的现有配置情况，屏幕上可能会显示各种不同的消息和提示。请正确回
答所提示的问题。

5

如果在 /etc/vfstab 文件中已注释掉 VxFS 文件系统条目，请取消对它们的注
释。

6

通过还原配置完成升级。

使用手动步骤升级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包

1

如果要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B2 或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升级，请在升级之前重新同步所有现有快照。
对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B2：
# /opt/VRTS/bin/db2ed_vmsnap -D DB2DATABASE -f SNAPPLAN \
-o resync

对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 /opt/VRTS/bin/dbed_vmsnap -S $ORACLE_SID -f SNAPPLAN \
-o resync

2

加载并装入软件光盘。

3

切换至包含软件包的目录。
# cd /dvd_mount

4

运行以下命令获取建议要安装的软件包的列表：
./installsfha -recpkgs

运行以下命令获取要安装的所有软件包的列表：
./installsfha -allp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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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 pkgadd 命令添加软件包。

6

如果在 /etc/vfstab 文件中已注释掉 VxFS 文件系统条目，请取消对它们的注
释。

7

通过还原配置完成升级。

还原配置并完成升级

1

使用 upgrade_finish 脚本完成升级。
# devlinks
# /dvd_mount/scripts/upgrade_finish

2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产品：
# /dvd_mount/installer -configure

如果某些 Veritas 模块无法卸载，请执行以下步骤：
■

3

重新启动系统。

导入 Veritas Volume Manager 6.1 以前的磁盘组时，并不会自动将磁盘组版本
升级到 VxVM 6.1。可能需要在升级 VxVM 后手动升级各个磁盘组。
请参见第 352 页的“升级 VxVM 磁盘组版本”。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升级 SFHA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升级 SFHA。安装程序将检测并升级一个
或多个指定系统上当前安装的产品。
升级 SFHA

1

执行必需的步骤以保存要保留的任何数据。例如，进行配置文件备份。

2

如果要升级高可用性 (HA) 产品，则请使所有服务组脱机。列出所有服务组：
# /opt/VRTSvcs/bin/hagrp -list

对于列出的每个服务组，请使其脱机：
# /opt/VRTSvcs/bin/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any

3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4

指示要在其上进行升级的系统。输入一个或多个系统名称，各名称之间以空格
分隔。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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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程序将检测指定系统上安装的产品。将显示集群信息，您可以确认是否要
在集群上进行升级。选择“Yes (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安装程序会搜索是否有任何要升级的系统具有镜像和封装引导磁盘。对于每个
具有已镜像的引导磁盘的系统，您可以选择创建引导磁盘组的备份。要创建备
份，请选中“Split mirrors on all the systems (拆分所有系统上的镜像)”框。
选中相应的框以便对所有系统上的备份磁盘组使用相同的名称。您可以使用默
认名称或选择新名称。检查要在其上创建备份的系统。准备就绪后，单击“Next
(下一步)”按钮。

7

单击“Next (下一步)”完成升级。
升级完成后，安装程序将显示日志文件和摘要文件的位置。如果需要，可以查
看这些文件以确认安装状态。

8

如果系统提示您重新启动系统，请输入下面的重新启动命令：
# /usr/sbin/shutdown -y -i6 -g0

9

升级后，如果未配置该产品，则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将询问：“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this product? (是否配置此产品?)”如果已配置该产品，则它不会
提出任何问题。

10 如果要将使用 VCS 或 SFHA 的 CP 服务器系统升级到 6.1，请确保已升级 CP
服务器系统上的 VCS 或 SFHA。然后，将所有应用集群都升级到版本 6.1。有
关升级 VCS 或 SFHA 的说明，请参见《VCS 或 SFHA 安装指南》。

11 只有当您拆分镜像根磁盘以备份该磁盘时，才执行此步骤。成功重新启动后，
验证升级并将备份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升级的引导磁盘组。如果升级失败，则将
升级引导磁盘组恢复为备份磁盘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将备份引导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当前磁盘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升级失败后恢复到备份引导磁盘组”。
如果要从 4.x 升级并且使用的是本机操作系统帐户，则可能需要新建 VCS 帐户。

升级 Solaris 操作系统
如果使用旧版 Solaris 操作系统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6.1，
则可按照以下步骤升级 Solaris 操作系统。
警告：仅在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6.1 时，才应按照此步骤
升级 Solaris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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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opt 必须存在而且可写，此外还不能是符号链接。这是因为未经
upgrade_start 命令临时转换的卷在升级过程中不可用。如果存在从 /opt 指向未
转换的卷的符号链接，则该符号链接在升级过程中不起作用，不会安装 /opt 中的
项。
仅升级 Solaris 操作系统

1

使用以下命令将系统转到单用户模式：
# init S

如果 /opt 位于自己的分区上，则必须手动装入 /opt。

2

从当前已安装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加载并装入软
件光盘。
请参见第 60 页的“装入产品光盘”。

3

更改目录：
# cd /mount_point/scripts

4

运行带 -check 参数的 upgrade_start，检测是否存在任何可能妨碍成功升级
的问题。使用随当前安装的 SF 版本提供的 upgrade_start 脚本。如果此命令
报告成功，可以继续运行 upgrade_start 脚本，但如果它报告错误，请纠正错
误并重新运行 upgrade_start -check。
# ./upgrade_start -check

5

运行 upgrade_start 脚本，使系统可以进行分区。upgrade_start 脚本搜索
包含文件系统的卷，如果找到这样的卷，则将其转换为分区：
# ./upgrade_start

6

将系统运行级别降到 0。
# init 0

7

将操作系统升级到受支持的 Solaris 版本。
根据要执行的 Solaris 升级过程，应该从运行级别 0 引导系统。有关如何升级
Solaris 操作系统的说明，请参考 Solaris 安装文档。

8

安装 Solaris 操作系统之后，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6.1
所需的任何 Solaris 修补程序。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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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系统以升级后的 Solaris 操作系统启动后，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将系统降到单
用户模式：
# init S

10 确保装入了 /opt。
11 从当前已安装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加载并装入软
件光盘。

12 升级到 Solaris 10 后，必须重新安装特定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软件包才能支持 Solaris 10 功能。
要重新安装所需的软件包，请执行以下步骤：
■

按照与安装相反的顺序删除现有软件包。例如，如果您选择安装所有软件
包，请按以下顺序将其卸载。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pkgrm VRTSvxvm VRTSvxfs VRTSvcs
VRTSvxfen VRTSgab VRTSllt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pkgrm VRTSvxvm VRTSvxfs VRTSvcs
VRTSvxfen VRTSgab VRTSllt
■

运行以下命令。
获取建议安装的软件包的列表：
# ./installsfha -recpkgs

或
获取要安装的所有软件包的列表：
# ./installsfha -allpkgs
■

转至包含相应软件包的目录。
# cd /mount_point/pkgs

■

使用 pkgadd 命令安装生成的列表中的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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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启动系统。

13 输入以下命令，从软件光盘完成从当前已安装的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进行
的升级：
# devlinks
# ./upgrade_finish

升级 Volume Replicator
如果配置了早期版本的 Volume Replicator (VVR)，则在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时，产品安装程序将自动升级 VVR。
从 4.1 MP1 或更高版本升级时，您可以选择在不中断复制的情况下进行升级。
请参见第 288 页的“不中断复制的情况下升级 VVR”。

不中断复制的情况下升级 VVR
本节介绍复制正在进行时将 VVR 的早期版本升级到 VVR 的当前版本的过程，此处
假定不需要同时升级 RDS 中的所有主机。
可能还需要设置版本之间的复制。
请参见第 265 页的“规划从早期 VVR 版本升级”。
如果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上都安装了 VVR 的早期版本，可以在主节点主机
或辅助节点主机上执行升级。建议先升级 RDS 中的辅助节点主机，然后再升级 RDS
中的主节点主机。本节分别介绍升级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的步骤。
注意：如果设置了集群，必须同时升级集群中的所有节点。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升级 VVR
按照下列说明升级辅助节点主机。
升级辅助节点主机

1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从主节点主机到辅助节点主机的复制：
# vradmin -g diskgroup pauserep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2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从 VVR 5.1 或更高版本升级到 VVR 6.1。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立即升级磁盘组。输入以下命令：

288

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升级语言包

# vxdg upgrade dgname
■

4

稍后升级磁盘组。
如果稍后升级磁盘组，请务必在升级磁盘组之前暂停复制。

使用以下命令恢复从主节点主机进行的复制：
# vradmin -g diskgroup resumerep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在主节点主机上升级 VVR
在升级辅助节点主机之后，使用 产品安装程序升级主节点主机。
升级主节点

1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由主节点主机发起的到主节点主机的复制：
# vradmin -g diskgroup pauserep local_rvgname

2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从 VVR 5.1 或更高版本升级到 VVR 6.1。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立即升级磁盘组。输入以下命令：
# vxdg upgrade dgname

■

4

稍后升级磁盘组。
如果稍后升级磁盘组，请务必在升级磁盘组之前暂停复制。

使用以下命令恢复从主节点主机进行的复制：
# vradmin -g diskgroup resumerep local_rvgnamesec_hostname

请参见第 265 页的“规划从早期 VVR 版本升级”。

升级语言包
如果要升级非英语的 Symantec 产品，请在安装英语软件包之后安装所需的语言包。
请先验证英语安装是否正确，然后再继续。
安装用于初始安装的语言包。
请参见第 69 页的“安装语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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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滚动升级

■

支持的滚动升级路径

■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执行滚动升级

■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

关于滚动升级
滚动升级可将高可用集群的关机时间最大程度地减少到它执行服务组故障转移的时
间。 滚动升级包括两个主要阶段，分别为安装程序升级内核软件包（第 1 阶段）和
VCS 代理软件包（第 2 阶段）。
注意：您需要在完全配置的集群中执行滚动升级。
下面是滚动升级流程概述：
1.

安装程序在集群中执行预先检查。

2.

在第一阶段中，当安装程序将服务组移动到用于升级的空闲节点时，将发生应用
程序停机。发生的这段唯一停机时间是服务组故障转移所需的正常时间。停机仅
限于故障转移的应用程序，而非整个集群。

3.

安装程序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执行第二升级阶段。第二升级阶段包括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引擎 HAD 的停机时间，但是不包括应用程序停机时间。

图 20-1 说明了在双节点集群中为三个服务组执行滚动升级的安装程序示例。

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
关于滚动升级

图 20-1

执行滚动升级的安装程序的示例

SG1

SG2

SG3

SG3

节点 A

节点 B

在滚动升级之前运行集群
SG1

SG2

SG3

SG3

节点 A

节点 B

阶段 1 在节点 B 上开始；
SG2 故障转移；
SG3 在节点 B 上停止

SG1 SG2

SG3
节点 A

SG1 SG2
节点已
升级

节点 B

服务组正在节点 A
上运行；节点 B 已升级

SG1 SG2

SG3

SG3

节点 A

节点 B

阶段 1 在节点 B 上完成

SG1 SG2

SG1 SG2

节点已
升级
SG3

SG3

节点 A

节点 B

阶段 1 在节点 A 上开始；
SG1 和 SG2 故障转移；
SG3 在节点 A 上停止

节点 A

SG3

节点 A

节点 B

SG3

SG3

节点 B

节点 A

节点 B

服务组正在节点 B
上运行；节点 A 已升级

SG1 SG2

SG3

SG3

阶段 1 在节点 A
上完成

关键字：
SG1：故障转移服务组
SG2：故障转移服务组
SG3：并行服务组
阶段 1：升级内核软件包
阶段 2：升级 VCS 和 VCS
代理软件包

阶段 2，所有剩余软件包已同时在
所有节点上升级；HAD 停止和启动

滚动升级具有下列限制：
■

滚动升级与分阶段升级不兼容。不要将滚动升级与分阶段升级混淆。

■

您可以从 5.1 及更高版本执行滚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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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滚动升级路径
可以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或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执行 SFHA 的滚动升级，也
可手动执行 SFHA 的滚动升级。
滚动升级过程仅支持次要操作系统升级。
表 20-1 显示了可以滚动升级到 Storage Foundation 6.1 的 SFHA 版本。
表 20-1

支持的滚动升级路径

平台

SFHA 版本

Solaris 10 SPARC

5.1、5.1RP
6.0、6.0RP1
6.0.1、6.0.3

Solaris 11 SPARC

6.0PR1
6.0.1、6.0.3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执行滚动升级
在开始滚动升级前，请确保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正在运行。
执行滚动升级

1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完成准备步骤。

2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并装入 SFHA 6.1 安装介质。

3

从根目录，启动安装程序。
# ./installer

4

从菜单中，选择“Upgrade a Product (升级产品)”，从子菜单中，选择
“Rolling Upgrade (滚动升级)”。

5

安装程序将建议升级的系统名称。按 Enter 升级建议的系统，或者输入需要执
行滚动升级的集群中的任一系统名称，然后按 Enter。

6

安装程序检查系统通信、版本兼容性、版本信息，并且列出集群名称、ID 和集
群节点。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

7

安装程序清查正在运行的服务组，并确定滚动升级第 1 阶段中要升级的节点。
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 如果您选择指定节点，请键入 n 并输入节点的名称。

8

安装程序在集群中的节点上执行进一步的预先检查，并可能显示警告。 您可以
键入 y 继续或退出安装程序，并发布预先检查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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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阅读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如果同意其条款，请键入 y。

10 安装程序检测到联机服务组后，将检查并显示安装的 软件包。之后，安装程序
将显示所要安装的 软件包 列表，并提示用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手动切换服务组

■

使用 CPI 自动切换服务组

停机时间是服务组故障转移通常花费的时间。
注意： 建议手动切换服务组。自动切换服务组不能解决依赖关系问题。

11 安装程序提示您停止适用进程。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
安装程序将所有服务组迁移到此次未升级的节点。安装程序在要升级的节点上
停止并行服务组。

12 安装程序停止相关进程，卸载旧内核 软件包，并安装新的 软件包。 安装程序
将询问您是否要将许可证更新至当前版本。选择“Yes (是)”或“No (否)”。
Symantec 建议您更新许可证，以充分利用当前版本中的新功能。

13 如果此集群已经配置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防护，则在升级期间，安装程序将要
求用户提供新的 HTTPS 协调点服务器。
如果需要，安装程序会执行升级配置并重新启动节点。之后，安装程序启动这
些进程。

14 在尚未升级的节点上完成准备步骤。
15 安装程序在其余节点上开始第 1 升级阶段。键入 y 继续滚动升级。
如果安装程序提示重新启动节点，请重新启动节点。
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重复步骤 7 到 12。
对于具有大量节点的集群，此进程可能重复若干次。服务组关闭然后启动，以
接受升级。

16 当滚动升级第 1 阶段完成时，开始第 2 升级阶段。 第 2 升级阶段包括 VCS 引
擎 (HAD) 的停机时间，不包括应用程序停机时间。 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

17 安装程序确定要升级的其余 软件包。按 Enter 继续。
18 安装程序停止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进程，但该应用程序将继续运
行。键入 y 继续执行操作。
安装程序执行 prestop，卸载旧 软件包，并且安装新 软件包。它执行安装后任
务和升级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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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果您具有 Internet 网络连接，安装程序将检查更新。
如果发现更新，您现在可以应用更新。

20 此时将显示一条提示消息，询问用户是否要读取摘要文件。如果要读取安装摘
要文件，可以选择 y。

21 如果要将使用基于 CP 服务器的防护的应用集群升级到 6.1，请确保在 CP 服
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然后，将所有应用集群都升级到版本 6.1。但
是，请注意，升级到 6.1 的 CP 服务器支持 6.1（基于 HTTPS 的通信）上的应
用集群以及 6.1 之前的版本（基于 IPM 的通信）上的应用集群。配置 CP 服务
器时，安装程序将要求 VIP 进行基于 HTTPS 的通信（如果客户端为版本 6.1），
或者要求 VIP 进行基于 IPM 的通信（如果客户端为 6.1 之前的版本）。
有关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 的说明，请参见相应的安装指南。
注意：如果您希望新的配置更改生效，则必须在 VCS 下配置 vset。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
本节介绍了如何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执行滚动升级。安装程序将检测并升级
一个或多个指定系统上当前安装的产品。如果要升级到另一种产品，可能需要执行
其他步骤。
请参见第 290 页的“关于滚动升级”。
启动滚动升级 - 第 1 阶段

1

执行必需的步骤以保存要保留的任何数据。例如，备份配置文件。

2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3

在“Task (任务)”下拉菜单中，选择“Rolling Upgrade (滚动升级)”。
默认情况下，将显示和选定选项 Phase-1: Upgrade Kernel packages。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4

输入要执行滚动升级的集群中任一系统的名称。安装程序将标识此系统的集群
信息并显示此信息。
单击“Yes (是)”确认集群信息。安装程序会立即显示将在升级第 1 阶段升级
的集群中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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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安装程序在滚动升级的第 1 阶段选择的系统。选择这些系统是为了将升级
期间的停机时间减到最短。
单击“Yes (是)”继续操作。
安装程序验证系统。

6

查看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要继续，请选择“Yes, I agree (是，我
同意)”，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7

如果有联机故障转移服务组，安装程序会提示您选择手动切换还是自动切换这
些服务组。选择任意选项，并按步骤将所有故障转移服务组切换为其他子集
群。

8

安装程序停止所有进程。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安装程序在所选系统上删除旧软件并升级软件。

9

安装程序将询问您是否要将许可证更新至当前版本。选择“Yes (是)”或“No
(否)”。Symantec 建议您更新许可证，以充分利用当前版本中的新功能。

10 如果该集群已配置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防护，则在升级期间，安装程序将让用
户提供新的 HTTP 协调点服务器。如果收到提示，请重新启动该节点。
如果节点不要求重新启动，安装程序将启动所有相关进程，并使所有服务组联
机。

11 如果需要，请重新启动节点。
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12 重复步骤 5 到 11，直到所有节点的内核 软件包 升级完成。对于具有大量节点
的集群，此过程可能重复若干次。服务组关闭然后启动，以接受升级。

13 在出现提示时，启动第 2 阶段。单击“Yes (是)”继续进行滚动升级。
升级非内核组件 - 第 2 阶段

1

安装程序检测集群的信息和滚动升级的状态。
安装程序验证系统。单击“Next (下一步)”。如果它引发错误，则解决该错误
并返回到安装程序。

2

查看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要继续，请选择“Yes, I agree (是，我
同意)”，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滚动升级过程的第 2 阶段，安装程序会停止 HAD 和 CmdServer 进程，但是
应用程序将继续运行。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4

安装程序在所选系统上删除旧软件并升级软件。查看输出，然后在系统提示时
单击“Next (下一步)”按钮。 注册该软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
作。安装程序启动所有相关进程，并使所有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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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您具有 Internet 网络连接，安装程序将检查更新。
如果发现更新，您现在可以应用更新。

6

此时将显示一条提示消息，询问用户是否要读取摘要文件。如果要读取安装摘
要文件，可以选择 y。

升级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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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 SFHA 执行分阶段升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分阶段升级

■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执行分阶段升级

■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执行分阶段升级

关于分阶段升级
执行分阶段升级可最大限度缩短集群的停机时间。 根据具体情况，您可以计算大致
停机时间，如下所示：
表 21-1
故障转移情况

停机时间

您可以将所有服务组故障转移到正常运行的
节点。

停机时间等于从服务组脱机到联机的时间。

升级过程中，您的一个服务组无法故障转移
到正常运行的节点。

该服务组的停机时间等于执行升级的时间加
上重新启动该节点的时间。

分阶段升级的先决条件
开始升级之前，请确认对于所有计划升级的节点，您都有许可证。

规划分阶段升级
规划好服务组在节点之间的移动，以最大限度地缩短任何特定服务组的停机时间。
下面是一些基本准则：
■

将集群拆分为两个大小相等或相近的子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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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分集群，使优先级高的服务组在第一个子集群升级期间保持联机状态。

■

在开始进行升级之前，请备份 /etc/VRTSvcs/conf/config/ 目录中的 VCS 配
置文件 main.cf 和 types.cf。

分阶段升级限制
以下限制主要是说，在分阶段升级期间，不要对配置或服务组进行更改：
■

执行升级时，不要启动任何模块。

■

启动安装程序时，只选择 SFHA。

■

执行升级时，不要在任何节点上添加或删除服务组。

■

在升级集群的前半部分（第一个子集群）后，您需要设置无密码的 SSH 或 RSH。
在第一个子集群中的已升级节点与另一个子集群中的节点之间创建连接。 另一
个子集群中的节点是您计划运行安装程序并计划升级的地方。

■

根据配置情况，可能无法同时升级多个节点。每次只能升级一个节点。

■

对于非常庞大的集群，可能必须多次重复执行这些步骤来升级集群。

分阶段升级示例
在该示例中，有一个已配置为在四个节点上运行的安全集群：node01、node02、
node03 和 node04。还有四个服务组： sg1、sg2、sg3 和 sg4。在该示例中，集
群拆分为两个子集群。节点 node01 和 node02 位于第一个子集群，这是需要首先
升级的子集群。节点 node03 和 node04 位于第二个子集群，这是最后升级的子集
群。
图 21-1

分阶段升级设置示例

第一个子集群

第二个子集群

sg1

sg1

sg1

sg1

sg2

sg2

sg2

sg2

sg3

sg4

节点 03

节点 04

节点 01

节点 02

每个服务组在下列节点上运行：
■

sg1 和 sg2 是并行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运行。

■

sg3 和 sg4 是故障转移服务组。sg3 在 node01 上运行，sg4 在 node02 上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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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列表中所含的每个服务组都可故障转移到其他节点，如下所示：
■

sg1 和 sg2 在所有节点上运行。

■

sg3 和 sg4 可以故障转移到集群中的任何节点。

分阶段升级示例概述
此示例的升级方法如下：
■

将第一个子集群中的所有故障转移服务组移动到第二个子集群。

■

使第一个子集群上的所有并行服务组脱机。

■

在第一个子集群的节点上升级操作系统（如果需要）。

■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使用安装程序启动升级。

■

使第二个子集群准备就绪。

■

激活第一个子集群。激活第一个集群后，将第二个子集群上联机的服务组切换
到第一个子集群。

■

在第二个子集群的节点上升级操作系统（如果需要）。

■

在第二个子集群上，使用安装程序启动升级。

■

激活第二个子集群。

请参见第 299 页的“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执行分阶段升级”。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执行分阶段升级
本节介绍了如何在具有四个服务组的四个节点上执行 SFHA 的分阶段升级。请注
意，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二个子集群升级期间，VCS 和服务组无法在第二个子集群
上保持联机。在升级期间，不要在任何节点上添加、删除或更改资源或服务组。这
些更改在升级后可能会丢失。
下面是分阶段升级的示例。 它说明了执行分阶段升级的步骤。 该示例使用一个安
全 SFHA 集群。
可以执行从 SFHA 5.1 或其他受支持的早期版本到 SFHA 6.1 的分阶段升级。
请参见第 297 页的“关于分阶段升级”。
请参见第 298 页的“分阶段升级示例”。

将服务组移动到第二个子集群
执行下列步骤来建立服务组的状态并对服务组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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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组移动到第二个子集群

1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确定服务组联机的位置。
# hagrp -state

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Group
sg1
sg1
sg1
sg1
sg2
sg2
sg2
sg2
sg3
sg3
sg3
sg3
sg4
sg4
sg4
sg4

2

Attribu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ystem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Valu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NLINE|
|OFFLINE|
|OFFLINE|

从第一个子集群中使并行服务组（sg1 和 sg2）脱机。将故障转移服务组（sg3
和 sg4）从第一个子集群（node01 和 node02）切换到第二个子集群上的节点
（node03 和 node04）。对于 SFHA，vxfen sg 是并行服务组。
# hagrp -offline sg1 -sys node01
# hagrp -offline sg2 -sys node01
# hagrp -offline sg1 -sys node02
# hagrp -offline sg2 -sys node02
# hagrp -switch sg3 -to node03
# hagrp -switch sg4 -to nod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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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第一个子集群中的节点上，卸载 VCS 不管理的所有 VxFS 文件系统，例如：
# df -k

Filesystem

kbytes

used

avail capacity

Mounted on

/dev/dsk/c1t0d0s0
66440242 10114415 55661425 16% /
/devices
0
0
0
0% /devices
ctfs
0
0
0
0% /system/contract
proc
0
0
0
0% /proc
mnttab
0
0
0
0% /etc/mnttab
swap
5287408
1400 5286008
1% /etc/svc/volatile
objfs
0
0
0
0% /system/object
sharefs
0
0
0
0% /etc/dfs/sharetab
/platform/sun4u-us3/lib/libc_psr/libc_psr_hwcap1.so.1
66440242 10114415 55661425
16% /platform/sun4u-us3/lib/
libc_psr.so.1
/platform/sun4u-us3/lib/sparcv9/libc_psr/libc_psr_hwcap1.so.1
66440242 10114415 55661425
16%
/platform/sun4u-us3/lib/
sparcv9/libc_psr.so.1
fd
0
0
0
0%
/dev/fd
swap
5286064
56 5286008
1%
/tmp
swap
5286056
48 5286008
1%
/var/run
swap
5286008
0 5286008
0%
/dev/vx/dmp
swap
5286008
0 5286008
0%
/dev/vx/rdmp
3.0G
18M 2.8G
1% /mnt/dg2/dg2vol1
/dev/vx/dsk/dg2/dg2vol2
1.0G
18M 944M
2% /mnt/dg2/dg2vol2
/dev/vx/dsk/dg2/dg2vol3
10G
20M 9.4G
1% /mnt/dg2/dg2vol3
# umount /mnt/dg2/dg2vol1
# umount /mnt/dg2/dg2vol2
# umount /mnt/dg2/dg2vol3

4

在第一个子集群中的节点上，停止 VCS 不管理的所有 VxVM 卷（对于每个磁
盘组）。

5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使配置成为可写状态。
# haconf -make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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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冻结第一个子集群中的节点。
# hasys -freeze -persistent node01
# hasys -freeze -persistent node02

7

转储配置，并将其属性设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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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证要升级的第一个子集群上的服务组是否为脱机状态。
# hagrp -state

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Group Attribute System Value
sg1 State node01 |OFFLINE|
sg1 State node02 |OFFLINE|
sg1 State node03 |ONLINE|
sg1 State node04 |ONLINE|
sg2 State node01 |OFFLINE|
sg2 State node02 |OFFLINE|
sg2 State node03 |ONLINE|
sg2 State node04 |ONLINE|
sg3 State node01 |OFFLINE|
sg3 State node02 |OFFLINE|
sg3 State node03 |ONLINE|
sg3 State node04 |OFFLINE|
sg4 State node01 |OFFLINE|
sg4 State node02 |OFFLINE|
sg4 State node03 |OFFLINE|
sg4 State node04 |ONLINE|

9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备份 llttab、llthosts、gabtab、types.cf、main.cf 和 AT 配置
文件。
# cp /etc/llttab /etc/llttab.bkp
# cp /etc/llthosts /etc/llthosts.bkp
# cp /etc/gabtab /etc/gabtab.bkp
# cp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bkp
# cp /etc/VRTSvcs/conf/config/types.cf \/etc/VRTSvcs/conf/config/types.cf.bkp
# /opt/VRTSat/bin/vssat showbackuplist
B|/var/VRTSat/.VRTSat/profile/VRTSatlocal.conf
B|/var/VRTSat/.VRTSat/profile/certstore
B|/var/VRTSat/ABAuthSource
B|/etc/vx/vss/VRTSat.conf
Quiescing ...
Snapshot Directory :/var/VRTSatSnapShot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升级操作系统
您可以根据需要在第一个子集群上执行操作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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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操作系统升级前，最好防止 LLT 在节点启动时自动启动。 例如，您可以执
行以下操作：
# mv /etc/llttab /etc/llttab.save

或者您可以通过设置 LLT_START = 0 来更改 /etc/default/llt 文件。
在完成操作系统升级后，切记将 LLT 的配置更改为其原始配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操作系统的文档。

升级第一个子集群
现在导航到安装程序并启动它。
启动安装程序以便分阶段升级

1

确认您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并已装入产品光盘。

2

导航到包含 installsfha 的文件夹。
# cd storage_foundation_high_availability

3

确保您可以通过 ssh 或 rsh 从启动安装程序的节点访问第二个子集群中的节
点，而不需要提供密码。

4

启动 installsfha 程序，指定第一个子集群中的节点（node1 和 node2）。
# ./installsfha<version> -upgrade node1node2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该程序首先显示版权信息，并指定创建日志的目录。 该程序执行系统验证，并
输出升级信息。

5

输入 y 同意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Do you agree with the term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as specified in the storage_foundation_high_availability/
EULA/lang/EULA_SFHA_Ux_version.pdf
file present on media? [y,n,q,?]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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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程序显示所选系统上已删除、安装和升级的 软件包 列表。

7

出现提示时，回复 y 停止相应的进程。
Do you want to stop SFHA processes now? [y,n,q] (y)

安装程序停止进程，卸载 软件包，然后安装 软件包。
第一个子集群上的升级已完成。只有在完成准备第二个子集群过程后，才可以
重新启动第一个子集群中的节点。

准备第二个子集群
在第一个子集群中重新启动节点之前，请在第二个子集群中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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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升级第二个子集群

1

获取资源状态的摘要。
# hastatus -summ
-- SYSTEM STATE
-- System
A
A
A
A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State
EXITED
EXITED
RUNNING
RUNNING

-- GROUP STATE
-- Group

System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SG1
SG1
SG1
SG1
SG2
SG2
SG2
SG2
SG3
SG3
SG3
SG3
SG4
SG4
SG4
SG4

Frozen

Probed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1
1
0
0

AutoDisabled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State
OFFLINE
OFFLINE
ONLINE
ONLINE
OFFLINE
OFFLINE
ONLINE
ONLINE
OFFLINE
OFFLINE
ON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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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卸载 VCS 不管理的所有 VxFS 文件系统，例如：
# df -k

Filesystem

kbytes

used

avail capacity

Mounted on

/dev/dsk/c1t0d0s0
66440242 10114415 55661425
16%
/
/devices
0
0
0
0%
/devices
ctfs
0
0
0
0%
/system/contract
proc
0
0
0
0%
/proc
mnttab
0
0
0
0%
/etc/mnttab
swap
5287408
1400 5286008
1%
/etc/svc/volatile
objfs
0
0
0
0%
/system/object
sharefs
0
0
0
0%
/etc/dfs/sharetab
/platform/sun4u-us3/lib/libc_psr/libc_psr_hwcap1.so.1
66440242 10114415 55661425
16%
/platform/sun4u-us3/
lib/libc_psr.so.1
/platform/sun4u-us3/lib/sparcv9/libc_psr/libc_psr_hwcap1.so.1
66440242 10114415 55661425
16%
/platform/sun4u-us3/
lib/sparcv9/libc_psr.so.1
fd
0
0
0
0%
/dev/fd
swap
5286064
56 5286008
1%
/tmp
swap
5286056
48 5286008
1%
/var/run
swap
5286008
0 5286008
0%
/dev/vx/dmp
swap
5286008
0 5286008
0%
/dev/vx/rdmp
3.0G
18M 2.8G
1% /mnt/dg2/dg2vol1
/dev/vx/dsk/dg2/dg2vol2
1.0G
18M 944M
2% /mnt/dg2/dg2vol2
/dev/vx/dsk/dg2/dg2vol3
10G
20M 9.4G
1% /mnt/dg2/dg2vol3
# umount /mnt/dg2/dg2vol1
# umount /mnt/dg2/dg2vol2
# umount /mnt/dg2/dg2vol3

3

使配置在第二个子集群中可写。
# haconf -makerw

4

取消冻结服务组。
# hagrp -unfreeze sg1 -persistent
# hagrp -unfreeze sg2 -persistent
# hagrp -unfreeze sg3 -persistent
# hagrp -unfreeze sg4 -per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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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储配置，并将其属性设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6

在 node03 和 node04 上使服务组脱机。
# hagrp -offline sg1 -sys node03
# hagrp -offline sg1 -sys node04
# hagrp -offline sg2 -sys node03
# hagrp -offline sg2 -sys node04
# hagrp -offline sg3 -sys node03
# hagrp -offline sg4 -sys node04

7

验证服务组的状态。
# hagrp -state
#Group
SG1
SG1
SG1
SG1
SG2
SG2
SG2
SG2
SG3
SG3
SG3
SG3

Attribu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System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Valu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8

停止 VCS 不管理的所有 VxVM 卷（对于每个磁盘组）。

9

在 node03 和 node04 上停止 VCS、I/O 防护、GAB 和 LLT。
■

Solaris 9：
# /opt/VRTSvcs/bin/hastop -local
# /etc/init.d/vxfen stop
# /etc/init.d/gab stop
# /etc/init.d/llt stop

■

Solaris 10 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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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cadm disable -t /system/vcs
# svcadm disable -t /system/vxfen
# svcadm disable -t /system/gab
# svcadm disable -t /system/llt

10 确保在 node03 和 node04 上未配置 VXFEN、GAB 和 LLT 模块。
■

Solaris 9：
# /etc/init.d/vxfen status
VXFEN: loaded
# /etc/init.d/gab status
GAB: module not configured
# /etc/init.d/llt status
LLT: is loaded but not configured

■

Solaris 10 和 11：
# /lib/svc/method/vxfen status
VXFEN: loaded
# /lib/svc/method/gab status
GAB: module not configured
# /lib/svc/method/llt status
LLT: is loaded but not configured

激活第一个子集群
为服务组准备好第一个子集群。
激活第一个子集群

1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重新启动 node01 和 node02。
# /usr/sbin/shutdown -y -i6 -g0

2

在 /etc/default/llt 文件中，更改 LLT_START 属性的值。
LLT_STAR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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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动 LLT 和 GAB。

#

svcadm enable system/llt

# svcadm enable system/gab

4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对 node01 和 node02 进行种子设定。
# gabconfig -x

5

在集群的前半部分，启动 SFHA：
# cd /opt/VRTS/install
# ./installsfha<version> -start sys1 sys2

其中： <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6

在集群的前半部分启动 VCS：
# svcadm enable system/vcs

7

在 node01 和 node02 上启动 VCS。在每个节点上，运行：
# hastart

8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使配置成为可写状态。
# haconf -makerw

9

在第一个子集群上取消冻结节点。
# hasys -unfreeze -persistent node01
# hasys -unfreeze -persistent node02

310

对 SFHA 执行分阶段升级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执行分阶段升级

10 转储配置，并将其属性设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11 在 node01 和 node02 上使服务组联机。
# hagrp -online sg1 -sys node01
# hagrp -online sg1 -sys node02
# hagrp -online sg2 -sys node01
# hagrp -online sg2 -sys node02
# hagrp -online sg3 -sys node01
# hagrp -online sg4 -sys node02

升级第二个子集群上的操作系统
如果需要，可以在第二个子集群上执行操作系统升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操作
系统的文档。
在执行操作系统升级之前，请确保禁用 VCS、VXFEN、GAB 和 LLT。
禁用 VCS、VXFEN、GAB 和 LLT

1

在第二个子集群上禁用 VCS，以便重新启动后 VCS 不会启动。编辑
/etc/default 中的 vcs 文件。在编辑器中打开 vcs 文件，将 VCS_START=1
行更改为 VCS_START=0。保存并关闭文件。

2

在第二个子集群上禁用 VXFEN，以便重新启动后 VXFEN 不会启动。编辑
/etc/default 中的 vxfen 文件。在编辑器中打开 vxfen 文件，将
VXFEN_START=1 行更改为 VXFEN_START=0。保存并关闭文件。

3

在第二个子集群上禁用 GAB，以便重新启动后 GAB 不会启动。编辑
/etc/default 中的 gab 文件。在编辑器中打开 gab 文件，将 GAB_START=1
行更改为 GAB_START=0。保存并关闭文件。

4

在第二个子集群上禁用 LLT，以便重新启动后 LLT 不会启动。编辑
/etc/default 中的 llt 文件。在编辑器中打开 llt 文件，将 LLT_START=1
行更改为 LLT_START=0。保存并关闭文件。

5

对于使用安全模式的集群，创建一个无密码 SSH 连接。该连接从您计划运行
安装程序的节点连接到已升级的节点之一。

升级第二个子集群
执行以下过程升级第二个子集群（node03 和 nod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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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安装程序升级第二个子集群

1

确认您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并已装入产品光盘。

2

导航到包含 installsfha 的文件夹。
# cd storage_foundation_high_availability

3

确认 SFHA 在 node03 和 node04 上已停止。启动 installsfha 程序，指定第二
个子集群中的节点（node3 和 node4）。
# ./installsfha -upgrade node3node4

该程序首先显示版权信息，并指定创建日志的目录。

4

在集群的后半部分上，启动 SFHA：
# cd /opt/VRTS/install
# ./installsfha<version> -start sys3 sys4

其中： <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5

安装程序显示所选系统上已删除、安装和升级的 软件包 列表。

6

出现提示时，回复 y 停止相应的进程。
Do you want to stop SFHA processes now? [y,n,q] (y)

安装程序停止进程，卸载 软件包，然后安装 软件包。

7

输入 y 同意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Do you agree with the term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as specified in the storage_foundation_high_availability/
EULA/lang/EULA_SFHA_Ux_<version>.pdf
file present on media? [y,n,q,?] y

8

确保安装程序根据需要回答问题，直至升级完成。

完成阶段升级
完成下列过程以完成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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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升级

1

验证集群 UUID 在第二个子集群和第一个子集群中的节点上是否相同。运行以
下命令显示集群 UUID：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clus -display node1 [node2 ...]

