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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产品

■

常规功能

■

可选高级功能

■

软件组件

■

支持的软件

■

动态卷的优点

■

SFW 的软件 RAID

关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产
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以下列形式提供：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Basic)
Basic 表示 SFW 的限定版。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SFW
HA)
HA 表示具有高可用性的 SFW。

SFW 和 SFW Basic 具有相同的功能，区别在于 SFW Basic 仅支持有限数量的动态
卷。SFW Basic 中无其他可用选件。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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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W 和 SFW HA 具有相同的功能，区别在于集群支持功能。SFW HA 添加了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支持。SFW 保留了用于 Windows 故障转移集群功
能的集群选件。
本指南中的信息适用于 SFW、SFW Basic 和 SFW HA。手册的最后几章介绍集群
支持。 手册的其余章节重点介绍这两个产品的共有功能。 有关使用 VCS 进行集群
的其他信息可以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文档集的其他指南
中找到。
注意：为避免在整本手册中重复这些产品名称，当讨论这些产品的共有功能时，使
用名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缩写词 SFW 指代 SFW、
SFW Basic 和 SFW HA。当某个功能仅在一个产品中可用时，会为读者明确指出此
差别。

常规功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以集成图形视图的形式提供了一个综
合的存储管理解决方案。SFW 允许您在系统保持联机状态时配置和管理挂接到系统
的本地和远程存储器。
可以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执行以下操作：
■

从单个控制台管理域范围内的存储。

■

当系统保持联机和可用状态时创建和配置软件 RAID。

■

通过联机容量监视和存储负载平衡优化存储系统性能。

SFW 的配置解决方案
许多存储配置任务要求使系统脱机和重新启动服务器，这样会中断系统和数据的可
用性。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允许在不要求重新启动系统的
情况下联机配置动态卷，从而为系统管理员及其用户提供了极大的改进。SFW 允许
您在系统保持联机状态和数据保持可用的情况下执行各种存储管理任务。
SFW 的配置解决方案提供下列功能：
■

提供配置和管理以下不同卷布局的功能： 连续、条带、镜像、镜像条带和 RAID-5
卷。 在镜像卷上最多支持 32 路镜像。

■

提供对故障磁盘的自动检测，并且能够在不中断使用卷的应用程序的情况下修
复这些磁盘上的容错卷。

■

提供存储迁移路径，此路径可将现有分区升级到新的“动态”卷（基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技术的卷）。

■

支持所有卷类型的联机扩展。

27

概述
可选高级功能

■

支持在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软件下运行的集群环境。

■

支持在无需使用驱动器盘符的情况下装入卷。

■

支持在具有导入和逐出动态磁盘组功能的计算机之间移动存储。

■

为与图形用户界面 (GUI) 相比更喜欢使用命令行方法的管理员提供命令行支持。
对于 Windows Server Server Core 安装，只能使用 SFW 命令行界面 (CLI)。

优化的系统性能
当程序或设备使用太多磁盘 I/O 时会降低性能。通过监视系统的 I/O，可以找到问题
区域并消除活动量较高的区域（“热点”），从而确保系统平稳运行。 使用 SFW
的性能监视实用程序，可以连续监视和优化系统性能、监视 I/O 统计信息、执行热
点检测以及进行调整。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帮助提高磁盘和
系统的整体性能，其中一些方法如下：
■

使用 I/O 统计信息来标识高通信量区域（称为“热点”）。 可以使用“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命令来联机解决这些热点。

■

向物理驱动器分配数据，使 I/O 负载均匀分布于各个磁盘驱动器，这称为存储负
载平衡。

■

提供错误和重要信息的事件日志记录。

可选高级功能
本节介绍了程序的可授权选件。
选项如下所示：
SFW 和 SFW HA
中均可用的选件

仅在 SFW 中可用
的选件

■

FlashSnap

■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

SmartIO

■

Replace Disk Management Snap-in with SFW VEA GUI (将磁盘管
理管理单元替换为 SFW VEA GUI)

■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

仅在 SFW HA 中可 ■
用的选件
■

VCS 快速故障转移
VCS Global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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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Snap 选件
FlashSnap 是一个多步过程，可以创建作为您服务器上卷的副本或镜像的可独立寻
址的快照卷。 这些快照卷可用作恢复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SQL Server）的快速
恢复映像。它们还可用于备份或应用程序测试。 使用 FlashSnap 的一个主要优势
是可以将快照卷轻松移动到另一个服务器。 因此，可以在另一个服务器上执行备份
或其他处理，而不会影响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应用程序的性能。
即使在相同的服务器上执行 FlashSnap，其非常高效的镜像断开和结合过程也非常
快，并且比使用普通镜像的其他镜像断开过程使用的 CPU 更少。
SFW 支持创建多个并发拆分镜像快照的功能。可以通过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或通过 vxsnap 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创建这些快照。
注意：FlashSnap 仅对 Enterprise 版可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的“授权许
可”一节。
FlashSnap 包含多个组件：FastResync (快速重同步)、Snapshot 命令以及磁盘组
拆分和结合。
请参见第 248 页的“FlashSnap 组件”。
如果安装了 FlashSnap，还可以访问快速文件重新同步功能，此功能允许您将已创
建快照的卷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重新同步回原始卷。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选件
通过利用所挂接磁盘存储系统中的计算机与各个磁盘之间的多个路径，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选件可向磁盘存储器中添加容错。由
于路径错误而可能失败的磁盘传输会自动重新路由到备用路径。 使用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VEA GUI 允许您配置、管理和获取有关上述
多条路径的状态信息。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还通过允许
路径之间实现负载平衡来提高性能。
请参见第 382 页的“DMPW 概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选件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可使动态卷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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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Replicator 是一种数据复制工具，旨在通过在远程站点上维护一致的应用程
序数据副本来帮助有效地实施灾难恢复计划。如果数据中心处于关闭状态，可以立
即使用远程站点上的应用程序数据，而且可以在远程站点上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499 页的“概述”。

SmartIO 选件
通过提供在固态设备 (SSD) 上创建的只读/通写 I/O 缓存，SmartIO 有助于改进应用
程序和 Hyper-V 虚拟机的 I/O 性能。
请参见第 374 页的“关于 SmartIO”。

将磁盘管理管理单元替换为 SFW VEA GUI 选件
此选件在 Windows 的“计算机管理”控制台和“服务器管理器”控制台中将“磁
盘管理管理单元”替换成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件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支持所有 Windows 支持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节点。
请参见第 475 页的“概述”。

VCS 快速故障转移选件
在集群环境中，VCS 快速故障转移选件可以缩短存储资源在服务组故障转移期间所
用的故障转移时间。在配置了多个存储堆栈的集群（通常拥有超过 20 个磁盘组和
超过 150 个卷）中，Fast Failover 所产生的效果尤为明显。
请参见第 172 页的“什么是快速故障转移”。

VCS Global Cluster option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Global Cluster Option 允许从单个控制台管理多个集群及
其应用程序。 Global Cluster Option 还是一个灾难恢复工具，便于在站点发生故障
后提供复制支持。 它可确保应用程序和数据能够进行故障转移。

软件组件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包括以下组件：

30

概述
支持的软件

客户端软件

客户端软件包括控制台，可以在支持的 Windows 服务器和客户端操作
系统上运行。客户端使您能够配置和管理挂接到本地和远程主机的存储
器。

服务器软件

服务器软件在托管服务器上运行，是所有存储对象的通用储存库。

提供程序

提供程序在托管服务器上运行。 提供程序与驱动程序类似。每个提供
程序管理一个特定的硬件或软件存储组件。
提供程序发现现有物理和逻辑实体，并将该信息存储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分布式数据库中。只要硬件或软件中
的物理或逻辑实体发生更改，提供程序就会更新此数据库。

支持的软件
有关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和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SFW HA) 支持的硬件和软件的最新信息，请参见下
列兼容性列表：
■

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08993

■

软件兼容性列表 (SCL)：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09010

动态卷的优点
动态卷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它们可以跨越多个磁盘。 通过组合跨多个磁盘的卷中的未
分配空间区域，可以更好地利用可用磁盘空间。 多磁盘卷还通过允许多个磁盘驱动
器读写数据来提高磁盘性能。 最后，多磁盘卷允许您使用 RAID 技术使卷可以容
错。
当升级磁盘以包含动态卷时，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向升级
的磁盘上写入一个小型数据库，其中包含有关此磁盘及其磁盘组中所有其他动态磁
盘的卷管理信息。此数据库为动态磁盘提供了其他优点，如下所示：
■

用户可以在无需重新启动系统的情况下创建动态卷。

■

可以连续访问卷，即使跨磁盘重新配置事件也是如此。

■

可以联机扩展具有 NTFS 文件系统的所有动态卷。 可以选择扩展卷的位置，或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卷的动态磁盘组中的可用磁盘上
以最佳方式分配空间。

■

磁盘配置信息包含在磁盘上，而不在注册表中。 还可以跨磁盘组中的所有动态
磁盘复制磁盘配置信息，以便一个磁盘的故障不会妨碍对其他磁盘上数据的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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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磁盘提供卷迁移，此功能可以将包含一个或多个卷的一个或多个磁盘从一
个系统移动到另一个系统而不会丢失数据。

■

动态磁盘允许您在单个计算机系统上的磁盘之间移动卷的一部分（子磁盘）以
优化性能。

SFW 的软件 RAID
为了充分利用 SFW 的动态卷，您需要了解程序可用的 RAID 级别，以及每个 RAID
级别的恰当用途。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什么是 RAID

■

SFW 和虚拟磁盘服务 (VDS)

■

选择 RAID 级别

■

硬件和软件 RAID

什么是 RAID
RAID（独立磁盘冗余阵列）是一个规范集合，它描述了用于确保大型磁盘子系统上
所存储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的系统。
RAID 通常具有以下优点：
■

增强的存储系统可靠性

■

改进的 I/O 性能

■

容错

SFW 和虚拟磁盘服务 (VDS)
虚拟磁盘服务 (VDS) 提供了一种通过通用存储界面管理多供应商存储设备的标准方
法。 VDS 注重于通过软件和硬件 RAID 来管理逻辑卷。 VDS 支持磁盘管理用户界
面和两个可编写脚本的命令行界面 DISKPART 和 DISKRAID。
DISKPART 实现软件 RAID 过程。它涉及在基本磁盘和动态磁盘上创建、扩展和删
除逻辑卷或分区。 DISKPART 是命令行版本的磁盘管理。
DISKRAID 实现硬件 RAID 过程。 它与特定于供应商的硬件阵列一起使用以配置虚
拟磁盘（跨越两个或多个独立物理磁盘的逻辑磁盘）。
要使通用存储界面能够工作，涉及的硬件和软件供应商必须为 VDS 软件准备其提
供程序。 每个硬件或软件提供程序会将 VDS 标准 API 转换为特定于相关存储设备
或软件 RAID 过程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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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管理员可以使用可编写脚本的命令行实用程序创建脚本，以跨多供应商设备自
动执行存储过程。 管理员使用 CLI 中的标准命令创建脚本，因此不必花费额外的时
间来了解每个硬件设备或软件 RAID 程序附带的特定管理实用程序。 设置脚本后，
它可以自动执行以前手动执行的极其耗时的过程（如向网络中添加存储）。
对于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本机磁盘和 Volume Manager 是 Microsoft 磁盘
管理。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SFW 不会替代 Microsoft 磁盘管理。SFW
可提供安装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时所具有的所有功能，同时还增加了一
个优点，即 Microsoft 磁盘管理仍然可用。卸载 SFW 不会影响 Microsoft 磁盘管理。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可以使用 Microsoft 磁盘管理 GUI 访问 SFW。
注意：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Microsoft 磁盘管理不支持 SFW 创建的对
象，如动态磁盘或动态卷。
目前无法通过 Microsoft CLI VDS 界面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高级功能。

选择 RAID 级别
下图显示了 RAID 级别（RAID-0、RAID-1、RAID-5 和 RAID 0+1）如何提供各种
级别的冗余和性能（与单个磁盘上的简单卷相比）。您可以据此决定哪些选项适用
于您的特定情况。

连续
图 1-1 显示了连续卷布局。
图 1-1

连续卷布局

连续卷布局提供以下功能：
■

将 n 个磁盘连接成一个虚拟大磁盘，容量为 n 个磁盘的总容量。

■

数据先填满第一个磁盘，然后再写入第二个磁盘。

■

不可容错。当某一个磁盘出现故障时，虚拟大磁盘也会出现故障。

■

不能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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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 级别 0（条带化）
图 1-2 显示了 RAID-O 卷的布局。
图 1-2

RAID-0 卷布局

RAID-0 卷布局具有以下特性：
■

将 n 个磁盘分组成一个虚拟大磁盘，容量为 n 个磁盘的总容量。

■

数据交替存储到各个磁盘。

■

不可容错。当某一个磁盘出现故障时，虚拟大磁盘也会出现故障。

■

读写性能优于单纯的卷和所有其他 RAID 级别。

RAID 级别 1（镜像）
图 1-3 显示了 RAID 级别 1（镜像）。
图 1-3

镜像卷

RAID 级别 1（镜像）卷布局可实现以下目的：
■

将两个或更多个磁盘组合成一个虚拟磁盘，该虚拟磁盘具有单个磁盘的容量。

■

在每个磁盘上复制数据，提供数据冗余。

■

当某个磁盘出现故障时，虚拟磁盘仍可工作。从正常运行的磁盘中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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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取性能更好，但写入性能略有下降。

■

由于数据复制在两个或更多磁盘上，因此，RAID-1 的磁盘空间开销更大。

RAID 级别 5（带分布式奇偶校验的条带化）
图 1-4 显示了 RAID 级别 5（带分布式奇偶校验的条带化）。
图 1-4

RAID-5 卷布局

RAID-5（带分布式奇偶校验的条带化）卷布局提供以下功能：
■

将 n 个磁盘组合成一个大虚拟磁盘，其容量为 (n-1) 个磁盘。

■

以交替方式在所有磁盘上存储冗余信息（奇偶校验）。

■

当某个磁盘出现故障时，虚拟磁盘仍可工作。通过正常运行的磁盘和以交替方
式存储在磁盘上的奇偶校验重构数据。需要替换发生故障的磁盘以还原容错。

■

提高了读取性能，但降低了写入性能。

RAID 级别 0+1（镜像条带卷）
图 1-5 显示了 RAID 级别 0+1（镜像条带卷）。
图 1-5

RAID 0+1 卷布局

RAID 级别 0+1（镜像条带卷）卷布局提供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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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两个磁盘条带化数据并镜像数据。

■

当一个磁盘发生故障时，从正常运行的镜像中读取数据。

■

拥有比单独的 RAID 级别 1 更好的读取性能和写入性能。

■

提供冗余（通过镜像）和高性能（通过条带）。

硬件和软件 RAID
可以通过硬件 RAID（特定的 RAID 控制器）或软件 RAID（不使用特定硬件的软
件）来实现 RAID 功能。
软件 RAID 可以在硬件 RAID 卷之上进行配置并提供各种强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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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和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设置和配置概述

■

功能概述

■

访问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

查看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GUI

■

配置基本磁盘（可选）

■

创建动态磁盘组

■

创建动态卷

■

设置动态引导和系统卷（可选）

■

配置 SFW 提供的程序选件

■

设置所需的首选项

■

使用 vxcbr 保护 SFW 配置

■

运行 SFW 的准则

设置和配置概述
本节介绍在服务器上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软件后对其
进行初始设置和配置的过程，还介绍了如何与通过早期版本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for Windows 软件创建的磁盘组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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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系统上安装有效的 SFW/SFW HA 许可证之后、重新启动 vxsvc 服务之前，
建议将服务恢复选项从“Take No Action (不执行任何操作)”手动转换或更改为
“Restart the Service (重新启动服务)”。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允许您通过使用动态磁盘组和动态卷
来优化存储。
需要执行的主要配置任务如下所示：
■

创建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

为每个磁盘组创建动态卷

■

设置动态引导和/或系统卷（可选）

■

配置选项

■

设置首选项

功能概述
配置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之前，需要了解此程序中的主要
概念。
本节提供以下概念的概述：
■

基本磁盘和动态磁盘

■

基本卷和动态卷

■

磁盘组

■

动态卷组件

基本磁盘和动态磁盘
受 SFW 控制的物理磁盘是基本磁盘或动态磁盘。首次在新系统上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时，计算机系统上的所有磁盘都定义为基本磁盘。
通过使这些磁盘成为动态磁盘组的一部分，可以将其升级为动态磁盘。
基本磁盘和动态磁盘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基本磁盘

基本磁盘遵循 Windows NT、Windows 95/98 和 MS-DOS 的面向分区
的体制。 基本磁盘还可以包含在 NT 磁盘管理器中创建的 RAID 卷。
此外，CD-ROM 和其他可移动介质也视为基本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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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磁盘

动态磁盘可以包含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创
建的动态卷。动态卷包含五种类型：连续（包括简单卷和跨接卷）、镜
像、条带、RAID-5 和镜像条带 (RAID 0+1)。 在动态磁盘上，通过动态
卷而非分区来组织空间。