如果集群 UUID 不同，则将集群 UUID 从第一个子集群中的节点手动复制到第
二个子集群中的节点。 例如：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rsh] -clus
-copy -from_sys node01 -to_sys node03 node04

2

在第二个子集群上重新启动 node03 和 node04。
# /usr/sbin/shutdown -y -i6 -g0

第二个子集群中的节点将加入第一个子集群中的节点。

3

对于使用 Solaris 10 的节点，在集群的前半部分中启动 VCS：
# svcadm enable system/vcs

4

检查 SFHA and High Availability 及其组件是否已启动。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nxxxnn membership 0123
Port b gen
nxxxnn membership 0123
Port h gen
nxxxnn membership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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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 hastatus -sum 命令确定节点、服务组和集群的状态。
# hastatus -sum
-- SYSTEM STATE

6

-- System

State

Frozen

A
A
A
A

node01
node02
node03
node04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0
0
0
0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GROUP STATE
Group
System
sg1
node01
sg1
node02
sg1
node03
sg1
node04
sg2
node01
sg2
node02
sg2
node03
sg2
node04
sg3
node01
sg3
node02
sg3
node03
sg3
node04
sg4
node01
sg4
node02
sg4
node03
sg4
node04

Probed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Y

AutoDisabled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Stat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FFLINE
ONLINE
OFFLINE
OFFLINE

升级完成后，（对于每个磁盘组）启动 VxVM 卷并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在此示例中，已对 SFHA 执行了分阶段升级。当在 node03 和 node04 上使服务组
脱机时，这些服务组将关闭，直至 SFHA 使其在 node01 或 node02 上联机为止。
注意：如果要将使用基于 CP 服务器的防护的应用集群升级到 6.1，请确保首先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然后，将所有应用集群都升级到版本 6.1。
但是，请注意，升级到 6.1 的 CP 服务器支持 6.1（基于 HTTPS 的通信）上的应用
集群以及 6.1 之前的版本（基于 IPM 的通信）上的应用集群。配置 CP 服务器时，
安装程序将要求 VIP 进行基于 HTTPS 的通信（如果客户端为版本 6.1），或者要
求 VIP 进行基于 IPM 的通信（如果客户端为 6.1 之前的版本）。
关于升级 VCS 或 SFHA 的说明，请参见 VCS 或 SFHA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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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执行分阶段升级
本节介绍了如何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执行 SFHA 的分阶段升级。安装程序将
检测并升级一个或多个指定系统上当前安装的产品。
升级 SFHA

1

执行必需的步骤以保存要保留的任何数据。例如，进行配置文件备份。

2

如果要升级高可用性 (HA) 产品，则请使所有服务组脱机。列出所有服务组：
# /opt/VRTSvcs/bin/hagrp -list

对于列出的每个服务组，请使其脱机：
# /opt/VRTSvcs/bin/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any

3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4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的“Task (任务)”
下拉菜单中，选择“Upgrade a Product (升级产品)”。
安装程序将检测指定系统上安装的产品。单击“Next (下一步)”。

5

输入要在第 1 阶段升级的集群子集作为系统名称。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许可协议页上，选择是否接受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条款。要继续，
请选择“Yes I agree (是，我同意)”，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7

安装程序会搜索是否有任何要升级的系统具有镜像和封装引导磁盘。对于每个
具有已镜像的引导磁盘的系统，您可以选择创建引导磁盘组的备份。要创建备
份，请选中“Split mirrors on all the systems (拆分所有系统上的镜像)”框。
选中相应的框以便对所有系统上的备份磁盘组使用相同的名称。您可以使用默
认名称或选择新名称。检查要在其上创建备份的系统。准备就绪后，单击“Next
(下一步)”按钮。

8

单击“Next (下一步)”完成升级。
升级完成后，安装程序将显示日志文件和摘要文件的位置。如果需要，可以查
看这些文件以确认安装状态。

9

如果系统提示您重新启动系统，请输入安装程序显示的重新启动命令。

10 单击“Finish (完成)”。安装程序将提示您执行其他任务。现在可以执行第 2
阶段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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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面上的“Task (任务)”
下拉菜单中，选择“Upgrade a Product (升级产品)”。
安装程序将检测指定系统上安装的产品。单击“Next (下一步)”。

12 输入要在第 1 阶段升级的集群其余子集作为系统名称。单击“Next (下一步)”。
13 对集群的其余每个子集重复步骤 6 到 10。
14 如果要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将 VCS 或 SFHA 5.1 升级到版本 Storage Foundation
6.1，请确保已将所有应用集群升级到版本 Storage Foundation 6.1。然后，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有关升级 VCS 或 SFHA 的说明，请参
见《VCS 或 SFHA 安装指南》。

15 只有当您拆分镜像根磁盘以备份该磁盘时，才执行此步骤。成功重新启动后，
验证升级并将备份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升级的引导磁盘组。如果升级失败，则将
升级引导磁盘组恢复为备份磁盘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将备份引导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当前磁盘组”。
请参见第 342 页的“升级失败后恢复到备份引导磁盘组”。
如果要从 4.x 升级并且使用的是本机操作系统帐户，则可能需要新建 VCS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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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响应文件执行自动
SFHA 升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响应文件升级 SFHA

■

用于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变量

■

SFHA 升级的示例响应文件

■

使用响应文件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

■

用于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的响应文件变量

■

使用滚动升级进行升级的 SFHA 的示例响应文件

使用响应文件升级 SFHA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对一个系统执行 SFHA 升级后生成的响应文件来对其
他系统升级 SFHA。 此外，也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 makeresponsefile 选项创建响
应文件。
执行自动 SFHA 升级

1

确保要升级 SFHA 的系统满足升级要求。

2

确保已完成升级前任务。

3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升级 SFHA 的系统之一。

4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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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文件夹。

6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升级。例如：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 ./installsfha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用于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22-1 列出了为配置 SFHA 而可以定义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22-1

用于升级 SFHA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说明

CFG{accepteula}

指定是否同意介质上的 EULA.pdf 文件。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systems}

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上的系统列表。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opt}{keyfile}

定义用于和所有远程系统通信的 ssh 密钥文件的位
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tmppath}

定义工作目录的创建位置，该工作目录用于存储安装
过程中所需的临时文件和 软件包。默认位置为
/var/tmp。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logpath}

指定要将日志文件复制到哪个位置。默认位置为
/opt/VRTS/install/logs。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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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CFG{opt}{upgrade}

升级所有已安装的 软件包，不进行配置。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mirrordgname}{system}

如果根磁盘组已封装并且您选择拆分镜像：
拆分系统的目标磁盘组名称。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splitmirror}{system}

如果根磁盘组已封装并且您选择拆分镜像：
指示您要在其上创建拆分镜像备份磁盘组的系统。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disable_dmp_native_support} 如果它设置为 1，则在升级后将为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禁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在升级期
间保留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会延长 软件包 升级时间，具体取
决于系统上配置的 LUN、本机 LVM 卷组以及 ZFS
池的数量。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hotfix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修补程序级
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装多个
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hotfix2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二个修补
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
装多个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319

使用响应文件执行自动 SFHA 升级
SFHA 升级的示例响应文件

变量

说明

CFG{opt}{hotfix3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三个修补
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
装多个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hotfix4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四个修补
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
装多个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hotfix5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五个修补
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
装多个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SFHA 升级的示例响应文件
以下示例显示了用于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
our %CFG;
$CFG{accepteula}=1;
$CFG{client_vxfen_warning}=1;
$CFG{fencing_cps}=[ qw(10.198.92.157 10.198.92.158) ];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92.157"}=443;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92.158"}=443;
$CFG{fencing_cps_vips}{"10.198.92.157"}=[ qw(10.198.92.157) ];
$CFG{fencing_cps_vips}{"10.198.92.158"}=[ qw(10.198.92.158) ];
$CFG{opt}{noipc}=1;
$CFG{opt}{updatekeys}=1;
$CFG{opt}{upgrade}=1;
$CFG{systems}=[ qw(cdclab-p51a-03 cdclab-p51a-04) ];
$CFG{vcs_allowcomms}=1;
1;

如果是单节点集群，vcs_allowcomms 变量将设置为 0，并且升级之前 llt 和 gab 进
程不会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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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响应文件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对一个系统执行 SFHA 升级后生成的响应文件来对其
他系统升级 SFHA。
此外，也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 makeresponsefile 选项创建响应文件。
执行自动 SFHA 滚动升级

1

确保要升级 SFHA 的系统满足升级要求。

2

确保已完成升级前任务。

3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启动安装程序的系统。
请参见第 322 页的“使用滚动升级进行升级的 SFHA 的示例响应文件”。

4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请参见第 321 页的“用于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的响应文件变量”。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文件夹。

6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升级。例如：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 ./installsfha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用于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22-2 列出了可以定义的用于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22-2

用于对 SFHA 执行滚动升级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说明

CFG{phase1}{0}

一系列 $CFG{phase1}{N} 项定义了子集群划
分。索引 N 表示执行 RU 阶段 1 的顺序。索
引从 0 开始。每项都具有一个节点列表（至
少一个）。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条件性必需
如果需要执行滚动升级阶段 1，则为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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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CFG{rollingupgrade_phase2}

CFG{rollingupgrade_phase2} 选项用于
执行滚动升级阶段 2。在该阶段，VCS 和其
他代理 软件包 将升级到最新版本。产品内核
驱动程序将滚动升级到最新的协议版本。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条件性必需
如果需要执行滚动升级阶段 2，则为必需。

CFG{rolling_upgrade}

开始滚动升级。 通过使用此选项，安装程序
自动检测集群系统上的滚动升级状态，而不
需要显式指定滚动升级阶段 1 或阶段 2。

CFG{systems}

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上的系统列表。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opt}{upgrade}

升级所有已安装的 软件包，不进行配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accepteula}

指定是否同意介质上的 EULA.pdf 文件。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使用滚动升级进行升级的 SFHA 的示例响应文件
以下示例显示了使用滚动升级进行升级的 SFHA 的响应文件。
our %CFG;
$CFG{accepteula}=1;
$CFG{client_vxfen_warning}=1;
$CFG{fencing_cps}=[ qw(10.198.90.6) ];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90.6"}=50006;
$CFG{fencing_cps_vips}{"10.198.90.6"}=[ qw(10.198.90.6) ];
$CFG{opt}{gco}=1;
$CFG{opt}{noipc}=1;
$CFG{opt}{rolling_upgrade}=1;
$CFG{opt}{rollingupgrade_phase2}=1;
$CFG{opt}{updateke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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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opt}{upgrade}=1;
$CFG{opt}{vr}=1;
$CFG{phase1}{"0"}=[ qw(sys3 sys2) ];
$CFG{phase1}{"1"}=[ qw(sys1) ];
$CFG{systems}=[ qw(sys1 sys2 sys3) ];
$CFG{vcs_allowcomms}=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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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iveUpgrade 升级
SFHA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Live Upgrade

■

针对 Live Upgrade 的受支持升级路径

■

在 Solaris 10 上的 Solaris 区域环境中执行 Live Upgrade

■

在 Solaris 10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

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关于 Live Upgrade
您可以使用 Solaris 系统上的 Live Upgrade 来升级操作系统或产品，或者同时升级
这两者。
■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在 Solaris 10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图 23-1 通过示例说明了如何将 Symantec 产品从 5.1 SP1 升级到 6.1，以及如何将
操作系统从 Solaris 9 升级到 Solari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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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Upgrade 过程

图 23-1
当服务器运行时，
从主引导环境创建
备用引导环境。

Solaris 10

Solaris 10

Veritas 6.0

Veritas 5.0

其他
软件包

其他
软件包

主装入
引导
环境

备用
引导
环境

使用安装程序或手动升
使用安装程序或手动升级
级备用引导环境中的
备用引导环境中的
Veritas 产品
Veritas 产品。
。

服务器现在运行新的
主引导环境。

Solaris 10

Solaris 10

Solaris 10

Solaris 10

Veritas 6.0

Veritas 6.1

Veritas 6.1

Veritas 6.0

其他
软件包

其他
软件包

其他
软件包

其他
软件包

主装入
引导
环境

备用
引导
环境

主装入
引导
环境

备用
引导
环境

重新启动服务器

此集群中的某些服务组（故障转移服务组和并行服务组）可能处于联机状态，并且
不受 Live Upgrade 过程的影响。仅当重新启动服务器以引导至备用引导磁盘时才
会遭遇停机。
注意：在 Solaris 11 中，您可以在主引导磁盘（而不是备用引导磁盘）中创建备用
引导环境。

关于 Volume Replicator (VVR) 环境中的 LiveUpgrade
在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的 SFHA 环境中，以下脚本提供了升级 VVR 配置的方
法：
■

vvr_upgrade_lu_start

■

vvr_upgrade_lu_finish

本节提供了 VVR 升级过程的概述信息。有关完整过程，请参见 SFHA 的 Live
Upgrade 过程。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在 Solaris 10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

使用 vxlustart 脚本执行 SFHA 的 Solaris 10 Live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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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执行 SFHA 的 Solaris 11 Live Upgrade 时，可以忽略 vxlustart 脚
本。

■

就在重新启动系统以切换到备用引导环境之前，运行 vvr_upgrade_lu_start
脚本。
注意：仅当应用程序已停止且下一步是切换到备用引导环境时，才应使用
vvr_upgrade_lu_start 脚本。

■

在 vvr_upgrade_lu_start 脚本成功完成后，重新启动系统。此次重新启动会
导致从备用引导环境引导系统。

■

在对象已恢复并且已根据需要升级磁盘组版本后，请运行
vvr_upgrade_lu_finish 脚本。

针对 Live Upgrade 的受支持升级路径
计划使用 Live Upgrade 的系统必须运行 Solaris 9/10/11。您可以从运行 Solaris 9
的系统进行升级，但是 Solaris 9 不支持 SFHA 6.1。
对于 Solaris 10/11，在使用 Symantec 产品安装程序升级全局区域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之前，请确保所有非全局区域都已引导并处于已安装状态。如果升
级时非全局区域未装入并运行，则必须在升级后手动将每个非全局区域与更新选项
挂接。
对于 Live Upgrade，如果备用根环境也有一个区域，则不能安装 VRTSodm。必须先
删除 VRTSodm 软件包，然后再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在重新启动备用根
后，可以安装 VRTSodm。
SFHA 版本必须至少为 5.0 MP3。
Symantec 要求全局区域和非全局区域都运行相同版本的 Symantec 产品。
可以在以下虚拟化环境中使用 Live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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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虚拟化环境中的 Live Upgrade 支持

环境

过程

Solaris 本机区域

执行 Live Upgrade 升级全局区域和非全局区域。
如果区域根目录位于 VxVM 卷上，请使用以下过
程。
请参见第 327 页的“在 Solaris 10 上的 Solaris 区域
环境中执行 Live Upgrade”。
对其他备用节点使用标准过程。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在 Solaris 10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Solaris 标记区域 (BrandZ)

执行 Live Upgrade 升级全局区域。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在 Solaris 10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手动单独升级标记区域。
请注意，虽然可以在存在标记区域的情况下执行
Live Upgrade，但不会升级标记区域。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仅在控制域上执行 Live Upgrade。
仅在来宾域上执行 Live Upgrade。
对这两种类型的逻辑域都使用标准 Live Upgrade
过程。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在 Solaris 10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在 Solaris 10 上的 Solaris 区域环境中执行 Live
Upgrade
如果区域根目录位于 VxVM 卷上，则必须按照以下过程对其中的区域处于联机状态
的节点执行 Live Upgrade。
对其他备用节点使用标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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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29 页的“在 Solaris 10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对 VxVM 卷上有区域根目录的节点执行 Live Upgrade

1

卸载共享存储上不包含本地区域根目录的所有文件系统。

2

关闭在本地区域上运行的所有应用程序。 将此区域中的资源脱机，并且仅运行
此区域。
默认情况下，Zone 代理 BootState 设置为 multi-user。完成升级后，您可能
需要将此属性调整为适当的值，然后才能通过 VCS 启动您的区域。
注意：Symantec 建议将 BootState 设置为 multi-user-server，以运行非全局
区域中的应用程序。

3

冻结包含本地区域的服务组。 确保引导环境磁盘上有足够的空间，可用于容纳
Live Upgrade 期间要复制到其中的本地区域根目录。

4

使用 Live Upgrade（包括 vxlustart、产品升级和 vxlufinish）按照说明进
行升级。
在重新启动系统以完成 Live Upgrade 之前，请执行以下步骤。

5

在承载本地区域的系统上，将本地区域根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和目录复制到共享
存储上的其他位置，然后再进行升级。
# zoneadm list -cv
ID NAME
0 global
6 ora-lzone

STATUS
running
running

PATH
/
/oralzones

# zoneadm -z ora-lzone halt
# cd /oralzones
# ls
dev

lost+found root SUNWattached.xml

# mv dev dev.41
# mv root root.41
# mv SUNWattached.xml SUNWattached.xml.41

BRAND
native
native

IP
shared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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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升级之后，使用 tar 实用程序将 BE 上的本地区域根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和目录
迁移到共享存储中：
# cd /altroot.5.10/oralzones
# ls
dev

lost+found lu root SUNWattached.xml

# tar cf - . | (cd /oralzones; tar xfBp -)
# cd /oralzones
# ls
dev .41 lost+found root.41 SUNWattached.xml.41
dev lost+found lu root SUNWattached.xml

7

取消冻结包含本地区域的服务组。

8

关闭所有系统。

在 Solaris 10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手动执行 LiveUpgrade 或使用安装程序。对于 SFHA，所有节点都升级后，这些节
点才会形成集群。在最后一个节点的 Live Upgrade 结束时，所有节点必须从备用
引导环境引导并加入集群。
表 23-2

使用 Solaris 10 Live Upgrade 升级 SFHA

步骤

说明

步骤 1

准备使用 Solaris Live Upgrade 进行升级。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在使用 Solaris Live Upgrade 升级 SFHA 之
前”。

步骤 2：

在备用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请参见第 331 页的“在备用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 Solaris 10 引导环
境”。

步骤 3：

要使用安装程序升级 SFHA，请参见下列过程：
■

请参见第 331 页的“使用 Solaris 10 Live Upgrade 安装程序升
级 SFHA”。

仅升级 Solaris
请参见 solaris 10 操作系统的相关 Oracle 文档

注意：如果您选择升级操作系统，则也会升级备用引导环境上
的 Solaris 操作系统。通过克隆主引导环境在备用引导磁盘上创
建新的引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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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步骤 4：

将备用引导环境切换为的新主节点。
请参见第 332 页的“完成 Solaris 10 Live Upgrade”。

步骤 5：

验证 SFHA 的 Live Upgrade。
请参见第 333 页的“验证 SFHA Solaris 10 Live Upgrade”。

在使用 Solaris Live Upgrade 升级 SFHA 之前
在升级之前，请执行以下过程。
为使用 Live Upgrade 进行升级做准备

1

确保 SFHA 安装介质和操作系统安装映像可用并已准备好。

2

在主引导磁盘中，针对 Live Upgrade 修补操作系统。
对于从 Solaris 9 升级到 10：
■

SPARC 系统：需要修补程序 137447-01 或更高版本。

验证是否已安装修补程序。

3

Live Upgrade 软件包的版本必须与备用引导磁盘上要升级到的操作系统版本相
匹配。如果要升级 Solaris 操作系统，请执行下列步骤：
■

删除为当前操作系统版本安装的 Live Upgrade 软件包：
所有 Solaris 版本：SUNWluu、SUNWlur 软件包。
Solaris 10 update 7 或更高版本还需要：SUNWlucfg 软件包。

■

通过新的 Solaris 安装映像安装新版本的下列 Live Upgrade 软件包：
所有 Solaris 版本：SUNWluu、SUNWlur 和 SUNWlucfg 软件包。

Solaris 安装介质附带提供了一个用于此目的的名为 liveupgrade20 的脚本。该
脚本位于 /cdrom/solaris_release/Tools/Installers/liveupgrade20。如果要编写
脚本，您可以使用：
# /cdrom/solaris_release/Tools/Installers/liveupgrade20 \
-nodisplay -noconsole

4

如果指定的映像缺少主引导磁盘中安装的某些修补程序，请记下修补程序编
号。要确保备用引导磁盘与主引导磁盘相同，需要在备用引导磁盘上安装缺少
的任何修补程序。

在这些过程示例中，主引导环境或当前引导环境位于 Disk0 (c0t0d0s0) 上，而备用
引导环境或不活动引导环境则位于 Disk1 (c0t1d0s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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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用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 Solaris 10 引导环境
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 vxlustart 命令，以在备用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引导环
境。
注意：此步骤可能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请不要中断会话，因为这可能会使引导环
境不稳定。
在该过程结束时：
■

如果选择了升级操作系统，则会升级备用引导磁盘上的 Solaris 操作系统。

■

通过克隆主引导环境在备用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在备用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执行此过程中的步骤。

1

查看您要在其上创建新引导环境的 VxVM 磁盘的列表。
# vxdisk list

2

查看输出并且记下新的装入点。如果系统在升级完成前重新启动或装入被卸
载，则可能需要重新装入磁盘。
如果需要重新装入，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lustart -r -u targetos_version -d disk_name

3

创建备用引导磁盘并将其装入 /altroot.5.10后，请在备用引导磁盘上安装
Symantec 产品安装所需的所有操作系统修补程序或软件包：
# pkgadd -R /altroot.5.10 -d pkg_dir

使用 Solaris 10 Live Upgrade 安装程序升级 SFHA
您可以使用 Veritas 产品安装程序在 Live Upgrade 过程中升级 SFHA。
在集群中的某个节点上，运行备用引导磁盘上的安装程序，以升级集群中所有节点
上的 SFHA。 升级期间，该程序将卸载备用引导磁盘上 SFHA 的现有版本。
在该进程结束时，Storage Foundation 6.1 将安装在备用引导磁盘上。
使用安装程序对 SFHA 执行 Live Upgrade

1

插入 Storage Foundation 6.1 产品光盘或访问网络上的此软件的副本。

2

运行安装程序脚本，将根路径指定为备用引导磁盘：

331

使用 LiveUpgrade 升级 SFHA
在 Solaris 10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 ./installsfha -upgrade -rootpath /altroot.5.10

3

输入要升级到 Storage Foundation 6.1 的节点的名称。
安装程序将显示节点上要安装或升级的软件包列表。

4

按回车键继续安装。
在 Live Upgrade 期间，如果备用引导磁盘的 OS 已升级，安装程序将不会更新
VCS 配置来获取 Oracle、Netlsnr 和 Sybase 资源。 如果集群配置包括这些资
源，系统将提示您运行一个命令列表，以便在集群从备用引导磁盘重新启动后
手动更新配置。

5

验证备用引导磁盘上的 Veritas 软件包版本是否为 6.1。
# pkginfo -R /altroot.5.10 -l VRTSpkgname

例如：
查看 /altroot.5.10/opt/VRTS/install/logs 中的安装日志。

完成 Solaris 10 Live Upgrade
在该过程结束时：
■

如果原始主引导磁盘已被封装，则备用引导磁盘也会被封装。

■

备用引导环境已激活。

■

系统从备用引导磁盘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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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Live Upgrade

1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完成 Live Upgrade 过程。您必须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输
入该命令。
如果主引导磁盘未被封装，则运行以下命令：
# ./vxlufinish -u target_os_version
Live Upgrade finish on the Solaris release <5.10>

如果主引导磁盘被 VxVM 封装，则运行以下命令：
# ./vxlufinish -u target_os_version -g diskgroup
Live Upgrade finish on the Solaris release <5.10>

如果主引导磁盘已被封装，则 Live Upgrade 过程将封装备用引导磁盘。

2

成功完成 vxlustart 后，如果在 Live Upgrade 成功完成之前系统崩溃或重新
启动，则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重新装入备用磁盘：
# ./vxlustart -r -u target_os_version

然后，从步骤 1 重新运行 vxlufinish 命令。
# ./vxlufinish -u target_os_version

3

注意：请不要使用 reboot、halt 或 uadmin 命令来重新启动系统。使用 init
或 shutdown 命令使系统使用备用引导环境引导。
如果出现以下错误，您可以忽略它：Error: boot environment <dest.13445>
already mounted on </altroot.5.10>。
# shutdown -g0 -y -i6

4

如果要将使用 VCS 或 SFHA 的 CP 服务器系统升级到此版本，请确保已将所
有应用集群升级到此版本。 然后，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
关于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 的说明，请参见相关的安装指南。

验证 SFHA Solaris 10 Live Upgrade
为了确保 Live Upgrade 成功完成，请验证所有节点是否已从备用引导环境引导并
且已加入集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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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Live Upgrade 是否已成功完成

1

验证备用引导环境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 lustatus

如果备用引导环境未处于活动状态，可以恢复到主引导环境。
请参见第 334 页的“恢复到主引导环境”。

2

在集群环境中，确保所有 GAB 端口都已启用。请注意，不同的产品会出现不
同的端口。
# gabconfig -a
Port a gen
Port h gen

3

c03c01 membership 0
c03c03 membership 0

根据需要执行其他验证操作，确保新的引导环境配置正确。

管理 Solaris 10 Live Upgrade 中的引导环境
使用以下过程执行引导环境的相关管理任务。

恢复到主引导环境
如果备用引导环境无法启动，可以恢复到主引导环境。
在每个节点上，以 PROM 监视模式从主引导环境启动系统。
ok> boot disk0

其中： disk0 为主引导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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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 Solaris SPARC 的引导环境
1

显示 Live Upgrade 引导环境的状态。
# lustatus
Boot Environment
Name
---------------source.2657
dest.2657

Is
Complete
-------yes
yes

Active
Now
-----yes
no

Active
On Reboot
--------yes
no

Can
Delete
-----no
yes

Copy
Status
------

在此示例中，主引导环境当前为 (source.2657)。您要激活备用引导环境
(dest.2657)。

2

卸载备用引导环境 (dest.2657) 上装入的任何文件系统。
# lufslist dest.2657
boot environment name: dest.2657
Filesystem
----------------/dev/dsk/c0t0d0s1
/dev/dsk/c0t0d0s0
/dev/dsk/c0t0d0s5
/dev/dsk/c0t0d0s3

fstype device size
------ -----------swap
4298342400
ufs
15729328128
ufs
8591474688
ufs
5371625472

Mounted on
---------/
/var
/vxfs

Mount Options
-------------

# luumount dest.2657

3

激活 Live Upgrade 引导环境。
# luactivate dest.2657

4

重新启动系统。
# shutdown -g0 -i6 -y

系统将自动选择已激活的引导环境条目。

在 Solaris 11 系统上执行 Live Upgrade
手动执行 LiveUpgrade 或使用安装程序。对于 SFHA，所有节点都升级后，这些节
点才会形成集群。在最后一个节点的 Live Upgrade 结束时，所有节点必须从备用
引导环境引导并加入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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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olaris 11 Live Upgrade 升级 SFHA

表 23-3
步骤

说明

步骤 1

在主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请参见第 336 页的“在主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 Solaris 11 引导环
境”。

步骤 2：

要使用安装程序升级 SFHA，请参见下列过程：
■

请参见第 337 页的“使用 Solaris 11 Live Upgrade 安装程序升
级 SFHA”。

仅升级 Solaris
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11 操作系统的相关 Oracle 文档。
步骤 3：

将备用引导环境切换为的新主节点。
请参见第 338 页的“完成 Solaris 11 Live Upgrade”。

步骤 4：

验证 SFHA 的 Live Upgrade。
请参见第 339 页的“验证 Solaris 11 Live Upgrade ”。

在主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 Solaris 11 引导环境
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 beadm create 命令，以在主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引导
环境。
在该过程结束时：
■

如果选择了升级操作系统，则会升级备用引导环境上的 Solaris 操作系统。

■

通过克隆主引导环境在主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在主引导磁盘上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执行此过程中的步骤。

1

查看主磁盘中的引导环境列表。
# beadm list

2

如果您处在运行状态的 solaris 标记区域的区域根目录是在共享存储上，请将包
含区域资源的服务组的 AutoStart 设置为 0。
# hagrp -modify <group> AutoStart 0
# haconf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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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主引导磁盘中创建新的引导环境。
# beadm create beName
# beadm mount beName mountpoint

4

在步骤 2 中将包含区域资源的服务组的 AutoStart 重置为 1
# hagrp -modify <group> AutoStart 1
# haconf -dump

如果配置了 VVR，建议 <beName> 应该有这个值 altroot.5.11 和 <mountpoint> 应
该有这个值 /altroot.5.11。

使用 Solaris 11 Live Upgrade 安装程序升级 SFHA
您可以使用 Veritas 产品安装程序在 Live Upgrade 过程中升级 SFHA。
在集群中的某个节点上，运行主引导磁盘上的安装程序，以升级集群中所有节点上
的 SFHA。
进程结束时，Storage Foundation 6.1 将安装在备用引导环境中。
使用安装程序对 SFHA 执行 Live Upgrade

1

插入 Storage Foundation 6.1 产品光盘或访问网络上的此软件的副本。

2

如果在您创建备用引导环境时，在当前引导环境里有处在运行状态的 solaris 标
记区域，请为每一区域的引导环境设置软件包存储库的发布服务器。
# /usr/bin/pkg -R /altrootpath/zone-root/root
set-publisher -g /<path>/VRTSpkgs.p5p Symantec

例如：
# /usr/bin/pkg -R /altroot.5.11/export/home/zone1/root
set-publisher -g /mnt/VRTSpkgs.p5p Symantec

3

运行安装程序脚本，将根路径指定为备用引导环境：
# ./installsfha -upgrade -rootpath /altroot.5.11

4

输入要升级到 Storage Foundation 6.1 的节点的名称。
安装程序将显示节点上要安装或升级的软件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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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回车键继续安装。
在 Live Upgrade 期间，如果备用引导环境的 OS 已升级，安装程序不会更新
VCS 配置来获取 Oracle、Netlsnr 和 Sybase 资源。如果集群配置包括这些资
源，系统将提示您运行一个命令列表，以便在集群从备用引导环境重新启动后
手动更新配置。

6

验证备用引导环境上的 Veritas 软件包版本是否为 6.1。
# pkg -R /altroot.5.11 list VRTS\*

查看 /altroot.5.11/opt/VRTS/install/logs 中的安装日志。

7

对步骤 2 中设置的发布服务器取消设置。
# /usr/bin/pkg -R /altrootpath/zone-root/root
unset-publisher Symantec

完成 Solaris 11 Live Upgrade
在该过程结束时：
■

备用引导环境已激活。

■

从备用引导环境引导系统。

完成 Live Upgrade

1

激活备用引导环境。
# beadm activate altroot.5.11

2

停止所有节点上的应用程序和 VCS。
# hastop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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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新启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重新启动节点时，备用磁盘上的引导环境将被激
活。
注意：请不要使用 reboot、halt 或 uadmin 命令来重新启动系统。使用 init
或 shutdown 命令使系统使用备用引导环境引导。
# shutdown -g0 -y -i6

4

如果要将使用 VCS 或 SFHA 的 CP 服务器系统升级到此版本，请确保已将所
有应用集群升级到此版本。然后，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
有关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升级 VCS 或 SFHA 的说明，请参见“VCS 安装指
南”或“SFHA 安装指南”。

验证 Solaris 11 Live Upgrade
为了确保 Live Upgrade 成功完成，请验证所有节点是否已从备用引导环境引导并
且已加入集群中。
验证 Live Upgrade 是否已成功完成

1

验证备用引导环境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 beadm list

如果备用引导环境未处于活动状态，可以恢复到主引导环境。
请参见第 334 页的“恢复到主引导环境”。

2

在集群环境中，确保所有 GAB 端口都已启用。请注意，不同的产品会出现不
同的端口。
# gabconfig -a
Port a gen
Port h gen

3

c03c01 membership 0
c03c03 membership 0

根据需要执行其他验证操作，确保新的引导环境配置正确。

如果您之前已将包含区域资源的服务组的 AutoStart 设置为 0，请执行下列步骤：
■

验证已导入这个区域根文件系统要驻留的 zpool
# zpool list

如果未导入，请 online zpool 资源。
■

挂接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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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adm -z <zone> attach
■

将包含区域资源的服务组的 AutoStart 重置为 1。
# hagrp -modify <group> AutoStart 1

如果您的系统上有 solaris10 标记区域，则必须通过 Solaris 10 安装介质的软件包
手动升级 solaris10 标记区域内的软件包。

管理 Solaris 11 Live Upgrade 的引导环境
使用以下过程执行引导环境的相关管理任务。
切换 Solaris SPARC 的引导环境

1

显示 Live Upgrade 引导环境的状态。
# beadm list
BE
-solaris
altroot.5.11

Active Mountpoint Space
------ --------- ----NR
/
13.08G
3.68G

Policy
-----static
static

Created
------2012-11-14 10:22
2013-01-06 18:41

在此示例中，主引导磁盘当前为 solaris。您要激活备用引导磁盘 altroot.5.11。

2

激活 Live Upgrade 引导环境。
# beadm activate altroot.5.11

3

重新启动此系统以完成引导环境的激活。
# shutdown -g0 -i6 -y

系统将自动选择已激活的引导环境条目。

4

可能会毁坏现有引导环境。
# beadm destroy altroot.5.11

340

24
执行升级后任务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可选的配置步骤

■

将备份引导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当前磁盘组

■

升级失败后恢复到备份引导磁盘组

■

迁移 SFDB 存储库数据库的升级后任务

■

在自动升级失败的情况下恢复 VVR

■

配置了 VCS agents for VVR 时的升级后任务

■

升级磁盘布局版本

■

升级 VxVM 磁盘组版本

■

更新变量

■

设置默认磁盘组

■

升级阵列支持库

■

从 QuickLog 转换为多卷支持

■

关于对以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启用 LDAP 身份验证

■

验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升级

可选的配置步骤
升级完成后，可能需要执行其他任务。
可以执行下列可选的配置步骤：
■

如果配置了 Volume Replicator (VVR)，请按所示顺序执行下列步骤：

执行升级后任务
将备份引导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当前磁盘组

■

重新挂接 RLINK。

■

关联 SRL。

■

要封装和镜像引导磁盘，请按照《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的
“管理磁盘”一章中的步骤操作。

■

要升级 VxFS 磁盘布局版本和 VxVM 磁盘组版本，请按照升级说明进行操作。
请参见第 352 页的“升级 VxVM 磁盘组版本”。

将备份引导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当前磁盘组
如果在升级期间拆分了镜像引导磁盘，请执行此过程以重新连接备份引导磁盘。成
功升级并重新启动后，不再需要保留引导磁盘组备份。
重新连接备份引导磁盘组
◆

将 backup_bootdg 磁盘组重新连接到引导磁盘组。
# /etc/vx/bin/vxrootadm -Y join backup_bootdg

其中 -Y 选项表示静默操作，backup_bootdg 是您在升级期间创建的备份引导
磁盘组的名称。

升级失败后恢复到备份引导磁盘组
如果升级失败且您在升级期间拆分了镜像引导磁盘以对它进行备份，请执行此过
程。您可以恢复到升级时创建的备份。
升级失败后恢复备份引导磁盘组

1

要确定引导磁盘组，请在 vxprint 命令的输出中查找 rootvol 卷。
# vxprint

2

使用 vxdg 命令查找您当前引导的引导磁盘组。
# vxdg bootdg

3

从备份引导磁盘组引导操作系统。

4

将原始引导磁盘组连接到备份磁盘组。
# /etc/vx/bin/vxrootadm -Y join original_bootdg

其中 -Y 选项表示静默操作，original_bootdg 是您不再需要的引导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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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 SFDB 存储库数据库的升级后任务
使用 vxsfadm CLI 可查看升级之前借助 SFDB 工具创建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如有
必要，您可以装入这些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并回滚到它们。 不过，并不支持使用迁移
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来创建克隆。
如果想要继续使用以前创建的 FlashSnap 快照计划制作快照，则必须使用 vxsfadm
命令的 -o validate 选项对它们进行验证。
■

从 5.0x 升级之后和迁移 SFDB 存储库之前重命名启动脚本
请参见第 348 页的“从 5.0.x 升级之后和迁移 SFDB 之前”。

■

从 5.0x SFDB 存储库数据库迁移到 6.1
请参见第 343 页的“将存储库数据库从 5.0 迁移到 6.1”。

■

将存储库数据库从 5.1 或 5.1SP1 迁移到 6.1
请参见第 346 页的“将存储库数据库从 5.1 或更高版本迁移到 6.1”。

将存储库数据库从 5.0 迁移到 6.1
仅在一个节点上执行以下操作。
将存储库数据库从 5.0 迁移到 6.1

1

将启动脚本 NO_S*vxdbms3 重命名为 S*vxdbms3。
请参见第 348 页的“从 5.0.x 升级之后和迁移 SFDB 之前”。

2

以 root 身份转储出旧的 Sybase ASA 存储库。如果使用的是 SFHA 或 SF Oracle
RAC，则只需在一个节点上执行此操作。
# /opt/VRTSdbed/migrate/sfua_rept_migrate

3

在运行 sfua_rept_migrate 的同一节点上，以 Oracle 用户身份运行以下命
令。对于每个 Oracle 实例，将旧的存储库数据迁移到 SQLite 存储库。
$ /opt/VRTS/bin/dbed_updat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G \
Oracle_service_group

4

默认情况下，在包含 Oracle SYSTEM 表空间的文件系统上创建存储库。如果
需要备用的存储库路径，请首先验证以下要求：
■

存储库路径必须是可由 Oracle 用户写入的目录。

■

如果使用的是 SFHA，则存储库必须可由所有节点访问。可以将其放置在受
VCS 控制的资源组中，以便可以与 Oracle 数据库一起故障转移。

■

如果未正确设置路径，则更新命令将无法验证存储库路径的可访问性，并
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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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备用的存储库路径。
$ /opt/VRTS/bin/dbed_updat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
-G Oracle_service_group -R Alternate_path

5

如果要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进行脱离主机处理，且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具
有需要迁移的存储库，则在辅助节点主机上执行前面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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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主节点主机上，编辑快照计划，以删除 SNAPSHOT_DG=SNAP_* 参数并添
加 SNAPSHOT_DG_PREFIX=SNAP_*。该参数可以是任意 PREFIX 值，而不
一定是 SNAP_*。
例如：
$ /usr/oracle> more SNAPPLAN1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system1
SECONDARY_HOST=system1.example.com
PRIMARY_DG=system1_data
SNAPSHOT_DG=SNAP_system1_data
ORACLE_SID=HN1
ARCHIVELOG_DEST=/oracle/orahome/dbs/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AN_FOR=databas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ALLOW_REVERSE_RESYNC=no
SNAPSHOT_MIRROR=1
$ /usr/oracle> more SNAPPLAN1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system1
SECONDARY_HOST=system1.example.com
PRIMARY_DG=judge_data
SNAPSHOT_DG_PREFIX=SNAP_system1_data
ORACLE_SID=HN1
ARCHIVELOG_DEST=/oracle/orahome/dbs/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AN_FOR=databas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ALLOW_REVERSE_RESYNC=no
SNAPSHOT_MIRROR=1

7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重新验证快照：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oracle -c SNAPPLAN -o validate

这样就完成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和数据库分层存储参数的存储库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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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从较旧版本重新验证快照配置文件 (snapplan) 时，请使用 vxsfadm -c
<configfile> 选项以避免默认值覆盖旧值。
开始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将存储库数据库从 5.1 或更高版本迁移到 6.1
仅在一个节点上执行以下操作。
将存储库数据库从 5.1 或更高版本迁移到 6.1

1

请以 Oracle 用户身份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每个 Oracle 实例，将旧的存储库数
据迁移到 SQLite 存储库。
$ /opt/VRTS/bin/dbed_updat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G \
Oracle_service_group

2

默认情况下，在包含 Oracle SYSTEM 表空间的文件系统上创建存储库。如果
需要备用的存储库路径，请首先验证以下要求：
■

存储库路径必须是可由 Oracle 用户写入的目录。

■

如果使用的是 SFHA，则存储库必须可由所有节点访问。可以将其放置在受
VCS 控制的资源组中，以便可以与 Oracle 数据库一起故障转移。

■

如果未正确设置路径，则更新命令将无法验证存储库路径的可访问性，并
将失败。

创建备用的存储库路径。
$ /opt/VRTS/bin/dbed_updat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
-G Oracle_service_group -R Alternate_path

3

如果要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进行脱离主机处理，且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具
有需要迁移的存储库，则在辅助节点主机上执行前面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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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主节点主机上，编辑快照计划，以删除 SNAPSHOT_DG=SNAP_* 参数并添
加 SNAPSHOT_DG_PREFIX=SNAP_*。该参数可以是任意 PREFIX 值，而不
一定是 SNAP_*。
例如：
$ /usr/oracle> more SNAPPLAN1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system1
SECONDARY_HOST=system1.example.com
PRIMARY_DG=system1_data
SNAPSHOT_DG=SNAP_system1_data
ORACLE_SID=HN1
ARCHIVELOG_DEST=/oracle/orahome/dbs/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AN_FOR=databas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ALLOW_REVERSE_RESYNC=no
SNAPSHOT_MIRROR=1
$ /usr/oracle> more SNAPPLAN1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system1
SECONDARY_HOST=system1.example.com
PRIMARY_DG=judge_data
SNAPSHOT_DG_PREFIX=SNAP_system1_data
ORACLE_SID=HN1
ARCHIVELOG_DEST=/oracle/orahome/dbs/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AN_FOR=databas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ALLOW_REVERSE_RESYNC=no
SNAPSHOT_MIRROR=1

5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重新验证快照：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a oracle -c SNAPPLAN -o validate

这样就完成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和数据库分层存储参数的存储库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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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从较旧版本重新验证快照配置文件 (snapplan) 时，请使用 vxsfadm -c
<configfile> 选项以避免默认值覆盖旧值。
开始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从 5.0.x 升级之后和迁移 SFDB 之前
从 SFHA 版本 5.0 升级到 SFHA 6.1 时，S*vxdbms3 启动脚本会重命名为
NO_S*vxdbms3。 由于 sfua_rept_migrate 需要 S*vxdbms3 启动脚本， 因此，
当 sfua_rept_migrate 运行时，无法找到 S*vxdbms3 启动脚本并显示以下错误消
息：
/etc/rc.d/rc2.d/S*vxdbms3 not found
SFORA sfua_rept_migrate ERROR V-81-3558 File: is missing.
SFORA sfua_rept_migrate ERROR V-81-9160 Failed to mount repository.

防止 S*vxdbms3 启动脚本错误
◆

将启动脚本 NO_S*vxdbms3 重命名为 S*vxdbms3。

在自动升级失败的情况下恢复 VVR
如果在配置阶段升级失败，则在显示 VVR 升级目录之后，需要还原配置才能进行
下一次尝试。请按照以下顺序运行升级目录中的脚本以还原配置：
# restoresrl
# adddcm
# srlprot
# attrlink
# start.rvg

还原配置之后，可以重试当前步骤。

配置了 VCS agents for VVR 时的升级后任务
下面列出了配置 VCS agents for VVR 时的升级后任务：
■

取消冻结服务组

■

在配置了 VCS 代理时还原原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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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冻结服务组
本节介绍如何取消冻结服务组并使其联机。
取消冻结服务组

1

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配置：
# haconf -makerw

2

编辑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以删除 RVG 和 RVGShared
资源中已废弃的属性 SRL 和 RLinks。

3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 main.cf 文件的语法：
# hacf -verify

4

取消冻结先前冻结的所有服务组。在集群的任一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hagrp -unfreeze service_group -persistent

5

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保存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6

如果要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进行升级，请使用以下命令使 RVGShared 组联机：
# hagrp -online RVGShared -sys masterhost

7

在每个节点上使相应的 IP 资源联机。
请参见第 269 页的“配置有 VCS 代理时执行升级准备工作”。
在集群的任何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
# hares -online ip_name -sys system

该 IP 是用于集群内复制的虚拟 IP。

8

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使虚拟 IP 资源在主节点上联机。

在配置了 VCS 代理时还原原始配置
本节介绍了如何在配置了 VCS 代理时还原配置。
注意：只有在主要集群和辅助集群的所有节点上升级了 VVR 之后，才可以还原原
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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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原始配置

1

将所有磁盘组导入 VVR 配置。
# vxdg -t import diskgroup

导入各磁盘组的节点应当与执行升级时磁盘组在其上联机的节点是同一节点。
升级后进行重新启动可能会使其他节点联机，例如，AutoStartList 中设定了节
点顺序时就会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将包含磁盘组的 VCS 组切换到准备升级
时磁盘组在其上联机的节点。
# hagrp -switch grpname -to system

2

通过在步骤 1 中导入磁盘组的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来恢复所有磁盘组。
# vxrecover -bs

3

对已升级了 VVR 的所有节点上的所有磁盘组进行升级：
# vxdg upgrade diskgroup

4

在所有作为 VVR 的辅助节点主机的节点上，确保辅助节点主机上数据卷的长
度与主节点主机上对应数据卷的长度相同。要缩小辅助节点主机上那些长度大
于主节点主机上对应数据卷的数据卷，请针对辅助节点主机上每个数据卷执行
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shrinkto volume_name volume_length

其中：volume_length 是主节点主机上卷的长度。
注意：请在升级 VVR 的主要集群和辅助集群中所有节点上完成此步骤之后，
再继续后面的操作。

5

根据升级方式采用相应的方法来还原配置：
如果使用 VVR 升级脚本进行了升级
通过在升级 VVR 的所有节点上运行 vvr_upgrade_finish 脚本来完成升级。
建议先在作为 VVR 辅助节点主机的每个节点上运行 vvr_upgrade_finish 脚
本。
按所示的顺序执行下列任务：
■

要运行 vvr_upgrade_finish 脚本，请键入以下命令：
# /disc_path/scripts/vvr_upgrade_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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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isc_path 是装入 Veritas 软件光盘的位置。
■

在显示消息的节点上挂接 RLINK：
# vxrlink -g diskgroup -f att rlink_name

如果使用产品安装程序进行了升级
使用 Veritas 产品安装程序并选择“Start an Installed Product (启动已安装的产
品)”。或者，使用安装脚本并指定 -start 选项。

6

使 RVGLogowner 组在主节点上联机：
# hagrp -online RVGLogownerGrp -sys masterhost

7

如果计划使用 IPv6，则必须在主节点/辅助节点上启动虚拟复制 IP 的 IPv6 地
址并从使用 IPv4 改为使用 IPv6 主机名或地址，输入：
# vradmin changeip newpri=v6 newsec=v6

其中： v6 是 IPv6 地址。

8

重新启动先前停止的应用程序。

升级磁盘布局版本
在此版本中，只能创建和装入使用磁盘布局版本 7、8、9 和 10 的文件系统。只能
出于升级到较高磁盘布局版本的目的而本地装入磁盘布局版本 6。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 64 位配额，您必须升级到最新的磁盘布局版本 10。在早期磁
盘布局版本中使用 64 位配额在此版本中已废弃。
磁盘布局版本 6 已废弃，因此无法集群装入具有磁盘布局版本 6 的现有文件系统。
要升级具有磁盘布局版本 6 的集群文件系统，必须本地装入此文件系统，并使用
vxupgrade 实用程序将其升级到更高版本。
升级磁盘布局版本
◆

从版本 6 升级到磁盘布局版本 10。您必须增量升级此文件系统的磁盘布局。例
如：
# vxupgrade -n 7 /mnt
# vxupgrade -n 8 /mnt
# vxupgrade -n 9 /mnt
# vxupgrade -n 10 /m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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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vxupgrade(1M) 手册页。
已删除对磁盘布局版本 4 和 5 的支持。必须使用 vxfsconvert 命令将具有磁盘布
局版本 4 或 5 的任何现有文件系统升级到磁盘布局版本 7 或更高版本。
请参见 vxfsconvert(1M) 手册页。
注意：Symantec 建议在升级到此版本之前将现有文件系统升级到受支持的最高磁
盘布局版本。升级磁盘布局版本后，将无法降级到早期版本。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检查文件系统具有哪个磁盘布局版本：
# fstyp -v /dev/vx/dsk/dg1/vol1 | grep -i version

有关磁盘布局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
南》。

升级 VxVM 磁盘组版本
所有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都有相关联的版本号。每个 VxVM 版本支持
一组特定的磁盘组版本。 VxVM 可以在这些版本的磁盘组上导入和执行任务。某些
新功能和新任务仅适用于最新版本的磁盘组。升级现有磁盘组之后，才能执行这些
任务或使用这些功能。
对于 6.1，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版本与之前 VxVM 版本中的不同。 如果
您从以前的 VxVM 版本进行了升级，Symantec 建议您升级磁盘组版本。
升级到 SFHA 6.1 后，您必须升级由 ISP 组织的所有现有磁盘组。如果不升级版
本，则配置查询操作可继续正常工作。 不过，配置更改操作无法正常运行。
有关 ISP 磁盘组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使用下面的命令检查磁盘组的版本：
# vxdg list diskgroup

要将磁盘组升级为最新版本，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upgrade diskgroup

有关磁盘组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更新变量
在 /etc/profile 中，根据需要更新 PATH 和 MANPATH 变量。
MANPATH 可包含 /opt/VRTS/man，PATH 可包含 /opt/VRTS/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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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默认磁盘组
您可能会发现创建系统范围的默认磁盘组会很方便。创建默认磁盘组的主要好处在
于，在默认情况下，VxVM 命令使用默认磁盘组。 您不需要使用 -g 选项。
可以在安装之后，通过在系统上运行以下命令，设置默认磁盘组的名称：
# vxdctl defaultdg diskgroup

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升级阵列支持库
VxVM 以阵列支持库 (ASL) 软件包的形式提供对新磁盘阵列的支持。

为没有 ASL 的存储阵列添加 JBOD 支持
如果阵列的类型为 A/A-A、A/P 或 ALUA，而且合适的 ASL 不能使用，则阵列必须
被视为类型为 A/P 的 JBOD。这样可阻止出现路径延迟和 I/O 故障。由于默认情况
下假定 JBOD 的类型为 A/A，因此必须为此类阵列创建相应的 JBOD 条目。
将 A/A-A、A/P 或 ALUA 阵列配置为 JBOD

1

阻止所有应用程序（如数据库）访问在阵列上配置的 VxVM 卷，并卸载在阵列
上配置的所有 VxFS 文件系统和存储检查点。

2

添加阵列作为类型 A/P 的 JBOD：
# vxddladm addjbod vid=SUN pid=T300 policy=ap

3

将 Storage Foundation 或 VxVM 软件升级到 6.1（如果尚未这样做）。 将在升
级过程中执行设备发现，并且阵列将被视为适当类型的 JBOD。
如果已经将系统升级至 6.1，则运行以下命令以执行设备发现：
# vxdctl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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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已在策略设置为 APdisk 的情况下添加了阵列：
# vxddladm listjbod
VID
PID
Opcode Page Code Page Offset SNO length Policy
============================================================
SUN

5

T300

18

-1

36

12

APdisk

检查为阵列列出的正确设备：
# vxdisk list
DEVICE
APdisk_0
APdisk_1
APdisk_2
...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

GROUP
-

STATUS
online invalid
online invalid
online invalid

对 EMC PowerPath 磁盘显示 DMP
仅当升级包含 EMC PowerPath 磁盘的系统时，本节内容才适用。
在低于 VxVM 4.1 的版本中，DMP 子路径和 DMP 子路径控制器的组合通常被隐藏
起来，以防 DMP 和 EMC PowerPath 多路径驱动程序之间相互干扰。隐藏可起到
向 DMP 隐藏这些子路径及其控制器的作用，因此 VxVM 将无法看到这些子路径和
控制器上的磁盘。
VxVM 4.1 及更高版本能够发现 EMCpower 磁盘并将其配置为自动发现的磁盘，而
DMP 将这些磁盘视为是受单独的多路径驱动程序控制。这种功能的好处是允许在集
群共享磁盘组中重新配置这样的磁盘。在升级到 VxVM 6.1 之前，必须取消隐藏子
路径和控制器，以便 DMP 能够确定 EMCpower 元设备和 c#t#d# 磁盘设备之间的
关联关系。
在下列情况下可能需要显示 DMP 子路径和控制器：
■

转换外来磁盘
请参见第 355 页的“将外来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

转换定义的磁盘
请参见第 357 页的“将定义的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

转换 powervxvm 磁盘
请参见第 360 页的“将 powervxvm 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因为 EMCpower 磁盘是自动发现的，所以应该禁用 powervxvm 脚本并将其从启动
脚本中删除。要删除 powervxvm 脚本，请使用以下命令：
# powervxvm remove

354

执行升级后任务
升级阵列支持库

将外来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VxVM 4.0 版本提供了 vxddladm addforeign 命令，可用来为专用区域和公共区域
配置具有默认磁盘偏移值的外来磁盘，并将这些外来磁盘定义为简单磁盘。在升级
到 VxVM 6.1 之前，必须先将外来磁盘手动转换为 auto:simple 格式。
如果在 s2 以外的盘片上定义了外来磁盘，必须将该盘片的分区项复制到 s0 的分区
项中并更改标记。 如果更改了原始片的标记，则升级后磁盘的状态显示为
online:aliased。
下面举例说明此过程。 vxdisk list 命令可用来显示 VxVM 已知的 EMCpower 磁
盘：
# vxdisk list
DEVICE
c6t0d12s2
emcpower10c
...

TYPE
auto:sliced
simple

DISK
fdisk

GROUP
fdg

STATUS
online
online

vxprint 命令用于显示有关磁盘组 fdg 的信息：
# vxprint
Disk group: fdg
TY NAME
ASSOC
dg fdg
fdg
dm fdisk emcpower10c
...

KSTATE
-

LENGTH
17673456

PLOFFS
-

STATE TUTIL0 PUTIL0
-

将外来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格式

1

停止磁盘组中的所有卷，然后将磁盘组逐出：
# vxvol -g fdg stopall
# vxdg deport fdg

2

使用 vxddladm 命令删除外部设备的定义：
# vxddladm rmforeign blockpath=/dev/dsk/emcpower10c \
charpath=/dev/rdsk/emcpower10c

如果现在运行 vxdisk list 命令，则 EMCpower 磁盘将不再显示：
# vxdisk list
DEVICE
c6t0d12s2
...

TYPE
auto:sliced

DISK
-

GROUP
-

STATU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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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 vxprtvtoc 命令检索设备的分区表项：
# /etc/vx/bin/vxprtvtoc -f /tmp/vtoc /dev/rdsk/emcpower10c

4

使用 vxedvtoc 命令修改分区标记并更新 VTOC：
# /etc/vx/bin/vxedvtoc -f /tmp/vtoc /dev/rdsk/emcpower10c
# THE ORIGINAL PARTITIONING IS AS FOLLOWS:
# SLICE
TAG FLAGS
START SIZE
0
0x0 0x201
0
0
1
0x0 0x200
0
0
2
0x5 0x201
0
17675520
# THE NEW PARTITIONING WILL BE AS FOLLOWS:
# SLICE
TAG FLAGS
START SIZE
0
0xf 0x201
0
17675520
1
0x0 0x200
0
0
2
0x5 0x201
0
17675520
DO YOU WANT TO WRITE THIS TO THE DISK ? [Y/N] :Y
WRITING THE NEW VTOC TO THE DISK #

5

使用相应的升级过程升级到 VxVM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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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升级 VxVM 后，使用 vxdisk list 命令验证是否已转换为 auto:simple 格
式：
# vxdisk list
DEVICE

TYPE

DISK

GROUP

STATUS

c6t0d12s2
emcpower10s2
...

auto:sliced
auto:simple

-

-

online
online

要显示与元设备 emcpower10s2 关联的物理设备，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emcpower10s2

7

导入磁盘组并启动卷：
# vxdg import fdg
# vxvol -g fdg startall

可以使用 vxdisk list 命令来确定磁盘状态显示为 online:simple：
# vxdisk list
DEVICE
c6t0d12s2
emcpower10s2

TYPE
auto:sliced
auto:simple

DISK
fdisk

GROUP
fdg

STATUS
online
online

将定义的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在 VxVM 4.0 尤其是更早的版本中，EMCpower 磁盘可能是由持久性磁盘访问记录
(darec) 定义的，并且被标识为简单磁盘。 如果使用持久性 darec 定义了 EMCpower
磁盘，则在升级到 VxVM 6.1 之前必须将该磁盘手动转换为 auto:simple 格式。
如果在 s2 以外的盘片上定义了磁盘，则必须将该盘片的分区项复制到 s0 的分区项
中并更改标记。 如果更改了原始片的标记，则升级后磁盘的状态显示为
online:aliased。
下面举例说明此过程。 ls 命令显示 EMC 磁盘到持久性磁盘访问记录的映射：
# ls -l /dev/vx/dmp/emcdisk1
lrwxrwxrwx 1 root other 36 Sep 24 17:59 /dev/vx/dmp/emcdisk1->
/dev/dsk/c6t0d11s5
# ls -l /dev/vx/rdmp/emcdisk1
lrwxrwxrwx 1 root other 40Sep 24 17:59 /dev/vx/rdmp/emcdisk1->
/dev/dsk/c6t0d11s5

其中，c6t0d11s5 的第五个分区被定义为持久性磁盘访问记录 emcdis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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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isk list 命令可用来显示 VxVM 已知的 EMCpower 磁盘：
# vxdisk list
DEVICE
c6t0d12s2

TYPE
auto:sliced

DISK
-

GROUP
-

STATUS
online

emcdisk1
...

simple

fdisk

fdg

online

vxprint 命令用于显示有关磁盘组 fdg 的信息：
# vxprint
Disk group: fdg
TY NAME
ASSOC
dg fdg
fdg
dm fdisk
emcdisk1
...

KSTATE
-

LENGTH
17673456

PLOFFS
-

STATE TUTIL0 PUTIL0
-

将具有持久性磁盘访问记录的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格式

1

停止磁盘组中的所有卷，然后将磁盘组逐出：
# vxvol -g fdg stopall
# vxdg deport fdg

2

使用 vxdisk rm 命令删除持久性记录定义：
# vxdisk rm emcdisk1

如果现在运行 vxdisk list 命令，则 EMCpower 磁盘将不再显示：
# vxdisk list
DEVICE
c6t0d12s2
...

3

TYPE
auto:sliced

DISK
-

GROUP
-

STATUS
online

使用 vxprtvtoc 命令检索设备的分区表项：
# /etc/vx/bin/vxprtvtoc -f /tmp/hdisk /dev/rdsk/c6t0d1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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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vxedvtoc 命令修改分区标记并更新 VTOC：
# /etc/vx/bin/vxedvtoc -f /tmp/hdisk /dev/rdsk/c6t0d11s2
# THE ORIGINAL PARTITIONING IS AS FOLLOWS:
# SLICE
4
5
6

TAG
0x0
0x0
0x0

FLAGS
0x200
0x200
0x200

START
0
3591000
0

# THE NEW PARTITIONING WILL BE AS
# SLICE
TAG FLAGS
START
4
0x0 0x200
0
5
0xf 0x200
3591000
6
0x0 0x200
0

SIZE
0
2100375
0
FOLLOWS:
SIZE
0
2100375
0

DO YOU WANT TO WRITE THIS TO THE DISK ? [Y/N] :Y
WRITING THE NEW VTOC TO THE DISK #

5

使用相应的升级过程升级到 VxVM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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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升级 VxVM 后，使用 vxdisk list 命令验证是否已转换为 auto:simple 格
式：
# vxdisk list
DEVICE

TYPE

DISK

GROUP

STATUS

c6t0d12s2
emcpower10s2
...

auto:sliced
auto:simple

-

-

online
online:aliased

要显示与元设备 emcpower10s2 关联的物理设备，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emcpower10s2

7

导入磁盘组并启动卷：
# vxdg import fdg
# vxvol -g fdg startall

可以使用 vxdisk list 命令来确定磁盘状态显示为 online:simple：
# vxdisk list
DEVICE
c6t0d12s2
emcpower10s2

TYPE
auto:sliced
auto:simple

DISK
fdisk

GROUP
fdg

STATUS
online
online:aliased

为了让 DMP 能够收到正确的查询数据，必须将通用序列号（C 位）Symmetrix
控制器参数设置为启用。

将 powervxvm 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在 VxVM 4.0，尤其是旧版本中，EMCpower 磁盘可能是由持久性磁盘访问记录
(darec) 使用 powervxvm 脚本定义的，并且被标识为简单磁盘。如果通过 powervxvm
使用 EMCpower 磁盘，则在升级到 VxVM 6.1 之前必须将该磁盘手动转换为
auto:simple 格式。
如果按照 powervxvm 的要求对 VxVM 隐藏了任何控制器或设备，则必须取消隐藏
此类控制器或磁盘。这样 Veritas DMP 才能确定 PowerPath 元节点与其子路径之
间的关联关系。 转换为 auto:simple 之后，powervxvm 脚本就不再有用，应该从启
动脚本中将其禁用。
下面举例说明此过程。 ls 命令显示 EMC 磁盘到持久性磁盘访问记录的映射：
# ls -l /dev/vx/rdmp/
crw------# vxdisk list

1 root

root

260, 76 Feb

7 02:36 emcpower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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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c6t0d12s2
emcpower0c

TYPE
auto:sliced
simple

DISK
ppdsk01

GROUP
ppdg

STATUS
online
online

# vxprint
Disk group:
TY NAME
dg ppdg
dm ppdsk01

fdg
ASSOC
KSTATE
ppdg
emcpower0c -

LENGTH
2094960

PLOFFS STATE TUTIL0 PUTIL0
-

将 EMCpower 磁盘（使用 powervxvm 定义）转换为 auto:simple 格式

1

停止磁盘组中的所有卷，然后将磁盘组逐出：
# vxvol -g ppdg stopall
# vxdg deport ppdg

2

使用 vxdisk rm 命令从 VxVM 中删除所有 EMCpower 磁盘：
# vxdisk rm emcpower0c

如果现在运行 vxdisk list 命令，则 EMCpower 磁盘将不再显示：
# vxdisk list
DEVICE
c6t0d12s2

3

TYPE
auto:sliced

DISK
-

GROUP
-

使用 vxprtvtoc 命令检索此设备的分区表项：
# /etc/vx/bin/vxprtvtoc -f /tmp/vtoc /dev/vx/rdmp/emcpower0c

STATUS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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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vxedvtoc 命令修改分区标记并更新 VTOC：
# /etc/vx/bin/vxedvtoc -f /tmp/vtoc /dev/vx/rdmp/emcpower0c
# THE ORIGINAL PARTITIONING IS AS FOLLOWS:
# SLICE
TAG FLAGS
START SIZE
0
1
2

0x0
0x0
0x5

0x201
0x200
0x201

0
0
0

0
0
17675520

# THE NEW PARTITIONING WILL BE AS FOLLOWS:
# SLICE
TAG FLAGS
START SIZE
0
0xf 0x201
0
17675520
1
0x0 0x200
0
0
2
0x5 0x201
0
17675520
DO YOU WANT TO WRITE THIS TO THE DISK ? [Y/N] :Y
WRITING THE NEW VTOC TO THE DISK #

5

使用相应的升级过程升级到 VxVM 6.1。

6

升级 VxVM 后，使用 vxdisk list 命令验证是否已转换为 auto:simple 格式：
# vxdisk list
DEVICE
c6t0d12s2
emcpower0s2

7

TYPE
auto:sliced
auto:simple

DISK
-

GROUP
-

STATUS
online
online

DISK
ppdsk01

GROUP
ppdg

STATUS
online
online

导入磁盘组并启动卷。
# vxdg import ppdg
# vxvol -g ppdg startall
# vxdisk list
DEVICE
c6t0d12s2
emcpower0s2

TYPE
auto:sliced
auto:simple

从 QuickLog 转换为多卷支持
Veritas File System 4.1 版本是支持 QuickLog 的最新主要版本。 版本 6 及更高版
本的磁盘布局不支持 QuickLog。 Veritas Multi-Volume Support (MVS) 功能所提供
的功能可替换 QuickLog 所提供的大部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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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过程说明了如何从 QuickLog 转换为 MVS。 与 QuickLog（一个设备最多允许
记录 31 个 VxFS 文件系统）不同的是，MVS 仅允许每个设备有一个文件系统意向
日志记录。 因此，如果使用了版本 6 或更高版本的磁盘布局，则必须对记录到
QuickLog 设备上的每个文件系统执行以下过程。
QuickLog 设备无须与文件系统相关。对于 MVS，日志卷和文件系统卷必须位于相
同的磁盘组中。
将 Quicklog 转换为 MVS

1

选择要转换为 MVS 的支持 QuickLog 的文件系统并将其卸载。
# umount myfs

2

从文件系统已在使用的 QuickLog 设备中分离一个 QuickLog 卷。 此卷将用作
文件系统的新的意向日志卷。
# qlogdetach -g diskgroup log_vol

3

创建卷集。
# vxvset make myvset myfs_volume

4

装入卷集。
# mount -F vxfs /dev/vx/dsk/rootdg/myvset /mnt1

5

将卷集的文件系统升级至版本 7 或更高版本的磁盘布局。
例如：
# vxupgrade -n 9 /mnt1

6

将步骤 2 中的日志卷添加到卷集。
# vxvset addvol myvset log_vol

7

将日志卷添加到文件系统。必须指定卷的大小。
# fsvoladm add /mnt1 log_vol 50m

8

将日志移动到新卷。
# fsadm -o logdev=log_vol,logsize=16m /mnt1

363

执行升级后任务
关于对以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启用 LDAP 身份验证

关于对以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启用 LDAP 身份验证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 (AT) 通过身份验证代理插件来支持轻量型目录访问协议
(LDAP) 用户身份验证。 AT 支持所有的通用 LDAP 发行版，例如 OpenLDAP 和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对于以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如果 VCS 用户属于 LDAP 域，必须启用 LDAP 身份
验证插件。
如果在安装期间未添加 VCS 用户，可以以后再添加用户。
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中的说明来添加 VCS 用户。
图 24-1 说明了 SFHA 集群以安全模式运行时与 LDAP 服务器的通信。
图 24-1

客户端与 LDAP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VCS
客户端

1. 用户运行 HA 命令时，AT
会使用身份验证代理启动
用户身份验证。

4. AT 向用户颁发凭据
以继续执行命令。

VCS 节点
（身份验证代理）

2. VCS 节点上的身份验证代理
使用 LDAP 目录执行 LDAP
绑定操作。

3. LDAP 绑定成功后， AT 会从
LDAP 目录中检索组信息。
LDAP 服务器（如
OpenLDAP 或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LDAP 命令（例如 ldapadd、ldapmodify 和 ldapsearch）的 LDAP 架构和语法会根
据实施的 LDAP 而有所变化。
在向 Symantec 产品验证服务添加 LDAP 域之前，注意有关 LDAP 环境的以下信
息：
■

使用的 LDAP 架构类型（默认为 RFC 2307）
■

UserObjectClass（默认为 posix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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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Object 属性（默认为 uid）

■

用户组属性（默认为 gidNumber）

■

组对象类（默认为 posixGroup）

■

GroupObject 属性（默认为 cn）

■

组 GID 属性（默认为 gidNumber）

■

组成员集属性（默认为 memberUid）

■

LDAP 目录的 URL

■

用户容器的判别名（例如，UserBaseDN=ou=people, dc=comp, dc=com）

■

组容器的判别名（例如，GroupBaseDN=ou=group, dc=comp, dc=com）

对以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启用 LDAP 身份验证
以下过程显示如何启用插件模块以进行 LDAP 身份验证。本节提供 OpenLDAP 和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LDAP 发行版的示例。
启用 LDAP 身份验证之前，请完成以下步骤：
■

确保集群以安全模式运行。
# haclus -value SecureClus

输出返回的值必须为 1。
■

确保 AT 版本为 6.1.6.0 或更高版本。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showversion
vssat version: 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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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启用 OpenLDAP 身份验证

1

使用 -d 选项运行 LDAP 配置工具 atldapconf。-d 选项可以发现并检索作为
优先属性列表的 LDAP 属性文件。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atldapconf \
-d -s domain_controller_name_or_ipaddress -u domain_user
Attribute list file name not provided, using AttributeList.txt
Attribute file created.