因为动态磁盘没有 Windows NT、Windows 95/98 和 MS-DOS 所使用的分区体制，
所以无法通过这些操作系统访问动态磁盘。

基本卷和动态卷
卷是由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的一个或多个部分组成的逻辑实体。 卷可以通过文件系
统进行格式化，并可通过驱动器盘符或装入路径进行访问。 和磁盘类似，卷可以是
基本卷或动态卷。 将卷定义为基本卷还是动态卷取决于它们是驻留在基本磁盘上还
是驻留动态磁盘上。
基本卷和动态卷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基本卷

基本卷可以是主分区或扩展分区、驻留在扩展分区上的简单逻辑驱动器
或最初在 Windows NT 磁盘管理器中创建的 RAID 卷。

动态卷

动态卷是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动态磁盘
上创建的卷。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磁盘上的未分配空间中创建任意数量的
动态卷。
卷是联机创建的，不需要重新启动（引导卷或系统卷除外）。每个卷都
可以包含 FAT、FAT32 或 NTFS 文件系统。
SFW 的卷根据已建立的 RAID 级别在内部进行组织。
请参见第 32 页的“SFW 的软件 RAID”。
可以执行所有动态卷类型的联机扩展，并可以向任何卷类型（RAID-5
除外）中添加最多 32 个镜像。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访问由 SFW 创建的动态卷的方式与访问物
理分区的方式相同。卷由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标识。

尽管无法在基本磁盘上创建新的 NT 磁盘管理器类型的卷，但可以将基本磁盘上的
卷升级为动态卷。 然后，这些卷将具有其他 SFW 动态卷的所有功能。

关于 SFW Basic 中的动态卷
与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中一样，可以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Basic 中创建动态卷。但是，SFW Basic 中最多只能有四个动态卷。将 SFW Basic
升级到 SFW 可让您创建任意数量的动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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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组
所有基本卷和动态卷都应位于磁盘组中。基本磁盘只有一个磁盘组，称为 Basic 磁
盘组（在 VEA GUI 中为 BasicGroup）。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动态磁盘组。动态磁盘
组包含由 SFW 管理的动态磁盘。
在计算机之间移动磁盘时，使用“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
和“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盘组)”命令。集群的磁盘组称为集群
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3 页的“磁盘组概览”。
请参见第 478 页的“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动态磁盘组：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
盘组和 SFW 动态磁盘组。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是可以由 Microsoft 磁盘管理
创建的磁盘组。在 VEA GUI 中，使用包含字符 M 的图标来区分这种类型的磁盘组。
除 SFW 磁盘组之外，SFW 还可以创建和管理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动态卷组件
动态卷中涉及的组件或虚拟存储对象包括其磁盘组、与其相关联的动态磁盘及其
plex、列和子磁盘。术语“动态磁盘”和“动态磁盘组”已在之前的章节中进行定
义。
以下提供了 plex、列和子磁盘的定义：
Plex

Plex 指卷的实例。 镜像卷具有两个或更多 plex。 所有其他卷有一个
plex。

列

列指磁盘上整个卷或部分卷所驻留的区域。 条带、RAID-5 和镜像条带
(RAID 0+1) 卷包含多个列。 其他卷类型包含一个列。

子磁盘

子磁盘标识卷中每个连续磁盘区域的磁盘位置和大小。 子磁盘是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卷中分配磁盘空间所用
的基本单位。一个 SFW 磁盘可以分为一个或多个子磁盘。每个子磁盘
表示动态磁盘上某个卷的特定部分。
一个 SFW 磁盘可以包含多个子磁盘，但子磁盘不能重叠或共享磁盘空
间的相同部分。不属于子磁盘一部分的 SFW 磁盘空间都视为未分配的
空间，可用来创建新卷或扩展现有的卷。
可以移动子磁盘来提高磁盘性能。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在子磁盘上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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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要访问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必须在要管理的服务器以及
用来远程管理该程序的任何客户端计算机上安装该程序。
有关完整的安装说明，请参见“安装指南”。
可通过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界面访问 SFW。VEA GUI 用于
多个 Symantec 程序。
如果已正确安装 SFW，则可以通过所使用的服务器或客户端计算机的“开始”菜单
或“计算机管理”窗口访问 VEA GUI。访问 VEA GUI 后，需要连接到希望由 SFW
来管理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
注意：不支持使用更旧的 SFW 客户端版本（例如 SFW 6.0）通过更新或最新 SFW
服务器版本（例如 SFW 6.1）的 VEA GUI 进行连接。
本节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两种方法访问 VEA 以及连接到服务器。
注意：要访问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并在其中执行操作，必
须对要连接到的计算机拥有管理员权限。如果没有管理员权限，则只能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查看信息。如果已启用用户访问控制 (UAC)，
则必须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下运行程序或命令，即使登录的用户属于本地
管理员组也不例外。或者，以管理员身份（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来执行任务。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无法使
用不是管理员组成员的帐户（如来宾用户）登录 VEA GUI。此问题发生的原因是此
类用户不具有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中 Veritas 文件夹
的“写”权限。权宜之计是，操作系统管理员用户可以使用 Veritas 文件夹属性的
“Security (安全)”选项卡为来宾用户设置“Write (写入)”权限。
请参见第 44 页的“了解远程连接的条件”。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从 Windows“开始”菜单访问 VEA

■

通过 Windows“计算机管理”窗口访问 VEA

■

禁用写入缓存和 HBA 缓存

■

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

了解远程连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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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Windows“开始”菜单访问 VEA
使用下列步骤从 Windows“开始”菜单访问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并连接到服务器。
从 Windows“开始”菜单访问 VEA 并连接到服务器

1

从“开始”>“程序”> Symantec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
此时出现“Select Profile (选择配置文件)”窗口。

2

选择配置文件，然后单击“OK (确定)”继续。
此时出现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窗口。

3

单击“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进行连接。
此时出现“Connect (连接)”窗口。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某个主机，单击“Browse (浏览)”查找某个主机，或输入计
算机的主机名，然后单击“Connect (连接)”。
选择某个主机之后，也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用户帐户进行连接。 在这种情况
下，系统将提示您输入用于连接的另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在 VEA GUI 的“Connect (连接)”面板中，如果将句点 (.) 而不是 localhost
用作“Host Name (主机名)”，则即使在登录时选择“Save Password (保存密
码)”选项，也不会保存登录凭据。

通过 Windows“计算机管理”窗口访问 VEA
使用以下步骤通过“计算机管理”窗口访问 VEA 并连接到服务器。
通过“计算机管理”窗口访问 VEA 并连接到服务器

1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图标，从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管理”。
此时出现“计算机管理”窗口。
显示的窗口可以表示本地计算机或远程计算机，如下所述：
■

如果该窗口表示本地计算机，则在树视图的“计算机管理”节点后会出现
“本地”。

■

如果该窗口表示远程计算机，则在“计算机管理”节点后会出现远程计算
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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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窗口的默认设置是将本地计算机显示为顶层节点。

2

要连接到不同的计算机，请右键单击“计算机管理”树视图的顶层节点，然后
从下上文菜单中选择“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 在出现的“选择计算机”窗口
中，单击“本地”或“另一台计算机”。
如果单击“另一台计算机”，则输入或浏览至相应计算机的名称。 单击“确
定”进行连接。 系统可能会要求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3

在“计算机管理”树视图中，展开“存储”节点及其下出现的“卷管理”节
点。
如果服务器正在运行 SFW 或某个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则
“卷管理”节点下会出现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4

双击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此时出现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GUI 并显示“Select Profile (选择配
置文件)”窗口。

5

选择配置文件，然后单击“OK (确定)”继续。
此时出现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

禁用写入缓存和 HBA 缓存
以下内容介绍了如何禁用写入缓存和 HBA 缓存。

写入缓存
磁盘和磁盘阵列的写入缓存可提高磁盘性能，则缓存的数据可能会在磁盘意外关闭
时丢失。通常，Symantec 建议禁用写入缓存以避免任何可能的数据丢失。但是，
对于其缓存具有应急备用电源的磁盘和磁盘阵列而言，可以启用写入缓存。
有关禁用写入缓存的其他信息，请参考硬件文档。有关配置写入缓存的其他信息，
另请参考编号为 811392 的 Microsoft 知识库文章
(http://support.microsoft.com/default.aspx/kb/811392)。
如果选择启用写入缓存，则会在启动期间显示有关已启用写入缓存的磁盘的警告消
息。可以通过清除“Preferences (首选项)”GUI 的“Storage Foundation General
(Storage Foundation 常规)”选项卡中的“Show write cache enabled information
(显示写入缓存已启用信息)”复选框来关闭此消息。
提供了有关关闭此消息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82 页的“磁盘视图”。
可以使用 Windows“Computer Management (计算机管理)”GUI 禁用磁盘的写入
缓存，如以下步骤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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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写入缓存：

1

在 Windows“Computer Management (计算机管理)”的左窗格中选择“Device
Manager (设备管理器)”。

2

展开右窗格中的“Disk Drives (磁盘驱动器)”以显示磁盘。

3

右键单击相应的磁盘，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单击“Disk Properties (磁盘属性)”选项卡并清除“Write cache enabled (启
用写入缓存)”复选框。

5

单击“OK (确定)”保存并关闭设置。

HBA 缓存
某些存储设备（如 RAID 控制器）可能具有 HBA 缓存。 如果在集群环境（如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或 VCS）中使用这些存储设备，则发生故障的系统缓存中
的数据可能会损坏集群中的数据。Symantec 建议针对这些设备禁用 HBA 缓存。
有关禁用 HBA 缓存的信息，请参考硬件文档。

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使用以下步骤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1

右键单击要从中断开连接的服务器的图标，然后从计算机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Disconnect (断开)。 或者，可以从 File (文件) 菜单中选择 Disconnect (断
开)，也可以单击工具栏上的 Disconnect (断开) 工具，即左数第二个工具（带
红色对号标记的小计算机）。

2

此时出现确认对话框；单击“OK (确定)”结束连接。
此计算机的图标将从树视图中消失。
如果连接因任何其他原因而丢失，则会出现一则消息，表明此连接已终止。
SFW 将从树视图中删除此计算机的图标。您需要单击“OK (确定)”关闭消息
框。

了解远程连接的条件
本节介绍连接到远程计算机的条件。
如果确定您的用户名和密码与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某个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匹配，
则您可以连接到远程计算机：
■

远程服务器的 Local Administrator (本地管理员)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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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服务器的域的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且已从该域或某个
信任域登录

■

远程服务器域的某个信任域的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且已从
该域或远程服务器域登录

在启动连接到远程计算机的命令时，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会检查在最初登录到本地客户端计算机时是否已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之一。如果已满
足以上条件之一，则直接连接到远程计算机，不会提示您提供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已经使用某个帐户登录到本地计算机，而该帐户不具有对需要连接到的远程计
算机的管理员权限，则不会自动连接。 但是，始终可以使用 VEA GUI 中的“Connect
(连接)”命令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单击“Connection (连接)”对话框中的“More (更
多)”按钮可展开该对话框并显示“Authentication (身份验证)”部分。如果接着输
入远程计算机上的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则会连接到远程计算机。
注意：第一次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时，可以单击“Remember password (记住密码)”
复选框，这样就无需每次都输入密码。

查看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GUI
连接到一个或多个服务器之后，可以使用 VEA GUI 来查看和管理连接的服务器。
本节简要概述了 VEA GUI，以便您可以了解如何使用 GUI 来完成在服务器上设置
和配置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程序所需执行的任务。
如果查看 VEA GUI 窗口的右窗格，应该能看到表示所连接的服务器的图标， 以及
与此服务器关联的所有存储组件的其他图标。 通过查看这些图标，可以快速查看服
务器上的不同存储组件的组织方式以及它们是否正常运行。
有关 VEA GUI 的要点如下：
■

左窗格中的树视图提供了高效的存储整体视图。
在 VEA GUI 中，由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的不同存
储组件以各种图标表示。树的顶层是管理控制台图标。 其下是由 SFW 管理的
服务器。每个服务器下是与其关联的存储组件：CD-ROM、磁盘组、磁盘和卷。
通过单击图标前面的 + 或 - 号，可以显示或隐藏此图标下的从属图标。 每个服
务器的“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图标允许访问可应用于存储对象的进一步设
置。 “Logs (日志)”图标可以显示与存储对象相关的“Event Log (事件日志)”
和“Task Log (任务日志)”。

■

如果其中一个存储组件出现问题，则会在其图标上叠加一个小的错误符号。黄
色警告符号表示存在潜在问题。带有 x 的红圈表示发生了严重的存储故障（如
磁盘故障）。
请参见第 511 页的“SFW 错误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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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树视图中选择某个存储对象时，将在 GUI 窗口的右窗格中显示与此对象相关
的详细信息。
例如，如果在树视图中展开“Disks (磁盘)”图标并单击特定磁盘，则右窗格视
图中将显示此磁盘上的卷。磁盘的右窗格视图还有两个其他的选项卡：“Disk
Regions (磁盘区域)”和“Disk View (磁盘视图)”。“Disk Regions (磁盘区
域)”显示子磁盘（即驻留在磁盘上的卷的组成部分）和空闲空间。 “Disk View
(磁盘视图)”以图解方式表示相同的磁盘区域并提供其他信息。 右窗格中的选项
卡会因在树视图中所选择的存储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右键单击树视图或右窗格视图中的某个存储对象时，将显示包含适用于此存储
对象的命令的上下文相关菜单。
例如，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下设置存储所需执行的两
项任务是创建磁盘组和创建卷。可以右键单击“Disk Group (磁盘组)”图标或某
个磁盘图标，将出现包含“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命令
的菜单。同样，创建动态磁盘组之后，可以单击“Disk Group (磁盘组)”图标或
动态磁盘组中包含的某个磁盘的图标，将出现包含“New Volume (新建卷)”命
令的菜单。

■

还可以从菜单栏和工具栏中选择命令。
同样，每个菜单上的命令会因所选择的存储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VEA GUI 的下部窗格用于显示与存储对象相关的最近的警报，它还可以显示存
储任务（如格式化卷）的进度。
要在这两个用途之间来回切换，请单击此窗格左下角的“Console (控制台)”或
“Tasks (任务)”选项卡。
提供了有关使用 VEA GUI 管理存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71 页的“VEA 概述”。
如果在新系统上安装新磁盘或者向系统中添加新磁盘，则这些磁盘将出现在树
视图中，其后会显示“No Signature (无签名)”字样。右键单击每个磁盘，然后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Write Signature (写入签名)”。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向磁盘添加磁盘签名”。

配置基本磁盘（可选）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程序将磁盘定义为基本磁盘或动态磁
盘。基本磁盘是未通过 SFW 定义为动态磁盘的磁盘。大多数情况下，初始设置和
配置 SFW 时无需配置基本磁盘。
本节提供有关基本磁盘的信息，并介绍可能要使用 SFW 中提供的命令来配置基本
磁盘的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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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本磁盘
基本磁盘是具有 Windows NT、Windows 95/98 和 MS-DOS 所使用的标准分区方
案的磁盘。 在新系统上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时，系统
上的所有物理磁盘都被定义为基本磁盘，即使并非所有磁盘都有分区的情况也是如
此。如果安装的是 Windows 操作系统，则系统和引导分区便已经设置为基本磁盘
分区。 此分区是在 Windows 安装过程中创建的。 一旦运行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便无需再创建任何基本磁盘分区。然后，可以使用剩余
的存储来设置动态磁盘组和卷，使它们成为动态磁盘。 对于即将通过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设置为动态磁盘的新磁盘，无需在其中设置分区。

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
所有基本磁盘均可通过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升级为动态磁
盘。要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需要创建动态磁盘组并将该磁盘加入到此组
中。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基本磁盘不一定包含分区；但如果包含分区，则主分区将成为简单动态卷，而扩展
分区中的所有逻辑驱动器也将成为简单卷。 扩展分区将不复存在。
将基本分区升级为动态卷的过程称为“封装”，因为此过程会将分区信息封装在动
态卷结构中。
还可以将系统和引导分区升级为动态磁盘，然后对其进行镜像。
请参见第 63 页的“设置动态引导和系统卷（可选）”。

创建动态磁盘组
创建动态磁盘组并向其添加磁盘时，这些磁盘会变为动态磁盘，即，现在可以在其
上创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动态卷。这样，通过将基本磁
盘添加到动态磁盘组，会将基本磁盘视为“已升级为动态磁盘”。 使用“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命令或“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命令时，可以一次将多个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
在此有关设置和配置章节中，仅包含用于创建动态磁盘组的命令。
提供了有关向磁盘组添加磁盘的信息。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本节包括以下内容：
■

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时的注意事项

■

创建动态磁盘组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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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存储在系统启动后可用

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时的注意事项
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时需要考虑一些注意事项。
请考虑以下事项：
■

一旦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MS-DOS、Windows 95/98 或 Windows NT
便无法访问该磁盘上的卷。

■

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并在其中创建动态卷之后，无法将动态卷改回分区
或基本卷。 可以将动态磁盘恢复为基本磁盘，但必须先删除磁盘上的所有动态
卷，然后再使用“Remove Disk from Dynamic Disk Group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
除磁盘)”命令。

■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可以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可包含在 Microsoft 磁
盘管理磁盘组或 SFW 动态磁盘组中的动态磁盘，方法如下：
■

如果要将基本磁盘升级为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中的动态磁盘，可以将
该磁盘添加到现有的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或使用该磁盘创建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不能同时拥有多个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

如果要将基本磁盘升级为 SFW 动态磁盘组中的动态磁盘，可以将该磁盘添
加到现有的 SFW 动态磁盘组，或使用该磁盘创建 SFW 动态磁盘组。可以
拥有多个 SFW 动态磁盘组。

■

要创建可供镜像的可引导动态磁盘，必须将包含系统分区的基本磁盘升级为动
态磁盘。
请参见第 63 页的“设置动态引导和系统卷（可选）”。

■

在将包含现有分区的基本磁盘转换为动态磁盘时，必须在转换之前关闭该磁盘
的所有句柄。 也就是说，在开始转换操作之前，必须停止所有使用该磁盘的应
用程序。

创建动态磁盘组的步骤
使用下列步骤来创建动态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48

设置和配置
创建动态磁盘组

创建新的动态磁盘组

1

在 VEA GUI 工具栏中，单击“New Group (新建组)”。或者，右键单击“Disk
Groups (磁盘组)”文件夹或磁盘，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2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随即显示。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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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下一面板上，选择您要创建的磁盘组的种类，为其提供名称并选择磁盘。

为磁盘组输入名称，并指明想要包括在该组中的磁盘。另外还要考虑是让磁盘
加入常规磁盘组还是下表中定义的某个可选磁盘组类型。如果没有单击任何一
个可选磁盘组类型复选框，则将创建常规动态磁盘组。
注意：动态磁盘组名称中最多可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 它不得包含空格、斜
杠 (/)、反斜杠 (\)、感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而且，名称的第一个
字符不能为句点。
磁盘组类型

说明

创建动态辅助磁盘
组

创建动态（辅助）磁盘组。

创建集群组

创建可以与 &ProductNameShort_S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
一起使用的集群动态磁盘组。

添加专用组保护

通过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功能，可以使用常规动态磁盘组对共享
存储进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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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组类型

说明

创建 Microsoft 磁盘 对于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将创建 Windows 磁盘管理磁盘
管理磁盘组
组。这是由 Microsoft 磁盘管理创建的磁盘组类型。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
组

创建用于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的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确保“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框中仅列出您希望包括在内的磁盘。
选中“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前缀，为磁
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标识符。标识符后面是由系统生成的数字 ID，SFW 用
该 ID 来区分磁盘组中的磁盘。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含三个磁盘的磁
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
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4

下一个面板用于确认选择的磁盘。选择“Next (下一步)”继续。如果需要，则
可以单击“Back (上一步)”按钮，返回到前一个面板，以修改磁盘选择。
对于每个磁盘，提供了有关它是否包含卷以及是否将对其进行更新的信息。 如
果不进行更新，则应修改所做选择。
通常，此时您会添加要包含在组中的所有磁盘。 不过，以后您可以随时使用
“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命令添加
更多的磁盘。

5

在下一面板上，验证有关要创建的磁盘组的简要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
成)”以创建磁盘组并退出向导。

磁盘组创建完成后，您可以创建磁盘组的动态卷。

使存储在系统启动后可用
通常，动态（非集群）磁盘组在系统启动期间可用。 但是，某些类型的存储只有在
启动用于控制存储的服务后才可用。 SFW 提供了 Veritas DG Delayed Import Service
(VxDgDI) 来适应这种类型的存储。VxDgDI 和 vxdg latestart 命令允许 SFW 在
存储可用时访问存储。
请参见第 570 页的“vxdg”。

创建动态卷
本节提供有关创建动态卷的信息，其中包含一些有用的背景信息，以及执行此过程
的详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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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包括以下内容：
■

背景信息

■

创建动态卷的步骤

■

动态卷类型

背景信息
下面是创建动态卷的背景信息。

动态卷布局或类型
动态卷包含五种布局或类型：连续（简单或跨接）、镜像、条带、RAID-5 和镜像
条带 (RAID 0+1)。
请参见第 60 页的“动态卷类型”。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中的卷大小
在“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中为卷指定的总卷大小是用于存储数据的
可用大小，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据布局类型，卷可能占用更多的磁盘空间。在
向导中显示的简单、条带和跨接卷的大小是磁盘上的实际卷大小。RAID-5 卷需要
额外的空间来存储奇偶校验信息，而镜像卷所占的空间是其原始 plex 所占空间的若
干倍。
向导提供了“Max Size (最大大小)”按钮来确定卷的大小。同样，这是卷的可用大
小，而不是它在磁盘上占用的实际大小。

预先选择磁盘
在调用“New Volume (新建卷)”命令之前，可以预先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例如，
可以在树视图中单击特定磁盘或在右窗格中选择多个磁盘，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调
用命令。如果选择了一个或多个磁盘，则程序会假定仅将选定的磁盘用于卷，并且
“New Volume (新建卷)”向导中会显示手动选择单选按钮。如果要使用比最初选
择的磁盘数量更多的磁盘，可以在向导中调整磁盘选择。

精简置备的磁盘
可以使用已启用并支持精简置备和存储回收的磁盘来创建卷。 将精简置备的磁盘用
于卷可为卷有效分配存储空间。 支持精简置备的磁盘用具有红色扇区的磁盘图标来
表示。 支持精简置备和存储回收的磁盘用具有绿色扇区的带星号 (*) 的磁盘图标来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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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RAID-5、DCO 或 Volume Replicator DCM 卷不支持从精简置备磁盘中回收
存储的操作。

注意：只有 NTFS 卷支持回收存储操作。

关于 SFW Basic 中的动态卷
与在 SFW 中一样，可以在 SFW Basic 中创建动态卷。但是，SFW Basic 中最多只
能有四个动态卷。将 SFW Basic 升级到 SFW 可让您创建任意数量的动态卷。

创建动态卷的步骤
使用以下步骤创建动态卷。
创建新卷

1

在树视图、右窗格或“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中右键单击动态磁盘，
然后从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New Volume (新建卷)”。
也可以从“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此命令，或单击工具栏上的“New
Volume (新建卷)”工具。

2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随即显示。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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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ssign Disks for Volume (为卷指定磁盘)”面板随即显示。完成下列选项：

Group Name (组名 “Group name (组名称)”框中将出现一个默认的动态磁盘组。 如
称)
果希望在其他动态磁盘组中创建卷，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此动态
磁盘组。
Site Preference (站 通过启用各个选项相应的单选按钮，将“Site Preferences (站点
点首选项)
首选项)”指定为“Siteless (无站点)”、“Site Confined (站点
受限制)”或“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请参见第 439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卷 ”。
Select Site from (从 从显示的列表中选择站点。
以下范围内选择站
如果已将“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制)”指定为“Site Preference
点)
(站点首选项)”，则最多只能从显示的站点列表中选择一个站点。
如果已将“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指定为“Site Preference
(站点首选项)”，则必须从显示的站点列表中选择两个或多个站
点。 在键盘上按 Ctrl 可选择多个站点。
如果为站点分隔的卷选择单个站点，则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指
出应至少选择 2 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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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Select Disks
(自动选择磁盘)

默认设置为自动选择磁盘。 在创建卷时将自动分配可用磁盘。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
盘)

选择此选项可手动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
如果在调用“New Volume (新建卷)”命令时选择了一个或多个磁
盘，则磁盘选择方法会设置为手动。

Disable Track
此外，还可以选择“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
Alignment (禁用磁 以对卷禁用磁道对齐。
道对齐)
如果选择此选项，卷不会将数据块与磁盘上物理磁道的边界对齐
存储。
有关磁道对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106 页的“Track
Alignment (磁道对齐)”。
禁用缓存

SmartIO 是 SFW 的一个功能，通过提供在固态设备 (SSD) 上创
建的只读/通写 I/O 缓存，SmartIO 有助于改进应用程序和 Hyper-V
虚拟机的 I/O 性能。
默认情况下为新卷启用缓存。要在卷上禁用缓存，请选中“Disable
Caching (禁用缓存)”复选框。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4

在此面板上，为卷选择如下所示的属性。
注意：如果发现所需的卷布局显示为灰色，很有可能是因为未选择足够的磁
盘。 选择“Back (上一步)”按钮，返回到前一个面板以选择更多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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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Name (卷
名称)

在“Volume name (卷名称)”文本框中输入卷名称。
卷名是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特定的内部名
称，可在某些 SFW 命令中使用。
如果输入卷名，SFW 将自动为文件系统卷标签分配相同的名称。
如果稍后通过“File System (文件系统)”命令更改文件系统卷标
签，则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卷名和文件系
统卷标签将会不一致。但这无关紧要，因为除了作为“Volume
Name (卷名称)”列出的一个条目之外，GUI 会通过文件系统标签
名称来标识卷。如果使用命令行界面创建卷，则文件系统名称不
会自动设置为卷的名称。

注意：卷名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它不得包含空格、斜杠
(/)、反斜杠 (\)、感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而且，名称
的第一个字符不能为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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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大小)

提供卷的大小。 可以使用“Size (大小)”输入框右侧的下拉列表
来选择用于表示卷大小的扇区、KB、MB、GB 或 TB。
如果单击“Max Size (最大大小)”按钮，则“Size (大小)”框中
将显示一个卷大小值，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该布局的最大卷大
小。
对于给定的动态磁盘组，最大卷大小将取决于所选的布局类型。

Layout (布局)

选择下列卷布局之一：
■

Concatenated (连续)
如果为站点分隔的卷选择了此选项，则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

提示您选择“Mirrrored (镜像)”布局。只有使用镜像选项才能
创建站点分隔的卷。
Striped (条带)

■

RAID-5

■

Mirrored (镜像)
请为站点分隔的卷选择此选项。 只有使用镜像选项才能创建站
点分隔的卷。
Mirrored Striped (RAID 0+1) (镜像条带 (RAID 0+1)) - 选择

■

“Striped (条带)”以及“Mirrored (镜像)”复选框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或 RAID-5 卷，则必须指定“Columns (列)”
和“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元大小)”。条带单元大小以扇区的
数量来表示。系统会提供默认值。此外，可以指定通过端口、
目标、磁盘阵列或通道来实现跨磁盘条带。
对于连续卷或条带卷，还可以指定具有以下可选属性的镜像卷：
■

镜像的数量

■

启用日志记录

■

通过端口、目标、磁盘阵列或通道实现跨磁盘镜像
请注意，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源用于支持所选的属性来实现跨磁
盘镜像，则创建新动态卷的操作会失败。
请参见第 60 页的“动态卷类型”。

有关卷布局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60 页的“动态卷类
型”。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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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面板中，选择下面介
绍的三个选项之一。
注意：对于集群共享卷，确保为新集群共享卷选择的盘符可用，且未用于任何
集群节点。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 接受指定的默认驱动器盘符或使用下拉列表指定驱动器盘
驱动器盘符)
符。
Do not assign a drive
如果可能希望稍后执行此任务，请选择此选项。
letter (不指定驱动器盘符)
Mount as an empty NTFS 选择此选项，然后提供文件夹名称或通过浏览来选择文件夹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 名称。如果在“Browse for Drive Path (浏览驱动器路径)”
夹装入)
对话框中单击“New Folder (新建文件夹)”按钮，此选项
会自动创建新文件夹。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6

在随后显示的“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面板中，针对下面介绍的
文件系统选项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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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 this volume (格 如果要使用 NTFS、FAT 或 FAT32 格式化卷，请选中此复选
式化此卷)
框。
如果要稍后进行格式化，可取消该选择。
Select a file sytem (选
择文件系统)

如果要立即对卷进行格式化，请确保突出显示所需的文件系统
类型。

Allocation size (分配大 如果需要，请更改分配大小。建议使用默认大小。
小)
注意：要为系统上的应用程序设置适当的分配大小，请参考
此应用程序的文档或涉及此应用程序的 Microsoft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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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system label (文件 如果需要，请键入文件系统标签。如果不输入标签，系统不会
系统标签)
提供默认标签。 可以稍后为文件系统输入标签。
选择下列任意选项：
■

■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如果要执行快速格式化，请选中此复选框。如果未选中此
复选框，则卷格式化将使用正常格式化。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
压缩)
如果要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请选择此选项。
仅当使用 NTFS 格式化卷时，此选项才可用。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此卷安装 SQL Server，请不要选中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
夹压缩)”复选框。SQL Server 安装不能复制压缩文件夹
或加密文件夹上的文件。

如果要对卷进行格式化、创建文件系统标签或更改任何卷设置，请右键单击
卷，然后从卷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统)”和子命令“New
File System (新建文件系统)”。您将能够从与以上面板具有相同选择项的界面
中进行选择。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7

在最终面板上检查您的选择。如果对所做的选择满意，请单击“Finish (完
成)”。
在单击“Finish (完成)”之前，可以单击“Back (上一步)”按钮返回并进行更
改。
如果选择了对卷进行格式化，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将
开始格式化过程。单击底部窗格左下角的“Tasks (任务)”选项卡，可以看到
表示格式化过程状态和进度的文本条目。
默认情况下，动态卷将创建为读/写卷。 要使动态卷成为只读卷，请右键单击
卷，并在卷的“Properties (属性)”中选中“Read only (只读)”。

动态卷类型
本节详细介绍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提供的动态卷类
型。
注意：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New Volume (新建卷)”
命令中，简单和跨接卷类型都被称为连续卷，视为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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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包括以下内容：
■

连续（简单和跨接）卷

■

条带卷

■

镜像卷

■

RAID-5 卷

■

镜像条带卷 (RAID 0+1)

连续（简单和跨接）卷
连续卷类型包括简单动态卷和跨接动态卷。
简单卷

动态简单卷由单个物理磁盘上的单个连续区域（或子磁盘）组成。 可
以对动态简单卷进行扩展或镜像。 将简单卷扩展到同一磁盘内的非连
续区域或其他磁盘上时，简单卷即变为跨接卷。

跨接卷

动态跨接卷由一个或多个磁盘上的两个或多个子磁盘（单个连续区域）
组成。 使用跨接动态卷，可以将多个动态磁盘中的未分配空间部分组
合成一个大型卷。 用于创建跨接卷的未分配空间区域的大小可以有所
不同。 跨接卷是按顺序组织的，即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按顺序分配每个磁盘上的空间，直到一个磁盘满后再继续处
理下一个磁盘，直至达到卷大小为止。跨接卷最多可以包含 256 个磁
盘。
可以使用动态磁盘组中所有磁盘上的未分配空间量扩展现有的跨区卷。
但是，扩展跨区卷后将无法删除它的任何一部分，只能删除整个跨接
卷。
跨接卷的优势在于，它允许您创建由多个磁盘中较小部分的磁盘空间组
成的大型卷，因此与必须限制在单个磁盘的卷相比，这种卷可以更有效
地利用磁盘空间。跨接卷的缺点是它不容错。 如果包含跨接卷的一个
磁盘发生故障，则整个卷便会发生故障。 但是，可以对跨接卷进行镜
像。

条带卷
条带卷是通过将两个或更多个磁盘上的空闲空间区域结合到一个逻辑卷而创建的。
数据将分割成块，并按固定的顺序分布在卷中的各个磁盘上。 使用条带卷时，数据
将写入到多个磁盘，这与使用跨接卷的情况相似。 但是，条带化会在所有磁盘上写
入文件，以便使用相同的速率将数据添加到所有磁盘。 条带卷中最多可使用 256 个
磁盘。
在所有磁盘管理策略中，条带卷的性能最佳。 但是，与跨接卷相比，条带卷无法提
供容错。 如果条带卷中的某个磁盘出现故障，则整个卷中的数据都会丢失。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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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镜像条带卷，以提供数据冗余。 此外，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还可以扩展具有或不具有镜像的条带卷。

镜像卷
镜像卷是将数据复制到两个或多个物理磁盘上的容错卷。 镜像可以提供冗余，方法
是将相同数据同时写入驻留在不同磁盘上的两个或多个独立镜像（即 plex）。 如果
其中一个磁盘发生故障，可以继续在未受影响的一个或多个磁盘上读写数据。
镜像卷可以保护磁盘上的数据，抵御介质出现故障的情况。 镜像通过提供数据副本
来降低发生不可恢复错误的几率，但同时也增加了数据存储所需的磁盘数量以及写
入磁盘时所需的输入/输出 (I/O) 操作。 但是，通过在多个 plex 之间对请求进行 I/O
负载平衡后，可以在读取数据时提高一定的性能。 执行读取操作时，镜像卷与
RAID-5 卷的速度大致相同，但在执行写入操作时，前者比后者快。
可以使用“Create Volume Wizard (创建卷向导)”来创建镜像卷，也可以使用“Add
Mirror Wizard (添加镜像向导)”向现有卷中添加镜像。 要在两个或多个磁盘上创建
镜像卷，原始卷的每个镜像（或 plex）至少需要与原始卷大小相同的空间。 创建镜
像时，卷的所有 plex 都要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 如果有足够的磁盘可用，可以
创建多个镜像以提供额外的冗余（最多限于 32 个镜像）。然后，可以断开某个镜
像以在不丢失冗余的情况下将其用于备份、数据分析或测试。
注意：向卷中添加镜像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镜像重新同步。SmartMove 功能
有助于缩短镜像重新同步的时间。
请参见第 101 页的“SmartMove”。
断开镜像卷的 plex 并不会删除信息，但这意味着断开的 plex 不再镜像来自镜像卷
中其他 plex 的信息。断开的 plex 将获得一个与原始镜像卷的驱动器盘符不同的驱
动器盘符。 它不再是镜像卷的一部分，但仍保留着其他的卷布局特性。 例如，对
于镜像条带卷，断开的 plex 将成为条带卷。
如果镜像卷中的 plex 上发生不可恢复的错误，需要使用“Remove Mirror (删除镜
像)”命令删除受损的 plex。然后，可以使用“Add Mirror (添加镜像)”命令在另一
个磁盘上创建新的 plex，用于取代受损的 plex。
如果要将镜像卷中的空间用于其他目的，可以删除一个 plex 并将其使用的空间恢复
为未分配空间。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可让您向任何动态卷类型（RAID-5 除
外）添加镜像。可以扩展任何镜像卷。