可以使用 cat 命令查看该属性文件中的条目。

2

使用 -c 选项运行 LDAP 配置工具 atldapconf。-c 选项将创建一个 CLI 文件
以添加 LDAP 域。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atldapconf \
-c -d LDAP_domain_name
Attribute list file not provided, using default AttributeList.txt
CLI file name not provided, using default CLI.txt
CLI for addldapdomain generated.

3

使用 -x 选项运行 LDAP 配置工具 atldapconf。-x 选项将读取 CLI 文件并执
行相应的命令以向 AT 中添加域。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atldapconf -x
Using default broker port 14149
CLI file not provided, using default CLI.txt
Looking for AT installation...
AT found installed at ./vssat
Successfully added LDAP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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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 AT 版本，并列出 LDAP 域，以验证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集
成是否已完成。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showversion
vssat version: 6.1.12.8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listldapdomains
Domain Name : mydomain.com
Server URL : ldap://192.168.20.32:389
SSL Enabled : No
User Base DN : CN=people,DC=mydomain,DC=com
User Object Class : account
User Attribute : cn
User GID Attribute : gidNumber
Group Base DN : CN=group,DC=symantecdomain,DC=com
Group Object Class : group
Group Attribute : cn
Group GID Attribute : cn
Auth Type : FLAT
Admin User :
Admin User Password :
Search Scope : SUB

5

检查集群中的其他域。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showdomains -p vx

命令输出会列出所找到的域的数量，以及域的名称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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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用户生成凭据。
# unset EAT_LOG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ssat authenticate \
-d ldap:LDAP_domain_name -p user_name -s user_password -b \
localhost:1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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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添加非 root 用户（如适用）。
# useradd user1
# passwd pw1
Changing password for "user1"
user1's New password:
Re-enter user1's new password:
# su user1
# bash
# id
uid=204(user1) gid=1(staff)
# pwd
# mkdir /home/user1
# chown user1 /home/ us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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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非 root 用户身份登录，然后以 LDAP 用户身份运行 VCS 命令。
# cd /home/user1
# ls
# cat .vcspwd
101 localhost mpise LDAP_SERVER ldap
# unset VCS_DOMAINTYPE
# unset VCS_DOMAIN
# /opt/VRTSvcs/bin/hasys -state
#System

Attribute

Value

cluster1:sysA

SysState

FAULTED

cluster1:sysB

SysState

FAULTED

cluster2:sysC

SysState

RUNNING

cluster2:sysD

SysState

RUNNING

验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升级
请参考有关通过验证安装来验证升级的部分。
请参见第 375 页的“验证产品是否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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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执行安装后任务

■

26. 验证 SFHA 安装

9

25
执行安装后任务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将 root 用户更改为 root 角色

■

打开配额

将 root 用户更改为 root 角色
在 Oracle Solaris 11 上，要执行安装，您需要创建 root 用户。这意味着，本地用户
无法担当 root 角色。安装后，您可能需要将能够以 root 身份登录的本地用户将 root
用户变成 root 角色。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2.

将 root 帐户更改成角色。
# rolemod -K type=role root
# getent user_attr root
root::::type=role;auths=solaris.*;profiles=All;audit_flags=lo\
:no;lock_after_retries=no;min_label=admin_low;clearance=admin_high

3.

将 root 角色分配给未获分此角色的本地用户。
# usermod -R root admin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有关 Oracle Solaris 11 操作系统的 Oracle 文档。

打开配额
在所有节点都升级到 6.1 后，将打开组和用户配额（如果之前关闭了该配额）。

执行安装后任务
打开配额

打开组和用户配额
◆

打开配额：
# vxquotaon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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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升级磁盘组版本

■

在节点上执行 postcheck

■

验证产品是否已安装

■

安装日志文件

■

启动和停止 Symantec 产品的进程

■

检查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进程

■

检查 Veritas File System 安装

■

验证 LLT、GAB 和 VCS 配置文件

■

验证 LLT、GAB 和集群操作

升级磁盘组版本
从以前的版本升级到 6.1 后，必须手动升级磁盘组版本。
要升级磁盘组版本，必须首先使用 vxdctl upgrade 命令升级集群协议版本。
# vxdctl list
Volboot file
version: 3/1
seqno:
0.1
cluster protocol version: 120
hostid: sys1
hostguid: {fca678ac-e0ef-11e2-b22c-5e26fd3b6f13}
#

验证 SFHA 安装
在节点上执行 postcheck

# vxdctl upgrade
#
# vxdctl list
Volboot file
version: 3/1
seqno:
0.2
cluster protocol version: 130
hostid: sys1
hostguid: {fca678ac-e0ef-11e2-b22c-5e26fd3b6f13}

验证集群协议版本是否为 130，磁盘组版本是否已升级至 190。
# vxdg list dg_name |grep version
version:
#

130

# vxdg upgrade dg_name
#
# vxdg list dg_name |grep version
version:

190

在节点上执行 postcheck
安装程序的 postcheck 命令可帮助您确定安装相关问题并提供故障排除信息。
请参见第 440 页的“关于使用 postcheck 选项”。
在节点上运行 postcheck 命令

1

运行安装程序并指定 -postcheck 选项。
# ./installer -postcheck system_name

2

检查安装相关信息的输出。

验证产品是否已安装
验证是否已安装 SFHA 产品。
使用 pkginfo (Solaris 10) 或 pkg info (Solaris 11) 命令检查已安装的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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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is 10：
# pkginfo -l VRTSvlic package_name package_name ...

Solaris 11：
# pkg info -l VRTSvlic package_name package_name

您可以验证已安装产品的版本。请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使用以下各节的内容可进一步验证产品是否已安装。

安装日志文件
安装各个产品之后，安装程序会创建三个文本文件：
■

安装日志文件

■

响应文件

■

摘要文件

产品安装结束时，会显示各个文件的名称和位置，这些文件始终位于
/opt/VRTS/install/logs 目录下。 建议保留这些文件以便进行审核、排除错误及
供以后使用。

使用安装日志文件
安装日志文件包含安装过程中执行的所有命令、命令的输出内容以及执行命令时生
成的错误。 此文件用于排除安装问题，且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可使用此文件进
行分析。

使用摘要文件
摘要文件包含使用安装程序或产品安装脚本的安装结果。 摘要包括 软件包 列表，
以及各 软件包 的状态（成功或失败）。摘要还指明在安装期间哪些进程停止了，
哪些进程重新启动过。安装后，请查阅摘要文件，以确定是否有需要启动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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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和停止 Symantec 产品的进程
安装和配置完成之后，Symantec 产品安装程序会启动已安装产品所使用的进程。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停止或启动这些进程。
停止进程
◆

使用 -stop 选项可停止产品安装脚本。
例如，要停止产品的进程，请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stop

或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stop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启动进程
◆

使用 -start 选项可启动产品安装脚本。
例如，要启动产品的进程，请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start

或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ha<version> -start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检查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进程
执行以下过程，以验证 Volume Manager 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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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关键的 Volume Manager 进程正在运行
◆

键入以下命令：
# ps -ef | grep vx
vxconfigd、vxnotify、vxesd、vxrelocd、vxcached 和 vxconfigbackupd

进程的条目应显示在该命令的输出中。如果禁用热重定位，则不会显示 vxrelocd
和 vxnotify 进程。
有关热重定位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
指南》。

检查 Veritas File System 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软件包由内核组件和管理命令组成。

验证 Veritas File System 内核安装
要确保加载了文件系统驱动程序，请输入以下命令：
# modinfo | grep vxfs
modinfo 命令会显示系统中加载的所有模块的信息。 如果已加载 vxfs 模块，您将

看到与 vxfs 对应的条目。 如果没有，请按照说明加载并卸载文件系统模块，以完
成该过程。

验证命令安装
表 26-1 列出了包含 Veritas File System 命令的目录。
表 26-1

VxFS 命令位置

位置

内容

/etc/fs/vxfs

包含装入文件系统所需的 Symantec mount 命令和 QuickLog 命令。

/usr/lib/fs/vxfs/bin 包含特定于 VxFS 类型的切换命令。
/opt/VRTSvxfs/sbin 包含 Symantec 特有的命令。
/opt/VRTS/bin

包含指向上述目录中安装的所有 Symantec 特有命令的符号链接。

确定以下子目录是否存在：
# ls /etc/fs/vxfs
# ls /usr/lib/fs/vxfs/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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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 /opt/VRTSvxfs/sbin
# ls /opt/VRTS/bin

确保已对环境变量作出相应的调整。
请参见第 58 页的“设置环境变量”。

验证 LLT、GAB 和 VCS 配置文件
确保 LLT、GAB 和 VCS 配置文件包含在 VCS 安装和配置期间提供的信息。
验证 LLT、GAB 和 VCS 配置文件

1

2

导航到配置文件所在的位置：
■

LLT
/etc/llthosts
/etc/llttab

■

GAB
/etc/gabtab

■

VCS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验证配置文件的内容。
请参见第 455 页的“关于 LLT 和 GAB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458 页的“关于 VCS 配置文件”。

验证 LLT、GAB 和集群操作
使用 VCS 命令验证 LLT、GAB 和集群的运行。
验证 LLT、GAB 和集群的运行状态

1

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到集群中的任一节点。

2

确保设置了运行 VCS 命令所需的 PATH 环境变量。

3

验证 LLT 运行状态。
请参见第 380 页的“验证 LLT”。

4

验证 GAB 运行状态。

5

验证集群运行状态。
请参见第 382 页的“验证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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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LLT
使用 lltstat 命令可验证用于 LLT 的链接是否为活动的。如果已配置了正确的
LLT，则此命令显示集群中的所有节点。该命令还会返回键入命令的节点上 LLT 链
接的相关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lltstat(1M) 手册页。
验证 LLT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节点 sys1 上。

2

在节点 sys1 上运行 lltstat 命令，以查看 LLT 状态。
lltstat -n

sys1 中的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LLT node information:
Node
State
*0 sys1
OPEN
1 sys2
OPEN

Links
2
2

每个节点均有两个链接，且每个节点均处于 OPEN 状态。星号 (*) 表示您键入
命令时所在的节点。
如果 LLT 没有运行，则该命令不会返回任何 LLT 链接信息： 如果只连接了一
个网络，则该命令将返回以下 LLT 统计数据：
LLT node information:
Node
* 0 sys1
1 sys2
2 sys5

State
OPEN
OPEN
OPEN

Links
2
2
1

3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节点 sys2 上。

4

在节点 sys2 上运行 lltstat 命令，以查看 LLT 状态。
lltstat -n

sys2 中的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LLT node information:
Node
State
0 sys1
OPEN
*1 sys2
OPEN

5

Links
2
2

若查看 LLT 的其他信息，请在每个节点上运行 lltstat -nvv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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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双节点集群的节点 sys1 中运行以下命令：
lltstat -nvv active

sys1 上的输出与以下内容类似：
■

对于 Solaris Sparc：
Node
*0 sys1

1 sys2

State
OPEN

Link

Status

Address

bge1 UP
bge2 UP

08:00:20:93:0E:34
08:00:20:93:0E:38

bge1 UP
bge2 DOWN

08:00:20:8F:D1:F2

OPEN

该命令将报告集群中两个活动节点（sys1 和 sys2）的状态。
对于每个正确配置的节点，必须显示如下信息：
■

“开放”状态

■

每个链接的状态为“联机”

■

每个链接的地址

但是，该示例输出已显示节点 sys2 的不同详细信息。专用网络连接可能已中
断，或者 /etc/llttab 文件中的信息可能不正确。

6

要获取为 LLT 打开的端口的有关信息，请在任一节点上键入 lltstat -p。
例如，在双节点集群的节点 sys1 中键入 lltstat -p：
lltstat -p

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LLT port information:
Port Usage
Cookie
0
gab
0x0
opens: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 60 61 62 63
connects:
0 1
7
gab
0x7
opens: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 60 61 62 63
connects:
0 1
31
gab
0x1F
opens: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 60 61 62 63
connects: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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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集群
使用 hastatus 命令验证集群的状态。此命令返回系统状态和组状态。
请参考 hastatus(1M) 手册页。
有关系统状态及状态转换的说明，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验证集群

1

若要验证集群状态，请键入以下命令：
# hastatus -summary

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 SYSTEM STATE
-- System
A
A

sys1
sys2

-- GROUP STATE
-- Group

2

State

Frozen

RUNNING
RUNNING

System

0
0

Probed

AutoDisabled

State

查看命令输出了解以下信息：
■

系统状态
如果系统状态的值为 RUNNING，将成功启动集群。

验证集群节点
使用 hasys -display 命令验证集群系统的信息。输出中每个节点的信息应该是类
似的。
请参考 hasys(1M) 手册页。
有关 VCS 系统属性的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验证集群节点
◆

在其中一个节点上，键入 hasys -display 命令：
# hasys -display

以下过程中的示例适用于 SPARC，显示了在节点 sys1 上运行该命令时的输
出。该列表会继续为集群中的 sys2（未显示）和所有其他节点显示类似信息。
#System

Attribut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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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1

AgentsStopped

0

sys1

AvailableCapacity

100

sys1

CPUBinding

BindTo None CPUNumber 0

sys1

CPUThresholdLevel

Critical 90 Warning 80 Note 70
Info 60

sys1

CPUUsage

0

sys1

CPUUsageMonitoring

Enabled 0 ActionThreshold 0
ActionTimeLimit 0 Action NONE
NotifyThreshold 0 NotifyTimeLimit 0

sys1

Capacity

100

sys1

ConfigBlockCount

130

sys1

ConfigCheckSum

46688

sys1

ConfigDiskState

CURRENT

sys1

ConfigFile

/etc/VRTSvcs/conf/config

sys1

ConfigInfoCnt

0

sys1

ConfigModDate

Mon Sep 03 07:14:23 CDT 2012

sys1

ConnectorState

Up

sys1

CurrentLimits

sys1

DiskHbStatus

sys1

DynamicLoad

0

sys1

EngineRestarted

0

sys1

EngineVersion

6.1.00.0

sys1

FencingWeight

0

sys1

Frozen

0

sys1

GUIIPAddr

sys1

HostUtilization

CPU 0 Swap 0

sys1

LLTNodeI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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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1

LicenseType

PERMANENT_SITE

sys1

Limits

sys1

LinkHbStatus

bge1 UP bge2 UP

sys1

LoadTimeCounter

0

sys1

LoadTimeThreshold

600

sys1

LoadWarningLevel

80

sys1

NoAutoDisable

0

sys1

NodeId

0

sys1

OnGrpCnt

7

sys1

PhysicalServer

sys1

ShutdownTimeout

600

sys1

SourceFile

./main.cf

sys1

SwapThresholdLevel

Critical 90 Warning 80 Note 70
Info 60

sys1

SysInfo

Solaris:sys1,Generic_
118558-11,5.9,SUN4u

sys1

SysName

sys1

sys1

SysState

RUNNING

sys1

SystemLocation

sys1

SystemOwner

sys1

SystemRecipients

sys1

TFrozen

0

sys1

TRSE

0

sys1

UpDownState

Up

sys1

UserInt

0

sys1

UserStr

sys1

VCSFeatures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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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1

VCSMode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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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28. 使用响应文件卸载 SFHA

10

27
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准备卸载

■

禁用系统上的 VCS Agents for VVR

■

删除复制数据集

■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卸载 SFHA 软件包

■

使用基于 Web 的 安装程序卸载 SFHA

■

使用 pkgrm 或 pkg uninstall 命令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

在 Solaris 11 上的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软件包

■

使用安装程序删除 CP 服务器配置

■

在删除产品后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关于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本节介绍 Veritas 软件的卸载要求和卸载步骤。
只有拥有超级用户权限的用户才可以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警告：如果不按照下列各节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则可能导致意外情况。

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准备卸载

准备卸载
在删除 Veritas 软件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准备删除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本节介绍为保留卷的内容而需要在删除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前执行的
步骤。
警告：如果不按照本节提及的准备工作来操作，则可能导致意外情况。
在 Solaris 11 上，SMF 服务vxvm-configure 必须联机才能成功卸载 VRTSvxvm。
验证 vxvm-configure 服务是否联机

1

检查 vxvm-configure 服务的状态：
# svcs -a | grep vxvm-configure

2

如果该服务处于禁用或维护状态，请使用以下命令显示信息（包括服务日志位
置）：
# svcs -xv vxvm-configure

3

如果没有问题，请使用下列命令使 vxvm-configure 服务联机：
# svcadm enable vxvm-configure

从封装的根磁盘中将卷移出
执行以下过程，以从封装的根磁盘中将卷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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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root、swap、usr 或 var 是受 Volume Manager 控制的卷时卸载 VxVM

1

确保 rootvol、swapvol、usr 和 var 卷各自都只有一个关联的 Plex。
Plex 必须是连续、非条带化、非跨越和非稀疏的。 要获取此信息，请输入以下
命令：
# vxprint -ht rootvol swapvol usr var

如果上述任何卷中包含多个与之关联的 Plex，请使用以下命令删除不必要的
plex：
# vxplex -g diskgroup -o rm dis plex_name

2

运行 vxunroot 命令：
# /etc/vx/bin/vxunroot
vxunroot 命令将 /etc/vfstab 中对应于 rootvol、swapvol、usr 和 var 的

卷项更改为基础磁盘分区， 还将修改 /etc/system 并提示重新启动，以便为
root、swap、usr 和 var 装入磁盘分区而不是卷。

3

更改了 root、swap、usr 和 var 卷后，将剩余的所有卷移到磁盘分区上。
可以使用下列任一过程来执行此操作：
■

将整个系统备份到磁带上，然后从磁带上恢复。

■

分别备份每个文件系统，在磁盘分区上创建新的文件系统后将其全部恢复。

■

将卷逐个移到磁盘分区上。
请参见第 389 页的“将卷移到磁盘分区上”。
否则，应关闭 VxVM。

将卷移到磁盘分区上
执行以下过程将卷逐个移动到磁盘分区上。
将卷逐个移到磁盘分区上

1

使用 vxdiskadm 命令、VOM GUI 或 vxevac 实用程序迁移磁盘。
迁移操作会将子磁盘从指定的磁盘移到目标磁盘上。迁移的磁盘为要移到磁盘
分区的卷提供了初始空闲磁盘空间。

2

输入以下命令，使迁移的磁盘脱离 VxVM 的控制：
# vxdg rmdisk diskname
# vxdisk rm dev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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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定首先移动哪个卷，以及如果该卷已经装入，是否将其卸载。

4

如果使用该卷作为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原始分区，请确保该应用程序未更新该
卷。此外，请确保您已将 sync 命令应用于该卷上的数据。

5

使用 format 命令，在空闲磁盘空间上创建一个大小与该卷相同的分区。
如果用于创建该分区的空闲空间不够，请将一个新磁盘添加到系统中以供被删
除的第一个卷使用。 后面的卷可以使用通过删除第一个卷而产生的空闲空间。

6

使用 dd 之类的命令将该卷上的数据复制到新创建的磁盘分区上。
# dd if=/dev/vx/dsk/diskgroup/lhome of=/dev/dsk/c2t2d2s7

其中，c2t2d2 表示位于 Volume Manager 外部的磁盘，s7 表示新创建的分区。

7

将 /etc/vfstab 中表示该卷的项（如果有）替换为表示新创建的分区的项。

8

如果先前装入了相应的卷，请装入磁盘分区。

9

使用命令停止并从 VxVM 中删除此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op volume_name
# vxedit -rf -g diskgroup rm volume_name

10 通过使卷脱离 VxVM 的控制，删除所有空闲磁盘（那些没有定义子磁盘的磁
盘）。
要检查某个特定磁盘上是否仍有一些子磁盘，请使用 vxprint 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F '%sdnum' diskname

如果输出不是 0，则该磁盘上仍有一些需要删除的子磁盘。如果输出是 0，则
使该磁盘脱离 VxVM 的控制。
# vxdg rmdisk diskname
# vxdisk rm devname

将所产生的空闲空间用于添加要删除的下一个卷上的数据。

11 将所有卷成功转换为磁盘分区后，重新启动系统。
12 重新启动后，使用 vxprint 命令确保没有任何卷是打开的。
# vxprint -Aht -e v_open

13 如果有任何卷仍是打开的，请重复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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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卷移动到 Solaris 上的磁盘分区的示例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卷上的数据移到磁盘分区上。 在本示例中，有三个磁盘： disk1
和 disk2 是卷 vol01 上的子磁盘，disk3 是一个空闲磁盘。 vol01 上的数据通过
vxevac 命令复制到 disk3。
这些是在 vol01 上的数据复制到 disk3 之前，磁盘组 voldg 的内容。
# vxprint -g voldg -ht
DG
DM
RV
RL
V
PL
SD
SV
DC
SP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CONFIG
DEVICE
RLINK_CNT
RVG
RVG
VOLUME
PLEX
PLEX
PARENTVOL
SNAPVOL

NLOG
TYP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DISK
VOLNAME
LOGVOL
DCO

MINORS
PRIVLEN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DISKOFFS
NVOLLAYR

GROUP-ID
PUBLEN
PRIMARY
REM_HOST
LENGTH
LENGTH
LENGTH
LENGTH

STATE
DATAVOLS
REM_DG
READPOL
LAYOUT
[COL/]OFF
[COL/]OFF

SRL
REM_RLNK
PREFPLEX
NCOL/WID
DEVICE
AM/NM

UTYPE
MODE
MODE
MODE

c1t12d0
c1t14d0

fsgen
RW
ENA
ENA

dg voldg default
default 115000
1017856044.1141.hostname.veritas.com
dm disk1 c1t12d0s2 sliced
dm disk2 c1t14d0s2 sliced
dm disk3 c1t3d0s2 sliced

2591
2591
2591

17900352 17899056 17899056 -

v
pl
sd
sd

ACTIVE
ACTIVE
0
0

4196448
4196448
2098224
2098224

vol1
pl1
sd1
sd2

vol1
pl1
pl1

ENABLED
ENABLED
disk1
disk2

ROUND
CONCAT
0
2098224

将 disk1 迁移到 disk3。
# /etc/vx/bin/vxevac -g voldg disk1 disk3
# vxprint -g voldg -ht
DG
DM
RV
RL
V
PL
SD
SV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CONFIG
DEVICE
RLINK_CNT
RVG
RVG
VOLUME
PLEX
PLEX

NLOG
TYP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DISK
VOLNAME

MINORS
PRIVLEN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DISKOFFS
NVOLLAYR

GROUP-ID
PUBLEN
PRIMARY
REM_HOST
LENGTH
LENGTH
LENGTH
LENGTH

STATE
DATAVOLS
REM_DG
READPOL
LAYOUT
[COL/]OFF
[COL/]OFF

SRL
REM_RLNK
PREFPLEX
NCOL/WID
DEVICE
AM/NM

UTYPE
MODE
MOD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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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NAME
SP NAME

PARENTVOL
SNAP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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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VOL
DCO

dg voldg default
default 115000
1017856044.1141.hostname.veritas.com
dm disk1 c1t12d0s2
dm disk2 c1t14d0s2
dm disk3 c1t3d0s2

sliced
sliced
sliced

2591
2591
2591

17900352 17899056 17899056 -

v
pl
sd
sd

ENABLED
ENABLED
disk3
disk2

ACTIVE
ACTIVE
0
0

4196448
4196448
2098224
2098224

vol1 pl1
vol1
disk3-01l1
sd2
pl1

ROUND
CONCAT
0
2098224

c1t3d0
c1t14d0

fsgen
RW
ENA
ENA

将 disk2 迁移到 disk3。
# /etc/vx/bin/vxevac -g voldg disk2 disk3
# vxprint -g voldg -ht
DG
DM
RV
RL
V
PL
SD
SV
DC
SP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CONFIG
DEVICE
RLINK_CNT
RVG
RVG
VOLUME
PLEX
PLEX
PARENTVOL
SNAPVOL

NLOG
TYP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DISK
VOLNAME
LOGVOL
DCO

MINORS
PRIVLEN
STATE
STATE
STATE
STATE
DISKOFFS
NVOLLAYR

GROUP-ID
PUBLEN
PRIMARY
REM_HOST
LENGTH
LENGTH
LENGTH
LENGTH

STATE
DATAVOLS
REM_DG
READPOL
LAYOUT
[COL/]OFF
[COL/]OFF

SRL
REM_RLNK
PREFPLEX
NCOL/WID
DEVICE
AM/NM

UTYPE
MODE
MODE
MODE

dg voldg
default
default 115000
1017856044.1141.hostname.veritas.com
dm disk1
dm disk2
dm disk3

c1t12d0s2 sliced
c1t14d0s2 sliced
c1t3d0s2 sliced

2591
2591
2591

17900352 17899056 17899056 -

v
pl
sd
sd

vol1
pl1
pl1

ACTIVE
ACTIVE
0
2098224

4196448
4196448
2098224
2098224

vol1
pl1
disk3-01
disk3-02

ENABLED
ENABLED
disk3
disk3

使迁移的磁盘脱离 VxVM 的控制。

ROUND
CONCAT
0
2098224

c1t3d0
c1t3d0

fsgen
RW
ENA
ENA

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准备卸载

393

# vxdisk -g voldg list
DEVICE
c1t3d0s2
c1t12d0s2

TYPE
sliced
sliced

DISK
disk3
disk1

GROUP
voldg
voldg

STATUS
online
online

c1t14d0s2

sliced

disk2

voldg

online

# vxdg rmdisk disk1
# vxdg rmdisk disk2
# vxdisk rm c1t12d0
# vxdisk rm c1t14d0

验证迁移的磁盘是否已脱离了 VxVM 的控制。
# vxdisk -g voldg list
DEVICE
c1t3d0s2

TYPE
sliced

DISK
disk3

GROUP
voldg

STATUS
online

检查要首先移动的卷是否已装入。
# mount | grep vol1
/vol1 on /dev/vx/dsk/voldg/vol1
read/write/setuid/log/nolargefiles/dev=12dc138 on Wed Apr
3 10:13:11 2002

在空闲磁盘空间上创建一个大小与卷相同的分区。 此示例中，在 disk1 (c1t12d0s1)
上创建了一个 2G 的分区。
# format
Searching for disks...done
AVAILABLE DISK SELECTIONS:
0. c0t0d0 <SUN9.0G cyl 4924 alt 2 hd 27 sec 133>
/sbus@1f,0/SUNW,fas@e,8800000/sd@0,0
1. c1t3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3,0
2. c1t9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9,0
3. c1t10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a,0
4. c1t11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b,0
5. c1t12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c,0
6. c1t14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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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us@1f,0/SUNW,fas@2,8800000/sd@e,0
7. c1t15d0 <QUANTUM-ATLASIV9SCA-0808 cyl 13814 alt 2 hd 4 sec 324>
/sbus@1f,0/SUNW,fas@2,8800000/sd@f,0
Specify disk (enter its number): 5
selecting c1t12d0
[disk formatted]
FORMAT MENU:
disk
type
partition
current
format
repair
label
analyze
defect
backup
verify
save
inquiry
volname
!<cmd>
quit

-

select a disk
select (define) a disk type
select (define) a partition table
describe the current disk
format and analyze the disk
repair a defective sector
write label to the disk
surface analysis
defect list management
search for backup labels
read and display labels
save new disk/partition definitions
show vendor, product and revision
set 8-character volume name
execute <cmd>, then return

format> p
PARTITION MENU:
0
1
2
3
4
5
6
7
select modify name
print label !<cmd> quit
partition> 1

change '0' partition
change '1' partition
change '2' partition
change '3' partition
change '4' partition
change '5' partition
change '6' partition
change '7' partition
select a predefined table
modify a predefined partition table
name the current table
display the current table
write partition map and label to the disk
execute <cmd>, then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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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ag
Flag
Cylinders
1 unassigned
wm
0
Enter partition id tag[unassigned]:
Enter partition permission flags[wm]:
Enter new starting cyl[0]:

Size
0

Blocks
(0/0/0)

0

Enter partition size[0b, 0c, 0.00mb, 0.00gb]: 2.00gb
partition> l
Ready to label disk, continue? y
partition> p
Current partition table (unnamed):
Total disk cylinders available: 13814 + 2 (reserved cylinders)
Part
Tag
Flag
Cylinders
Size
Blocks
0 unassigned
wm
0
0
(0/0/0)
0
1 unassigned
wm
0 - 3236
2.00GB (3237/0/0)
4195152
partition> q

将 vol01 上的数据复制到新创建的磁盘分区。
# dd if=/dev/vx/dsk/voldg/vol01 of=/dev/dsk/c1t12d0s1

在 /etc/vfstab 文件中，删除以下项。
/dev/vx/dsk/voldg/vol1 /dev/vx/rdsk/voldg/vol1 /vol1 vxfs 4 yes rw

用新创建分区的项来替换除的项。
/dev/dsk/c1t12d0s1 /dev/rdsk/c1t12d0s1 /vol01 vxfs 4

yes rw

装入磁盘分区。
# mount -F vxfs /dev/dsk/c1t12d0s1 /vol01

从 VxVM 中删除 vol01。
# vxedit -rf -g voldg rm /dev/vx/dsk/voldg/vol01

要完成该过程，请执行其余的步骤。

准备删除 Veritas File System
如果存在任何已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或存储检查点，则无法删除 VRTSvxfs 软件
包。 在卸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之前，先卸载 VxFS 文件系统和存储检
查点。在删除 VRTSvxfs 软件包之后，只有安装了另一个 VRTSvxfs 软件包，才可
装入或访问 VxFS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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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文件系统

1

检查是否装入了任何 VxFS 文件系统。
# cat /etc/mnttab | grep vxfs

2

卸载所有文件系统。
# umount special | mount_point

指定要作为 mount_point 或 special （文件系统所驻留的设备）。有关此命令
及其可用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umount_vxfs (1M) 手册页。
使用 -a 选项可以卸载除 /、/usr、/usr/kvm、/var、/proc、/dev/fd 和 /tmp
外的其他所有文件系统。
卸载存储检查点

1

检查是否装入了任何存储检查点。
# cat /etc/mnttab | grep vxfs

2

卸载所有存储检查点。
# umount /checkpoint_name

禁用系统上的 VCS Agents for VVR
本节介绍如何禁用系统上的 VCS agents for VVR。 要禁用代理，必须将包含该代
理资源类型的服务组的状态更改为 OFFLINE。 然后，即可停止应用程序，或将应
用程序切换到其他系统。
禁用代理

1

通过键入以下命令，检查是否有任何包含该代理资源类型的服务组处于联机状
态：
# hagrp -stat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_name

如果没有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请跳至 3。

2

如果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则使其脱机。
要使服务组脱机，且不在集群中的任何其他系统上联机，则输入：
# hagrp -offline service_group -sys system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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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以下命令，停止系统上的代理：
# haagent -stop agent_name -sys system_name

在出现消息 Please look for messages in the log file 时，检查文件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中是否有确认每个代理已停止的消息。
还可以使用 ps 命令来确认代理是否已停止。

4

从服务组的 SystemList 中删除系统。 如果在 SystemList 中的所有系统上禁
用该代理，还可以从 VCS 配置中删除服务组及资源类型。
请参见有关如何从命令行管理 VCS 的信息。
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删除复制数据集
如果使用 VVR，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本节介绍了应用程序处于活动或停止状态时
删除复制数据集 (RDS) 的步骤。
删除复制数据集