RAID-5 卷
RAID-5 卷是一个容错卷，跨三个或更多物理磁盘以交替方式对数据和奇偶校验进
行条带化。 如果其中一个物理磁盘发生故障，则会利用其他磁盘上的剩余数据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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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校验重新创建故障磁盘上的数据。 在大多数活动都包括读取数据的计算机环境中
的数据冗余，RAID-5 卷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一个 RAID-5 卷至少需要三个磁盘。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一个 RAID-5 卷中最多可容纳 256 个磁盘。可以扩展 RAID-5 卷，但不能对其进
行镜像。

镜像条带卷 (RAID 0+1)
RAID 0+1 卷是条带卷的镜像。例如，可以将双磁盘的条带卷镜像到另外两个磁盘。
此类型的 RAID 卷提供了速度（通过条带化）和容错（通过镜像）的双重优势。可
以向镜像条带卷添加更多镜像，并且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卷扩展到动态磁盘组中的其
他动态磁盘上。

设置动态引导和系统卷（可选）
您可能希望使 Windows 引导和系统分区成为动态卷并镜像此卷。 这样，如果包含
引导和系统卷的磁盘发生故障，可以从包含此卷的镜像的磁盘启动计算机。
要使引导和系统分区成为动态卷，请将包含基本活动引导和系统分区的磁盘纳入动
态磁盘组中。 执行此操作时，引导和系统分区会自动升级至活动的动态简单卷，即
系统将从此卷引导。
要获得最佳设置，建议针对动态系统和引导卷使用单独的磁盘，并使用一个或两个
磁盘对其进行镜像。 这样，您将拥有包含两个或三个磁盘的引导动态磁盘组。 然
后，您需要拥有一个或多个用于数据的额外磁盘。 数据磁盘将位于另一个动态磁盘
组中。
在 Windows 文档中，引导卷是包含操作系统的分区，而系统卷是计算机从中启动
的分区。 对于 MBR 样式的分区，引导卷和系统卷可以位于相同或不同的分区中。
对于 GPT 样式的分区，引导卷和系统卷必须位于不同的分区中。
以下过程适用于引导卷和系统卷位于相同分区中的 MBR 样式的分区。 如果引导卷
和系统卷位于不同的分区中，则可以将这些步骤用作指南以单独应用于每个卷。
对于 GPT 样式的分区，也可以使用以下过程作为指南，分别应用于每个卷。 但是，
需要使用 Microsoft bootcfg.exe 实用程序，而不是按照此过程所述编辑 boot.ini。
注意：SFW 不支持具有 GPT 样式分区的 Itanium (IA64) 系统上的动态系统卷。因
此，不支持使用此配置在 IA64 系统上创建动态系统卷的镜像。 有关使用此配置在
系统上创建镜像以及从镜像引导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FW 发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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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尽管可以使用 VEA GUI 创建和管理动态引
导和系统卷，但由本机 Windows 驱动程序处理此卷的输入/输出操作。因此，请确
保遵循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中有关最佳做法的信息以及使用动态引导和系统
卷的限制。
针对 MBR 样式的分区设置动态引导和系统卷：

1

确保服务器具有活动的基本系统和引导分区。

2

作为一项预防措施，请创建系统分区的引导软盘。
如果原始系统和引导卷或其镜像出现问题，可以从软盘引导系统。 当系统处于
已知良好状态时，测试引导软盘。

3

确保有足够的磁盘挂接到服务器，以便可以有单独的磁盘用于引导和系统卷，
另有一个或两个磁盘用于镜像系统磁盘，还有用于数据的额外磁盘。

4

创建一个动态磁盘组，其中包含具有现有引导和系统分区的磁盘以及用于镜像
的一个或两个其他磁盘。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将磁盘指定为动态磁盘组的一部分时，整个磁盘就成为动态磁盘，即能够拥有
动态卷的磁盘。 此磁盘上的任何基本分区都成为动态卷。 因此，引导和系统
分区会自动成为动态简单卷。 不必将其标记为活动卷，因为它会自动成为活动
卷。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不包含使现有动态卷成为活动
卷（也就是使其成为计算机从中启动的卷）的命令。通过 SFW 使动态卷成为
活动卷的唯一方法是：使包含现有活动基本系统分区的磁盘成为动态磁盘组的
成员以升级此分区。可以通过“Mark Partition Active (将分区标记为活动)”
命令使基本分区成为活动分区。

5

为数据创建一个或多个额外磁盘组，然后为数据创建必要卷（如果尚未执行此
操作）。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请参见第 51 页的“创建动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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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动态系统和引导卷上创建一个或多个镜像。
请参见第 210 页的“向卷添加镜像”。
有关故障排除的章节介绍了可能出现的问题。
请参见第 532 页的“尝试镜像引导卷或系统卷时失败或出现错误消息”。

7

如果动态引导或系统卷失败，则必须对服务器的 boot.ini 文件进行更改，以便
使其中一个镜像引导或系统卷成为计算机的活动卷，然后重新启动。
如果在镜像引导卷上执行断开镜像操作，则生成的新卷（断开的镜像）将无法
用作引导卷。

配置 SFW 提供的程序选件
如果安装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任何选件（如故障转移
集群选件、DMPW、FlashSnap），则需要执行额外的配置步骤。本节提供概括性
摘要，您也可以参考本手册的其他章节以了解详细信息。

SFW HA
SFW HA 在指定的计算机上安装 VCS。安装过程会执行 VCS 集群的初始设置。但
要完成集群配置，还需要执行其他步骤。
请参见第 490 页的“概述”。
此 SFW HA 产品还附带 VCS 文档集。
此外，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
方案指南》中的分步示例。如果计划将 VCS 与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一起使用，则需要选择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Enterprise
Agent for Exchange 或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Enterprise Agent for SQL。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解
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和《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SQL 版本）》
包含为了使 SFW、VCS 以及 Exchange 和 SQL Server 应用程序协同工作而需执
行的操作的分步示例。此外，此程序还附带 VCS 文档集。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件
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能之
后，需要创建一个或多个 SFW 磁盘组及相应的卷。然后，使用 Microsoft 故障转移
集群使每个磁盘组成为集群程序中的一个资源。您可能希望对 SFW 集群卷进行镜
像以提供冗余。
请参见第 475 页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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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与 DMPW 一起安装，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中有关此主题的信息。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包
含了使用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进行不同配置的分步示例。其中还介绍了
DMPW 配置。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选件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选件通过利用计算机与存
储阵列中磁盘之间的多条路径（每条路径都有各自的主机适配器和布线）向磁盘存
储添加容错功能。
请参见第 382 页的“DMPW 概述”。
有关单独安装 DMPW 或将其与故障转移集群一起安装的一般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FlashSnap 选件
FlashSnap 是一个多步过程，可以创建作为您服务器上卷的副本或镜像的可独立寻
址的快照卷。 这些快照卷可用作恢复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SQL Server）的快速
恢复映像。它们还可用于备份或应用程序测试。 使用 FlashSnap 的一个主要优势
是可以将快照卷轻松移动到另一个服务器。 因此，可以在另一个服务器上执行备份
或其他处理，而不会影响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应用程序的性能。
如果安装此程序的服务器包含通过早期版本的 SFW 或相关程序（如 Microsoft 磁盘
管理）创建的磁盘组，则可能需要执行的唯一 FlashSnap 配置步骤是升级磁盘组。
注意：FlashSnap 仅对 Enterprise 版可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的“授权许
可”一节。
有关 FlashSnap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46 页的“FlashSnap 概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选件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也需要执行配置步骤才能正常工
作。
请参见第 501 页的“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设置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步骤总结”。
有关进一步信息，另请参见“SFW 解决方案指南”和 Volume Replicator 文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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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SFW HA 选件
如果要安装 SFW HA，可将作为代理的其他选件与 VCS 一起使用：Symantec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Symantec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EMC SRDF。
如果要使用上述任何产品，您需要取得这些代理的授权并进行安装。

设置所需的首选项
本节介绍 SFW 中的一些设置。适用时会给出默认值。 某些设置在启用之前需要先
输入值。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

热重定位设置

■

事件通知设置

■

对磁盘进行 S.M.A.R.T. 监视

■

对卷进行容量监视

■

任务控制

■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

■

磁道对齐设置

热重定位设置
热重定位是对具有 I/O 错误的磁盘中的子磁盘进行重定位的自动过程。 如果包含冗
余卷（RAID-5 卷或镜像卷）的子磁盘上出现 I/O 错误，则冗余卷的子磁盘将从出现
故障的子磁盘移到热备用磁盘。 如果指定的热备用磁盘上没有足够的空闲空间，则
会使用任何可用磁盘上的空闲空间。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热重定位。

注意：属于 SAN 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热重定位。
在修复或更换故障磁盘后，可以使用“Undo Hot Relocation (撤消热重定位)”命令
将子磁盘移回其原始位置。
可参考有关热重定位工作方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热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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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默认设置是使自动热重定位模式处
于非活动状态。这意味着如果冗余子磁盘发生了 I/O 错误，则不会自动将子磁盘重
定位至其他磁盘。 使用“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命令可将首选磁盘指
定为热重定位的目标。
禁用热重定位模式的选项位于“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中。
请参见第 220 页的“热重定位模式”。

事件通知设置
SFW 通过 SMTP 电子邮件、寻呼机以及可以显示在 HP OpenView、CA Unicenter
和 IBM Tivoli 中的 SNMP 陷阱等方式来提供事件通知。可以配置通知服务，以将消
息发送给特定个人、组或管理控制台（如果是 SNMP 陷阱）。事件通知服务通过
SFW 的“Rule Management (规则管理)”实用程序来实现。如果要设置事件通知，
必须使用“Rule Management (规则管理)”实用程序来设置在发生特定事件之后发
出通知的规则。 可通过 SFW 的控制面板访问“Rule Management (规则管理)”实
用程序。
请参见第 193 页的“事件通知”。
为事件定义规则的详细信息位于联机帮助的“Optional Rules for Handling Events
(处理事件的可选规则)”模块中。要调用联机帮助，请从 SFW 的“Help (帮助)”菜
单中选择“Contents (目录)”。在左窗格中出现的树视图中，您将看到“Optional
Rules for Handling Events (处理事件的可选规则)”帮助模块。

对磁盘进行 S.M.A.R.T. 监视
自行监视、分析和报告技术 (S.M.A.R.T.) 在许多新 SCSI 磁盘中都可用。S.M.A.R.T.
提供一种方法使磁盘可以自行检查可能有效预示磁盘故障的某些物理情况，还可以
在指示可能不久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向 SFW 事件日志发送警报。这样，系统管理
员便可以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护磁盘上的数据。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S.M.A.R.T. 监视。
为了在 SFW 事件日志中接收警报，必须针对全局配置并在要检查的每个磁盘上启
用 S.M.A.R.T. 监视。默认设置为禁用 S.M.A.R.T. 监视。
请参见第 196 页的“磁盘监视”。

对卷进行容量监视
容量监视是一种监视 SFW 动态卷容量的功能，当任何卷上所用空间达到特定大小
的阈值时，可向您发送警报消息。容量监视的目的是当任何动态卷的容量将满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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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警告。 可以为单个卷或所有卷设置容量监视。 默认情况下，容量监视处于关闭
状态。 可以将单个卷设置为在达到特定阈值时自动增大。
请参见第 198 页的“容量监视”。

任务控制
此功能允许您控制系统如何在 I/O 和其他必须执行的任务之间分配 CPU 时间。
请参见第 104 页的“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
使用“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可以设置 I/O
线程的数量以执行某些与镜像相关的操作，如创建镜像或添加镜像。
请参见第 105 页的“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

磁道对齐设置
使用此功能可以将动态卷设置为始终将数据块与磁盘物理磁道的边界对齐存储。对
齐数据可使数据不会跨越磁道边界，这有助于优化 I/O 性能。
可以通过 VEA GUI 指定磁道对齐。
请参见第 106 页的“Track Alignment (磁道对齐)”。
也可以通过 CLI 指定磁道对齐。
请参见第 597 页的“vxdisk”。

使用 vxcbr 保护 SFW 配置
要保护 SFW 配置（即磁盘组和卷布局），强烈建议您使用 vxcbr 实用程序定期执
行配置备份。
可参考有关配置备份和 vxcbr 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93 页的“Configuration backup (配置备份)”。
请参见第 668 页的“vxcbr”。

运行 SFW 的准则
安装 SFW 之后，SFW 服务 (vxsvc) 将始终在后台运行。可以根据需要停止和启动
客户端。要退出客户端软件，请从“File (文件)”菜单中选择“Exit (退出)”，或单
击“Close (关闭)”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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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服务器上运行大量进程，您可能希望关闭 SFW GUI 以提高系统性能。执行此
操作时，SFW 服务会继续运行。
只有在故障排除时，偶尔可能需要停止和重新启动 SFW 服务。
请参见第 527 页的“启动和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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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UI 管理存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EA 概述

■

“Systems (系统)”透视图

■

磁盘视图

■

搜索

■

Assistant (助理) 透视图

■

“Logs (日志)”透视图

■

配置 SFW

VEA 概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也称为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VEA 控制台窗口提供了一种查看和处理系统中所有存储对象的图形方法。 在随后
的示例屏幕中将显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存储对象的 VEA
GUI 界面。
VEA 控制台具有下列功能：
■

系统的各个透视图

■

一个在窗口左窗格中显示存储对象的树视图

■

若干选项卡式视图，位于窗口的右窗格中，包含有关存储对象的其他信息

■

一个菜单栏、工具栏和 URL 栏

■

一个下窗格，包含有关由此程序启动的进程或警报消息列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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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磁盘和卷
VEA 控制台用于查看磁盘和卷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查看与卷关联的所有磁盘
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查看与卷关联的所有磁盘。
查看与卷关联的所有磁盘

1

在左窗格中，单击所需卷图标。
如果因为树视图未完全展开而未显示卷图标，请从树顶部开始单击节点前面的
加号。“Volumes (卷)”图标出现在 StorageAgent 节点下。

2

如有必要，请在控制台窗口的右窗格中选择“Disks (磁盘)”选项卡。
“Disks (磁盘)”选项卡视图会显示与特定卷关联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查看与磁盘关联的所有卷
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查看与磁盘关联的所有卷。
查看与磁盘关联的所有卷

1

在左窗格中，单击所需磁盘。
如果因为树视图未完全展开而未显示磁盘图标，请从树顶部开始单击节点前面
的加号。“Disks (磁盘)”图标出现在 StorageAgent 节点下。

2

如有必要，请在控制台窗口的右窗格中选择“Volumes (卷)”选项卡。
“Volumes (卷)”选项卡视图会显示此磁盘上的所有卷。

Storage Foundation 常规首选项
Storage Foundation General (Storage Foundation 常规) 首选项是用于显示与 SFW
相关的 GUI 功能的设置。要访问这些设置，请从“VEA Tools (VEA 工具)”菜单中
选择“Preferences (首选项)”。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Storage Foundation
General (Storage Foundation 常规)”选项卡，如以下屏幕所示。
选中所需的设置，并单击“Apply (应用)”以在 VEA GUI 中启用这些设置。单击
“OK (确定)”退出对话框。 要使所选设置显示在 VEA GUI 中，可能需要刷新右窗
格。单击左窗格中的对象即可刷新右窗格。
可用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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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inline disk
允许将“Disk View (磁盘视图)”作为 VEA GUI 右面板中的选项卡进行
view (显示内联磁盘 访问。
视图)
Show dialog top
允许在某些对话框的顶部显示有用的信息。
information panel
(显示对话框顶部信
息面板)
Launch task
将启动任务对话框，以使任务对话框成为桌面上唯一的活动窗口。
dialogs as modal
(以模式对话框启动
任务对话框)
Enable subdisk
drag and drop (启
用子磁盘拖放)

允许将子磁盘拖放到同一磁盘上的不同位置，或拖放到 Disk View (磁
盘视图) 中的不同磁盘。

Show write cache 如果 SFW 确定存在已启用写入缓存的磁盘，则此设置将在每次启动
enabled
SFW 时显示一则消息，提醒用户有关已启用写入缓存的磁盘的信息。
information (显示启
用写入缓存的信息)