1

验证所有 RLINK 是否都是最新的：
# vxrlink -g diskgroup status rlink_name

如果不要求辅助 RLINK 是最新的，请继续执行 2，在 vradmin stoprep 命令
中使用 -f 选项来停止复制。

2

通过在 RDS 中任一主机上发出以下命令，停止到辅助节点主机的复制：
如果主 RLINK 和辅助 RLINK 都不是最新的，vradmin stoprep 命令会失败。
但即使这些 RLINK 不是最新的，也可使用 -f 选项停止向辅助节点主机的复
制。
# vradmin -g diskgroup stoprep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
出中显示的名称相同。

3

通过在 RDS 中任一主机上发出以下命令，从 RDS 中删除辅助节点主机：
# vradmin -g diskgroup delsec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
出中显示的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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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在主节点主机上发出以下命令，从 RDS 中删除主节点主机：
# vradmin -g diskgroup delpri local_rvgname

如果使用时带 -f 选项，vradmin delpri 命令将删除主节点主机，即使主节点
主机上正在运行应用程序也是如此。
此时 RDS 已删除。

5

如果要从 RDS 中的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上删除 SRL，请在主节点主机
和所有辅助节点主机上发出以下命令：
# vxedit -r -g diskgroup rm srl_name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卸载 SFHA 软件包
使用以下过程删除 SFHA 产品。
并非所有 软件包 都会安装在系统上，这取决于在安装该软件时所做的选择。
注意：卸载本产品之后，您无法使用 SFHA 的早期版本访问借助于 SFHA 6.1 中的
默认磁盘布局版本创建的任何文件系统。
卸载英文语言 软件包 时将会卸载这些语言 软件包。
关闭并删除已安装的 SFHA 软件包

1

注释掉或删除文件系统表 /etc/vfstab 中的所有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项。不删除这些项可能会在以后导致系统引导问题。

2

卸载 VxFS 文件系统的所有装入点。
# umount /mount_point

3

如果安装了 VxVM 软件包 (VRTSvxvm)，请阅读 VxVM 的卸载过程并按照这些
过程进行操作。
请参见第 388 页的“准备删除 Veritas Volume Manager”。

4

确保已执行了所有先决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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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HA 配置中，在本地系统或所有系统上停止 VCS 进程。
在本地系统上停止 VCS 进程：
# hastop -local

在所有系统上停止 VCS 进程：
# hastop -all

6

转至 /opt/VRTS/install 目录并运行卸载脚本。
# cd /opt/VRTS/install
# ./uninstallsfha<version>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或者，如果您使用的是 rsh，请使用以下命令：
# ./uninstallsfha<version> -rsh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7

卸载脚本提示您输入系统名称。输入一个或多个要从中卸载 SFHA 的系统名称
（名称之间用空格分隔），例如 sys1：
Enter the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q?] sys1 sys2

8

卸载脚本提示您停止产品进程。如果回答 yes，则会停止进程并卸载 软件包。
卸载脚本创建日志文件并显示日志文件的位置。

9

大多数 软件包 都有内核组件。为确保彻底删除，建议您在删除所有 软件包 后
重新启动系统。

10 要验证是否删除了 软件包，请使用以下命令：
Solaris 10：
# pkginfo | grep VRTS

Solaris 11：
# pkg list VRTS\*

使用基于 Web 的 安装程序卸载 SFHA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进行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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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卸载本产品之后，您无法使用 SFHA 的早期版本访问借助于 SFHA 6.1 中的
默认磁盘布局版本创建的任何文件系统。
卸载 SFHA

1

执行必需的步骤以保存要保留的任何数据。例如，备份配置文件。

2

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启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3

在“Select a task and a product (选择任务和产品)”页上，从“Task (任务)”
下拉列表中选择“Uninstall a Product (卸载产品)”。

4

从“Product (产品)”下拉列表中选择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指示要在其上进行卸载的系统。输入一个或多个系统名称，各名称之间以空格
分隔。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验证成功完成后，单击“Next (下一步)”卸载所选系统上的 SFHA。

7

如果目标系统上存在任何正在运行的进程，安装程序将停止这些进程。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安装程序在停止进程后，会从指定的系统中删除产品。
单击“Next (下一步)”。

9

卸载完成后，安装程序将显示摘要文件、响应文件和日志文件的位置。如果需
要，请查看这些文件以确认删除状态。

10 单击“Finish (完成)”。
大多数 软件包 都有内核组件。要确保彻底删除，建议您在删除所有 软件包 后
重新启动系统。

使用 pkgrm 或 pkg uninstall 命令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执行以下过程可使用 pkgrm 命令来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如果您要使用 pkgrm 命令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则必须
按特定的顺序删除软件包，否则卸载将失败。不按顺序删除软件包将导致一些错误
（包括可能的核心转储），但是软件包仍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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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1

卸载文件系统和存储检查点的所有装入点。
# umount /mount_point

注意：注释掉或删除文件系统表 /etc/vfstab 中的所有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项。不删除这些项可能会在以后导致系统引导问题。

2

禁止所有应用程序访问 VxVM 卷，并关闭所有卷。

3

对于 Solaris 11.1 或更新版本，如果启用 DMP 本机支持，则 DMP 将控制 ZFS
根池。请在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前关闭本机支持。
# vxdmpadm set dmp_native_support=off

注意：如果您不禁用本机支持，则删除 DMP 后将无法重新启动系统。

4

停止所有正在运行的 Veritas 后台驻留程序。

5

按以下顺序删除软件包：
■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aris 10)：
# pkgrm VRTSodm VRTSdbed VRTSvcswiz \
VRTSvbs VRTSvcsea VRTSvcsag VRTScps VRTSvcs VRTSamf \
VRTSvxfen VRTSgab VRTSllt VRTSfssdk VRTSfsadv VRTSvxfs \
VRTSsfmh VRTSaslapm VRTSvxvm VRTSspt \
VRTSsfcpi<version> VRTSvlic VRTSperl

■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aris 11)：
# pkg uninstall VRTSodm VRTSdbed VRTSvcswiz \
VRTSvbs VRTSvcsea VRTSvcsag VRTScps VRTSvcs VRTSamf VRTSvxfen \
VRTSgab VRTSllt VRTSfssdk VRTSfsadv VRTSvxfs VRTSsfmh VRTSaslapm \
VRTSvxvm VRTSspt VRTSsfcpi<version> \
VRTSvlic VRTSperl

使用 pkgrm 命令卸载语言包
如果要只删除语言包，可以通过 pkgrm 命令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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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产品安装程序菜单或卸载脚本，则可以将英语软件包和语言包一起删
除。
删除语言包
◆

使用 pkgrm 命令删除相应的软件包。
请参见第 481 页的“中文 软件包”。
请参见第 482 页的“日语软件包”。
# pkgrm package_name package_name ...

由于软件包没有任何依赖性，因此您可以按任意顺序删除它们。

在 Solaris 11 上的非全局区域中手动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软件包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非全局区域。

2

从 Solaris 标记区域中卸载 SFHA 软件包。
# pkg uninstall VRTSperl VRTSvlic VRTSvcs VRTSvcsag VRTSvcsea
VRTSvxfs

3

从 Solaris 10 标记区域中卸载 SFHA 软件包。
# pkgrm VRTSperl VRTSvlic VRTSvcs VRTSvcsag VRTSvcsea

注意：如果在非全局区域内安装了 SFHA 软件包，请执行上述步骤从非全局区域卸
载这些软件包，然后再从全局区域卸载软件包。

使用安装程序删除 CP 服务器配置
本节介绍如何从承载 CP 服务器的节点或集群删除 CP 服务器配置。
警告：确保 SFHA 集群（应用集群）不使用您要取消配置的 CP 服务器。运行 #
cpsadm -s CPS_VIP -p CPS_Port -a list_nodes 以了解是否有应用集群正在使
用 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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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CP 服务器配置

1

要运行配置删除脚本，请在需要删除 CP 服务器配置的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root@cps1.symantecexample.com
# /opt/VRTS/install/installvcsversion -configcps

2

从菜单中选择选项 3 以取消配置 CP 服务器。

[1]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on single node VCS system
[2]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on SFHA cluster
[3] Un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3

查看警告消息，确认要取消配置 CP 服务器。

Unconfiguring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stops the vxcpserv process.
VCS clusters using this server for coordination purpose will have
one less coordination point.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take the CP server offline? [y,n,q] (n) y

4

当脚本执行下列步骤以删除 CP 服务器配置时，查看屏幕输出：
■

停止 CP 服务器

■

从 VCS 配置中删除 CP 服务器

■

删除资源依赖关系

■

使 CP 服务器服务组 (CPSSG) 脱机（如果它处于联机状态）

■

从 VCS 配置中删除 CPSSG 服务组

■

已成功取消配置 Veritas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The CP server database is not being deleted on the shared storage.
It can be re-used if CP server is reconfigured on the cluster.
The same database location can be specified during CP server
configuration.

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在删除产品后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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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是否需要删除 CP 服务器配置文件。

Do you want to delete the CP Server configuration file
(/etc/vxcps.conf) and log files
(in /var/VRTScps)? [y,n,q] (n) y

Deleting /etc/vxcps.conf and log files on sys1.... Done
Deleting /etc/vxcps.conf and log files on sys2... Done

6

确认是否要将关于此安装的信息发送给 Symantec 以帮助将来改进安装。

Would you like to se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stallation
to Symantec to help improve installation in the future? [y,n,q,?] (y)

上传已成功完成。

在删除产品后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在删除产品后，可以删除 SFDB 存储库文件和所有备份。
删除 SFDB 存储库文件将禁用 SFDB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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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SFDB 存储库

1

确定在主机上创建的 SFDB 存储库。
# cat /var/vx/vxdba/rep_loc

Oracle:
{
"sfae_rept_version" : 1,
"oracle" : {
"SFAEDB" : {
"location" : "/data/sfaedb/.sfae",
"old_location" : "",
"alias" : [
"sfaedb"
]
}
}
}

2

删除 location 关键字标识的目录。
Oracle:
# rm -rf /data/sfaedb/.sfae

3

删除存储库位置文件。
# rm -rf /var/vx/vxdba/rep_loc

这就完成了 SFDB 存储库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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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响应文件卸载 SFHA

■

用于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变量

■

SFHA 卸载的响应文件示例

使用响应文件卸载 SFHA
通常，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在您对一个集群执行 SFHA 卸载后生成的响应文件来对其
他集群卸载 SFHA。
执行自动卸载

1

确保满足卸载 SFHA 的前提条件。

2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卸载 SFHA 的系统。

3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4

从将响应文件复制到的系统启动卸载。例如：
# /opt/VRTS/install/uninstallsfha<version>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
径名。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使用响应文件卸载 SFHA
用于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变量

用于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28-1 列出了为配置 SFHA 而可以定义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28-1

用于卸载 SFHA 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说明

CFG{systems}

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上的系统列表。
列表或标量：列表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prod}

定义要安装或卸载的产品。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必需

CFG{opt}{keyfile}

定义用于和所有远程系统通信的 ssh 密钥文件的位置。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tmppath}

定义工作目录的创建位置，该工作目录用于存储安装过
程中所需的临时文件和软件包。默认位置为 /var/tmp。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logpath}

指定要将日志文件复制到哪个位置。默认位置为
/opt/VRTS/install/logs。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CFG{opt}{uninstall}

卸载 SFHA 软件包。
列表或标量：标量
可选或必需：可选

SFHA 卸载的响应文件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用于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的响应文件。
our %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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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opt}{redirect}=1;
$CFG{opt}{uninstall}=1;
$CFG{prod}="SFHA61";
$CFG{systems}=[ qw(cdgv240a cdgv240b)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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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从 SFHA 集群删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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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向 SFHA 集群添加节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向集群添加节点

■

向集群添加节点之前

■

使用 SFHA 安装程序向集群添加节点

■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添加节点

■

向集群手动添加节点

■

在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添加新节点后

■

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关于向集群添加节点
安装 SFHA 并创建集群后，可以在该集群中添加和删除节点。可以创建最多包含
64 个节点的集群。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添加节点：
■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

■

使用 Web 安装程序

■

手动

下表提供了向现有 SFHA 集群添加节点所需的任务的摘要。

向 SFHA 集群添加节点
向集群添加节点之前

将节点添加到集群的任务

表 29-1
步骤

说明

在将节点添加至集群之前，请先完 请参见第 411 页的“向集群添加节点之前”。
成先决条件和准备任务。
将新节点添加到集群。

请参见第 413 页的“使用 SFHA 安装程序向集群添加节
点”。
请参见第 415 页的“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添加节点”。
请参见第 416 页的“向集群手动添加节点”。

如果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请参见第 423 页的“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Databases (SFDB) 工具，则必须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更新存储库数据库。

示例过程说明了如何将一个节点添加到包含两个节点的现有集群。

向集群添加节点之前
准备向现有 SFHA 集群添加节点之前，请执行所需的准备工作。
■

验证是否满足硬件和软件要求。

■

设置硬件。

■

准备新节点。

验证是否满足硬件和软件要求

1

查看 SFHA 的硬件和软件要求。

2

验证新系统与现有集群是否具有完全相同的操作系统版本和修补程序级别

3

验证现有集群是 SFHA 集群，并且 SFHA 在该集群上运行。

在现有集群上配置新系统之前，必须以物理方式将该系统添加到如图 29-1 所示的
集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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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使用两个交换机的双节点集群添加节点

图 29-1
公共网络

共享存储
现有节点 1

现有节点 2

集线器/
交换机
专用网络

新节点

设置硬件

1

连接 SFHA 专用以太网控制器。
如有必要，请执行以下任务：
■

向集群添加节点时，请使用独立交换机或集线器实现专用网络连接。交叉
电缆仅可用于双节点集群，因此可能必须换出交换机或集线器的电缆。

■

如果已经使用了独立的集线器，则将新节点上的两个以太网控制器连接到
独立的集线器。

图 29-1 演示了如何将新节点添加到使用了两个独立集线器的现有双节点集群。

2

请确保满足下列要求：
■

该节点必须与现有节点连接到同一个共享存储设备。

■

该节点必须具有到集群的两台独立交换机的专用网络连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

新节点上用于专用互联的网络接口名称必须与集群中现有节点的网络接口
名称相同。

在将节点添加到现有的 SFHA 集群之前，请对新节点完成下列准备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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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新节点

1

导航至包含 installsfha 程序的文件夹。验证新节点是否满足安装要求。验证新
节点是否满足安装要求。
# cd cdrom_root/storage_foundation_high_availability/
# ./installsfha -precheck

您还可以将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用于预先检查。

2

仅在新系统上安装没有配置的 SFHA 软件包。确保现有节点上可用的所有 VRTS
软件包也在新节点上可用。
# ./installsfha

出现提示时，请勿配置 SFHA。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SFHA on sys5? [y,n,q]? n

使用 SFHA 安装程序向集群添加节点
可以将 –addnode 选项与 SFHA 安装程序一起使用来向集群添加节点。
SFHA 安装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验证节点和现有集群是否满足通信要求。

■

验证新节点上安装但未配置的产品和 软件包。

■

发现新节点上的网络接口并检查接口设置。

■

在新节点上创建以下文件：
/etc/llttab
/etc/VRTSvcs/conf/sysname

■

在新节点上复制以下文件：
/etc/llthosts
/etc/gabtab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将以下文件从现有集群复制到新节点
/etc/vxfenmode
/etc/vxfendg
/etc/vx/.uuids/clusuuid
/etc/default/llt
/etc/default/g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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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default/vxfen
■

如果现有集群的 CPS 服务器是安全的，则在新节点上生成安全凭据。

■

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或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具体取决于现有集群上使用的防护
模式。

在该进程结束时，新节点将加入 SFHA 集群。
注意：如果已对现有集群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确保 CP 服务器不包含新节点
的条目。如果 CP 服务器已包含新节点的条目，请在向集群中添加节点之前删除这
些条目，否则该过程可能会失败并显示错误。
使用安装程序向现有集群添加节点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现有集群中的一个节点。

2

运行 SFHA 安装程序并指定 -addnode 选项。
# cd /opt/VRTS/install
# ./installsfha<version> -addnode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将显示版权信息和存储临时安装日志的位置。

3

输入现有 SFHA 集群中某一节点的名称。
安装程序使用节点信息确定现有集群。
Enter one node of the SFHA cluster to which
you would like to add one or more new nodes: sys1

4

查看并确认该集群信息。

5

输入要作为新节点添加到集群中的系统的名称。
Enter the system names separated by spaces
to add to the cluster: sys5

确认安装程序是否提示您是否要向集群添加节点。
安装程序会检查节点上安装的产品和 软件包，并发现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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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输入要配置为第一个专用心跳链接的网络接口的名称。
Enter the NIC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5: [b,q,?] bge1
Enter the NIC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sys5: [b,q,?] bge2

注意：必须至少配置两个专用心跳链接，才能实现集群的高可用性。

7

根据现有集群中配置的 LLT 链接的数量，为新节点配置其他专用心跳链接。
安装程序将验证网络接口设置并显示相关信息。

8

查看并确认该信息。

9

如果已在现有集群中配置 SMTP、SNMP 或全局集群选项，则系统会提示您提
供新节点的 NIC 信息。
Enter the NIC for VCS to use on sys5: bge3

10 如果现有集群在安全模式下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则安装程序在新节点上的
安全模式中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安装程序随后将启动所有必需的 Veritas 进程并将新节点加入集群。
安装程序指示包含所执行操作详细信息的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位
置。

11 使用 lltstat

-n 和 gabconfig -a 命令确认新节点已加入 SFHA 集群。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添加节点
可以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向集群添加节点。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向集群添加节点

1

从“Task (任务)”下拉菜单中选择“Add a Cluster node (添加集群节点)”。
从“Product (产品)”下拉菜单中选择产品。
单击“Next (下一步)”按钮。

2

单击“OK (确定)”确认添加节点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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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System Names (系统名称)”字段中，输入计划添加节点的集群中节点的
名称，然后单击“OK (确定)”。
安装程序将检查系统间通信和兼容性。如果节点未通过任一检查，请查看错误
并修复问题。
如果出现提示，请查看集群的名称、ID 及其系统。单击“Yes (是)”按钮继续
操作。

4

在“System Names (系统名称)”字段中，输入要作为节点添加到集群的系统
的名称。用空格分隔系统名称。单击“Next (下一步)”按钮。
安装程序将检查系统间通信和兼容性。如果系统未通过任一检查，请查看错误
并修复问题。
单击“Next (下一步)”按钮。如果出现提示，请单击“Yes (是)”按钮添加系
统并继续操作。

5

从“Heartbeat NIC (心跳 NIC)”下拉菜单中选择集群的心跳 NIC。单击“Next
(下一步)”按钮。

6

添加完毕后，查看日志文件。（可选）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单击
“Finish (完成)”按钮完成向集群添加节点的操作。

向集群手动添加节点
仅当您计划手动向集群添加节点时，才需要在安装 SFHA 之后执行此过程。
表 29-2

向集群手动添加节点的过程

步骤

说明

在新节点上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请参见第 417 页的“在新节点上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在新节点上配置集群进程。

请参见第 417 页的“在新节点上配置集群进程”。

如果现有集群的 CPS 服务器是安 请参见第 419 页的“设置以安全模式运行的节点”。
全的，请在新节点上生成安全凭
据。
配置新节点的防护以匹配现有集群 请参见第 419 页的“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上的防护配置。
如果现有集群已配置为使用基于服
务器的 I/O 防护，则在新节点上配
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启动 VCS。

请参见第 422 页的“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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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说明

如果 ClusterService 组是在现有集 请参见第 420 页的“为新节点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群上配置的，请将节点添加到该
组。

在新节点上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许可证密钥来控制访问权限。运行 vxinstall
实用程序时，对有关授权的提示回答 n。您已在运行 installsfha 程序时安装了相
应的许可证。
在新节点上启动 VxVM

1

要在新节点上启动 VxVM，请使用 vxinstall 实用程序：
# vxinstall

2

出现提示时，输入 n 为系统设置系统范围的磁盘组。
安装过程完成。

3

验证后台驻留程序是否已启动且正在运行。输入以下命令：
# vxdisk list

确保输出中显示了共享磁盘，且没有错误消息。

在新节点上配置集群进程
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以在新节点上配置集群进程。

1

在现有节点上编辑 /etc/llthosts 文件。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向该文件中
添加与新节点对应的行。该文件如下所示：
0 sys1
1 sys2
2 sys5

2

将 /etc/llthosts 文件从现有系统之一复制到新系统。集群中所有节点上的
/etc/llthosts 文件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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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系统上创建 /etc/llttab 文件。例如：
set-node sys5
set-cluster 101
link bge1 /dev/bge:1 - ether - link bge2 /dev/bge:2 - ether - -

除了表示节点的第一行外，该文件与现有节点上的 /etc/llttab 文件类似。第二
行的集群 ID 必须与现有节点中的集群 ID 相同。

4

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在新节点上创建 /etc/gabtab 文件。此文件必须包
含类似如下示例的行：
/sbin/gabconfig -c -nN

其中，N 表示集群中系统（包含新节点）的数量。对于包含三个系统的集群，
N 等于 3。

5

编辑每个现有系统上的 /etc/gabtab 文件，更改其内容以与新系统上的相应文件
相匹配。

6

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在新节点上创建 /etc/VRTSvcs/conf/sysname 文
件。此文件必须包含添加到集群的新节点的名称。
例如：
sys5

7

在新节点上创建唯一通用标识符文件 /etc/vx/.uuids/clusuuid：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rsh -clus -copy \
-from_sys sys1 -to_sys sys5

8

在新节点上启动 LLT、GAB 和 ODM 驱动程序：
# svcadm enable llt
# svcadm enable gab
# svcadm restart vx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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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新节点上，验证 GAB 端口成员集是否为 a 和 d：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df204 membership 012
Port b gen df20a membership 012
Port d gen df207 membership 012

设置以安全模式运行的节点
仅当将某个节点添加到以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时，才须按此过程操作。如果要将某
个节点添加到以非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则继续配置 LLT 和 GAB。
表 29-3 将下列信息用于下列命令示例。
表 29-3

命令示例定义

名称

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FQHN) 功能

sys5

sys5.nodes.example.com

正添加到集群的新节点。

设置 SFHA 相关的安全性配置
执行以下步骤配置与 SFHA 相关的安全性设置。
设置 SFHA 相关的安全性配置

1

启动 /opt/VRTSat/bin/vxatd 进程。

2

为 SFHA 创建 HA_SERVICES 域。
# vssat createpd --pdrtype ab --domain HA_SERVICES

3

将 SFHA 和 Web 服务器主体添加到节点 sys5 上的 AB。
# vssat addprpl --pdrtype ab --domain HA_SERVICES --prplname \
webserver_VCS_prplname --password new_password --prpltype \
service --can_proxy

4

创建 /etc/VRTSvcs/conf/config/.secure 文件：
# touch /etc/VRTSvcs/conf/config/.secure

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执行以下步骤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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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1

要至少在一个节点中使用基于磁盘的防护，请将现有集群中的某一个节点上的
下列文件复制到新节点：
/etc/default/vxfen
/etc/vxfendg
/etc/vxfenmode

如果在现有集群中使用基于纯 CP 服务器的防护，则只需将 /etc/vxfenmode 文
件复制到新节点。

2

在新节点上启动防护：
# svcadm enable vxfen

为新节点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如果 ClusterService 组是在现有集群中配置的，请通过在现有集群中的其中一个节
点上执行下面过程中的步骤，将节点添加到该组。
为新节点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

1

在某个现有节点（例如 sys1）上，将配置设为可写：
# haconf -makerw

2

将节点 sys5 添加到现有的 ClusterService 组。
# hagrp -modify ClusterService SystemList -add sys5 2
# hagrp -modify ClusterService AutoStartList -add sys5

3

为新节点修改现有组中的 IP 地址和 NIC 资源。
# hares -modify gcoip Device bge0 -sys sys5
# hares -modify gconic Device bge0 -sys sys5

4

通过在任何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保存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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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本节介绍了在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过程。根据在安全模式还是非安全
模式下于现有集群中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执行以下其中一个过程中的任务：
■

非安全模式下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在非安全模式下于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安全模式下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在新节点上配置具有安全性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在非安全模式下于新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每台 CP 服务器。

2

使用新节点信息更新每台 CP 服务器配置：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
-a add_node -c clus1 -h sys5 -n2
Node 2 (sys5) successfully added

3

验证新节点是否已添加到 CP 服务器配置：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
-a list_nodes

新节点必须在命令输出中列出。

4

将 VCS 用户 cpsclient@sys5 添加到每个 CP 服务器：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
-a add_user -e cpsclient@sys5 \
-f cps_operator -g vx
User cpsclient@sys5 successfully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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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节点上配置具有安全性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每台 CP 服务器。

2

使用新节点信息更新每台 CP 服务器配置：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
-a add_node -c clus1 -h sys5 -n2
Node 2 (sys5) successfully added

验证新节点是否已添加到 CP 服务器配置：

3

# cpsadm -s cps1.symantecexample.com -a list_nodes

新节点必须列在输出中。

将新节点添加到 vxfen 服务组
执行下列过程中的步骤，将新节点添加到 vxfen 服务组。
使用 CLI 将新节点添加到 vxfen 组
在现有 SF HA 集群的其中一个节点上，将集群配置设置为读写模式：

1

# haconf -makerw

将节点 sys5 添加到现有的 vxfen 组。

2

# hagrp -modify vxfen SystemList -add sys5 2

通过在 SF HA 集群的任何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保存配置：

3

# haconf -dump -makero

添加新节点后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

在新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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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如果要在配置中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Database Flashsnap 或 SmartTier for
Oracle，请更新 SFDB 存储库，以便在将新节点添加到集群之后启用对新节点的访
问。
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FDB 存储库

1

将 /var/vx/vxdba/rep_loc 文件从集群中的节点之一复制到新节点。

2

如果现有集群节点上存在 /var/vx/vxdba/auth/user-authorizations 文件，
请将其复制到新节点。
如果任何现有集群节点上都不存在 /var/vx/vxdba/auth/user-authorizations
文件，则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
这将完成向 SFDB 存储库添加新节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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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从 SFHA 集群中删除节点

从 SFHA 集群中删除节点
表 30-1 指定了从集群删除节点时需要执行的任务。在示例过程中，集群由节点
sys1、sys2 和 sys5 组成，其中节点 sys5 将要脱离集群。
表 30-1

删除节点时需要执行的任务

任务
■

备份配置文件。

■

检查节点和服务组的状态。

■

切换或删除要脱离集群的节点上的所有 SFHA
服务组。
从 SFHA 配置删除节点。

■

修改 llthosts(4) 和 gabtab(4) 文件以反映更改。

参考资料
请参见第 425 页的“验证节点和服务组的
状态”。
请参见第 425 页的“从 SFHA 配置删除要
脱离的节点”。

请参见第 428 页的“在剩余的每个节点上
修改配置文件”。

对于以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请从脱离的节点中删 请参见第 430 页的“删除脱离节点的安全
除安全凭据。
凭据”。
在要脱离集群的节点上执行以下任务：

■

修改 LLT、GAB 和 SFHA 的启动脚本以允许在
不影响集群的情况下重新启动节点。
取消配置并卸载 LLT 和 GAB 实用程序。

■

删除 SFHA 软件包。

■

请参见第 430 页的“在要脱离的节点上卸
载 LLT 和 GAB 并删除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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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节点和服务组的状态
从集群中要保留的其中一个节点（在我们的示例中为节点 sys1 或节点 sys2）发出
以下命令以开始此操作。
验证节点和服务组的状态

1

为当前的配置文件 main.cf 创建一个备份副本。
# cp -p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goodcopy

2

检查系统和服务组的状态。
# hastatus -summary
--A
A
A

SYSTEM STATE
System
State
sys1
RUNNING
sys2
RUNNING
sys5
RUNNING

--B
B
B
B
B
B

GROUP STATE
Group
System
grp1
sys1
grp1
sys2
grp2
sys1
grp3
sys2
grp3
sys5
grp4
sys5

Frozen
0
0
0

Probed
Y
Y
Y
Y
Y
Y

AutoDisabled
N
N
N
N

N
N

State
ONLINE
OFFLINE
ONLINE
OFFLINE
ONLINE
ONLINE

hastatus 命令的示例输出表明节点 sys1、sys2 和 sys5 是集群中的节点。同

时，服务组 grp3 配置为在节点 sys2 以及要脱离的节点 sys5 上运行。服务组
grp4 仅在节点 sys5 上运行。服务组 grp1 和 grp2 不在节点 sys5 上运行。

从 SFHA 配置删除要脱离的节点
从集群中删除节点之前，必须先标识节点中运行的服务组。
然后需执行以下操作：
■

删除其他服务组依赖的服务组，或者

■

将服务组切换到其他服务组依赖的另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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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要脱离的节点删除或切换服务组

1

从要脱离的节点切换故障转移服务组。 可以将 grp3 从节点 sys5 切换到节点
sys2。
# hagrp -switch grp3 -to sys2

2

检查与在要脱离的节点上运行的任何服务组有关的依赖项；例如，grp4 仅在要
脱离的节点上运行。
# hagrp -dep

3

如果要脱离的节点上的服务组需要其他服务组，即该服务组是其他节点上服务
组的父服务组，则取消它与其他服务组的链接。
# haconf -makerw
# hagrp -unlink grp4 grp1

使用这些命令可以编辑配置并删除 grp4 对 grp1 的需要。

4

在要脱离的节点上停止 SFHA：
# hastop -sys sys5

要使用 SMF 停止 VCS，请运行以下命令：
# svcadm disable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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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次检查状态。要脱离的节点的状态应该是 EXITED。确保其他节点中要故障
转移的任何服务组均处于联机状态。
# hastatus -summary

6

--A
A
A

SYSTEM STATE
System
State
sys1
RUNNING
sys2
RUNNING
sys5
EXITED

--B
B
B
B
B
B

GROUP STATE
Group
System
grp1
sys1
grp1
sys2
grp2
sys1
grp3
sys2
grp3
sys5
grp4
sys5

Frozen
0
0
0

Probed
Y
Y
Y
Y
Y
Y

AutoDisabled
N
N
N
N

Y
N

State
ONLINE
OFFLINE
ONLINE
ONLINE
OFFLINE
OFFLINE

从服务组 grp3 和 grp4 的 SystemList 删除要脱离的节点。
# haconf -makerw
# hagrp -modify grp3 SystemList -delete sys5
# hagrp -modify grp4 SystemList -delete sys5

注意：如果 sys5 位于 autostart 列表中，则需手动将另一系统添加到 autostart
列表，以便重新启动之后，该组可以自动联机。

7

对于仅在要脱离的节点上运行的服务组，在删除该组之前请先删除其中的资
源。
# hagrp -resources grp4
processx_grp4
processy_grp4
# hares -delete processx_grp4
# hares -delete processy_grp4

8

删除配置为在要脱离的节点上运行的服务组。
# hagrp -delete gr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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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查状态。
# hastatus -summary
-- SYSTEM STATE
-- System
State
A
A
A

sys1
sys2
sys5

--B
B
B
B

GROUP STATE
Group
System
grp1
sys1
grp1
sys2
grp2
sys1
grp3
sys2

Frozen

RUNNING
RUNNING
EXITED

0
0
0

Probed
Y
Y
Y
Y

10 从集群中删除该节点。
# hasys -delete sys5

11 保存配置，将其设置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在剩余的每个节点上修改配置文件
在集群的每个剩余节点上执行以下任务。

AutoDisabled
N
N
N
N

State
ONLINE
OFFLINE
ONLIN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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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剩余节点上修改配置文件

1

如有必要，修改 /etc/gabtab 文件。
如果 /sbin/gabconfig 命令只具有参数 -c，则不需要对此文件进行更改。
Symantec 建议使用 -nN 选项，其中： N 是集群系统的数量。
如果命令的格式为 /sbin/gabconfig -c -nN，其中： N 表示集群的系统数
量，则需确保 N 不大于集群中的实际节点数量。当 N 大于节点数时，GAB 不
会自动设定种子。
Symantec 建议不要为 /sbin/gabconfig 使用 -c -x 选项。

2

在各个剩余节点上修改 /etc/llthosts 文件以删除要脱离的节点的条目。
例如，将
0 sys1
1 sys2
2 sys5

更改为：
0 sys1
1 sys2

从 CP 服务器上删除节点配置
从 SFHA 集群删除节点后，请执行下列过程中的步骤，从 CP 服务器删除该节点的
配置。
注意：执行此过程中的步骤将会用到 cpsadm 命令。有关 cpsadm 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从 CP 服务器上删除节点配置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 CP 服务器。

2

查看 CP 服务器上的 VCS 用户列表。
如果已将 CP 服务器配置为使用基于 HTTPS 的通信，请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users

如果已将 CP 服务器配置为使用基于 IPM 的通信，请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p 14250 -a list_users

其中： cp_server 是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虚拟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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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删除与先前从集群删除的节点相关联的 VCS 用户。
对于非安全模式下的 CP 服务器：
# cpsadm -s cp_server -a rm_user \
-e cpsclient@sys5 -f cps_operator -g vx

4

从 CP 服务器上删除节点条目：
# cpsadm -s cp_server -a rm_node

5

-h sys5 -c clus1 -n 2

查看 CP 服务器上的节点列表，确保已删除该节点条目：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nodes

删除脱离节点的安全凭据
如果脱离节点是以安全模式运行的集群的一部分，则必须从节点 sys5 中删除安全
凭据。请执行下列步骤。
删除安全凭据

1

停止 AT 进程。
# /opt/VRTSvcs/bin/vcsauth/vcsauthserver/bin/vcsauthserver.sh \
stop

2

删除凭据。
# rm -rf /var/VRTSvcs/vcsauth/data/

在要脱离的节点上卸载 LLT 和 GAB 并删除 VCS
在要脱离集群的节点上执行以下任务。
您可以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在要脱离集群的节点上卸载 VCS，也可以执行下列
手动步骤。
如果已将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配置为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的一部分，则可能必须先删除其他依赖的 软件包，然后才能
删除以下所有 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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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配置并卸载 LLT 和 GAB 并删除 SFHA

1

如果已将 I/O 防护配置为处于启用模式，请停止 I/O 防护。
# svcadm disable -t vxfen

2

取消配置 GAB 和 LLT：
# /sbin/gabconfig -U
# /sbin/lltconfig -U

3

从内核卸载 GAB 和 LLT 模块。
■

确定内核模块 ID：
# modinfo | grep gab
# modinfo | grep llt

模块 ID 位于输出的左列。
■

从内核卸载模块：
# modunload -i gab_id
# modunload -i llt_id

4

禁用启动文件以防止 LLT、GAB 或 SFHA 启动：
# /usr/sbin/svcadm disable -t llt
# /usr/sbin/svcadm disable -t gab
# /usr/sbin/svcadm disable -t vcs