URL 栏
URL 栏位于右窗格选项卡上方，它以 URL 的样式显示所选对象在树中的位置。如
果连接到多个主机，则可以单击下拉列表来选择其他主机。

工具栏
通过工具栏可以快速访问程序的最常用任务。
表 3-1
图标

工具栏图标的说明
名称

说明

Connect (连接)

启动“Connection (连接)”对话
框。

Disconnect (断开连接)

与所选计算机断开连接。

New Window (新建窗口)

打开一个显示控制台的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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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名称

说明

New Volume (新建卷)

启动“New Volume (新建卷)”向
导。

New Group (新建组)

启动“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Search (搜索)

按特定条件搜索卷、磁盘或磁盘
组。

透视图栏
位于控制台最左侧的“Perspective (透视图)”栏提供对所连接系统的不同透视图
（视图）的快速访问。 单击某个透视图可显示该系统的特定操作和对象。
透视图如下所示：
System (系统)

显示系统的对象、对象详细信息和状态。

Assistant (助理)

提供对系统对象执行常见任务的快捷键。 它为可以在系统上执行的操
作提供了一种基于任务的方法。

Logs (日志)

在右窗格中显示系统的任务和警报日志。 单击右窗格中的“Alert Log
(警报日志)”选项卡或“Task Log (任务日志)”选项卡可以显示相应的
日志条目。
日志如下所示：
■

“Task Log (任务日志)”是一个任务（如格式化卷或重新同步卷）
列表。 在 SFW 中，未实现“Task Log (任务日志)”。

■

“Alert Log (警报日志)”列出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程序相关的事件和警报。

请参见第 192 页的“警报日志”。
Control Panel (控
制面板)

显示与配置系统相关的任务。 使用“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可以
访问以下各项的设置：“Logs (日志)”、“Rule Management (规则管
理)”、“Configuration Backup (配置备份)”、“Historical Statistics
(历史统计信息)”、“SMTP Configuration (SMTP 配置)”、“Task
Settings (任务设置)”和“Track Alignment (磁道对齐)”。
请参见第 92 页的“配置 S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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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系统)”透视图
“Systems (系统)”透视图显示 SFW 控制台，它由以下内容组成：
■

请参见第 75 页的“左窗格”。

■

请参见第 77 页的“右窗格”。

■

请参见第 81 页的“下部窗格”。

左窗格
在“System (系统)”透视图中，左窗格显示系统的树视图以及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软件检测到的存储对象。树视图显示对象的层次结构关
系。 树顶部的节点代表所连接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客户
端。在以下屏幕中，客户端连接到 localhost。 此节点下的对象是客户端连接到并进
行管理的托管服务器。 在以下屏幕中，只有一个托管服务器节点，即名为
jktestmachine 的服务器。
每个托管服务器图标下方有以下对象类别：
Default (默认)

配置为支持 Microsoft 多路径输入/输出
(Microsoft MPIO) 解决方案的系统

■

Cache (缓存)

■

CD-ROM

■

Disk groups (磁盘组)

■

Disks (磁盘)

■

Enclosures (磁盘阵列)

■

Saved Queries (保存的查询)

■

Volumes (卷)

■

DMPW DSM

运行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
SQL Server）的系统

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

通过单击对象图标前面的加号 (+) 可以展开树视图。 当树视图完全展开时，所有对
象的前面都有一个减号 (-)。 通过单击任何级别上的减号，可以将对象折叠到此级
别。 完全折叠的树只显示顶层对象。
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对象将启动适用于此对象的上下文菜单。
以下提供了有关每个托管服务器节点下存储对象类别的其他信息。
Cache (缓存)

缓存区是 SSD 上分配用于缓存的存储空间。它用于存储与任何启用缓
存的卷对应的缓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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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OM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您管理的计算机上识别
为现有驱动器的任何 CD-ROM 驱动器。

Disk groups (磁盘
组)

磁盘组是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的一组磁盘。
磁盘组包括基本磁盘组和动态磁盘组两种类型。
请参见第 153 页的“磁盘组概览”。

Disks (磁盘)

磁盘是 Windows 操作系统识别的物理磁盘或逻辑磁盘。
根据磁盘类型，可以启用磁盘以支持自动精简置备和存储回收。 自动
精简置备是一项用于有效分配磁盘存储的技术。 仅在实际数据写入磁
盘时，自动精简置备才分配物理存储。 针对精简置备启用的某些磁盘
也提供存储回收。 存储回收是从磁盘删除数据后减少物理存储分配的
操作。 支持精简置备的磁盘用具有红色扇区的磁盘图标来表示。 支持
精简置备和存储回收的磁盘用具有绿色扇区的带星号 (*) 的磁盘图标来
表示。

Enclosures (磁盘阵 磁盘阵列是包含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的物理对象。 例如，磁盘可以包
列)
含在阵列或 JBOD 中。 此外，磁盘也可能是服务器的内部磁盘。
Saved Queries (保 “Saved Queries (保存的查询)”指使用 SFW 的搜索功能保存的查询。
存的查询)
如果曾使用搜索功能保存查询，则此节点将显示保存的查询的结果。
请参见第 85 页的“搜索”。
Volumes (卷)

卷是由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的多个部分组成的逻辑实体。 卷可以通过
文件系统进行格式化，并可通过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进行访问。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使用基本卷和动态卷。
卷可以为只读卷或读/写卷。 只读卷的图标包含一个挂锁图，以区别于
读/写卷。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适用于读/写
卷的所有命令并非都对只读卷启用，因为特定命令需要对卷的写入访问
权限。如果某个命令不可用，请检查特定卷的访问模式。

DMPW DSM

在配置为支持 Microsoft 多路径输入/输出 (Microsoft MPIO) 解决方案的
服务器上，将出现一个 DMPW DSM 节点。
完全展开 DMPW DSM 节点将显示正在使用的 DSM 节点、由 DSM 控
制的阵列的节点以及阵列中包含的磁盘。这些节点允许您管理为
Microsoft MPIO 配置的阵列和磁盘的设置。
请参见第 382 页的“DMPW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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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

在运行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SQL Server）的服务器
上，会显示应用程序的节点。
SFW 提供了使用卷影复制服务 (VSS) 创建快照的选项。VSS 快照方法
允许您在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SQL Server）文件打
开时创建这些应用程序的快照。如果不存在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
则使用 SFW FlashSnap 方法（VM 方法）创建快照。
请参见第 288 页的“卷影复制服务 (VSS)”。
请参见第 323 页的“使用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
请参见第 292 页的“将 VSS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使用”。
请参见第 337 页的“将 VSS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SQL 一起使用”。

iSCSI

在连接到 iSCSI SAN 的服务器上，可能出现以下节点：
■

■

■

iSCSI Initiators (iSCSI 启动器)
此节点显示有关 iSCSI SAN 的启动器和目标的信息。
iSCSI Arrays (iSCSI 阵列)
此节点显示有关 iSCSI SAN 的 Microsoft iSCSI Target 子系统的信
息。
iSNS
此节点显示有关 iSCSI SAN 的 iSNS Server 的信息。

请参见第 180 页的“iSCSI SAN 支持概览 ”。

右窗格
在“System (系统)”透视图中，右窗格提供有关各种存储对象的信息。 此窗格中
可用的选项卡由您在左窗格的树视图中选择的对象来确定。 可以在每个选项卡视图
中右键单击，以获得此视图中可用的命令上下文菜单。 在每个视图中可以通过以下
方法使列变宽或变窄：将鼠标指针放在标题行中两列之间的边界上，然后在按住鼠
标按钮的同时向左或向右移动鼠标。
本节主要介绍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的磁盘、卷和缓存
区信息在右窗格中如何显示。其中包括以下主题：
■

针对磁盘和卷的右窗格显示

■

“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

■

缓存的右窗格显示

■

右窗格图例

■

自定义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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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磁盘和卷的右窗格显示
本节介绍选项卡式视图如何根据所选的磁盘和卷存储对象进行变化。
注意：VEA GUI 中不会自动更新有关自动精简置备磁盘的信息。 可以通过执行刷
新操作来更新有关自动精简置备磁盘的信息。

选择所有磁盘
在 VEA 控制台左窗格的树视图中，如果通过单击“Disks (磁盘)”文件夹选择了所
有磁盘，则右窗格视图将显示“Disks (磁盘)”和“Disk View (磁盘视图)”的选项
卡式视图。“Disks (磁盘)”选项卡显示有关所选服务器上可用磁盘的信息，如以下
示例屏幕中所示。“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使用图形格式显示有关每个磁盘
上所含卷的信息。“Alerts (警报)”选项卡显示有关警报的信息。

选择单个磁盘
如果在树视图中选择单个磁盘，将看到与以下示例屏幕类似的显示。请注意，此时
选项卡已更改为“Volumes (卷)”、“Disk Regions (磁盘区域)”、“Disk View (磁
盘视图)”和“Alerts (警报)”。“Volumes (卷)”选项卡提供有关所选磁盘上的卷
的信息。

查看子磁盘
如果单击“Disk Regions (磁盘区域)”选项卡，将看到驻留在磁盘上的所有子磁盘
或卷部分，以及该磁盘上的任何空闲区域。以下屏幕中有八个子磁盘。
每个卷至少有一个子磁盘。条带卷至少有两个子磁盘。RAID-5 卷至少有三个子磁
盘。镜像卷所拥有的子磁盘数量与镜像（也称为 plex）的数量相同。
注意：左窗格的树视图中没有子磁盘存储对象。必须通过右窗格访问子磁盘。要访
问“Disk Regions (磁盘区域)”选项卡，必须单击左窗格中的单个磁盘。

选择卷
如果通过在树视图中突出显示 Volumes (卷) 文件夹来选择所有卷，右窗格将显示以
下选项卡： Volumes (卷)、Disk View (磁盘视图) 和 Alerts (警报)。 如果在树视图
中选择单个动态卷，将看到与以下屏幕类似的右窗格视图。 请注意如何通过选择单
个卷使更多的选项卡式视图可用。
动态卷具有以下选项卡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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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卷的选项卡式视图表

选项卡

说明

Disks (磁盘)

显示有关卷中磁盘的信息。

Mirrors (镜像)

显示卷中镜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08 页的“镜像”。

Logs (日志)

显示添加到卷的任何日志，这些日志可在发生磁盘故障后提高镜像或
RAID-5 卷的重新同步速度。
请参见第 223 页的“脏区日志 (DRL) 和 RAID-5 日志记录”。

Subdisks (子磁盘)

列出与卷关联的子磁盘。 子磁盘是 SFW 在卷中分配磁盘空间所使用的
基本单位。每个子磁盘表示动态磁盘上某个卷的特定部分。 例如，具
有两个镜像 (Plex) 的镜像卷具有两个子磁盘。

Snapshot

提供有关快照的信息，这些快照是基于备份或其他用途而从其原始卷断
开的镜像卷。 仅当已创建快照卷时才显示此选项卡。

Volumes (卷)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快照命令”。
DCO

提供有关与 FastResync 及 FlashSnap 一起使用的磁盘更改对象 (DCO)
卷的信息。
请参见第 253 页的“磁盘更改对象 (DCO) 卷”。

Disk View (磁盘视
图)

与卷关联的磁盘的详细视图。

Alerts (警报)

显示有关警报的信息。 仅当发生了生成警报的事件时才显示此选项卡。

请参见第 79 页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

非动态卷（如 C 驱动器上的分区）仅显示“Disks (磁盘)”、“Disk View (磁盘视
图)”和“Alert (警报)”选项卡。

“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
“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显示了系统上磁盘（包括可移动介质）的图形布
局。和树视图一样，右键单击某个对象或与对象相关的窗口的一部分，将会出现具
有与对象相关的命令的上下文菜单。
下面显示了“Disk View (磁盘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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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

“Disk View (磁盘视图)”还可作为单独的窗口来使用。
请参见第 82 页的“磁盘视图”。

缓存的右窗格显示
要查看各个缓存区的详细信息，请扩展“Cache (Cache)”缓存节点并选择所需的
缓存区。
如果在 VEA 控制台的左窗格树视图中选择一个缓存区，右窗格视图将针对磁盘和
卷显示选项卡式视图。“Disk (磁盘)”选项卡显示有关用于创建缓存区 的 SSD 设
备的详细信息。“Volumes (卷)”选项卡显示有关与所选缓存区链接的卷的详细信
息。

右窗格图例
本节介绍右窗格中的两个图例：磁盘使用情况图例和磁盘视图图例。

磁盘使用情况图例
位于右窗格底部的磁盘使用情况图例是上下文相关的，并会因右窗格中选择的选项
卡而异。该图例显示磁盘使用情况或卷类型。
选择了“Disks (磁盘)”、“Subdisks (子磁盘)”或“Disk Regions (磁盘区域)”选
项卡时，磁盘使用情况图例会显示如何解释显示每个区域中 I/O 活动级别（“Normal
(正常)”、“High (高)”或“Critical (严重)”）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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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视图图例
显示在“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的图例或选中“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
时显示的图例表明卷或分区的类型。颜色表示下列布局特性：连续、条带、RAID-5、
主分区、扩展分区、空闲区域、镜像连续、镜像条带、根、混合、逻辑驱动器和未
知。
混合类型是指同时包含连续 plex 和条带 plex 的卷，因为已使用“Dynamic Relayout
(动态重布局)”功能对它进行修改。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动态重新布局”。

自定义表头
“Customize Columns (自定义列)”窗口允许您通过更改显示的列及其显示顺序来
自定义表头。
自定义表头

1

右键单击列标题。

2

选择“Customize Table Header (自定义表头)”。 此时出现“Customizing
Column Settings (自定义列设置)”窗口。
控制台右窗格中显示的列标题将显示在此对话框的右侧。 可用的列标题显示在
左侧。

3

对列标题进行所需的更改。
选项如下所示：
■

要添加列标题，请在“Available Columns (可用列)”窗格中选择列标题，
然后单击“Add (添加)”按钮。

■

要删除列标题，请在“Selected Columns (所选列)”窗格中选择列标题，
然后单击“Remove (删除)”按钮。

■

要重新排列列标题的顺序，请在“Selected Columns (所选列)”窗格中选
择希望移动的列标题，然后使用“Up (上移)”和“Down (下移)”按钮使其
在列表中移动。

4

单击“OK (确定)”按钮应用设置。 控制台中显示的列标题将以您在“Selected
Columns (所选列)”窗格中选择的顺序进行排列。

下部窗格
在“System (系统)”透视图的此部分中，可以通过单击左下角的“Console (控制
台)”选项卡或“Tasks (任务)”选项卡切换显示。 默认的“Console (控制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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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卡显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警报。“Tasks (任务)”选项
卡显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任务（如格式化卷）的进度。
中下方显示所选托管服务器的名称， 该功能在使用 SFW 连接到多个服务器时非常
有用。

磁盘视图
本节介绍“Disk View (磁盘视图)”。

“Disk View (磁盘视图)”概述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访问“Disk View (磁盘视图)”。
访问方式如下所示：
■

选择右窗格中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

■

右键单击树视图窗格中的某个对象（磁盘组、磁盘或卷），然后从出现的上下
文菜单中选择“Disk View (磁盘视图)”。

可在这两个视图中使用相同的命令。 树视图上下文菜单中的“Disk View (磁盘视
图)”将打开单独的窗口，当您继续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工作时，此窗口可以保持打开状态。
此外，还可以使用 Ctrl 键只选择希望包含在单独磁盘视图中的特定对象（磁盘、卷
或磁盘组）。如果您拥有大量的磁盘或卷，则此功能非常有用。
“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的命令包括“Refresh View (刷新视图)”、“Print (打
印)”、“Show Legend (显示图例)”，以及四个用于所选磁盘不同视图的选项：
“Expand (展开)”、“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Full Volume Display (全卷显
示)”和“Projection (投影)”。可以从多个不同位置使用这些命令。
从右窗格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中，右键单击空白区域（右键单击窗格
中没有磁盘图形表示的任何区域），将出现包含命令的上下文菜单。
如果通过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Disk View (磁盘视图)”创建了单独的窗口，则这些
命令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访问：右键单击空白区域（右键单击窗格中没有磁盘图
形表示的任何区域）、单击菜单栏上的“Options (选项)”或“File (文件)”菜单，
或者单击工具栏上的图标。

刷新视图
“Disk View (磁盘视图)”菜单中的“Refresh View (刷新视图)”命令只更新“Disk
View (磁盘视图)”，并确保正确显示任何最新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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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图例
图例位于“Disk View (磁盘视图)”的底部。 “Show Legend (显示图例)”命令在
打开和关闭磁盘视图图例之间进行切换。 如果您使用大量磁盘，则可能希望关闭图
例以在窗口中获得额外空间。分别为每种卷类型或分区类型指派了一种颜色。 图例
显示了颜色编码体制。 当选择“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命令时，在每个子磁盘
的顶部都会显示指示其卷类型的彩条。
磁盘视图图例如下所示。
图 3-2

磁盘视图图例

Print (打印)
“Print (打印)”命令将当前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显示发送到所选的打印机。
拥有硬拷贝磁盘配置会较为方便（尤其是使用大量磁盘时）。
“Disk View (磁盘视图)”上下文菜单上的其余项包括“Expand (扩展)”、“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Full Volume Display (全卷显示)”和“Projection (投
影)”，将在后续章节中对其进行论述。

图形视图的选项
有四个用于所选磁盘不同视图的选项：“Expand (扩展)”、“Vol Details (卷详细
信息)”、“Projection (投影)”和“Full Volume Display (全卷显示)”。下表显示适
用于这些命令以及打印功能的按钮。 包含这些按钮的工具栏仅显示在单独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窗口中，而不会显示在右窗格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但
是，在这两个版本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都可以通过右键单击空白区域
（没有磁盘图形表示的窗格的区域）启动包含这些选项的上下文菜单。
表 3-3
图标

“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
含义

任务

表示“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的 支持您查看有关磁盘以及磁盘上数
据组织的详细信息。如果未选中此
“Expand (扩展)”功能。
图标，则会缩小视图以显示较少的
详细信息。
表示“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的 将子磁盘显示为部分卷。
“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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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含义

任务

表示“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的 突出显示与所选子磁盘或卷关联的
对象。
“Projection (投影)”功能。

表示“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的 允许您打印当前视图的内容。
“Print (打印)”功能。

注意：显示有关子磁盘更多详细信息的“Full Volume Display (全卷显示)”视图未
由图标表示。

扩展视图
可以在扩展视图或非扩展视图中查看子磁盘。每个视图提供不同的信息。当选中
“Disk View (磁盘视图)”菜单中的“Expand (扩展)”时，将显示扩展视图。未选
中此项时，将显示非扩展视图。

已展开视图
如下所示，已展开视图显示子磁盘名称和大小以及磁盘上剩余的空闲空间量。

非扩展视图
如果未选择扩展视图，则会显示缩小的磁盘视图。 使以下显示的未展开的视图允许
您轻松查看每个磁盘上的子磁盘数量。

卷详细信息视图
卷详细信息视图将信息添加到已展开或未展开的视图中。如果您正在查看大量磁
盘，此视图将很有用，因为每个磁盘占用的空间比在完整卷显示中占用的空间更
少，所以可在屏幕上一次显示更多磁盘。
在未展开视图中，“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会在每个子磁盘顶部显示一个指示
其卷类型的彩色条。窗格底部的图例显示颜色编码方案。可使用“Show Legend
(显示图例)”命令打开和关闭图例。
另外，在如下所示的已展开视图中，“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会显示与每个子
磁盘关联的卷名和驱动器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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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卷显示
如下所示，“Full Volume Display (完整卷显示)”提供有关子磁盘的更多信息。只
有在已展开视图中以及选择了“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选项时才能使用它。除
卷的名称和类型之外，“Full Volume Display (完整卷显示)”还显示卷的大小和状
态。

投影
投影会突出显示与选定卷关联的所有子磁盘。选择“Projection (投影)”命令后，单
击某个子磁盘。选定的子磁盘会变为深紫色，该卷中的其他子磁盘会变为浅紫色。
在下面的示例中，打开了投影功能，并选中了 Harddisk3 上名为 Mirrored (F:) 的子
磁盘。该子磁盘变为深紫色，卷 Mirrored (F:)（位于 Harddisk4 上）中包含的其他
镜像变为浅紫色。此功能对于查看分布在几个磁盘上的卷很有用。

“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的上下文菜单
对于通过右键单击树视图中某个卷或磁盘获得的命令上下文相关菜单，也可以通过
右键单击“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某个子磁盘或磁盘来获得。此外，在单独的
“Disk View (磁盘视图)”窗口中，“Action (操作)”菜单上也提供了上下文相关的
命令。
同时在“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可以通过拖放子磁盘来代替使用“Subdisk
Move (子磁盘移动)”命令（如果在常规首选项中启用了拖放）。

搜索
使用“Search (搜索)”功能可在大型系统上查找特定卷、磁盘或磁盘组，或查找满
足指定条件的卷、磁盘或磁盘组的列表。
注意：搜索区分大小写。

执行搜索
以下内容介绍了搜索过程。
执行搜索

1

单击 VEA 控制台工具栏上的“Search (搜索)”按钮，或从菜单栏中选择“Tools
(工具)”>“Search (搜索)”以打开“Search (搜索)”窗口。

2

单击“New Query (新建查询)”选项卡以显示可用的搜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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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Look for: (查找:)”字样（靠近窗口的左上角）右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对象
类型。选项包括“Volumes (卷)”、“Disks (磁盘)”或“Disk Groups (磁盘
组)”。

4

选择要搜索的属性。 可用的属性取决于对象类型。
卷的属性

磁盘的属性

磁盘组的属性

Name (名称)

Name (名称)

Name (名称)

Volume Name (卷
名称)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Imported (已导入)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Status (状态)

Size (大小)

Status (状态)

Size (大小)

Free Space (空闲空间)

Device (设备)

Free Space (空闲空间)

FS Capacity (FS 容
量)
FS Label (FS 标签)
FS Free Space (FS
空闲空间)

注意：FS 表示“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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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义要使用的限制符。
可以使用以下选项对搜索进行限制：
Any (任何)

查找所选属性的所有实例。
无需在限制符框下面的文本框中输入更多条件。 例如，如果搜索
具有任何“Free Space (空闲空间)”的“Disk Groups (磁盘组)”，
则返回所有具有可用空闲空间的磁盘组。

Contains (包含)

查找包含在限制符框下面的文本框中所输入字符串的任何所选属
性。
“Contains (包含)”可用作通配符 (*)，可在较长字符串中的任意
位置搜索该字符串。 例如，如果搜索其名称包含 Stripe 的
“Volumes (卷)”，则返回在卷名称中的任意位置具有字符串 Stripe
的所有卷，包括 Striped (H:) 和 JKStriped (J:)。因为搜索区分大小
写，所以 Stripe 将找不到“A striped volume (L:) (条带卷 (L:))”。

Is (是)

仅查找与在限制符框下面的文本框中输入的字符串完全匹配的项。
此选项适用于在非常大的系统上查找特定卷、磁盘或磁盘组。 例
如，如果搜索“Name is Harddisk1 (名称是 Harddisk1)”的“Disks
(磁盘)”，则返回 Harddisk1。 必须输入确切的信息，包括卷的驱
动器盘符或位置。

Is not (不是)

不包含在限制符框下面的文本框中输入的特定信息。
例如，如果搜索“FS Type is not FAT32 (FS 类型不是 FAT32)”
的“Volumes (卷)”，返回所有未格式化为 FAT32 的卷。

6

在限制符框下面的文本框中输入搜索字符串。 搜索区分大小写。

7

单击“Add (添加)”按钮创建搜索条件，该条件会出现在右侧的框中。
如果定义了多个搜索条件，可通过逻辑运算符 and 将其连接；即结果将包含所
有搜索条件。 例如，搜索条件“Volumes with Free Space (具有空闲空间的
卷)”和“any NTFS Volumes (任何 NTFS 卷)”将得到所有格式化为 NTFS 且
包含空闲空间的卷的列表。
此搜索功能中不提供逻辑运算符 or。
可以使用“Remove (删除)”按钮删除突出显示的搜索条件。
“Save Query (保存查询)”按钮允许您保存创建的查询以供将来使用。
使用以下步骤保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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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查询

■

单击“Save Query (保存查询)”按钮以打开“Save Query (保
存查询)”窗口。

■

输入一个名称以标识要保存的查询。

■

输入查询所执行搜索的简要说明。

■

如果希望在 VEA 控制台中显示查询结果，则选中“Active (活
动)”复选框。

■

8

单击“OK (确定)”保存查询。

单击“Search Now (立即搜索)”按钮完成搜索。
搜索结果将出现在下部窗格中。
可以通过双击搜索结果中的特定存储对象（磁盘、卷或磁盘组）在 VEA 控制
台中显示相关信息。

9

如果希望保存搜索结果，则单击“Save Results (保存结果)”按钮，将出现
“Save (保存)”对话框。
在“Save (保存)”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Save (保存)”对 ■
■
话框
■

选择要保存文件的文件夹。
在“File name (文件名)”字段中输入文件的名称。
单击“Save (保存)”保存文件并关闭对话框。 文件将另存为
具有 .txt 扩展名的文本文件。

10 单击“Clear All (全部清除)”按钮将删除所有搜索条件和结果。 这样就可以执
行新的搜索。

使用保存的查询
以下过程描述了使用所保存查询的方法。
使用保存的查询：

1

单击 VEA 控制台工具栏上的 Search (搜索) 按钮，或者从菜单栏中选择 Tools
(工具) > Search (搜索) 以打开 Search (搜索) 窗口。

2

在 Search (搜索) 窗口中单击 Saved Queries (保存的查询) 选项卡。

3

从“Query:”(查询:) 字样（靠近窗口的左上角）右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以前保
存的查询。 该下拉列表中的选项都是以前保存的查询。
如果以前随查询保存了查询说明，则查询说明将显示在 Description (说明) 消息
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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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Search Now (立即搜索) 按钮执行搜索。
搜索结果将出现在下部窗格中。
可以通过双击搜索结果中的特定存储对象（磁盘、卷或磁盘组）在 VEA 控制
台中显示相关信息。

5

如果您希望保存搜索结果，请单击 Save Results (保存结果) 按钮。
此时显示“Save (保存)”对话框：执行以下步骤：
保存结果

6

■

选择要保存该文件的文件夹。

■

在 File name (文件名) 字段中输入该文件的名称。

■

单击 Save (保存) 保存文件并关闭对话框。 文件将另存为具有
.txt 扩展名的文本文件。

单击“Clear All (全部清除)”按钮将会删除搜索结果，然后您可以再次执行搜
索。

创建搜索报告
本节介绍如何根据“Search (搜索)”功能的结果创建报告。使用“Search (搜索)”
命令，可以生成各种报告以提供有关每台服务器上磁盘组、磁盘和卷的信息。 搜索
结果可以进行保存，也可以导入 Microsoft Excel 或任何其他能够接受制表符分隔文
本文件的电子表格应用程序或数据库应用程序中。 可以对结果进行排序、以图形或
图表形式显示或者导入到书面报告或 PowerPoint 演示文稿中。
搜索报告提供系统在某个时间点的快照。 通过定期（每月、每年等）运行相同的搜
索，可以收集信息、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评估并使用它们来更好地管理系统。
下面的示例是通过使用“Search (搜索)”功能和 Microsoft Excel 来创建的。
确定要包括在报告中的类别，并使用“Search (搜索)”功能将结果输出到文本文件
中。
此搜索列出了所访问服务器上各个卷的可用空闲空间。 在使用“Save Results (保
存结果)”保存搜索结果之后，会生成一个 Microsoft Excel 报告。
按照下面的步骤生成搜索报告：

1

打开 Excel 应用程序。

2

单击“File (文件)”>“Open (打开)”以打开由 SFW 搜索功能保存的 .txt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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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必须从“Files of type (文件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All Files (*.*) (所有文件
(*.*))”。导航到所需的文件，然后单击“Open (打开)”按钮。

4

在所出现的“Text Import wizard (文本导入向导)”中执行以下操作：
Text Import Wizard ■
(文本导入向导)
■

选择最能描述您的数据的文件类型。
选择 Tab 作为分隔符。

■

选择“General (常规)”数据格式。

■

单击“Finish (完成)”在 Excel 中完成报告。

有关 Microsoft Excel 中提供的命令和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Excel 帮助。

搜索报告的类型
搜索类型和所生成的搜索报告取决于作为搜索依据的对象类型。
表 3-4

可用于搜索卷、磁盘或磁盘组的属性

用于搜索卷的属
性

用于搜索磁盘的属性

用于搜索磁盘组的属性

Name (名称)

Name (名称)

Name (名称)

Volume Name (卷
名称)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Imported (已导入)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Status (状态)

Size (大小)

Status (状态)

Size (大小)

Free Space (空闲空间)

Device (设备)

Free Space (空闲空间)

FS Capacity (FS 容
量)
FS Label (FS 标签)
FS Free Space (FS
空闲空间)

注意：FS 表示“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每个搜索都仅在选定的特定服务器上运行。 为方便起见，可以编写一个用来在报告
中自动执行 Excel 步骤的宏。通过在多台服务器上用 Excel 打开搜索文本文件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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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该宏，可以为一组服务器生成合并报告。 下表列出了一些示例搜索，以及将生成
的报告类型。
表 3-5

示例搜索及其结果

搜索

条件

报告中显示的内容

Volume (卷)

FS Free Space (FS 空闲空间)，
Any (任何)

包含空闲空间的所有卷

Volume (卷)

Status is degraded (状态为退化)

状态为退化而且可能很快出现故障
的卷

Disk (磁盘)

Size greater than 10 GB (大小大于 大于 10 GB 的所有磁盘
10 GB)

Disk (磁盘)

Free Space greater than 1 GB (空 空闲空间大于 1 GB 的所有磁盘
闲空间大于 1 GB)

Disk (磁盘)

Disk Group is DynGrp1 (磁盘组为 DynGrp1 中的所有磁盘
DynGrp1)

Disk Group (磁盘
组)

Name (名称)，Any (任何)

所有磁盘组。 在多台服务器上执行
搜索时非常有用

Assistant (助理) 透视图
“Assistant (助理)”的目的在于方便用户使用程序中的最常用命令。
要访问“Assistant (助理)”，请在“Perspective (透视图)”栏中选择“Assistant
(助理)”，然后从窗口左侧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要针对其执行任务的对象。要针对磁
盘、磁盘组和卷执行任务，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StorageAgent。
在选择 StorageAgent 时，窗口的右窗格中将显示多个命令图标。 单击其中的一个
命令图标将启动该命令的对话框。
“Assistant (助理)”中所显示的命令类型可通过在窗口的对象窗格中选择对象并在
左侧的活动窗格中选择活动来控制。 例如，如果在对象窗格中选择“Disk (磁盘)”
并在活动窗格中选择“Modify (修改)”，则会显示与修改磁盘有关的命令。 如果在
对象窗格中选择“All Objects (所有对象)”并在活动窗格中选择“All Activities (所
有活动)”，则会显示“Assistant (助理)”中提供的所有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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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s (日志)”透视图
“Logs (日志)”透视图显示与 SFW 存储对象相关联的“Alert Log (警报日志)”和
“Task Log (任务日志)”消息。选择相应的选项卡可访问您感兴趣的日志。
请参见第 192 页的“警报日志”。

配置 SFW
使用下列选项配置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透视图
要访问“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请在“Perspective (透视图)”栏中选择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展开树状视图将显示系统对象。选择其中一个系统
对象，将在右窗格中显示该系统对象的“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对象。
与 Windows“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一样，此“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也
有一些图标，通过这些图标可打开一些窗口，其中包含程序中各种功能的设置。
选择 localhost 可显示以下内容：
■

请参见第 93 页的“Log Settings (日志设置)”。

选择 actionagent 可显示以下内容：
■

请参见第 93 页的“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

选择 StorageAgent 可显示以下内容：
■

请参见第 93 页的“Configuration backup (配置备份)”。

■

请参见第 94 页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历史统计信息)”。

■

请参见第 94 页的“SMTP configuration (SMTP 配置)”。

■

请参见第 95 页的“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包括以下内容：
■

请参见第 95 页的“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

■

请参见第 96 页的“Snap Shot (快照)”。

■

请参见第 98 页的“GUID recycle (GUID 回收)”。

■

请参见第 99 页的“SCSI Support (SCSI 支持)”。

■

请参见第 101 页的“SmartMove”。

■

请参见第 102 页的“磁盘管理管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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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104 页的“Task Settings (任务设置)”。
“Task settings (任务设置)”包括以下内容：

■

■

请参见第 104 页的“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

■

请参见第 105 页的“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
化)”。

请参见第 106 页的“Track Alignment (磁道对齐)”。

要访问其中任意功能，请在“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中双击相应的图标。

Log Settings (日志设置)
双击“Log Settings (日志设置)”图标将显示“Log Settings (日志设置)”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设置“Alert Log (警报日志)”和“Task Log (任务日志)”可使
用的最大存储量。
“Alert Log (警报日志)”列出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程序
相关的事件或警报。
“Task Log (任务日志)”是诸如格式化卷或重新同步卷等任务的列表。 在“Task
Log Settings (任务日志设置)”窗口中，可以设置最大日志大小，以及指定到达最大
日志大小时应用的策略。
请参见第 192 页的“日志配置”。

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
双击此图标将会出现“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窗口，可以在其中配置事件通
知消息和操作的规则。
请参见第 193 页的“事件通知”。

Configuration backup (配置备份)
双击“Configuration Backup (配置备份)”图标可打开“Configuration Backup (配
置备份)”窗口。“Configuration Backup (配置备份)”可以保留磁盘组、动态磁盘
和卷配置信息，以便在恢复磁盘时使用。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恢复磁盘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668 页的“vxcbr”。
“Configuration Backup (配置备份)”仅备份联机磁盘组的配置。此操作不能备份任
何脱机或已逐出的磁盘组。
在“Configuration Backup (配置备份)”窗口中输入下列设置以备份磁盘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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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 (自动)”复选框
以下是有关“Automatic (自动)”复选框的说明：
选中复选框

每当配置发生更改时都运行备份操作。

取消选中复选框

仅在单击“OK (确定)”时运行备份操作。

■

Number of copies (副本的份数)：要为配置创建的备份副本份数。（副本份数的
范围：5-1024。）

■

Number of minutes between backups (两次备份之间的分钟数)
选中“Automatic (自动)”时两次备份操作之间的时间间隔。（分钟数的范围：
60 分钟 - 10080 分钟（1 周）。）未选中“Automatic (自动)”时，此设置将被
忽略。