5

若要确定要删除的软件包，请输入：
# pkginfo | grep V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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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要从系统中永久删除 SFHA 软件包，请使用 pkgrm 命令。按照所示顺序删
除以下软件包，其中某些软件包可能是选择性安装的。
Solaris 10：
# pkgrm VRTSvcsea
# pkgrm VRTSat
# pkgrm VRTSvcsag
# pkgrm VRTScps
# pkgrm VRTSvcs
# pkgrm VRTSamf
# pkgrm VRTSvxfen
# pkgrm VRTSgab
# pkgrm VRTSllt
# pkgrm VRTSspt
# pkgrm VRTSsfcpi61
# pkgrm VRTSvlic
# pkgrm VRTSperl

Solaris 11：
# pkg uninstall VRTSvcsea VRTSsat VRTSvcsag
VRTScps VRTSvcs VRTSamf VRTSvxfen VRTSgab VRTSllt VRTSspt
VRTSsfcpi61 VRTSperl VRTSvlic

7

删除 LLT 和 GAB 配置文件。
# rm /etc/llttab
# rm /etc/gabtab
# rm /etc/llthosts

8

删除语言包和修补程序。

在删除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
库
从集群中删除节点后，不需要执行任何步骤来更新 SFDB 存储库。
有关删除产品后删除 SFDB 存储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404 页的“在删除产品后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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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参考

■

A. SFHA 服务和端口

■

B. 安装脚本

■

C. 安装的可调参数文件

■

D. 配置文件

■

E. 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

■

F.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组件

■

G. 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

H. 集群安装故障排除

■

I. 针对基于 CP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 SF HA 集群设置图解

■

J. 协调 NFS 共享磁盘的主要/次要编号

■

K. 配置 LLT over UDP

■

L. 将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与其他产品一起安装时的兼容性问题

附录

A

SFHA 服务和端口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FHA 服务和端口

关于 SFHA 服务和端口
如果您配置了防火墙，请确保防火墙设置允许访问由 SFHA 使用的服务和端口。
表 A-1 列出了 SFHA 使用的服务和端口。
注意：以粗体显示的端口号对于 SFHA 是必需的。
表 A-1

SFHA 服务和端口

端口号

协议

说明

进程

4145

TCP/UDP

VVR Connection Server
VCS 集群心跳

vxio.sys

4888

TCP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VxSchedService.exe
用于启动所配置的计划。

5634

HTTPS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Messaging
Service

7419

TCP

Symantec Plugin Host 服务 pluginHost.exe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SFWConfigPanel.exe)
CCF 引擎
(CEngineDriver.exe)

xprtld.exe

SFHA 服务和端口
关于 SFHA 服务和端口

端口号

协议

说明

进程

8199

TCP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服
务

vras.dll

8989

TCP

VVR Resync 实用程序

vxreserver.exe

14141

TCP

Symantec 高可用性引擎

had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
(ClusterManager.exe)
VCS Agent 驱动程序
(VCSAgDriver.exe)
14144

TCP/UDP

VCS 通知

Notifier.exe

14149

TCP/UDP

VCS 身份验证

vcsauthserver

14150

TCP

Veritas Command Server

CmdServer

14153、15550 15558

TCP/UDP

VCS Cluster Simulator

hasim.exe

14155

TCP/UDP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wac
(GCO)

14156

TCP/UDP

VCS Steward for GCO

steward

443

TCP

协调点服务器

Vxcpserv

49152-65535

TCP/UDP

Volume Replicator 数据包

vxio .sys 文件在内核
级别创建的用户可配置端
口

有关 VCS Simulator 所使
用的端口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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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装脚本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脚本选项

■

关于使用 postcheck 选项

安装脚本选项
表 B-1 显示了安装脚本的命令行选项。对于初次安装或升级，通常不需要这些选
项。除非特别指出，否则安装脚本选项适用于所有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脚本。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表 B-1

可用的命令行选项

命令行选项

功能

-addnode

向高可用性集群添加节点。

-allpkgs

显示指定产品所需的所有 软件包。软件包 将按正
确的安装顺序列出。其输出可用来创建用于命令行
安装或网络安装的脚本。

-comcleanup

-comcleanup 选项用于删除安装程序在系统上添
加的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配置。 仅当自动配置
shell 的安装例程突然终止时，才需要该选项。

-comsetup

-comsetup 选项用于在不要求提供密码或密码短
语的情况下，在系统之间设置 ssh 或 rsh 通信。

-configure

在安装后配置产品。

-fencing

在运行的集群中配置 I/O 防护。

安装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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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hostfile full_path_to_file

指定含有要在其上进行安装的主机名列表的文件位
置。

-disable_dmp_native_support

在升级期间禁用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在升级期间保留本机
LVM 卷组和 ZFS 池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支持
会延长 软件包 升级时间，具体取决于系统上配置
的 LUN、本机 LVM 卷组以及 ZFS 池的数量。

-hotfix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修补程序
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时安装
多个版本。

-hotfix2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二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hotfix3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三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hotfix4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四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hotfix5_path

用于定义要与基础或维护级别版本集成的第五个修
补程序级别版本的路径，进行这种集成后，便可同
时安装多个版本。

-installallpkgs

-installallpkgs 选项用于选择所有 软件包。

-installrecpkgs

-installrecpkgs 选项用于选择建议的 软件包
集。

–installminpkgs

-installminpkgs 选项用于选择最小的 软件包
集。

-ignorepatchreqs

如果使用 -ignorepatchreqs 选项，则即使系统
上缺少必备 软件包 或修补程序，也允许安装或升
级。

–jumpstart dir_path

为 Solaris JumpStart 安装生成示例完成文件。指
示 dir_path 要在其中创建完成文件的目录的路径。

–keyfile ssh_key_file

为安全 shell (SSH) 安装指定密钥文件。此选项将
-I ssh_key_file 传递给每个 SSH 调用。

-license

在指定的系统上注册或更新产品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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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logpath log_path

指定 /opt/VRTS/install/logs 以外的目录作
为保存安装程序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的
位置。

-makeresponsefile

使用 -makeresponsefile 选项只生成响应文
件。使用此选项时，不会进行实际的软件安装。

-minpkgs

显示指定产品所需的最少 软件包。软件包 将按正
确的安装顺序列出。可选 软件包 并不列出。其输
出可用来创建用于命令行安装或网络安装的脚本。
请参见 allpkgs 选项。

-noipc

禁止安装程序对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 (SORT) 执行出站网络调用，以便自动获取修
补程序和版本信息更新。

-nolic

允许在不输入许可证密钥的情况下安装产品 软件
包。如果指定了此选项，则不能配置、启动或使用
需要许可证的功能。

-pkginfo

以易读格式显示 软件包 的列表和安装顺序。此选
项仅适用于单个产品安装脚本。例如，将 -pkginfo
选项与 installvcs 脚本一起使用可显示 VCS 软件
包。

–pkgpath package_path

指定包含所有要安装的 软件包 的目录的路径。此
目录通常为 NFS 装入位置，并且必须可由所有指
定的安装系统访问。

-pkgset

发现并显示在指定系统中安装的 软件包 组（最少、
建议、全部）和 软件包。

-pkgtable

以正确安装顺序按组显示产品的 软件包。

–postcheck

检查与各种 HA 和文件系统相关的进程、各种端口
的可用性以及与集群相关的服务组的可用性。

-precheck

执行安装前检查以确定系统是否满足所有安装要
求。Symantec 建议在安装产品之前执行预先检查。

-prod

指定操作的产品。

-recpkgs

显示指定产品所需的建议 软件包。软件包 将按正
确的安装顺序列出。可选 软件包 并不列出。其输
出可用来创建用于命令行安装或网络安装的脚本。
请参见 allpkgs 选项。

-redirect

显示进度详细信息，而不显示进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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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require

指定安装程序的修补程序文件。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s 选项显示安装产品所需的操作系
统版本、所需的 软件包 和修补程序、文件系统空
间和其他系统要求。

–responsefile response_file

使用存储在指定文件中的系统信息和配置信息自动
执行安装和配置，而不提示输入信息。其中
response_file 必须是一个完整路径名。必须编辑该
响应文件，才能将其用于后续安装。变量字段定义
是在文件中定义的。

-rolling_upgrade

开始滚动升级。 通过使用此选项，安装程序自动
检测集群系统上的滚动升级状态，而不需要显式指
定滚动升级阶段 1 或阶段 2。

-rollingupgrade_phase1

-rollingupgrade_phase1 选项用于执行滚动
升级阶段 I。在此阶段，产品内核 软件包 会升级到
最新版本。

-rollingupgrade_phase2

-rollingupgrade_phase2 选项用于执行滚动
升级阶段 II。在该阶段，VCS 和其他代理 软件包
将升级到最新版本。产品内核驱动程序将滚动升级
到最新的协议版本。

–rootpath root_path

指定在其中安装 软件包 的备用根目录。
在 Solaris 操作系统上，-rootpath 将 -R path
传递给 pkgadd 命令。

-rsh

当您想要将 RSH 和 RCP（而不是默认的 SSH 和
SCP）用于系统之间的通信时，请指定此选项。
请参见第 471 页的“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

–serial

指定安装脚本连续在各系统上执行安装、卸载、启
动和停止操作。如果没有指定此选项，这些操作会
同时在所有系统上执行。

-settunables

如果要在安装并配置产品后设置可调参数，请指定
此选项。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产品的进程，以使可
调参数值生效。 您必须与 -tunablesfile 选项
一起使用此选项。

-start

启动指定产品的后台驻留程序和进程。

-stop

停止指定产品的后台驻留程序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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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选项

功能

-timeout

-timeout 选项用于指定在超时前脚本应等待每个
命令完成的秒数。设置 -timeout 选项将覆盖默
认值 1200 秒。将 -timeout 选项设置为 0 可防止
脚本发生超时。 -timeout 选项不可与 -serial
选项一同使用。

–tmppath tmp_path

指定 /var/tmp 以外的目录作为安装脚本的工作
目录。此目标位置是执行初始日志记录的位置，也
是远程系统上在安装前要将 软件包 复制到的位置。

-tunables

列出所有支持的可调参数并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
板。

-tunables_file tunables_file

当指定可调参数文件时，请指定此选项。可调参数
文件应包含可调参数。

-upgrade

指定产品的现有版本已存在且您计划升级它。

-version

检查并报告已安装的产品及其版本。识别适用于产
品的已安装及缺少的 软件包 和修补程序。提供一
份摘要，其中列出了适用的已安装及缺少的 软件
包 和修补程序的计数。如果 Internet 连接可用，则
列出已安装产品的已安装修补程序和可用更新。

关于使用 postcheck 选项
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后检查确定安装相关问题以及帮助故障排除。
注意：此命令选项需要节点的停机时间。
当您使用 postcheck 选项时，它可以帮助您解决下列 VCS 相关问题：
■

心跳链接不存在。

■

心跳链接无法通信。

■

心跳链接是绑定或聚合 NIC 的一部分。

■

存在重复的集群 ID（如果检查时未运行 LLT）。

■

VRTSllt pkg 版本在节点上不一致。

■

llt-linkinstall 值不正确。

■

llthosts(4) 或 llttab(4) 配置不正确。

■

/etc/gabtab 文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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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不正确的 GAB linkinstall 值。

■

VRTSgab pkg 版本在节点上不一致。

■

main.cf 文件或 types.cf 文件无效。

■

/etc/VRTSvcs/conf/sysname 文件与主机名不一致。

■

集群 UUID 不存在。

■

uuidconfig.pl 文件缺失。

■

VRTSvcs pkg 版本在节点上不一致。

■

/etc/vxfenmode 文件缺失或不正确。

■

/etc/vxfendg 文件无效。

■

vxfen link-install 值不正确。

■

VRTSvxfen pkg 版本不一致。

postcheck 选项可帮助解决下列 SFHA 或 SFCFSHA 问题：
■

由于未删除 /etc/vx/reconfig.d/state.d/install-db 文件，因此 Volume
Manager 无法启动。

■

由于未加载 volboot 文件，Volume Manager 无法启动。

■

由于许可证不存在，Volume Manager 无法启动。

■

由于 main.cf 文件中的 CVM 配置不正确，因此 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
启动。例如，节点上缺少 Autostartlist 值。

■

由于 /etc/llthosts 文件中的节点 ID 不一致，因此 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联机。

■

由于 Vxfen 未启动，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联机。

■

由于未配置 gab，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启动。

■

由于 CVM 协议不匹配，Cluster Volume Manager 无法联机。

■

Cluster Volume Manager 组名已由 cvm 更改为其他名称，这会导致 CVM 脱机。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后检查选项执行下列检查：
所有产品的常规检查：
■

已安装所有必需的 软件包。

■

所需 软件包 的版本正确。

■

所需的 软件包 不存在任何验证问题。

检查 Volume Manager (VM)：

441

安装脚本
关于使用 postcheck 选项

■

列出未运行的后台驻留程序（vxattachd、vxconfigbackupd、vxesd、
vxrelocd…）。

■

列出未处于“online (联机)”或“online shared (联机共享)”状态的磁盘 (vxdisk
list)。

■

列出未处于“enabled (已启用)”状态的磁盘组 (vxdg list)。

■

列出未处于“enabled (已启用)”状态的卷 (vxprint -g <dgname>)。

■

列出处于“Unstartable (不可启动)”状态的卷 (vxinfo -g <dgname>)。

■

列出未在 /etc/fstab 中配置的卷。

检查文件系统 (FS)：
■

列出未加载的 VxFS 内核模块 (vxfs/fdd/vxportal)。

■

检查存在于 /etc/vfstab 文件中的所有 VxFS 文件系统是否已装入。

■

检查存在于 /etc/vfstab 中的所有 VxFS 文件系统是否为磁盘布局 6 或更高版
本。

■

所有已安装的 VxFS 文件系统是否为磁盘布局版本 6 或更高版本。

检查集群文件系统：
■

FS 和 ODM 是否正在运行最新的协议级别。

■

所有已装入的 CFS 文件系统是否由 VCS 管理。

■

cvm 服务组是否已联机。

请参见第 375 页的“在节点上执行 post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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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的可调参数文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安装程序或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

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调参数

■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

设置可调参数文件的参数

■

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关于使用安装程序或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可调参数文件来设置非默认产品和系统可调参数。 使用该文件可以设置
I/O 策略等可调参数或者切换本机多径处理。 可调参数文件将参数传递给安装程序
脚本以设置可调参数。 使用该文件可以设置下列操作的可调参数：
■

安装、配置或升级系统时。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请参见第 444 页的“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

在没有其他与安装程序相关的操作情况下应用可调参数时。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settunables [
sys1sys2 ...]

请参见第 445 页的“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调参数”。
■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应用可调参数文件时。

安装的可调参数文件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response_file_name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请参见第 445 页的“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响应文件”。
您必须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可调参数
您可以在安装过程中使用可调参数文件来设置非默认可调参数。您可以调用带有
tunablesfile 选项的安装脚本。可调参数文件将参数传递给该脚本以设置所选可
调参数。您必须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注意：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设置安装、配置或升级的非默认可调参数

1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请参见第 446 页的“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2

确保要安装 SFHA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3

完成所有安装前任务。

4

将可调参数文件复制到要安装、配置或升级产品的系统之一。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启动安装程序以进行安装、配置或升级。例如：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mp/tunables_file
-settunables [sys1 sys2 ...]

其中，/tmp/tunables_file 是可调参数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7

继续执行操作。显示提示后，接受可调参数。
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重新启动后才会激活。仔细查看输出，确定系统是否需要
重新启动才能设置可调参数值。

8

安装程序验证可调参数。如果出现错误，请退出安装程序，检查可调参数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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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
调参数
您可以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任何其他操作的情况下，使用安装程序来设置可
调参数。必须使用本指南中所述的参数。请注意，许多参数都特定于产品。您必须
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注意：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在不执行与安装程序相关的其他操作的情况下设置可调参数

1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请参见第 446 页的“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2

确保要安装 SFHA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3

完成所有安装前任务。

4

将可调参数文件复制到要调整的系统之一。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启动带有 -settunables 选项的安装程序。
# ./installer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settunables [
sys123 sys234 ...]

其中 /tmp/tunables_file 是可调参数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7

继续执行操作。显示提示后，接受可调参数。
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重新启动后才会激活。仔细查看输出，确定系统是否需要
重新启动才能设置可调参数值。

8

安装程序验证可调参数。如果出现错误，请退出安装程序，检查可调参数文
件。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和未集成的响应文件来设置可调参数。必须使用本指南中所述
的参数。请注意，许多参数都特定于产品。您必须从本指南选择要使用的可调参
数。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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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才生效。
通过未集成的响应文件设置可调参数

1

确保要安装 SFHA 的系统满足安装要求。

2

完成所有安装前任务。

3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请参见第 446 页的“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4

将可调参数文件复制到要调整的系统之一。

5

装入产品光盘并导航到包含安装程序的目录。

6

启动带有 -responsefile 和 -tunablesfile 选项的安装程序。
# ./installer -responsefile response_file_name -tunablesfile
tunables_file_name

其中： response_file_nam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tunables_file_name
是可调参数文件的完整路径名称。

7

某些可调参数只有在重新启动后才会激活。仔细查看输出，确定系统是否需要
重新启动才能设置可调参数值。

8

安装程序验证可调参数。如果出现错误，请退出安装程序，检查可调参数文
件。

准备可调参数文件
可调参数文件是一个 Perl 模块，它由起始和结束语句组成，起始和结束语句之间定
义了可调参数。 在行的开始使用 # 号可以注释掉该行。 可调参数文件以“our
%TUN;”行开始，以返回 true 值“1;”的行结束。 最后返回 true 的行只需要在文
件末尾出现一次。 在每个可调参数自己的行中定义该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来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板，也可以手动为您创建的可调参数文
件设置格式。
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板
◆

启动带有 -tunables 选项的安装程序。输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tunables

您会看到所有受支持的可调参数的列表，以及可调参数文件模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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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可调参数文件的格式
◆

设置可调参数的格式，如下所示：
$TUN{"tunable_name"}{"system_name"|"*"}=value_of_tunable;

对于 system_name，请使用系统名称、其 IP 地址或通配符。其中 value_of_tunable
取决于您要设置的可调参数的类型。使用分号结束行。
下面是一个可调参数文件示例。
#
# Tunable Parameter Values:
#
our %TUN;
$TUN{"tunable1"}{"*"}=1024;
$TUN{"tunable3"}{"sys123"}="SHA256";
1;

设置可调参数文件的参数
每个可调参数文件定义不同的可调参数。每个参数的说明中列出了可以使用的值。
选择要添加到可调参数文件中的可调参数，然后配置每个参数。
请参见第 447 页的“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每个参数值行都以 $TUN 开头。可调参数的名称包含在花括号和双引号中。系统名
称包含在花括号和双引号中。最后，定义值并用分号来结束行，例如：
$TUN{"dmp_daemon_count"}{"node123"}=16;

在此示例中，您将 dmp_daemon_count 值从其默认值 10 更改为 16。可以使用通
配符 * 来表示所有系统。例如：
$TUN{"dmp_daemon_count"}{"*"}=16;

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为安装程序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时，只能使用以下列表中的参数。
在对可调参数进行任何更新之前，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以获取有关产品可调参数范围和建议的详
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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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介绍了可在可调参数文件中指定的支持可调参数。
表 C-1

支持的可调参数

可调参数

说明

autoreminor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启用重新设置次要
编号功能以防止磁盘组导入期间发生冲突。

autostartvolume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启用卷自动恢复。

dmp_cache_open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已缓
存阵列支持库 (ASL) 在设备上执行的第一次打
开操作。

dmp_daemon_count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管理
任务的内核线程数。

dmp_delayq_interval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设备繁忙
时 DMP 延迟错误处理的时间间隔。

dmp_fast_recovery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是否
应尝试从 HBA 接口直接获取 SCSI 错误信息。
必须在启动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dmp_health_time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路径必须
处于正常状态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dmp_log_level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控制
台消息的显示详细程度。

dmp_low_impact_probe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启用
低影响路径探查功能。

dmp_lun_retry_timeout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处理瞬态
错误的重试时间段。

dmp_monitor_fabric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事件源后
台驻留程序 (vxesd) 是否使用全球网络存储工
业协会 (SNIA) HBA API。必须在启动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后设置此可
调参数。

dmp_monitor_osevent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事件源后
台驻留程序 (vxesd) 是否监视操作系统事件。

dmp_monitor_ownership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监视
LUN 所有权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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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dmp_native_multipathing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是否
将直接在原始 OS 路径上截取 I/O。

dmp_native_support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是否
为本机设备执行多径处理。

dmp_path_age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在 DMP
将间歇性故障路径标记为正常之前需要对该路
径进行监视的时间。

dmp_pathswitch_blks_shift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在切换到
下一个可用路径之前，沿着 DMP 路径发送到
阵列的连续 I/O 块的默认数目。

dmp_probe_idle_lun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路径还原
内核线程是否探查空闲 LUN。

dmp_probe_threshold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原后台
驻留程序将探查的路径数。

dmp_restore_cycles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原策略
为 check_periodic 的情况下运行 check_all 策
略的周期数。

dmp_restore_interval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原后台
驻留程序分析路径状况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
位）。

dmp_restore_policy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路径
还原线程使用的策略。

dmp_restore_state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是否启动
DMP 路径还原的内核线程。

dmp_retry_count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将路
径标记为出现故障之前，路径连续报告路径繁
忙错误的次数。

dmp_scsi_timeout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任何通过
DMP 发送的 SCSI 命令的超时值。

dmp_sfg_threshold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子路径故
障转移组 (SFG) 功能的状态。

dmp_stat_interval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收集 DMP
统计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

449

安装的可调参数文件
可调参数值参数定义

可调参数

说明

fssmartmovethreshol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SmartMove 的文件
系统使用率阈值（百分比）。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max_diskq

(Veritas File System) 指定单个文件生成的最
大磁盘队列。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max_diskq。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
解如何为指定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read_ahead

(Veritas File System) 值 0 禁用预读取功能，
值 1（默认值）保留传统连续预读取行为，值
2 为所有读取启用增强预读取。 安装程序只能
设置系统默认值 read_ahead。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块设备
设置此可调参数。

read_nstream

(Veritas File System) 可一次具有的、未完成
的、大小为 read_pref_io 的并行读取请求数。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read_nstream。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read_pref_io

(Veritas File System) 首选的读取请求大小。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read_pref_io。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reclaim_on_delete_start_tim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一天中开始回收已
删除的卷的时间。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reclaim_on_delete_wait_perio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开始回收已删除的
卷之前要等待的天数。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same_key_for_alldg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对所有磁盘组使用
相同的防护键。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sharedminorstar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用于共享磁盘组次
要编号的范围起始编号。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storage_connectivity

(Veritas Volume Manager) CVM 存储连接类
型。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
设置此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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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usefssmartmov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 SmartMove
功能（all、thinonly、none）。必须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后设置此可调参数。

vol_checkpt_default

(Veritas File System) VxVM 存储检查点的大
小（以 KB 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
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cmpres_enable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允许对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启用压缩。

vol_cmpres_thread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的最大压缩线程数。

vol_default_iodelay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实用程序发
出的 I/O 请求之间的暂停时间（以 10 毫秒为
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
生效。

vol_fmr_log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Fast Mirror Resync
用来跟踪已更改块的最大位映射大小（以 KB
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
会生效。

vol_max_adminio_pool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管理 I/O 使
用的最大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 需要重新
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_nm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最大名称池大小
（以字节为单位）。

vol_max_rdback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存储记录回读池最
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vol_max_wrs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集群版本使用的最大内存量。

vol_maxio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逻辑 VxVM I/O 操
作的最大大小（以 KB 为单位）。需要重新启
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ioctl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传递给 VxVM ioctl
调用的最大数据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
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axparallelio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configd 一次可
请求的 I/O 操作数目。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
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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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vol_maxspecialio

(Veritas Volume Manager) ioctl 调用发出的
VxVM I/O 操作的最大大小（以 KB 为单位）。
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_min_lowmem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内存的低位标记
（以字节为单位）。

vol_nm_hb_timeou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超时值（以滴答声为单位）。

vol_rvio_max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olume Replicator
请求的最大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

vol_stats_enabl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启用 VxVM I/O 统
计数据收集。

vol_subdisk_nu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挂接到单一 VxVM
plex 的最大子磁盘数目。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drl_max_drtreg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最大 VxVM 脏区
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
效。

voldrl_max_seq_dirty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连续模式下的最大
脏区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
生效。

voldrl_min_region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脏区日志
(DRL) 区域的最小大小（以 KB 为单位）。需
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drl_volumemax_drtreg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log-plex DRL 中每
个卷脏区的最大大小。

voldrl_volumemax_drtregs_20

(Veritas Volume Manager) DCO 版本 20 中每
个卷脏区的最大大小。

voldrl_dirty_region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DCO 版本 30 中缓
存的区域数目。

voliomem_chunk_siz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内存分配请
求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
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mem_maxpool_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的最大
内存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系
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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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voliot_errbuf_dfl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错误跟踪缓
冲区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启动
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iobuf_defaul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I/O 跟踪缓
冲区的默认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
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iobuf_limi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所有 VxVM I/O 跟
踪缓冲区的最大总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
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iobuf_max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I/O 跟踪缓
冲区的最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需要重新
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iot_max_open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用于 vxtrace 命
令的 VxVM 跟踪通道的最大数目。需要重新启
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olpagemod_max_memsz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即时快照使用的最
大分页模块内存（以 KB 为单位）。

volraid_rsrtransmax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RAID-5 并
行瞬态重构操作的最大数目。需要重新启动系
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x_era_nthreads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检测 read_ahead
模式所基于的线程的最大数目。需要重新启动
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效。

vx_bc_bufhwm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元数据缓冲区缓存
高位标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
会生效。

vxfs_ninode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inode 表中的条目
数。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此可调参数才会生
效。

write_nstream

(Veritas File System) 可一次具有的、未完成
的、大小为 write_pref_io 的并行写入请求数。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write_nstream。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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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write_pref_io

(Veritas File System) 首选的写入请求大小。
安装程序只能设置系统默认值 write_pref_io。
请参考 tunefstab(4) 手册页以了解如何为指定
块设备设置此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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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配置文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LLT 和 GAB 配置文件

■

关于 AMF 配置文件

■

关于 VCS 配置文件

■

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

CP 服务器的示例配置文件

■

Solaris 11 上与软件包相关的 SMF 服务

关于 LLT 和 GAB 配置文件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与 Group Membership and Atomic Broadcast (GAB)
是 VCS 通信服务。LLT 需要使用 /etc/llthosts 和 /etc/llttab 文件。GAB 需要使用
/etc/gabtab 文件。
表 D-1 列出了 LLT 配置文件和这些文件包含的信息。

配置文件
关于 LLT 和 GAB 配置文件

LLT 配置文件

表 D-1
文件

说明

/etc/default/llt

此文件存储 LLT 的启动环境变量和停止环境变量：
■

■

LLT_START - 定义 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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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T 启动。
0 - 指示禁止 LLT 启动。
LLT_STOP - 定义 LLT 模块在系统关闭期间的关闭行为。有效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LLT 关闭。
0 - 指示禁止 LLT 关闭。

安装程序会在 SFHA 配置结束时将这些变量的值设置为 1。
/etc/llthosts

llthosts 文件是一种数据库，对每个系统都包含一个相应的条目。此文件将 LLT 系统 ID
（在第一列中）与 LLT 主机名链接。此文件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都必须是相同的。文件
内容不匹配可导致集群中的行为不确定。
例如，文件 /etc/llthosts 包含如下所示的条目：
0
1

/etc/llttab

sys1
sys2

llttab 文件包含安装过程中派生的信息，并由 lltconfig(1M) 实用程序使用。安装后，

此文件将列出与特定系统相对应的专用网络链接。例如，文件 /etc/llttab 包含类似如下所示
的条目：
■

对于 Solaris 10 SPARC：
set-node sys1
set-cluster 2
link bge0 /dev/bge0 - ether - link bge1 /dev/bge1 - ether - -

■

对于 Solaris 11 SPARC：
set-node sys1
set-cluster 2
link bge0 /dev/net/bge0 - ether - link bge1 /dev/net/bge1 - ether - -

第一行标识系统。第二行标识集群（即，安装期间输入的集群 ID）。接下来的两行以 link
命令开头。这些行标识 LLT 协议使用的两个网卡。
如果在 LLT 下面配置了低优先级链接，该文件还会包含 link-lowpri 行。
有关如何修改 LLT 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llttab(4) 手册页。该手册页说明了如何对
llttab 文件中的指令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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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列出了 GAB 配置文件和这些文件包含的信息。
表 D-2

GAB 配置文件

文件

说明

/etc/default/gab

此文件存储 GAB 的启动环境变量和停止环境变量：
■

■

GAB_START - 定义 G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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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 启动。
0 - 指示禁止 GAB 启动。
GAB_STOP - 定义 GAB 模块在系统关闭期间的关闭行为。有效值包
括：
1 - 指示允许 GAB 关闭。
0 - 指示禁止 GAB 关闭。

安装程序会在 SFHA 配置结束时将这些变量的值设置为 1。
/etc/gabtab

安装 SFHA 后，文件 /etc/gabtab 包含 gabconfig(1) 命令，该命令配
置要使用的 GAB 驱动程序。
文件 /etc/gabtab 中包含与以下内容类似的一行：
/sbin/gabconfig -c -nN
-c 选项可配置要使用的驱动程序。-nN 指定在至少 N 个节点准备形成
集群之前不形成集群。 Symantec 建议将 N 设置为集群中的节点总数。

注意：Symantec 建议不要为 /sbin/gabconfig 使用 -c -x 选项。
使用 -c -x 会导致裂脑情况。为 /sbin/gabconfig 使用 -c 选项可
避免脑裂情况。

注意：

关于 AMF 配置文件
异步监视框架 (AMF) 内核驱动程序向为监视智能资源而启用的 VCS 代理提供异步
事件通知。
表 D-3 列出了 AMF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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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AMF 配置文件

文件

说明

/etc/default/amf

此文件存储 AMF 的启动和停止环境变量：
■

■

/etc/amftab

AMF_START - 定义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或尝试使用 init 脚本启动
AMF 时，AMF 模块的启动行为。有效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AMF 启动。（默认值）
0 - 指示禁止 AMF 启动。
AMF_STOP - 定义在系统关闭后或尝试使用 init 脚本停止 AMF
时，AMF 模块的关闭行为。有效值包括：
1 - 指示允许 AMF 关闭。（默认值）
0 - 指示禁止 AMF 关闭。

安装了 VCS 后，文件 /etc/amftab 将包含 amfconfig(1) 命令，
该命令用于配置要使用的 AMF 驱动程序。
AMF init 脚本使用此 /etc/amftab 文件来配置 AMF 驱动程序。
默认情况下，/etc/amftab 文件包含以下行：
/opt/VRTSamf/bin/amfconfig -c

关于 VCS 配置文件
VCS 配置文件包括：
■

main.cf
SFHA 配置期间，安装程序默认在 /etc/VRTSvcs/conf/config 文件夹中创建 VCS
配置文件。main.cf 文件包含定义集群及其节点的最少信息。
请参见第 459 页的“VCS 集群的示例 main.cf 文件”。
请参见第 460 页的“全局集群的示例 main.cf 文件”。

■

types.cf
在 main.cf 文件里的 include 语句中列出的 types.cf 文件定义了 VCS 资源的 VCS
捆绑类型。types.cf 文件也位于 /etc/VRTSvcs/conf/config 文件夹中。
如果添加了诸如 OracleTypes.cf 的代理，则可能会存在与 types.cf 类似的其他
文件。

在安装并配置 VCS 后，请注意以下与 VCS 配置文件相关的信息：
■

集群定义包括您在配置过程中所提供的集群信息。该定义包括集群名称、集群
地址和集群的用户名和管理员名。
注意，集群有一个属性 UserNames。 installsfha将创建用户 admin，该用户的
密码是加密的，其默认密码是单词 password。

■

如果为 VCS 设置了可选 I/O 防护功能，则会存在 UseFence = SCSI3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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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在安全模式下配置集群，则 main.cf 包括 SecureClus = 1 集群属性。

■

如果您配置了虚拟 IP、SMTP、SNMP 或全局集群选项，installsfha将创建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
该服务组还具有下列特性：
■

该组包含 IP 和 NIC 资源。

■

该服务组还包含通知程序资源配置，该配置基于 installsfha提示有关通知的
信息时您输入的内容。

■

installsfha还创建资源依赖关系树。

■

如果设置全局集群，则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包含一个 Application 资源 wac
（广域连接器）。该资源的属性包含控制全局集群环境中的集群的定义。
有关管理 VCS 全局集群的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
南》。

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查看 Solaris 系统的 main.cf 和
types.cf 文件的配置概念和说明。

VCS 集群的示例 main.cf 文件
以下示例 main.cf 文件用于在安全模式下运行的三节点集群。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OracleTypes.cf"
"OracleASMTypes.cf"
"Db2udbTypes.cf"
"SybaseTypes.cf"

cluster vcs02 (
SecureClus = 1
)
system sysA (
)
system sysB (
)
system sysC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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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sysC = 2 }
AutoStartList = { sysA, sysB, sysC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NIC csgnic (
Device = bge0
NetworkHosts = { "10.182.13.1" }
)
NotifierMngr ntfr (
SnmpConsoles = { sys4" = SevereError }
SmtpServer = "smtp.example.com"
SmtpRecipients = { "ozzie@example.com" = SevereError }
)
ntfr requires csgnic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
//
NotifierMngr ntfr
//
{
//
NIC csgnic
//
}
// }

全局集群的示例 main.cf 文件
如果使用全局集群选项安装 SFHA，请注意，ClusterService 组也包含应用程序资
源 wac。 全局集群环境中，需要使用 wac 资源控制集群。
在下列 main.cf 文件示例中，粗体文本突出显示全局集群特定条目。
include "types.cf"
cluster vcs03 (
ClusterAddress = "10.182.13.50"
SecureClus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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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ysA (
)
system sysB (
)
system sysC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sysA = 0, sysB = 1, sysC = 2 }
AutoStartList = { sysA, sysB, sysC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ecure"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secure" }
RestartLimit = 3
)
IP gcoip (
Device = bge0
Address = "10.182.13.50"
NetMask = "255.255.240.0"
)
NIC csgnic (
Device = bge0
NetworkHosts = { "10.182.13.1" }
)
NotifierMngr ntfr (
SnmpConsoles = { sys4 = SevereError }
SmtpServer = "smtp.example.com"
SmtpRecipients = { "ozzie@example.com" = SevereError }
)
gcoip requires csgnic
ntfr requires csg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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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 requires gcoip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
//
//
//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NotifierMngr ntfr
{
NIC csgnic
}
Application wac

//

{

//

IP gcoip

//

{

//

NIC csgnic

//
//

}
}

//

}

关于 I/O 防护配置文件
表 D-4 列出了 I/O 防护配置文件。
表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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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HA 配置结束时将这些变量的值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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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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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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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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w - 将 vxfen 模块配置为使用底层原始字符设备

注意：必须在所有节点上使用相同的 SCSI-3 磁盘策略。
■

■

■

■

security
此参数仅适用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1 - 指示与 CP 服务器的通信采用安全模式。此设置是默认值。
0 - 指示与 CP 服务器的通信采用非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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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某些集群节点不可用，此参数也支持 GAB 自动设置集群的种子。此功能要求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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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动设置集群种子之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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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始磁盘：

/dev/rdsk/c1t1d0s2 HITACHI%5F1724-100%20%20FAStT%5FDISKS%5F6
00A0B8000215A5D000006804E795D075
/dev/rdsk/c2t1d0s2 HITACHI%5F1724-100%20%20FAStT%5FDISKS%5F6
00A0B8000215A5D000006814E795D076
/dev/rdsk/c3t1d2s2 HITACHI%5F1724-100%20%20FAStT%5FDISKS%5F6
00A0B8000215A5D000006824E795D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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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 服务器的示例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 文件确定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的配置。

请参见第 470 页的“CP 服务器配置 (/etc/vxcps.conf) 文件输出示例”。
以下是在单个节点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和在 SFHA 集群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示例
main.cf 文件。
■

在单个节点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
请参见第 465 页的“在运行 VCS 的单节点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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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在 SFHA 集群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
请参见第 467 页的“在双节点 SFHA 集群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示
例”。

注意：如果将基于 IPM 的协议用于 CP 服务器和 SFHA 集群（应用集群）之间的通
信，则 CP 服务器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或版本 6（IPv4 或 IPv6 地址）。如果
将基于 HTTPS 的协议用于通信，则 CP 服务器仅支持 Internet 协议版本 4（IPv4
地址）。
示例 main.cf 文件使用 IPv4 地址。

在运行 VCS 的单节点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示例
以下是 CP 服务器单节点 main.cf 的示例。
对于此 CP 服务器单节点 main.cf，请记下以下值：
■

集群名称：cps1

■

节点名称：cps1

include "types.cf"
include "/opt/VRTScps/bin/Quorum/QuorumTypes.cf"
// cluster name: cps1
// CP server: cps1
cluster cps1 (
UserNames = { admin = bMNfMHmJNiNNlVNhMK, haris = fopKojNvpHouNn,
"cps1.symantecexample.com@root@vx" = aj,
"root@cps1.symantecexample.com" = hq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haris,
"cps1.symantecexample.com@root@vx",
"root@cps1.symantecexample.com" }
SecureClus = 1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
system cps1 (
)
group CPSSG (
SystemList = { cps1 = 0 }
AutoStartList = { cp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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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cpsvip1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bge0
Address = "10.209.3.1"
NetMask = "255.255.252.0"
)
IP cpsvip2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bge1
Address = "10.209.3.2"
NetMask = "255.255.252.0"
)
NIC cpsnic1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bge0
PingOptimize = 0
NetworkHosts @cps1 = { "10.209.3.10 }
)
NIC cpsnic2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bge1
PingOptimize = 0
)
Process vxcpserv (
PathName = "/opt/VRTScps/bin/vxcpserv"
ConfInterval = 30
RestartLimit = 3
)
Quorum quorum (
QuorumResources = { cpsvip1, cpsvip2 }
)
cpsvip1 requires cpsnic1
cpsvip2 requires cpsnic2
vxcpserv requires qu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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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CPSSG
{
IP cpsvip1
{
NIC cpsnic1
}
IP cpsvip2
{
NIC cpsnic2
}
Process vxcpserv
{
Quorum quorum
}
}

在双节点 SFHA 集群上承载的 CP 服务器的 main.cf 文件示例
以下是在 SFHA 集群上承载 CP 服务器的 main.cf 的示例。
对于在 SFHA 集群上承载的此 CP 服务器的 main.cf，请注意下列值：
■

集群名称：cps1

■

集群中的节点：cps1 和 cps2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
//
//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opt/VRTScps/bin/Quorum/QuorumTypes.cf"

cluster: cps1
CP servers:
cps1
cps2

cluster cps1 (
UserNames = { admin = ajkCjeJgkFkkIskEjh,
"cps1.symantecexample.com@root@vx" = JK,
"cps2.symantecexample.com@root@vx" = dl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cps1.symantecexample.com@root@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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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2.symantecexample.com@root@vx" }
SecureClus = 1
)
system cps1 (
)
system cps2 (
)
group CPSSG (
SystemList = { cps1 = 0, cps2 = 1 }
AutoStartList = { cps1, cps2 } )
DiskGroup cpsdg (
DiskGroup = cps_dg
)
IP cpsvip1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bge0
Device @cps2 = bge0
Address = "10.209.81.88"
NetMask = "255.255.252.0"
)
IP cpsvip2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bge1
Device @cps2 = bge1
Address = "10.209.81.89"
NetMask = "255.255.252.0"
)
Mount cpsmount (
MountPoint = "/etc/VRTScps/db"
BlockDevice = "/dev/vx/dsk/cps_dg/cps_volume"
FSType = vxfs
FsckOpt = "-y"
)
NIC cpsnic1 (
Critical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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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cps1
Device @cps2
PingOptimize
NetworkHosts
)

= bge0
= bge0
= 0
@cps1 = { "10.209.81.10 }

NIC cpsnic2 (
Critical = 0
Device @cps1 = bge1
Device @cps2 = bge1
PingOptimize = 0
)
Process vxcpserv (
PathName = "/opt/VRTScps/bin/vxcpserv"
)
Quorum quorum (
QuorumResources = { cpsvip1, cpsvip2 }
)
Volume cpsvol (
Volume = cps_volume
DiskGroup = cps_dg
)
cpsmount requires cpsvol
cpsvip1 requires cpsnic1
cpsvip2 requires cpsnic2
cpsvol requires cpsdg
vxcpserv requires cpsmount
vxcpserv requires quorum

//
//
//
//
//
//
//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group CPSSG
{
IP cpsvip1
{
NIC cpsnic1
}
IP cpsvi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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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IC cpsnic2
//
}
// Process vxcpserv
//
{
//
Quorum quorum
//
Mount cpsmount
//
{
//
Volume cpsvol
//
{
//
DiskGroup cpsdg
//
}
//
}
//
}
// }

CP 服务器配置 (/etc/vxcps.conf) 文件输出示例
下面是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 输出的示例。
## The vxcps.conf file determines the
## configuration for Veritas CP Server.
cps_name=cps1
vip=[10.209.81.88]
vip=[10.209.81.89]:56789
vip_https=[10.209.81.88]:55443
vip_https=[10.209.81.89]
port=14250
port_https=443
security=1
db=/etc/VRTScps/db
ssl_conf_file=/etc/vxcps_ssl.properties

Solaris 11 上与软件包相关的 SMF 服务
在 Solaris 11 系统上安装软件包后，以下 SMF 服务会处于联机状态。这些 SMF 服
务适用于在卸载操作期间对软件包进行正确操作。Symantec 建议您不要禁用这些
服务。
svc:/system/gab-preremove:default
svc:/system/llt-preremove:default
svc:/system/vxfen-preremove: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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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

■

手动配置无密码 ssh

■

重新启动 ssh 会话

■

在 Solaris 上启用和禁用 rsh

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
式
要从远程系统安装 Symantec 软件，或者安装和配置集群，需要在节点间建立通信。
运行安装程序的节点必须拥有运行 rsh（远程 shell）或 ssh（安全 shell）实用程序
的权限。您需要对计划安装 Symantec 软件的系统具有超级用户权限才能运行该安
装程序。
可以使用安全 shell (ssh) 或远程 shell (rsh) 将产品安装到远程系统上。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 ssh，因为它比 rsh 更安全。
本节包含设置 ssh 无密码通信的示例。该示例设置包含安装目录的源系统 (sys1) 与
目标系统 (sys2) 之间的 ssh。此过程还适用于多个目标系统。
注意：基于脚本和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支持建立无密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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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配置无密码 ssh
使用 ssh 程序可以登录到远程系统并在其上执行命令。使用 ssh 可以通过不安全的
网络在两个不受信任的主机之间进行加密通信和身份验证过程。
在此过程中，先创建一个 DSA 密钥对。将该密钥对中的公钥从源系统附加到目标
系统上的 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
图 E-1 介绍了此过程。
创建 DSA 密钥对并将其附加到目标系统中

图 E-1

源系统：sys1
私钥

目标系统：sys2

公钥

authorized_keys
文件

在启用 ssh 之前，请先阅读 ssh 文档和联机手册页。有关 ssh 配置的问题，请与操
作系统支持提供商联系。
要获取联机手册和其他资源， http://openssh.org 请访问以下 OpenSSH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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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DSA 密钥对

1

在源系统 (sys1) 上，以 root 的身份登录，并导航到根目录。
sys1 # cd /

2

确保所有目标安装系统（在此示例中是 sys2）上都存在 /.ssh 目录。如果该
目录不存在，则在所有目标系统上创建该目录，并仅为 root 设置写权限：
Solaris 10：
sys2 # mkdir /.ssh

Solaris 11：
sys2 # mkdir /root/.ssh

更改此目录的权限，以保护该目录。
Solaris 10：
sys2 # chmod go-w /.ssh

Solaris 11：
sys2 # chmod go-w /root/.ssh

3

要在源系统上生成 DSA 密钥对，请键入以下命令：
sys1 # ssh-keygen -t dsa

系统将显示如下输出：
Generating public/private dsa key pair.
Enter file in which to save the key (//.ssh/id_dsa):

对于 Solaris 11：
Your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saved in /root/.ssh/id_dsa.
Your public key has been saved in /root/.ssh/id_dsa.pub.

473

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
手动配置无密码 ssh

4

按 Enter 接受默认位置 /.ssh/id_dsa。

5

程序要求您输入密码短语时，按两次 Enter 键。
Enter passphrase (empty for no passphrase):

不要输入密码短语。按 Enter。
Enter same passphrase again:

再次按 Enter。
使用安全文件传输将公钥从源系统附加到目标系统上的 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

1

确保在所有目标安装系统（在此示例中是 sys2）上启用安全文件传输程序
(SFTP)。
要启用 SFTP，/etc/ssh/sshd_config 文件必须包含以下两行：
PermitRootLogin
Subsystem

2

yes
sftp

/usr/lib/ssh/sftp-server

如果不存在这两行，则进行添加并重新启动 SSH。
要在 Solaris 10 和 Solaris 11 上重新启动 ssh，请键入以下命令：
sys1 # svcadm restart ssh

3

将公钥从源系统 (sys1) 移动到目标系统 (sys2) 上的某个临时文件中。
使用安全文件传输程序。
在此示例中，root 目录中的文件名 id_dsa.pub 是公钥的临时文件的名称。
使用以下命令进行安全文件传输：
sys1 # sftp sys2

如果初次在此系统上设置安全文件传输，将显示类似下列行的输出：
Connecting to sys2 ...
The authenticity of host 'sys2 (10.182.00.00)'
can't be established. DSA key fingerprint is
fb:6f:9f:61:91:9d:44:6b:87:86:ef:68:a6:fd:88:7d.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e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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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 yes。
将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输出：
Warning: Permanently added 'sys2,10.182.00.00'
(DSA) to the list of known hosts.
root@sys2 password:

5

输入 sys2 的 root 密码。

6

在 sftp 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sftp> put /.ssh/id_dsa.pub

将显示如下输出：
Uploading /.ssh/id_dsa.pub to /id_dsa.pub

7

要退出 SFTP 会话，请键入以下命令：
sftp> quit

8

要在目标系统（在此示例中是 sys2）上开始 ssh 会话，请在 sys1 上键入以下
命令：
sys1 # ssh sys2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sys2 的 root 密码：
password:

9

在登录到 sys2 后，输入以下命令将 id_dsa.pub 文件附加到 authorized_keys
文件中：
sys2 # cat /id_dsa.pub >> /.ssh/authorized_keys

10 将 id_dsa.pub 公钥文件复制到目标系统 (sys2) 并添加到授权密钥文件中之
后，将其删除。要删除 id_dsa.pub 公钥文件，请在 sys2 上输入以下命令：
sys2 # rm /id_dsa.pub

475

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以进行通信
重新启动 ssh 会话

11 要注销 ssh 会话，请输入以下命令：
sys2 # exit

12 在源安装系统上运行下列命令。如果 ssh 会话过期或终止，也可以运行这些命
令重新开始会话。这些命令会将私钥引入 shell 环境，使该密钥全面供 root 用
户使用：
sys1 # exec /usr/bin/ssh-agent $SHELL
sys1 # ssh-add
Identity added: //.ssh/id_dsa

这是特定于 shell 的步骤，并且仅在 shell 处于活动状态时有效。如果会话期间
关闭了 shell，则必须重新执行该步骤。
验证是否可以连接到目标系统

1

在源系统 (sys1) 上输入以下命令：
sys1 # ssh -l root sys2 uname -a

其中 sys2 是目标系统的名称。

2

应从源系统 (sys1) 对目标系统 (sys2) 执行该命令，并且系统不会请求输入密
码短语或密码。

3

对每个目标系统重复此过程。

重新启动 ssh 会话
完成此过程后，可以在下列任意情况下启动 ssh：
■

关闭终端会话之后

■

打开新终端会话之后

■

重新启动系统之后

■

所用时间过长之后，以刷新 ssh

重新启动 ssh

1

在源安装系统 (sys1) 上，将私钥引入 shell 环境。
sys1 # exec /usr/bin/ssh-agent $SHELL

2

使 root 用户可在全局范围内使用该密钥。
sys1 # ssh-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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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olaris 上启用和禁用 rsh
下节介绍如何在 Solaris 系统上启用远程 shell。
Symantec 建议为 Symantec 产品安装配置安全 shell 环境。
请参见第 472 页的“手动配置无密码 ssh”。
有关配置远程 shell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启用 rsh

1

要确定 rsh 和 rlogin 的当前状态，请键入以下命令：
# inetadm | grep -i login

如果该服务已启用，将显示以下行：
enabled online svc:/network/login:rlogin

如果该服务未启用，将显示以下行：
disabled disabled svc:/network/login:rlogin

2

要启用已禁用的 rsh/rlogin 服务，请键入以下命令：
# inetadm -e rlogin

3

要禁用已启用的 rsh/rlogin 服务，请键入以下命令：
# inetadm -d rlogin

4

修改 .rhosts 文件。每个用户的 $HOME 目录中有一个单独的 .rhosts 文件。
必须为使用 rsh 远程访问系统的每个用户修改此文件。.rhosts 文件的每一行
包含有权访问本地系统的每个远程系统的完全限定域名或 IP 地址。 例如，如
果 root 用户必须从 sys2 以远程方式访问 sys1，则必须将一个与
sys2.companyname.com 对应的条目添加到 sys1 上的 .rhosts 文件中。
# echo "sys2.companyname.com" >> $HOME/.rhosts

5

完成安装过程后，将 .rhosts 文件从每个用户的 $HOME 目录中删除，以确保
安全性：
# rm -f $HOME/.rhosts

477

附录

F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组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 软件包

■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安装 软件包

■

中文 软件包

■

日语软件包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过时的和重新组织过的安装 软件包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 软件
包
表 F-1 显示了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的每个英文版 软件包 的 软
件包 名称和内容。该表还提供了根据需要最低配置、建议配置还是高级配置来确定
安装哪些 软件包 的准则。
在安装所有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和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软件包 时，该组合功能称为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and
High Availability。
请参见第 481 页的“Symantec Cluster Server 安装 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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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软件包

软件包

内容

配置

VRTSaslapm

阵列支持库 (ASL) 和阵列策略模块
(APM) 二进制文件

最低

各种存储阵列的支持和兼容性需要有这
些文件。
VRTSperl

Perl 5.16.1 for Veritas

最低

VRTSvlic

Symantec 许可证实用程序

最低

安装对 Storage Foundation 许可证密
钥进行解码所需的许可证密钥布局文
件。提供标准的许可证密钥实用程序
vxlicrep、vxlicinst 和 vxlictest。
VRTSvxfs

Veritas File System 二进制文件

最低

支持 VxFS 文件系统需要有这些文件。
VRTSvxv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二进制文件、 最低
脚本和实用程序。 VxVM Volume
Manager 支持所必需的。

VRTSdbed

Storage Management Software for
Databases

建议安装

VRTSob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服务

建议安装

VRTSodm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建议安装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是专为 Oracle 设计的自定义
存储界面。Oracle Disk Manager 使
Oracle 可以改善性能和管理系统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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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

内容

配置

VRTSsfcpi61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程 最低
序
Storage Foundation 通用产品安装程序
软件包 包含用于执行以下操作的安装
程序库和产品脚本：
■

安装

■

配置

■

升级

■

卸载

■

添加节点

■

等等。

可以使用这些脚本简化本机操作系统的
安装、配置和升级。
VRTSsfmh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托管主
机。

建议安装

发现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托管主
机的配置信息。如果您希望中央服务器
管理和监视此托管主机，请在服务器上
下载并安装 VRTSsfmcs 软件包，然后
将此托管主机添加到中央服务器。
VRTSsfmcs 软件包 不是此版本的一部
分。您可以从以下位置单独下载：
http://www.symantec.com/
veritas-operations-manager
VRTSspt

Veritas 软件支持工具

VRTSvcsdr

包含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磁盘保 建议安装
留的二进制文件。

VRTSfsadv

Veritas File System Advanced

最低

VRTSfssdk

Veritas File System Software
Developer Kit

所有

对于 VxFS API，该 软件包 包含公共软
件开发人员工具包（标头、库和示例代
码）。如果某些用户程序使用 VxFS
API，则需要该软件包。

建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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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Cluster Server 安装 软件包
表 F-2 显示了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的每个简体中文版 软件包 的 软件
包 名称和内容。该表还提供了根据需要最低配置、建议配置还是高级配置来确定安
装哪些 软件包 的准则。
如果安装所有的 Storage Foundation 和 VCS 软件包，这一组合的功能称为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请参见第 478 页的“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 软件包”。
表 F-2

VCS 安装 软件包

软件包

内容

配置

VRTSgab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组成员集和原 最低
子广播服务

VRTSllt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低延迟传输

VRTSamf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Asynchronous 最低
Monitoring Framework

VRTSvcs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最低

VRTSvcsag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最低

VRTSvxfen

Veritas I/O 防护

最低

VRTSvcsea

整合的数据库和 Enterprise Agent 软件
包

建议安装

VRTScps

Veritas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所有

最低

协调点服务器是 I/O 防护的一种备用机
制。它通过客户端/服务器体系结构实现
I/O 防护，并可以为多个 VCS 集群提供
I/O 防护。

中文 软件包
下表显示了每个中文 软件包 的 软件包 名称和内容。
表 F-3

中文 软件包

软件包

内容

VRTSzhvm

中文版 Symantec Veritas Volume Manager – 消息目录和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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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软件包
下表显示了每个日语 软件包 的 软件包 名称和内容。
表 F-4

日语 软件包

软件包

内容

VRTSjacav

日语版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Agents for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 手册页和消息目录

VRTSjacs

日语版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消息目录

VRTSjacse

日语版 Symantec High Availability Enterprise Agent

VRTSjadba

日语版 Symantec Oracle 实时应用集群支持 软件包

VRTSjadbe

日语版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 消息目录

VRTSjafs

日语版 Veritas File System - 消息目录和手册页

VRTSjaodm

日语版 Symantec Veritas Oracle Disk Manager 消息目录和手册页

VRTSjavm

日语版 Symantec Veritas Volume Manager – 消息目录和手册页

VRTSmulic

多语言版 Symantec License Utilities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过时的和重新组织过
的安装 软件包
表 F-5 列出了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过时的或重新组织过的 软
件包。
表 F-5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过时的和重新组织过的 软件包

软件包

说明

在 6.1 中过时或重新组织
VRTSat

过时

VRTSatZH

过时

VRTSatJA

过时

在 5.1 中过时或重新组织
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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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

说明

SYMClma

过时

VRTSaa

包含在 VRTSsfmh 中

VRTSccg

包含在 VRTSsfmh 中

VRTSdbms3

过时

VRTSicsco

过时

VRTSjre

过时

VRTSjre15

过时

VRTSmh

包含在 VRTSsfmh 中

VRTSobc33

过时

VRTSobweb

过时

VRTSobgui

过时

VRTSpbx

过时

VRTSsfm

过时

VRTSweb

过时

产品 软件包
VRTSacclib

过时
以下信息用于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或基
于 Web 的安装程序进行的安装、升级和卸
载。
■

对于全新安装，不会安装 VRTSacclib。

■

对于升级，会卸载现有的 VRTSacclib，并
安装新的 VRTSacclib。
对于卸载，不会卸载 VRTSacclib。

■

VRTSalloc

过时

VRTScmccc

过时

VRTScmcm

过时

VRTScmcs

过时

VRTScscm

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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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

说明

VRTScscw

过时

VRTScsocw

过时

VRTScssim

过时

VRTScutil

过时

VRTSd2gui

包括在 VRTSdbed 中

VRTSdb2ed

包括在 VRTSdbed 中

VRTSdbcom

包括在 VRTSdbed 中

VRTSdbed

包括在 VRTSdbed 中

VRTSdcli

过时

VRTSddlpr

过时

VRTSdsa

过时

VRTSfas

过时

VRTSfasag

过时

VRTSfsman

包含在产品的主要 软件包 中。

VRTSfsmnd

包含在产品的主要 软件包 中。

VRTSfspro

包含在 VRTSsfmh 中

VRTSgapms

过时

VRTSmapro

包含在 VRTSsfmh 中

VRTSorgui

过时

VRTSsybed

包括在 VRTSdbed 中

VRTSvail

过时

VRTSvcsdb

包括在 VRTSvcsea 中

VRTSvcsmn

包括在 VRTSvcs 中

VRTSvcsor

包括在 VRTSvcsea 中

VRTSvcssy

包括在 VRTSvcsea 中

VRTSvcsvr

包括在 VRTSvc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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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

说明

VRTSvdid

过时

VRTSvmman

包含在产品的主要 软件包 中。

VRTSvmpro

包含在 VRTSsfmh 中

VRTSvrpro

包括在 VRTSob 中

VRTSvrw

过时

VRTSvxmsa

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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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在连接失败之后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

看到授权许可提示时如何操作

■

远程系统上的根目录权限不正确

■

无法访问的系统

■

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从 5.0.x 升级到
6.1 (2184482)

■

webinstaller 故障排除

在连接失败之后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如果安装因连接失败而终止，则可以重新启动安装程序来恢复安装。 安装程序检测
到现有安装。 安装程序提示您是否要恢复安装。 如果恢复安装，则安装将从安装
失败点处继续。

看到授权许可提示时如何操作
在此版本中，没有许可证密钥也可以进行安装。 为了遵守最终用户许可协议，您必
须安装许可证密钥或使主机由管理服务器管理。 如果您在 60 天之内未遵守这些条
款，将会显示以下警告消息：
WARNING V-365-1-1 This host is not entitled to run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Symantec Cluster Server.As set forth in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you must complete one of the two options
set forth below. To comply with this condition of the EULA and
stop logging of this message, you have <nn> days to either:

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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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this host managed by a Management Server (see
http://go.symantec.com/sfhakeyless for details and free download),
or
- add a valid license key matching the functionality in use on this host
using the command 'vxlicinst' and validate using the command
'vxkeyless set NONE'.

要遵守 EULA 条款和除去这些消息，您必须在 60 天内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安装与主机上使用的功能相对应的有效许可证密钥。
在您安装许可证密钥之后，必须使用以下命令验证该许可证密钥：
# /opt/VRTS/bin/vxlicrep

■

通过使用管理服务器来管理服务器或集群，继续使用无密钥许可。
有关无密钥授权许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URL：
http://go.symantec.com/sfhakeyless

远程系统上的根目录权限不正确
权限不当。 确保您对安装操作的各个目标系统都具有远程根目录访问权限。

Failed to setup rsh communication on 10.198.89.241:
'rsh 10.198.89.241 <command>' failed
Trying to setup ssh communication on 10.198.89.241.
Failed to setup ssh communication on 10.198.89.241:
Login denied
Failed to login to remote system(s) 10.198.89.241.
Please make sure the password(s) are correct and superuser(root)
can login to the remote system(s) with the password(s).
If you want to setup rsh on remote system(s), please make sure
rsh with command argument ('rsh <host> <command>') is not
denied by remote system(s).
Either ssh or rsh is needed to be setup between the local node
and 10.198.89.241 for communication
Would you like the installer to setup ssh/rsh communication
automatically between the nodes?
Superuser passwords for the systems will be asked. [y,n,q] (y) n
System verific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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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errors were discovered on the systems:
The ssh permission denied on 10.198.89.241
rsh exited 1 on 10.198.89.241
either ssh or rsh is needed to be setup between the local node
and 10.198.89.241 for communication

建议的解决方案： 您需要对系统进行设置，以允许使用 ssh 或 rsh 进行远程访问。
请参见第 471 页的“关于在安装产品前配置安全 shell 或远程 shell 通信模式”。
注意：完成 SFHA 的安装和配置后，请删除远程 shell 权限。

无法访问的系统
指定的系统不可访问。 这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输入的系统名不正确或
无法通过网络访问系统。
建议的解决方案： 验证您输入的系统名是否正确，并使用 ping(1M) 命令验证主机
的可访问性。

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从 5.0.x 升级到 6.1 (2184482)
将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5.0 版本升级到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6.1
之后，sfua_rept_migrate 命令会生成一条错误消息。
从 SFHA 版本 5.0 升级到 SFHA 6.1 时，S*vxdbms3 启动脚本会重命名为
NO_S*vxdbms3。由于 sfua_rept_upgrade 需要 S*vxdbms3 启动脚本。 因此，
当 sfua_rept_upgrade 运行时，无法找到 S*vxdbms3 启动脚本并显示以下错误
消息：
/sbin/rc3.d/S*vxdbms3 not found
SFORA sfua_rept_migrate ERROR V-81-3558 File: is missing.
SFORA sfua_rept_migrate ERROR V-81-9160 Failed to mount repository.

解决方法
运行 sfua_rept_migrate 之前，将启动脚本 NO_S*vxdbms3 重命名为 S*vxdbms3。

488

安装问题疑难解答
webinstaller 故障排除

489

webinstaller 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使用 webinstaller 脚本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
■

问题：webinstaller 脚本可能会报告错误。
使用 webinstaller 时，您可能会收到如下的错误消息：
Error: could not get hostname and IP address

解决方案：检查 /etc/hosts 和 /etc/resolv.conf 文件是否配置正确。
■

问题：主机名不是完全限定域名。
您必须具有主机名的完全限定域名，其格式如下：https:// <hostname>:<port>/。
解决方案：检查 /etc/resolv.conf 文件中是否定义了 domain 部分。

■

问题：FireFox 3 可能会报告错误。
使用 FireFox 3 时，您可能会收到如下的错误消息：
Certificate contains the same serial number as another certificate.

解决方案：访问 FireFox 知识库网站：
http://support.mozilla.com/en-US/kb/Certificate+contains+the+same+serial+number+as+another+certificate

附录

H

集群安装故障排除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卸载失败

■

命令失败

■

安装程序无法为集群创建 UUID

■

当 SCSI TEST UNIT READY 命令失败时，vxfentsthdw 实用程序将失败

■

CP 服务器故障排除

■

SFHA 集群节点上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故障排除

■

协调点联机迁移期间发生的问题

卸载失败
如果 NFS 服务器占用了所引用的某个对象，则 umount 命令会失败。 请取消共享
装入点，并重新尝试卸载。

命令失败
本节介绍命令失败。
■

使用 man 命令无法访问手册页。 正确设置 MANPATH 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58 页的“设置环境变量”。

■

mount、fsck 和 mkfs 实用程序会保留共享卷。 在正在使用的卷上它们将失败。

使用其他实用程序（如 dd）访问共享卷时，请谨慎行事，因为这些命令可能会
损坏磁盘上的数据。
■

运行某些命令时，例如 vxupgrade -n 7/vol02，可能会生成以下错误消息：

集群安装故障排除
安装程序无法为集群创建 UUID

vxfs vxupgrade: ERROR: not primary in a cluster file system

这表明您只能在主系统（即最先装入此文件系统的系统）上运行此命令。

安装程序无法为集群创建 UUID
如果安装程序在为集群配置 UUID 之前找不到 uuidconfig.pl 脚本，则它将显示以下
错误消息：
Couldn't find uuidconfig.pl for uuid configuration,
please create uuid manually before start vcs

在 SFHA 配置、升级期间或者使用安装程序将节点添加到集群时，可能会看到该错
误消息。
解决方法：要启动 SFHA，必须手动运行 uuidconfig.pl 脚本，以在每个集群节点上
配置 UUID。
手动创建集群时配置集群 UUID
◆

在集群中的一个节点上执行以下命令，以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填充集群
UUID。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clus -configure nodeA
nodeB ... nodeN

其中，nodeA、nodeB 一直到 nodeN 均为集群节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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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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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HA 集群（客户端集群）节点上与防护相关的问题提供帮助。
请参见第 492 页的“CP 服务器服务组相关问题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492 页的“检查 CP 服务器的连接”。
请参见第 493 页的“在已设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SF HA 集群节点上启动防护期间
发生的问题”。
请参见第 494 页的“协调点联机迁移期间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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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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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HA
集群（客户端集群）节点上运行 cpsadm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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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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HA 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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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HA 集群（应用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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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HA 集群节点上启动防护期间发生
的问题
表 H-1
问题

SF HA 集群（客户端集群）节点上的防护启动问题

说明和解决方案

在 SF HA 集群上使用
如果在 SF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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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HA 集群节点进行访问。
错误
■ 检查 /etc/vxfenmode 文件并确保 SF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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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故障

如果未在 CP 服务器配置中添加客户端集群节点和用户，则会出现授权故障。从而不允许
SF HA 集群（客户端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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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节点和用户，并重新启动防护。
请参见第 215 页的“手动准备供 SF HA 集群使用的 CP 服务器”。

身份验证故障

如果已在 CP 服务器和 SF HA 集群（客户端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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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户端集群需要有自己的私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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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客户端集群证书与客户端私钥不对应，则通信失败。

■

如果 CP 服务器和客户端集群的信任证书链中没有通用 CA，则通信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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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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验证任意集群节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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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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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HA 集群节点上的 /etc/vxfenmode 文件中列出的协调点不相同。 如果
在集群节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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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HA 集群节点到 CP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

■

尚未在新 CP 服务器上添加集群、节点或 SF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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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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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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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基于 CP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 SF HA 集群设
置图解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配置图

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配置图
在您的配置内设置 CP 服务器时，可以使用下列 CP 服务器配置图作为指南：
■

由三个 CP 服务器服务的两个唯一客户端集群：

■

由具有高可用性的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客户端集群：

■

由远程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提供服务的双节点校园集群：

■

由具有高可用性的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多个客户端集群：

由三个 CP 服务器服务的两个唯一客户端集群：
在客户端节点上的 vxfenmode 文件中，会将 vxfenmode 设置为 customized，并将
vxfen 机制设置为 cps。

由具有高可用性的 CPS 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客户端集群
图 I-1 显示了客户端集群由一个具有高可用性的 CP 服务器和两个本地 SCSI-3 LUN
（磁盘）服务时的配置。

针对基于 CP 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示例 SF HA 集群设置图解
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配置图

在客户端节点上的 vxfenmode 文件中，会将 vxfenmode 设置为 customized，并将
vxfen 机制设置为 cps。
两个 SCSI-3 磁盘属于磁盘组 vxfencoorddg。第三个协调点是在 SFHA 集群上承载
的 CP 服务器，具有其自己的共享数据库和协调器磁盘。
由具有高可用性的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客户端
集群

图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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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远程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双节点校园集群
图 I-2 显示双节点校园集群由一个远程 CP 服务器和两个本地 SCSI-3 LUN（磁盘）
服务时的配置。
在客户端节点上的 vxfenmode 文件中，会将 vxfenmode 设置为 customized，并将
vxfen 机制设置为 cps。
两个 SCSI-3 磁盘（每个站点中的一个磁盘）属于磁盘组 vxfencoorddg。第三个协
调点是一个在单节点 VCS 集群上的 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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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远程 CP 服务器和两个 SCSI-3 磁盘服务的双节点校园集群

图 I-2

客户端应
用程序

站点 1

客户端应
用程序

站点 2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网
太
以 机 LAN
换
交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LAN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集群节点
4

N

IC

N

3

IC

3

N

IC

N

3

IC

3

NIC 1NIC 2HBA 1HBA 2

集群节点
3

NIC 1NIC 2HBA 1HBA 2

集群节点
2

NIC 1NIC 2HBA 1HBA 2

集群节点
1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NIC 1NIC 2HBA 1HBA 2

网
太
以 机
换
交

机

换

SAN

FC

SAN

机

换

FC

机

交

机

换

FC

交

换

交

FC

交

DWDM

暗光纤
协调器
LUN 1
存储阵列

协调器
LUN 2

数据
LUN

存储阵列

数据
LUN

站点 3
在客户端集群上：
vxfenmode=customized
vxfen_mechanism=cps
cps1=[VIP]:443（默认）
或范围为 [49152, 65535]
vxfendg=vxfencoorddg
/etc/vxfenmode
中指定的协调器磁盘组应有
一个站点 1 的 SCSI3
磁盘，以及另一个站点 2
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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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专用互联 (GigE)
公共链路 (GigE)
暗光纤连接
San 1 连接
San 2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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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高度可用的 CP 服务器和 2 个 SCSI-3 磁盘为多个客户端集群
提供服务
在客户端节点上的 vxfenmode 文件中，会将 vxfenmode 设置为 customized，并将
vxfen 机制设置为 cps。
两个 SCSI-3 磁盘属于磁盘组 vxfencoorddg。第三个协调点是一个 CP 服务器，承
载于 SFHA 集群之上，具有自己的共享数据库和协调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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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协调 NFS 共享磁盘的主要/
次要编号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协调 NFS 共享磁盘的主要/次要编号

协调 NFS 共享磁盘的主要/次要编号
您的配置可能包括共享总线上支持 NFS 的磁盘。您可以在磁盘分区或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上配置导出的 NFS 文件系统。
/dev/dsk/c1t1d0s2 是一个磁盘分区名称示例。
/dev/vx/dsk/shareddg/vol3 是一个卷名称示例。每个名称都表示要装入文件系

统的块设备。
在 VCS 集群中，提供 NFS 服务的块设备在各个集群节点上必须有相同的主要编号
和次要编号。主要编号标识所需的设备驱动程序（例如 Solaris 分区或 VxVM 卷）。
次要编号标识特定的设备本身。NFS 还使用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来标识导出的文件
系统。
必须验证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以确保从每个节点导出的文件系统具有相同的 NFS
标识。

检查磁盘分区的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
以下各节介绍了如何检查集群节点使用的磁盘分区的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以及必
要时如何对它们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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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磁盘分区的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
◆

在导出 NFS 文件系统的所有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该命令显示块设备的主要
编号和次要编号。
# ls -lL block_device

变量 block_device 引用由 NFS 导出时用以装入文件系统的分区。对每个 NFS
文件系统使用该命令。例如，请键入：
# ls -lL /dev/dsk/c1t1d0s2

节点 A 上的输出如下：
crw-r-----

1 root

sys

32,1 Dec 3 11:50 /dev/dsk/c1t1d0s2

sys

32,1 Dec 3 11:55 /dev/dsk/c1t1d0s2

节点 B 上的输出如下：
crw-r-----

1 root

注意，主要编号 (32) 与次要编号 (1) 都匹配，完全满足 NFS 文件系统的要求。
协调磁盘分区不匹配的主要编号

1

如果需要，请协调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例如，如果上一部分的输出如下所
示，则从步骤 2 开始按照说明执行操作：
节点 A 上的输出如下：
crw-r-----

1 root

sys

32,1 Dec 3 11:50 /dev/dsk/c1t1d0s2

sys

36,1 Dec 3 11:55 /dev/dsk/c1t1d0s2

节点 B 上的输出如下：
crw-r-----

2

1 root

将 VCS 命令目录放到路径中。
# export PATH=$PATH:/usr/sbin:/sbin:/opt/VRTS/bin

3

尝试更改系统 B 上的主要编号（现在为 36）以匹配系统 A 上的主要编号 (32)。
使用以下命令：
# haremajor -sd major_number

例如，在节点 B 上输入以下命令：
# haremajor -sd 32

4

如果该命令运行成功，则转到步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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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该命令运行失败，则可能会显示如下所示的消息：
Error: Preexisting major number 32
These are available numbers on this system: 128...
Check /etc/name_to_major on all systems for
available numbers.