■

Directory for automatic backup (自动备份的目录)
选中“Automatic (自动)”时备份副本的目标目录路径。

■

Directory for manual backup (手动备份的目录)
未选中“Automatic (自动)”时备份副本的目标目录路径。

输入所有设置后，单击“OK (确定)”。（单击“OK (确定)”之前单击“Reset (重
置)”可恢复以前保存的设置。）

Historical Statistics (历史统计信息)
双击“Historical Statistics (历史统计信息)”图标即可显示“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信息设置)”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您可以为将用于历史数据
收集的文件定义文件大小。它还具有数据收集速率设置。
请参见第 238 页的“在“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窗口中配置
设置”。

SMTP configuration (SMTP 配置)
双击“SMTP Configuration (SMTP 配置)”图标即可显示“SMTP Settings (SMTP
设置)”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可以定义网络中 SMTP 邮件服务器的 IP 地址，以
便可以自动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还可以通过该对话框设置 SMTP 邮件服务器的端口
和用于发送电子邮件的电子邮件地址。
请参见第 207 页的“电子邮件通知的 SMT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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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双击“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图标可显示“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对
话框。此对话框可用于启用热重定位卷功能、设置卷快照方法、设置 GUID 回收、
设置 SCSI 支持以及启用 SmartMove。

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
单击“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选项卡可显示“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窗
口。选中“Hot Relocation Mode (热重定位模式)”复选框可启用该功能。当包含冗
余卷的子磁盘发生故障时，热重定位功能会自动将冗余卷从故障磁盘移动到热备用
磁盘，或移动到其他空闲空间（如果热备用磁盘上的空间不足）。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Hot Relocation (热重定
位)”。

注意：属于 SAN 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
“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选项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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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选项卡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热重定位”。

Snap Shot (快照)
单击“Snap Shot (快照)”选项卡将显示“Snap Shot (快照)”窗口。 单击 VSS 或
VM 可选择用于创建快照的快照方法。
“Snap Shot (快照)”选项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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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Snap Shot (快照)”选项卡

VSS 和 VM 快照方法提供以下功能：
■

使用 VSS 快照方法可以为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SQL Server）
创建卷副本。对于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VSS 快照方法会在创建快照之前静
默应用程序。 对于无法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VSS 快照方法在创建快照之前
不会静默应用程序。 VSS 快照仅创建只读快照。

■

使用 VM 快照方法可以为任何应用程序创建卷副本。 副本可能为只读或读/写，
取决于正在复制的卷的设置。 换句话说，只读卷的快照会产生只读快照，而读/
写卷的快照会产生读/写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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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 recycle (GUID 回收)
单击“GUID Recycle (GUID 回收)”选项卡可打开“GUID Recycle (GUID 回收)”
窗口。
“GUID Recycle (GUID 回收)”选项卡如下所示。
图 3-5

“GUID Recycle (GUID 回收)”选项卡

全球唯一标识符 (GUID) 是用于标识系统内的组件和对象的 Windows 约定。在有些
环境中，系统内的 GUID 数量可能会耗尽 Windows 注册表中的存储。启用卷 GUID
回收可帮助避免出现此情况，方法是使用 GUID 回收列表中的 GUID。GUID 回收
列表是一个由系统之前使用过但现在已不再需要的 GUID 组成的列表。
要启用 GUID 回收，请选择“Enable Volume GUID Recycling (启用卷 GUID 回
收)”和所需设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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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 recycling
通过此选项可以对 GUID 回收列表中的 GUID 的使用次数进行监视。
statistics (GUID 回
收统计信息)
Check for duplicate 通过此选项可以检查确认从 GUID 回收列表中选择的某个 GUID 是否已
GUIDs (检查重复 在系统中使用。
GUID)
Automatically fix
duplicate GUIDs
(自动修复重复的
GUID)

发现某个 GUID 已在系统中使用时，可通过此选项生成另一个 GUID。

SCSI Support (SCSI 支持)
单击“SCSI Support (SCSI 支持)”选项卡将显示“SCSI Support (SCSI 支持)”窗
口。
“SCSI Support (SCSI 支持)”选项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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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SCSI Support (SCSI 支持)”选项卡

单击“SCSI-2 support (SCSI-2 支持)”或“SCSI-3 support (SCSI-3 支持)”以选
择支持在集群环境（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中使用存储设备的协议设置。
以下内容介绍了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的设置：
■

对于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如果安装了对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支持，则 SCSI-3 是默认设置。
如果未安装对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支持，则 SCSI-2 是默认设置。

选择 SCSI-3 将使 SSFW 集群支持能够对启用了 SCSI-3 的存储设备执行 SCSI-3
命令。对于此选择，针对 SCSI-3 支持设置 DMPW DSM 将不起作用。
可参考有关 DMPW DSM 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82 页的“DMPW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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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SCSI-2，将使 SFW 集群支持能够对存储设备执行 SCSI-2 命令。如果为存储
设备启用了 SCSI-3 命令支持，且启用了支持 SCSI-3 的 DMPW DSM 设置，则
DMPW DSM 会将 SCSI-2 命令转换为 SCSI-3 命令。
注意：“SFW Control Panel (SFW 控制面板)”中的“SCSI Support (SCSI 支持)”
窗口不会启用/禁用 DMPW DSM 的 SCSI-3 支持。
可参考有关为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启用 SFW SCSI 支持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86 页的“对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的其他注意事项”。

SmartMove
单击 SmartMove 选项卡将显示 SmartMove 窗口。
SmartMove 选项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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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SmartMove 选项卡

选中 Enable SmartMove (启用 SmartMove) 可启用 SmartMove 设置，从而帮助缩
短镜像操作和子磁盘移动的重新同步时间。 SmartMove 通过使用 NTFS 文件系统
元数据仅重新同步 NTFS 文件系统所使用的那些区域，从而缩短重新同步时间。 如
果不启用 SmartMove，则 SFW 会重新同步所有区域。
注意：SmartMove 不支持非 NTFS 磁盘。

磁盘管理管理单元
单击“磁盘管理管理单元”选项卡即可显示“磁盘管理管理单元”窗口。
“磁盘管理管理单元”选项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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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磁盘管理管理单元”选项卡

选中“替换磁盘管理管理单元”，可将 Windows“计算机管理”和“服务器管理
器”控制台中的“磁盘管理管理单元”替换为 SFW VEA GUI。这样在 Windows“计
算机管理”控制台和 Windows“服务器管理器”控制台中均可访问 SFW VEA GUI。
取消选中“替换磁盘管理管理单元”，以便在 Windows“计算机管理”和“服务器
管理器”控制台中访问“磁盘管理管理单元”。
同样，使用下列命令也可以在 Windows“计算机管理”和“服务器管理器”控制台
中访问“磁盘管理管理单元”或 SFW VEA GUI。
使用 VEA GUI 替换磁盘管理

regsvr32 "%VMPATH%\extens.dll"

启用磁盘管理

regsvr32 /u "%VMPATH%\extens.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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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EA GUI 替换磁盘管理
（静默模式）

regsvr32 /s "%VMPATH%\extens.dll"

启用磁盘管理（静默模式）

regsvr32 /s /u "%VMPATH%\extens.dll"

注意：静默模式会在输入命令后隐藏 Windows 弹出窗口。

Task Settings (任务设置)
双击“Task Settings (任务设置)”图标将显示“Task Settings (任务设置)”对话框。
使用该对话框可以启用任务控制功能，并设置配置任务性能优化功能。

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
单击“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选项卡将显示“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窗
口。 使用“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可以确定某些任务的优先级。
“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选项卡如下所示。
图 3-9

“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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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会导致某个操作在 I/O 期间的一段指定时间内暂
停。这些暂停可帮助减少系统上运行的其他应用程序在执行 I/O 操作时发生的任何
干扰。通过选中“Throttle all tasks (控制所有任务)”复选框，可将在文本字段中指
定的时间延迟应用到所有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任务。 要将时间延迟应
用到各个任务，请取消选中该复选框，在每个任务的文本字段中输入毫秒数，然后
单击“OK (确定)”。 根据整个系统的 I/O 活动，300 到 500 毫秒的时间延迟可能
会更好地平衡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任务和其他应用程序的 I/O。 “Reset
(重置)”按钮可还原默认设置。
请参见第 105 页的“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

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
单击“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选项卡将显
示 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 窗口。
“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选项卡如下如示。
图 3-10

“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
选项卡

使用“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可以设置 I/O
线程的数量以执行某些与镜像相关的操作，如创建镜像或添加镜像。指定的线程数
量会影响该操作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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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存储迁移可调参数可优化存储迁移性能：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存储迁移的性能可调参数”。

Track Alignment (磁道对齐)
双击“Track Alignment (磁道对齐)”图标将显示“Track Alignment Settings (磁道
对齐设置)”对话框。
使用此功能可以将动态卷设置为将数据块与磁盘物理磁道的边界对齐存储。 将数据
与磁道边界对齐存储有助于优化 I/O 性能。 选中“Enable track alignment support
(启用磁道对齐支持)”复选框可以为列出的阵列启用该功能。
还可以选中“Show Free Region (显示空闲区域)”复选框以便在“Disk View (磁盘
视图)”GUI 中显示其他区域信息。
磁道对齐设置如下所示。
图 3-11

磁道对齐设置

未显式列出的阵列可以作为“Default (默认)”启用。 （SFW 会为“Default (默认)”
类别中的所有阵列设置“默认”供应商 ID 和“默认”产品 ID。）此设置可能会优
化阵列的 I/O 性能，也可能不会优化。 有关磁道对齐和偏移值的详细信息，请与阵
列制造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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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 CLI 命令 vxdisk set track 为作为“Default (默认)”启用的阵列调整磁道
对齐设置。
请参见第 597 页的“vxdisk”。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磁道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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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概述

■

添加存储

■

磁盘任务

■

分区/卷的常规任务

■

对基本磁盘和卷执行的任务

■

自动发现 SSD 设备并手动分类为 SSD

■

Volume Manager 空间分配可识别 SSD

概述
本章介绍如何管理磁盘、分区和卷。

添加存储
本节介绍用于向系统中添加存储的命令。
■

向系统添加新磁盘

■

向磁盘添加磁盘签名

■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

创建新卷

向系统添加新磁盘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添加新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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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系统添加新磁盘

1

安装一个或多个新物理磁盘。

2

在“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Rescan (重新扫描)”。
请参见第 114 页的“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更新磁盘信息 ”。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还需要将磁盘联机，以便能够访问磁盘。要
使基本磁盘恢复联机状态，请右键单击该磁盘，显示其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
“Online (联机)”命令。

3

操作完成后，VEA GUI 将显示当前信息。
如果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未检测到新磁盘，您可能需
要重新启动。
全新加入的磁盘不带有签名或分区方式。 使用下一主题中所述的“Write
Signature (写入签名)”命令即可添加签名和分区方式。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分区方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基本磁盘有何作用？”。
新磁盘将作为基本磁盘添加到计算机中。 可以随时将新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

向磁盘添加磁盘签名
新磁盘只有在获得签名后才能使用。
安装新磁盘并执行“Rescan (重新扫描)”后，该磁盘将显示在“Disks (磁盘)”图
标下面。 在树视图中，该磁盘的旁边会有“(No Signature) (无签名)”字样。 如果
不签名，则无法使用该磁盘。
磁盘联机并添加签名之后，该磁盘将显示为基本磁盘。可以在基本磁盘上创建分
区，也可以将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以便能够在其上创建动态卷。
对于 Volume Manager 的早期版本，“Upgrade a Dynamic Disk (升级动态磁盘)”
命令用于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 对于该程序的更高版本，可以使用“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命令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
态磁盘。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在使用“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命令创建新磁盘组时，将基本磁盘纳为其成员磁盘。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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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磁盘添加签名

1

要添加签名，首先需要将磁盘联机。要执行此操作，请右键单击未签名的磁
盘，然后选择“Online Disk (联机磁盘)”。

2

再次右键单击该磁盘，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Write Signature (写入签
名)”。
随后会出现“Write Disk Signature (写入磁盘签名)”对话框。选择要向其添加
签名的磁盘。
要选择一个磁盘，请在可用磁盘列表中单击该磁盘，然后单击“Add (添加)”
按钮。 要选择所有磁盘，请单击“Add All (全部添加)”按钮。
要从“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列表中删除一个磁盘，请在“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列表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Remove (删除)”按钮。要
从“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列表中删除所有磁盘，请单击“Remove
All (全部删除)”按钮。

3

单击下列项目之一对应的单选按钮，选择磁盘的分区方式：
■

MBR（主引导记录）

■

GPT（GUID 分区表）

有关两种分区方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4

选择磁盘和分区方式后，单击“OK (确定)”按钮。 单击“Cancel (取消)”按
钮将会退出，且不会向选定的一个或多个磁盘添加签名。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如果希望在创建动态磁盘组后向该组添加更多磁盘，请使用“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命令。也可以使用此命令先创建一个新的
动态磁盘组，然后再指定要添加到该组的磁盘。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1

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基本磁盘，或右窗格中“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
中的基本磁盘，然后选择“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向动态磁盘组
中添加磁盘)”。

2

将出现“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向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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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下一屏幕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及要添加磁盘的动态磁盘组。
（可选）选中“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前
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的标识符。
此标识符的后面是一个系统生成的数字 ID，SFW 使用该数字 ID 来区分磁盘组
中的磁盘。
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如果要创建一个准备向其中添加磁盘的新动态磁盘组，请单击“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按钮。 此时会显示“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窗口，让您指定磁盘组名称和特性。
有关创建磁盘组的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创建动态磁盘组的过程。
请参见第 48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的步骤 ”。

4

将显示一个确认屏幕，其中列出了选定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如果对选择满意，
请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如果需要返回以修改磁盘选择，请单击“Back
(上一步)”。
对于每个磁盘，提供了有关它是否包含卷以及是否将对其进行更新的信息。 如
果不进行更新，则需要对所做选择进行修改。

5

在最后一个屏幕中单击“Finish (完成)”。
您还可以为新的存储创建新的磁盘组。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您还可以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请参见第 112 页的“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创建新卷
现在，您可以在存储上创建新卷了。
请参见第 51 页的“创建动态卷”。

磁盘任务
本节描述用于处理磁盘更改和维护的命令。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

从计算机中删除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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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磁盘脱机

■

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更新磁盘信息

■

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

■

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

■

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

■

更改磁盘的内部名称

■

重命名磁盘阵列

■

处理可移动介质

■

查看磁盘属性

另请参见下列相关主题：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向系统添加新磁盘”。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向磁盘添加磁盘签名”。
请参见第 196 页的“磁盘监视”。
请参见第 522 页的““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在添加新存储的过程中，可能需要重新排列现有磁盘组中的磁盘。 如果动态磁盘上
没有卷，则可以将其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 如果存在卷，则必须先删除这些卷，然
后才能删除磁盘。 可以删除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显示
为“Unreadable (不可读)”或“Foreign (外来)”的磁盘，但这样做会导致丢失从组
中删除的磁盘上的所有现有数据。如果磁盘出现故障并被标记为“Missing (丢失)”，
也可以将其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 但是，无法删除作为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资
源的磁盘组中的最后一个磁盘。
要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请使用“Remove Disk from Dynamic Disk Group (从
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命令。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所有磁盘之后，会从 GUI 中
删除该磁盘组，这些磁盘会变为基本磁盘。
警告：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Unreadable (不可读)”或“Foreign (外来)”磁盘会将
磁盘更改为基本磁盘，且其所有数据都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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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1

选择动态磁盘组的磁盘，然后选择“Remove Disk from Dynamic Disk Group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2

确保需要删除的磁盘显示在窗口的右窗格中。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操作。

从计算机中删除磁盘
本节包含有关从计算机中删除基本磁盘或动态磁盘的信息。

识别物理磁盘
要识别 VEA GUI 中某个磁盘所表示的物理磁盘，请使用“Ping Disk (Ping 磁盘)”
命令。 执行此命令时，物理磁盘盒中内置的故障指示灯会一直闪烁， 直到您停止
执行。 如果要从许多物理磁盘中识别出特定的物理磁盘时，使用此命令将十分方
便。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Ping Disk (Ping 磁盘)”
命令。
识别物理磁盘

1

右键单击所选磁盘，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ing Disk (Ping 磁盘)”。