6

请注意，节点 B 无法使用编号 36（节点 A 上的主要编号）。在节点 B 上运行
haremajor 命令将其更改为 128。
# haremajor -sd 128

7

在节点 A 上运行同一命令。如果该命令在节点 A 上失败，则输出会列出可用的
编号。在两个节点上重新运行该命令，将主要编号设置为两个节点都可使用的
值。

8

重新启动该命令运行成功的每个系统。

9

继续协调下一个分区的主要编号。

协调磁盘分区不匹配的次要编号

1

在该示例中，次要编号分别为 1 和 3，通过将每个节点上的该编号设置为 30
来进行协调。

2

在使用了块设备名称的两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ls -1 /dev/dsk/c1t1d0s2

对于节点 A，该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lrwxrwxrwx 1 root
/dev/dsk/c1t1d0s2

root

83 Dec 3 11:50
-> ../../

devices/sbus@1f,0/QLGC,isp@0,10000/sd@1,0:d,raw
device name（粗体部分）包括从 devices 一词后面的斜杠一直到冒号的内容

（但不包括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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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两个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以确定 SCSI 驱动程序使用的实例编号：
# grep sd /etc/path_to_inst | sort -n -k 2,2

对于节点 A，该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sbus@1f,0/QLGC,isp@0,10000/sd@0,0" 0 "sd"
"/sbus@1f,0/QLGC,isp@0,10000/sd@1,0" 1 "sd"
"/sbus@1f,0/QLGC,isp@0,10000/sd@2,0" 2
"/sbus@1f,0/QLGC,isp@0,10000/sd@3,0" 3
.
.
"/sbus@1f,0/SUNW,fas@e,8800000/sd@d,0"
"/sbus@1f,0/SUNW,fas@e,8800000/sd@e,0"
"/sbus@1f,0/SUNW,fas@e,8800000/sd@f,0"

"sd"
"sd"

27 "sd"
28 "sd"
29 "sd"

在该输出中，实例编号位于第二个字段中。
与步骤 2 中为节点 A 显示的名称相匹配的设备名称关联的实例编号为“1”。

4

比较每个节点输出中设备的关联实例编号。
在查看实例编号后，请执行下列任务之一：
■

如果一个节点的实例编号在其他节点上未使用（没有显示在步骤 3 的输出
中），请编辑 /etc/path_to_inst。
应编辑此文件以使第二个节点的实例编号与第一个节点的实例编号类似。

■

5

如果两个节点上都在使用该实例编号，请编辑这两个节点上的
/etc/path_to_inst。请将与设备名称关联的实例编号更改为未使用的编
号。该编号需要比其他设备使用的最大编号大。例如，步骤 3 的输出显示
了所有设备使用的实例编号（从 0 到 29）。您应编辑每个节点上的文件
/etc/path_to_inst 并将实例编号重置为 30。

键入以下命令以重新启动修改了 /etc/path_to_inst 的每节点：
# reboot -- -rv

检查 VxVM 卷的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
以下各节介绍了如何检查集群系统使用的 VxVM 卷的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以及必
要时如何对它们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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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VxVM 卷的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

1

将 VCS 命令目录放到路径中。例如：
# export PATH=$PATH:/usr/sbin:/sbin:/opt/VRTS/bin

2

要列出设备，请在各个节点上使用 ls -lL block_device 命令：
# ls -lL /dev/vx/dsk/shareddg/vol3

节点 A 上的输出可能如下所示：
brw------1 root root
/dev/vx/dsk/shareddg/vol3

32,43000 Mar 22 16:4 1

节点 B 上的输出可能如下所示：
brw------1 root root
/dev/vx/dsk/shareddg/vol3

36,43000 Mar 22 16:4 1

3

在每个节点上导入该关联共享磁盘组。

4

在要导出 NFS 文件系统的每个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该命令显示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使用的 vxio 和 vxspec 的主要编号。请注意，其他主要编号也会显
示出来，但此处只需关注用于协调的 vxio 和 vxspec：
# grep vx /etc/name_to_major

节点 A 上的输出如下：
vxdmp 30
vxio 32
vxspec 33
vxfen 87
vxglm 91

节点 B 上的输出如下：
vxdmp 30
vxio 36
vxspec 37
vxfen 87
vxglm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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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更改节点 B 上 vxio 和 vxspec 的主要编号以匹配节点 A 上对应部分的主要
编号，请使用以下命令：
haremajor -vx major_number_vxio major_number_vxspec

例如，输入：
# haremajor -vx 32 33

如果命令成功执行，请继续执行步骤 8。如果此命令失败，则会收到与下面类
似的报告：
Error: Preexisting major number 32
These are available numbers on this system: 128...
Check /etc/name_to_major on all systems for
available numbers.

6

如果收到该报告，请在节点 A 上使用 haremajor 命令更改主要编号 (32/33)，
以匹配节点 B 上的主要编号 (36/37)。例如，输入：
# haremajor -vx 36 37

如果该命令再次运行失败，则会生成如下所示的报告：
Error: Preexisting major number 36
These are available numbers on this node: 126...
Check /etc/name_to_major on all systems for
available numbers.

7

如果您收到第二个报告，请选择两个可用编号中的大者（在本示例中为 128）。
在 haremajor 命令中使用此数字协调主要编号。在两个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
# haremajor -vx 128 129

8

重新启动成功运行 haremajor 的每个节点。

9

如果次要编号匹配，则继续协调下一个 NFS 块设备的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

10 如果次要编号不匹配的块设备是卷，请参见 vxdg(1M) 手册页。该手册页提供
了协调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次要编号的指导说明，并且提供了有关 reminor
选项的特定参考资料。
对于更改了 vxio 驱动程序编号的节点，需要进行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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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LLT over UDP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为 LLT 使用 UDP 层

■

使用 IPv4 手动配置 LLT over UDP

■

为 LLT 使用 IPv6 的 UDP 层

■

使用 IPv6 手动配置 LLT over UDP

为 LLT 使用 UDP 层
在 SFHA 中，可以为使用广域网和路由器的集群使用基于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
层的 LLT。UDP 使得 LLT 数据包可进行路由，因此可以更经济地将其传输较长的
距离。

何时使用 LLT over UDP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LLT over UDP：
■

必须在 WAN 上使用 LLT

■

硬件（例如刀片服务器）不支持 LLT over Ethernet

LLT over UDP 比 LLT over Ethernet 慢。 只有受硬件配置所限而不得不使用 LLT
over UDP 时，才使用它。

使用 IPv4 手动配置 LLT over UDP
以下是 LLT over UDP 配置清单：
■

确保 LLT 专用链接位于不同的子网中。根据每个链接的子网在 /etc/llttab 中显式
设置广播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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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07 页的“/etc/llttab 文件中的广播地址”。
■

确保在配置 LLT 之前，每个 NIC 都配置了 IP 地址。

■

确保 /etc/llttab 文件中的 IP 地址与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一致。

■

确保每个链接都具有非公知的唯一 UDP 端口。
请参见第 508 页的“选择 UDP 端口”。

■

为直接连接（非路由）的链接设置正确的广播地址。
请参见第 510 页的“示例配置： 直接连接链接”。

■

对于跨 IP 路由器的链接，请在 /etc/llttab 文件中手动禁用广播功能并指定每个
链接的 IP 地址。
请参见第 512 页的“示例配置： 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

/etc/llttab 文件中的广播地址
在下面的示例中，为每个链接显式设置了广播地址。
■

在第一个节点 sys1 上显示 /etc/llttab 文件的内容：
sys1 # cat /etc/llttab
set-node sys1
set-cluster 1
link link1 /dev/udp - udp
link link2 /dev/udp - udp

50000
50001

-

192.168.9.1 192.168.9.255
192.168.10.1 192.168.10.255

使用 ifconfig 命令验证子网掩码以确保两个链接位于不同的子网中。
■

在第二个节点 sys2 上显示 /etc/llttab 文件的内容：
sys2 # cat /etc/llttab
set-node sys2
set-cluster 1
link link1 /dev/udp - udp
link link2 /dev/udp - udp

50000
50001

-

192.168.9.2 192.168.9.255
192.168.10.2 192.168.10.255

使用 ifconfig 命令验证子网掩码以确保两个链接位于不同的子网中。

/etc/llttab 文件中的 link 命令
本节中，查看 /etc/llttab 文件的链接命令信息。 请参见下面的示例配置信息：
■

请参见第 510 页的“示例配置： 直接连接链接”。

■

请参见第 512 页的“示例配置： 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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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1 介绍了 /etc/llttab 文件示例中所显示的链接命令的字段。请注意，其中的某
些字段与用于标准 LLT 链接的命令不同。
表 K-1

/etc/llttab 中 link 命令的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tag-name

由 LLT 用作标记的一个唯一字符串；例如 link1、link2...

device

UDP 协议的设备路径；例如 /dev/udp。

node-range

使用链接的节点。 - 表示要将所有集群节点配置为使用该链接。

link-type

链接类型；对于 LLT over UDP，必须为 udp。

udp-port

链接的唯一 UDP 端口，范围为 49152-65535。
请参见第 508 页的“选择 UDP 端口”。

MTU

- 是默认设置，其值为 8192。可以根据配置增大或减小该值。 使用
lltstat -l 命令可显示当前值。

IP address

本地节点上链接的 IP 地址。

bcast-address

■

对于启用了广播的集群，指定子网广播地址的值。

■

对于跨路由器的集群，- 是默认设置。

/etc/llttab 文件中的 set-addr 命令
当 LLT 的广播功能被禁用时（如 LLT 必须跨 IP 路由器时），必须使用 /etc/llttab
文件的 set-addr 命令。
请参见第 512 页的“示例配置： 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
表 K-2 介绍了 set-addr 命令的字段。
表 K-2

/etc/llttab 中 set-addr 命令的字段说明

字段

说明

node-id

对等节点的节点 ID；例如 0。

link tag-name

LLT 用于标识链接的字符串；例如 link1、link2...

address

为链接中的对等节点分配的 IP 地址。

选择 UDP 端口
选择 UDP 端口时，请从下面所述的范围中选择一个可用的 16 位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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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专用范围在 49152 到 65535 之间的可用端口

■

不要使用以下端口：
■

0 到 1023 之间的公知端口

■

1024 到 49151 之间的已注册端口

要检查哪些端口已定义为节点的默认端口，请查看文件 /etc/services。 还应该使用
netstat 命令列出当前已使用的 UDP 端口。 例如：
# netstat -a | more
UDP
Local Address
Remote Address
State
-------------------- -------------------- ------*.sunrpc
Idle
*.*
Unbound
*.32771
Idle
*.32776
Idle
*.32777
Idle
*.name
Idle
*.biff
Idle
*.talk
Idle
*.32779
Idle
.
.
.
*.55098
Idle
*.syslog
Idle
*.58702
Idle
*.*
Unbound

请查看输出的 UDP 部分；“Local Address (本地地址)”下面列出的 UDP 端口都
已使用。 如果某个端口已在 /etc/services 文件中列出，那么在输出中将显示其关联
名称而不是端口号。

配置 LLT 的网络掩码
对于位于不同子网的节点，请设置网络掩码，使节点能够访问所使用的子网。运行
以下命令并回答提示可设置网络掩码：
# ifconfig interface_name netmask netmask

例如：
■

对于节点 sys1 上的第一个网络接口：

509

配置 LLT over UDP
使用 IPv4 手动配置 LLT over UDP

IP address=192.168.9.1, Broadcast address=192.168.9.255,
Netmask=255.255.255.0

对于节点 sys2 上的第一个网络接口：
IP address=192.168.9.2, Broadcast address=192.168.9.255,
Netmask=255.255.255.0
■

对于节点 sys1 上的第二个网络接口：
IP address=192.168.10.1, Broadcast address=192.168.10.255,
Netmask=255.255.255.0

对于节点 sys2 上的第二个网络接口：
IP address=192.168.10.2, Broadcast address=192.168.10.255,
Netmask=255.255.255.0

配置 LLT 的广播地址
对位于不同子网的节点，请根据链接所在的子网在 /etc/llttab 中设置广播地址。
下面是节点位于不同子网时的一个典型的 /etc/llttab 文件示例。请注意为每个链接
显式设置的广播地址。
# cat /etc/llttab
set-node nodexyz
set-cluster 100
link link1 /dev/udp - udp 50000 - 192.168.30.1 192.168.30.255
link link2 /dev/udp - udp 50001 - 192.168.31.1 192.168.31.255

示例配置： 直接连接链接
图 K-1 说明了一个典型的直接连接链接配置（使用 LLT over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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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1

典型的直接连接链接配置（使用 LLT over UDP）
Solaris SPARC
节点 0

UDP 端点 qfe1
UDP 端口= 50001
IP= 192.1.3.1
链路标记=链路 2

节点 1

qfe1
192.1.3.2
链路标记=链路 2
交换机

UDP 端点 qfe0
UDP 端口= 50000
IP= 192.1.2.1
链路标记=链路 1

qfe0
192.1.2.2
链路标记=链路 1

Solaris x64
节点 0

UDP 端点 e1000g1
UDP 端口= 50001
IP= 192.1.3.1
链路标记= link2

节点 1

e1000g1
192.1.3.2
链路标记= link2
交换机

UDP 端点 e1000g0
UDP 端口= 50000
IP= 192.1.2.1
链路标记= link1

e1000g0
192.1.2.2
链路标记=
link1

节点 0 的 /etc/llttab 文件所表示的配置已直接连接交叉链接。 它可能还拥有通过集
线器或交换机连接的链接。 这些链接不通过路由器。
LLT 发送广播请求给对等节点来发现其地址。因此，使用 set-addr 命令时，无需
在 /etc/llttab 文件中指定对等节点的地址。 对于直接连接的链接，需要在 /etc/llttab
文件中设置这些链接的广播地址。 可使用 ifconfig -a 命令验证是否正确设置了
IP 地址和广播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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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node Node0
set-cluster 1
#configure Links
#link tag-namedevicenode-rangelink-typeudp portMTU \
IP-addressbcast-address
link link1 /dev/udp - udp 50000 - 192.1.2.1 192.1.2.255
link link2 /dev/udp - udp 50001 - 192.1.3.1 192.1.3.255

对于节点 1，该文件如下所示：
set-node Node1
set-cluster 1
#configure Links
#link tag-namedevicenode-rangelink-typeudp portMTU \
IP-addressbcast-address
link link1 /dev/udp - udp 50000 - 192.1.2.2 192.1.2.255
link link2 /dev/udp - udp 50001 - 192.1.3.2 192.1.3.255

示例配置： 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
图 K-2 是一个典型的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配置，它应用了 LLT over UDP。 该图解
中显示了四节点集群中的两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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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配置

图 K-2

Solaris SPARC
站点 A 处的
节点0

UDP 端点 qfe1
UDP 端口= 50001
IP= 192.1.2.1
链路标记= 链路2

站点 B 处的
节点1

qfe1
192.1.4.1
链路标记= 链路2

UDP 端点 qfe0
UDP 端口= 50000
IP= 192.1.1.1
链路标记= 链路1
Solaris x64
站点 A 处的
节点0

qfe0
192.1.3.1
链路标记=链路1

UDP 端点 e1000g1
UDP 端口= 50001
IP= 192.1.2.1
链路标记=链路2

站点 B 处的
节点1

e1000g1
192.1.4.1
链路标记=链路2

UDP 端点 e1000g0
UDP 端口= 50000
IP= 192.1.1.1
链路标记=链路1

e1000g0
192.1.3.1
链路标记=链路1

以下节点 1 的 /etc/llttab 文件表示的配置具有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 注意，此
处显示了每个链接上对等节点的 IP 地址。 该配置中，禁用了广播。 因此，不需要
在 /etc/llttab 文件的 link 命令中设置广播地址。
set-node Node1
set-cluster 1
link link1 /dev/udp - udp 50000 - 192.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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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link2

/dev/udp - udp 50001 - 192.1.4.1 -

#set address of each link for all peer nodes in the cluster
#format: set-addr node-id link tag-name address
set-addr
0 link1 192.1.1.1
set-addr
0 link2 192.1.2.1
set-addr
2 link1 192.1.5.2
set-addr
2 link2 192.1.6.2
set-addr
3 link1 192.1.7.3
set-addr
3 link2 192.1.8.3
#disable LLT broadcasts
set-bcasthb
0
set-arp
0

对于节点 0，/etc/llttab 文件如下所示：
set-node Node0
set-cluster 1
link link1 /dev/udp - udp 50000 - 192.1.1.1 link link2 /dev/udp - udp 50001 - 192.1.2.1 #set address of each link for all peer nodes in the cluster
#format: set-addr node-id link tag-name address
set-addr
1 link1 192.1.3.1
set-addr
1 link2 192.1.4.1
set-addr
2 link1 192.1.5.2
set-addr
2 link2 192.1.6.2
set-addr
3 link1 192.1.7.3
set-addr
3 link2 192.1.8.3
#disable LLT broadcasts
set-bcasthb
0
set-arp
0

为 LLT 使用 IPv6 的 UDP 层
在 Storage Foundation 6.1 中，可以为使用广域网和路由器的集群使用基于 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层的 LLT。UDP 使得 LLT 数据包可进行路由，因此可以更经
济地将其传输较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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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使用基于 UDP 的 LLT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基于 UDP 的 LLT：
■

必须在 WAN 上使用 LLT

■

硬件（例如刀片服务器）不支持 LLT over Ethernet

使用 IPv6 手动配置 LLT over UDP
以下是 LLT over UDP 配置清单：
■

对于 UDP6，多播地址设置为 -。

■

确保在配置 LLT 之前，每个 NIC 都配置了 IPv6 地址。

■

确保 /etc/llttab 文件中的 IPv6 地址与网络接口的 IPv6 地址一致。

■

确保每个链接都具有非公知的唯一 UDP 端口。

■

对于跨 IP 路由器的链接，请在 /etc/llttab 文件中手动禁用多播功能并指定每个
链接的 IPv6 地址。
请参见第 517 页的“示例配置： 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

示例配置： 直接连接链接
图 K-3 说明了一个典型的直接连接链接配置（使用 LLT over U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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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3

典型的直接连接链接配置（使用 LLT over UDP）

Solaris SPARC
节点 0

UDP 端口 = 50001
IP= fe80::21a:64ff:fe92:1b47
链路标记 = 链路 2

节点 1

fe80::21a:64ff:fe92:1a93
链路标记 = 链路 2

交换机
UDP 端口 = 50000
IP= fe80::21a:64ff:fe92:1b46
链路标记 = 链路 1

fe80::21a:64ff:fe92:1a92
链路标记 = 链路 1

Solaris x64
节点 0

UDP 端口 = 50001
IP= fe80::21a:64ff:fe92:1b47
链路标记 = 链路 2

节点 1

fe80::21a:64ff:fe92:1a93
链路标记 = 链路 2

交换机
UDP 端口 = 50000
IP= fe80::21a:64ff:fe92:1b46
链路标记 = 链路 1

fe80::21a:64ff:fe92:1a92
链路标记 = 链路 1

节点 0 的 /etc/llttab 文件所表示的配置已直接连接交叉链接。 它可能还拥有通过集
线器或交换机连接的链接。 这些链接不通过路由器。
LLT 使用 IPv6 多播请求执行对等节点地址发现。 因此，使用 set-addr 命令时，
无需在 /etc/llttab 文件中指定对等节点的地址。 使用 ifconfig -a 命令验证是否正
确设置了 IPv6 地址。
set-node Node0
set-cluster 1
#configure Links
#link tag-name device node-range link-type udp port MTU \
IP-address mcast-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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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link1 /dev/udp6 - udp6 50000 - fe80::21a:64ff:fe92:1b46 link link1 /dev/udp6 - udp6 50001 - fe80::21a:64ff:fe92:1b47 -

对于节点 1，该文件如下所示：
set-node Node1
set-cluster 1
#configure Links
#link tag-name device node-range link-type udp port MTU \
IP-address mcast-address
link link1 /dev/udp6 - udp6 50000 - fe80::21a:64ff:fe92:1a92 link link1 /dev/udp6 - udp6 50001 - fe80::21a:64ff:fe92:1a93 -

示例配置： 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
图 K-4 是一个典型的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配置，它应用了 LLT over UDP。 该图解
中显示了四节点集群中的两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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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4
Solaris SPARC
站点 A
上的节点 0

典型的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配置

UDP 端口 = 50001
IP= fe80::21a:64ff:fe92:1a93
链路标记 = 链路 2

站点 B
上的节点 1

fe80::21a:64ff:fe92:1b47
链路标记 = 链路 2

路由器
UDP 端口 = 50000
IP= fe80::21a:64ff:fe92:1a92
链路标记 = 链路 1
Solaris x64
站点 A
上的节点 0

fe80::21a:64ff:fe92:1b46
链路标记 = 链路 1

UDP 端口 = 50001
IP= fe80::21a:64ff:fe92:1a93
链路标记 = 链路 2

站点 B
上的节点 1

fe80::21a:64ff:fe92:1b47
链路标记 = 链路 2

路由器
UDP 端口 = 50000
IP= fe80::21a:64ff:fe92:1a92
链路标记 = 链路 1

fe80::21a:64ff:fe92:1b46
链路标记 = 链路 1

以下节点 1 的 /etc/llttab 文件表示的配置具有通过 IP 路由器的链接。 注意，此
处显示了每个对等节点上每条链接上的 IPv6 地址。 在该配置中，禁用了多播。
set-node Node1
set-cluster 1
link link1 /dev/udp6 - udp6 50000 - fe80::21a:64ff:fe92:1a92 link link1 /dev/udp6 - udp6 50001 - fe80::21a:64ff:fe92:1a93 #set address of each link for all peer nodes in the cluster
#format: set-addr node-id link tag-name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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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ddr
set-addr
set-addr
set-addr
set-addr
set-addr

0
0
2
2
3
3

link1
link2
link1
link2
link1
link2

fe80::21a:64ff:fe92:1b46
fe80::21a:64ff:fe92:1b47
fe80::21a:64ff:fe92:1d70
fe80::21a:64ff:fe92:1d71
fe80::209:6bff:fe1b:1c94
fe80::209:6bff:fe1b:1c95

#disable LLT multicasts
set-bcasthb
0
set-arp
0

对于节点 0，/etc/llttab 文件如下所示：
set-node Node0
set-cluster 1
link link1 /dev/udp6 - udp6 50000 - fe80::21a:64ff:fe92:1b46 link link2 /dev/udp6 - udp6 50001 - fe80::21a:64ff:fe92:1b47 #set address of each link for all peer nodes in the cluster
#format: set-addr node-id link tag-name address
set-addr 1 link1 fe80::21a:64ff:fe92:1a92
set-addr 1 link2 fe80::21a:64ff:fe92:1a93
set-addr 2 link1 fe80::21a:64ff:fe92:1d70
set-addr 2 link2 fe80::21a:64ff:fe92:1d71
set-addr 3 link1 fe80::209:6bff:fe1b:1c94
set-addr 3 link2 fe80::209:6bff:fe1b:1c95
#disable LLT multicasts
set-bcasthb
0
set-ar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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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将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与其他产
品一起安装时的兼容性问
题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在存在其他 Symantec 产品的情况下安装、卸载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
品

■

在已存在 VOM 的情况下安装、卸载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

在已存在 NetBackup 的情况下安装、卸载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在存在其他 Symantec 产品的情况下安装、卸载或升
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在已安装其他 Symantec 产品的情况下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会产生兼容性问
题。例如，在系统中存在 VOM、ApplicationHA 和 NetBackup 的情况下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在已存在 VOM 的情况下安装、卸载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如果您打算在已安装 VOM 的系统上安装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务必注
意下列兼容性问题：

将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与其他产品一起安装时的兼容性问题
在已存在 NetBackup 的情况下安装、卸载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

在已存在 VOM 中央服务器的情况下安装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时，
安装程序会跳过 VRTSsfmh 升级，使 VOM 中央服务器和托管主机软件包保持
原样。

■

在已存在 VOM 中央服务器的情况下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时，安装程
序不会卸载 VRTSsfmh。

■

在已存在 VOM 托管主机的情况下安装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时，安
装程序会显示警告消息，指示它将升级 VRTSsfmh。

在已存在 NetBackup 的情况下安装、卸载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
如果您打算在已安装 NetBackup 的系统上安装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务必注
意下列兼容性问题：
■

在已存在 NetBackup 的情况下安装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时，安装程
序不会卸载 VRTSpbx 和 VRTSicsco。它不升级 VRTSat。

■

在已存在 NetBackup 的情况下卸载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时，安装程序不会
卸载 VRTSpbx、VRTSicsco 和 VRTSat。

521

索引

A
安装
JumpStart 198
SFHA, 使用操作系统特定的方法 193
Symantec 产品许可证密钥 47
部署脚本 236
后 117
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151
软件包, 在 Oracle Solaris 11 系统上 205
使用 pkgadd 命令 204
使用闪存存档 202
使用系统命令 204
使用响应文件 170
语言包 69
自动安装程序 194
安装程序
关于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65
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手动获取或自动获取 34
安装捆绑
集成选项 272
安装前 265
安装前检查
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150

B
版本
了解您拥有的版本以及可能需要进行的升级或更
新 250
版本说明 30
版本信息
在不能访问 Internet 的系统上更新 253
版本映像
查看或下载可用 244
备份引导磁盘组 342
重新连接 342
部署
Symantec 产品更新到环境 250
特定 Symantec 版本 252
部署管理
概述 238

部署后脚本 203
部署脚本
安装 236
部署首选项
设置 241

C
重新连接
备份引导磁盘组 342
参数
eeprom 52
查看和删除存储库映像
存储在存储库中 247
查看或下载
可用版本映像 244
持久性保留
SCSI-3 54
创建
/opt 目录 58
备份 263
部署后脚本 203
闪存存档 202
创建 root 用户 57
磁盘
使用 vxfentsthdw 进行测试 122
添加和初始化 121
协调器 210
验证节点访问 123
磁盘空间要求 32
从集群中删除系统 424
存储
设置共享光纤 57
存储库映像
查看和删除存储在存储库中的存储库映像 247

D
Deployment Server
关于 236
设置 238
Deployment Server 命令行选项
加载和下载最新的版本信息 243

索引

用于指定非默认存储库位置 242
代理
禁用 396
电缆
跨以太网 412
冻结服务组 269

E
eeprom
参数 52
EMC powerpath
将外来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355
EMC PowerPath 磁盘
将 powervxvm 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360
将定义的磁盘转换为 auto:simple 357

F
FC-AL 控制器 57
flarcreate 202
非 SCSI-3 I/O 防护
要求 39
非 SCSI-3 防护
设置 141, 228
手动配置 228
非 SCSI3 防护
使用 installsfha 141
分阶段 297
分阶段升级 297, 299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315
示例 298
服务组
冻结 269
取消冻结 349
复制数据集
删除 397

G
GAB
说明 24
gabtab 文件
安装后验证 455
概述
部署管理 238
更改 root 用户 372
更新版本信息
在不能访问 Internet 的系统上 253
共享存储
NFS 服务 500

光纤通道
设置 57
故障排除
访问手册页 490
执行文件系统命令 490
关于
Deployment Server 236
SORT 25
Symantec 产品授权许可 45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23
安装和配置方法 40
安装准备 51
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147
全局集群 25
使用操作系统特定的方法进行安装 193
响应文件 42
滚动升级
版本 290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292
使用响应文件 321

H
hastatus -summary 命令 382
hasys -display 命令 382
还原原始配置 349
获取
Mozilla Firefox 上的安全例外 149
自动获取或手动获取安装程序修补程序 34
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卸载 399
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151
安装 151
安装前检查 150
分阶段升级 315
关于 147
启动 148
升级 284
在使用之前 148
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
SFHA 配置概述 102
关于 65

I
I/O 防护
共享磁盘 122
检查磁盘 122
设置 209

523

索引

I/O 防护要求
非 SCSI-3 39

J
Jump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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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资源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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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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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节点 424
验证操作 382
集线器 52
独立 412
计划升级 VVR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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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hastatus 382
hasys 382
lltconfig 455

524

索引

lltstat 380
vxdisksetup（初始化磁盘）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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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104
配置 51
Symantec 版本
部署特定版本 252
Symantec 产品
启动进程 377
停止进程 377
Symantec 产品更新
部署到环境 250
Symantec 产品许可证密钥
安装 47
删除
复制数据集 397
闪存存档 202
部署后脚本 203
设置
Deployment Server 238
部署首选项 241
环境变量 58
升级
Solaris 操作系统 285
操作系统升级 281
创建备份 263
方法 256
分阶段 297, 299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 275, 279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或手动步骤 278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284
使用升级脚本 281
使用响应文件 317
语言包 289
阵列支持 271
支持的升级路径 257
准备 260
升级 VVR
从 4.1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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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265
准备 269
升级后
对 EMC PowerPath 磁盘显示 DMP 354
更新变量 352
升级阵列支持库 353
添加 JBOD 支持 353
验证 370
升级或更新
了解您拥有的版本 250
升级失败 342
使用 Live Upgrade 324
使用 VVR 时的本地化环境设置
在本地化环境中使用 VVR 时的设置 267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安装 SFHA 151
手册页
故障排除 490
潜在问题 490
授权许可
安装 Symantec 产品许可证密钥 47
属性
UseFence 212
数据磁盘
用于 I/O 防护 28

T
添加
用户 113
停止
应用程序 269
同时安装或升级 272

V
VCS
命令目录路径变量 379
配置文件
main.cf 458
Volume Manager
光纤通道 57
vradmin
delpri 398
stoprep 397
VVR 4.1
规划升级 265
vvr_upgrade_finish 脚本 350
vxdisksetup 命令 121
vxlicinst 命令 119

vxlicrep 命令 118
vxplex
用于删除根磁盘卷的镜像 276, 279

W
网络交换机 52
问题
访问手册页 490
执行文件系统命令 490
无密钥许可
设置或更改产品级别 46

X
系统状态属性值 382
下载维护版本和修补程序 32
现有协调点
顺序 166
响应文件
安装 170
关于 42
滚动升级 321
升级 317
卸载 406
语法 43
协调器磁盘
DMP 设备 28
I/O 防护 28
设置 210
卸载
从封装的根磁盘中将卷移出 388
关于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387
将卷移到磁盘分区上 389
使用 pkg 卸载命令 400
使用 pkgrm 命令 400
使用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399
使用响应文件 406
语言包 401
准备删除 Veritas File System 395
准备删除 Veritas Volume Manager 388
准备卸载 388
许可
设置或更改无密钥许可的产品级别 46
许可证
替换演示密钥 119
有关信息 118
许可证密钥
使用 vxlicinst 添加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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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验证
产品安装 375
验证安装
内核组件 378
以太网控制器 52, 412
应用程序, 停止 269
优化
介质速度 59
语言包
删除 401
预先检查
使用安装程序 61
原始配置
还原 349

Z
在本地化环境中使用 VVR 时的设置
使用 VVR 时的本地化环境设置 267
在使用之前
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 148
支持的升级路径
Live Upgrade 326
指定
非默认存储库位置 242
主要编号和次要编号
共享设备 500
检查 501, 504
专用网络
配置 52
装入
软件光盘 60
准备
Live Upgrade 330
准备升级 260
准备升级 VVR 269
自动安装程序
安装 194
关于 194
使用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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