2

在出现的屏幕中，单击“Start (开始)”开始 ping 该物理磁盘。 故障指示灯会
一直闪烁，直到您单击“Stop (停止)”。

3

执行完此命令时，单击“Close (关闭)”。

基本磁盘
如果从计算机中删除基本磁盘，则在执行扫描之后，该磁盘及其卷将不再显示在
GUI 中。

动态磁盘
如果某个动态磁盘的状态保持为“Offline (脱机)”和“Missing (丢失)”，而且您确
定该磁盘存在无法修复的问题，则可以使用“Remove Disk from Dynamic Disk
Group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命令从系统中删除该磁盘。
但是，必须删除磁盘上的所有卷，才能删除磁盘。 可以通过删除状态为“Missing
(丢失)”的磁盘上的镜像（而不是整个卷）来保留磁盘上的任何镜像卷。 删除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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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其中的数据，因此，只有当您坚信磁盘已永久损坏而且不可用时，才删除磁
盘。
如果磁盘标记为“Missing (丢失)”而且未连接到计算机，则可以使用“Remove
Disk from Dynamic Disk Group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命令，而不必担心其
中的数据。
在将磁盘从磁盘组中删除之后，磁盘将变成基本磁盘，之后便可以从计算机中删除
了。 该过程的最后一步是执行重新扫描。
请参见第 112 页的“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注意：如果一个磁盘看上去由于存在许多错误而已损坏，则可以使用 SFW 的“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命令，将该磁盘上的数据方便地移动到其他磁盘上。
请参见第 243 页的“移动子磁盘”。

将磁盘脱机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可以使用“Offline (脱机)”命令将基本磁盘脱机
以对其进行维护。
在 GUI 中右键单击基本磁盘以弹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Offline (脱机)”命令。
使用“Online (联机)”命令将基本磁盘重新联机。
右键单击该基本磁盘以弹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Online (联机)”命令。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Offline (脱机)”命令。但
是，“Online (联机)”命令仅适用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中的动态磁盘。

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更新磁盘信息
当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重新扫描磁盘时，它会扫描所有磁
盘以查明是否发生了磁盘配置更改。它还会更新有关 CD-ROM 驱动器和其他可移
动介质、基本卷、文件系统以及驱动器盘符的信息。
重新扫描磁盘可能会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具体取决于已安装的硬件设备的数量。
请注意以下几点：
■

从计算机删除磁盘或向计算机添加磁盘时，应重新扫描磁盘。

■

在“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Rescan (重新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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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击了 VEA 窗口左下角的“Tasks (任务)”选项卡，则窗口的下部窗格中
将显示有关重新扫描进度的信息。
提供了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21 页的“有关“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的其他重要信息”。
注意：“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仅在 StorageAgent 节点及其子节点上有效。

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
此命令用于为热重定位功能创建设置（包括使磁盘成为热备用磁盘）。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设置磁盘使用率。

注意：属于 SAN 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设置磁盘使用率。
此命令在有关热重定位的一节中有详细说明。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热重定位”。

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
“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命令可将正常运行的磁盘上的所有内容移至另一个动
态磁盘上的空闲空间中。 即使原始磁盘上的卷出现故障，此卷也会成功移动。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Evacuate Disk (迁移磁
盘)”命令。
迁移磁盘

1

选择要迁移的磁盘。
右键单击该磁盘。

2

选择“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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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随后将出现“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对话框。 选择“Auto Assign
destination disk (自动分配目标磁盘)”或“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 (手动分配目标磁盘)”。 如果选择“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
(手动分配目标磁盘)”，则可以通过选择一个显示的磁盘来分配目标磁盘。
此外，还可以选中“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目标
磁盘禁用磁道对齐。

4

单击“OK (确定)”即可迁移磁盘。

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
当磁盘发生故障或开始运行失常时，通常需要进行替换。 可以将发生故障的动态磁
盘替换为空基本磁盘。 将在新磁盘上重新创建卷配置。 在磁盘替换之后，将自动
重新同步被替换的磁盘上的活动冗余卷（镜像和 RAID-5）。
但是，因为没有可供复制的有效数据，所以在磁盘替换之后，被替换的磁盘上发生
故障的卷将仍有故障。
仅可对发生故障的磁盘执行磁盘替换过程。 VEA 控制台通过将该磁盘重命名为
“Missing Disk (丢失磁盘)”来标识它。 如果磁盘替换成功，则替换磁盘将具有发
生故障的磁盘的属性，包括磁盘名称。
注意：此选项仅在丢失磁盘上可用。
如果在替换了原始磁盘之后将其返回到系统中，则在 VEA 控制台中该磁盘将显示
为外来磁盘，并将创建一个称为“Unknown Dg (位置磁盘组)”的磁盘组。 可以使
用“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将该磁盘返回到它之前所在的同一
个动态磁盘组中。
请参见第 522 页的““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place Disk (替换磁
盘)”命令。
替换磁盘

1

右键单击“Missing Disk (丢失的磁盘)”。

2

选择“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
此时出现一个对话框，其中包含一个空基本磁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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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要用于替换“Missing Disk (丢失的磁盘)”的磁盘。

4

单击“OK (确定)”执行磁盘替换。

更改磁盘的内部名称
您可以用 VEA GUI 更改磁盘的内部名称，使其更便于识别。
磁盘的内部名称也可以用 vxedit CLI 命令进行更改。
请参见第 648 页的“vxedit”。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更改磁盘的内部名称。
更改磁盘的内部名称

1

在树视图中展开“Disks (磁盘)”节点。

2

右键单击所需的磁盘节点。

3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Change Disk Internal Name (更改磁盘的内部名称)”。
此时会出现一个用于重命名磁盘的对话框。

4

输入该磁盘的新内部名称。

5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操作。

重命名磁盘阵列
您可以用 VEA GUI 重命名磁盘阵列，使其更便于识别。
磁盘阵列也可以用 vxedit CLI 命令进行重命名。
请参见第 648 页的“vxedit”。
SFW 在树视图中提供了一个磁盘阵列节点来表示服务器内部磁盘的磁盘阵列。不能
重命名该磁盘阵列。
重命名集群环境中的磁盘阵列时，将只对执行重命名操作的节点上的磁盘阵列进行
重命名。 为了在整个集群中保持相同的磁盘阵列名称，您需要重命名集群中所有其
他节点上的磁盘阵列。
重命名磁盘阵列

1

在树视图中展开“Enclosures (磁盘阵列)”节点。

2

右键单击所需的磁盘阵列节点。

3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name Enclosure (重命名磁盘阵列)”。
此时会出现一个用于重命名磁盘阵列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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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该磁盘阵列的新名称。

5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操作。

处理可移动介质
可移动介质包括 CD-ROM 磁盘和其他可移动磁盘（如 Zip 磁盘）。 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对于可移动磁盘只能执行有限的操作。
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在可移动介质设备上只能创建一个主分区。 在可移动介质设备上不能创建扩展
分区、逻辑驱动器和动态卷。 主分区必须用尽可移动磁盘上所有的未分配空间。

■

不能将可移动介质设备升级为动态卷。

■

可以将可移动介质设备格式化为 FAT、FAT32 或 NTFS。

■

不能将可移动介质设备上的主分区标记为活动分区。

■

不能删除可移动介质设备上的主分区。

■

使用“Eject (弹出)”命令可以通过软件（而不是手动逐出机制）来弹出可移动
介质磁盘。

使用支持精简置备的磁盘
精简置备是一种按需分配磁盘存储的技术。 支持精简置备的磁盘是指能够在向磁盘
写入数据的时候分配存储的磁盘。此外，有些磁盘还能够回收磁盘上未使用的存
储。
支持精简置备的磁盘具有以下特征：
■

在向磁盘写入数据时分配磁盘存储。

■

可以回收未使用的存储，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磁盘上未使用的空间。
注意：并非所有磁盘供应商都支持存储回收。 既支持精简置备又支持存储回收
的磁盘在 VEA GUI 中用带星号 (*) 的绿色扇区表示。仅支持精简置备的磁盘在
VEA GUI 中用红色扇区表示。
Fusion-IO SSD 支持 TRIM。支持 TRIM 的设备上启用了精简置备和回收。

可对磁盘组、磁盘或卷执行从精简置备的磁盘中回收存储空间的操作。 该表简要说
明了支持回收未使用存储空间的 SFW 向导和 CLI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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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向导

CLI 命令

操作说明

磁盘组回收向
导

vxdg reclaim 此向导和 CLI 命令可以从磁盘组中的卷和磁盘中回收未使
用的存储空间。 每个命令可设置为从卷中回收存储空间、
从磁盘中回收空闲空间，或同时从磁盘组中的卷和磁盘中
进行回收。

磁盘回收向导

vxdisk
reclaim

此向导和 CLI 命令可以从磁盘中回收未使用的存储空间。

卷回收向导

vxvol
reclaim

此向导和 CLI 命令可以从卷中回收未使用的存储空间。

回收 I/O 操作的超时值默认设置为 30 秒。但是，存储回收操作有时需要大量时间
才能完成，这取决于配置。
为了避免因超时错误而造成的回收 I/O 故障，可以通过调整以下注册表可调参数更
改回收 I/O 超时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VxSvc\CurrentVersion\VolumeManager
\MaxReclaimIOTimeOut\VolumeManager\MaxReclaimIOTimeOut

以下 SFW 卷阻止精简置备回收操作：
■

RAID-5、DCO 或 Volume Replicator DCM 卷

■

非 NTFS 卷

■

是为 COW 快照配置的

■

它是快照卷

■

它具有快照

注意：在缩小卷操作期间，应禁用回收存储操作。在完成缩小卷操作后要启用回收
存储操作。

查看磁盘属性
右键单击某个磁盘，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根据磁盘是基
本磁盘还是动态磁盘，以及是定向磁盘还是阵列的一部分，磁盘属性的类别可能会
有所不同。
下面的屏幕中显示了动态磁盘的“Properties (属性)”窗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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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磁盘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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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该示例屏幕中的类别。
表 4-2

磁盘属性的类别

类别

说明

Internal Name (内
部名称)

硬盘的名称显示在窗口的顶部。

Type (类型)

字段有“Basic (基本)”和“Dynamic (动态)”。

Style (方式)

指分区方式。 共有两个类别：“Master Boot Record (MBR) (主引导记
录 (MBR))”和“GUID Partition Table (GPT) (GUID 分区表 (GPT))”。

Status (状态)

字段有“Imported (已导入)”和“Deported (已逐出)”。

Capacity (容量)

大小，单位为“Sectors (扇区)”、KB、MB、GB 和 TB。

Unallocated space 可用于创建分区或卷的空闲空间量。
(未分配的空间)
Thin Type (精简类
型)

指示精简置备磁盘的类型：“Thin (精简)”或“Thin Reclaim (精简回
收)”。

注意：仅限精简置备磁盘。
Provisioned size
(置备大小)

当前分配给支持精简置备的磁盘的存储量。

注意：仅限精简回收置备磁盘。 并非所有支持精简置备的磁盘都提供
置备大小值。

Allocation unit size 为了满足当前的存储要求而添加到精简置备磁盘中的最小存储量。
(分配单元大小)
注意：仅限精简回收置备磁盘。
Device type (设备
类型)

“Device type (设备类型)”类别包括 SCSI、“Fibre (光纤)”和一些不
太常用的类型。 如果涉及到控制器卡，请提供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信息。

Hardware vendor
(硬件供应商)

磁盘本身的供应商信息。

Adapter name (适
配器名称)

提供有关主机总线适配器的信息。

Spare (备件)

指示磁盘是否为首选的热重定位目标。

Reserved (保留)

指示磁盘是否为保留磁盘，即，该磁盘是否已从自动选择操作中排除。

Hot use (热使用)

指示磁盘能否用于从热重定位过程中接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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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说明

Write cache
指示是否已启用写入缓存。
enabled (启用写入
缓存)
SCSI-3 Reserved
(SCSI-3 保留)

指示是否已针对磁盘启用 SCSI-3 保留。

Track alignment
指示是否已针对磁盘启用磁道对齐。
enabled (启用磁道
对齐)
Track size (磁道大 指示磁盘中磁道的大小。
小)
Comment (注释)

用户定义的注释。

SiteName (站点名
称)

如果磁盘具有主机的站点标记，则会显示添加该磁盘的站点的名称。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磁盘注释。
您还可以通过 GUI 中的磁盘视图或 GUI 的右窗格视图来查看磁盘特征。
请参见第 82 页的“磁盘视图”。

Veritas 磁盘 ID (VDID)
Veritas 磁盘 ID (VDID) 是包含可识别磁盘所在阵列的信息的字符串。VDID 字符串
在 GUI 中显示为磁盘显示信息的一部分。 vxdisk diskinfo 和 vxdisk list CLI
命令的结果中也会显示 VDID 字符串。
VDID 字符串的格式因阵列制造商和阵列型号而异。 如要了解有关如何解释特定阵
列的 VDID 字符串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
请参见第 707 页的“属于多种阵列的磁盘的 VDID 字符串格式”。

通用 VDID
Symantec 6.1 版引入了为 VDID 库不支持的阵列引入了通用 VDID。对于此类阵列，
通用 VDID 字符串可以使用唯一磁盘 ID 帮助识别和分类属于各种阵列的磁盘。在
VEA GUI 中，这些阵列的所有磁盘会收集在名为 Disks@<HostName> 的公共磁盘
阵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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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 VDID 字符串，可以使用 VEA GUI（显示为磁盘信息的一部分）以及 vxdisk
diskinfo 和 vxdisk list CLI 命令查看有关通用 VDID 字符串的信息。属于各个
阵列的磁盘的通用 VDID 字符串格式如下：
<VendorID>_<Product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分区/卷的常规任务
本节介绍分区和卷的以下常规任务：
■

删除卷

■

删除分区或逻辑驱动器

■

粉碎卷

■

刷新有关驱动器盘符、文件系统、分区或卷的信息

■

重命名镜像 (plex)

■

更改卷的内部名称

■

在空文件夹上装入卷（驱动器路径）

■

查看所有驱动器路径

■

使用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命令格式化分区或卷

■

取消格式化

■

在分区或卷上更改文件系统选项

■

将卷设置为只读

■

检查分区或卷的属性

■

扩展动态卷

■

扩展分区

另请参见下列相关主题：
请参见第 51 页的“创建动态卷”。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创建主分区和扩展分区 ”。
请参见第 144 页的“新建逻辑驱动器”。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子磁盘移动、拆分和结合”。
请参见第 63 页的“设置动态引导和系统卷（可选）”。
如需对卷进行故障排除，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516 页的“使基本卷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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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17 页的“使动态卷恢复正常状态”。

删除卷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删除卷。
警告：在删除卷之后，卷中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请确保卷中的信息已备份到其他
存储介质上而且经过检验，或者确保卷中的信息不再需要。
删除卷

1

选择所需的卷。
选择“Delete Volume (删除卷)”。

2

系统将提示确认删除。单击“Yes (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No (否)”取消
删除。单击“Yes (是)”会立即删除该卷。

删除分区或逻辑驱动器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删除分区或逻辑驱动器。
警告：在删除分区或逻辑驱动器之后，其中所有的数据都将丢失。请确保卷中的信
息已备份到其他存储介质上而且经过检验，或者确保卷中的信息不再需要。
删除主分区、扩展分区或逻辑驱动器

1

选择要删除的分区或逻辑驱动器，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用来删除分区或逻
辑驱动器的命令。

2

系统将提示确认删除。单击“Yes (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No (否)”取消
删除。单击“Yes (是)”会立即删除该分区或逻辑驱动器。
请注意，您不能删除包含系统文件的分区（引导卷）。

粉碎卷
粉碎卷就是用数字模式重写卷，从而销毁其中存储的数据。
SFW 提供下列用来重写卷的方法：
1 遍算法

用零模式重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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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遍算法

对卷总共重写 3 次。 第一次是用预先选择的数字模式重写卷，第二次
是用该模式的二进制补充模式重写卷， 最后一次是用随机选择的数字
模式重写卷。 这个 3 遍方法基于美国国防部标准 5220.22-M (3) 中的规
范。

7 遍算法

对卷总共重写 7 次。 每一遍都涉及到用随机选择的数字模式或者上一
个模式的二进制补充模式来重写卷。 这个 7 遍方法基于美国国防部标
准 5200.28-STD (7) 中的规范。

警告：在与日志关联的卷上执行有关日志的操作。在对卷进行粉碎之后，卷中的所
有数据都将丢失。 请确保卷中的信息已备份到其他存储介质上而且经过检验，或者
确保卷中的信息不再需要。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Shred Volume (粉碎卷)”
命令。
粉碎卷

1

在 VEA GUI 中右键单击指定的卷，然后选择“Shred Volume (粉碎卷)”。

2

选择要用来粉碎卷的方法，然后单击“OK (确定)”继续操作。

3

在“Confirmation (确认)”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确认粉碎操作。
在粉碎操作完成后，该卷将全部被重写而且将立即删除。

刷新有关驱动器盘符、文件系统、分区或卷的信息
要刷新信息，请执行下列步骤：
刷新有关驱动器盘符、文件系统、分区或卷的信息

1

要刷新系统信息，请从“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Refresh (刷新)”。
此命令会刷新当前计算机上有关驱动器盘符、文件系统、卷和可移动介质的信
息。此命令还会检查以前不可读的卷现在是否可读。 如果已更改的磁盘上没有
发生 I/O 操作，此命令可能无法获取自上次重新启动或重新扫描以来所进行的
磁盘更改。

2

单击下部窗格中的“Tasks (任务)”选项卡可看到一个进度条，其中显示刷新
过程的完成百分比。
注意：“Refresh (刷新)”命令仅适用于 StorageAgent 节点及其任何子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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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更改或删除驱动器盘符或路径
无法更改活动卷（计算机的引导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路径。 在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中，命令“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
和路径)”位于卷或分区的上下文菜单中。 现在，它是卷或分区上下文菜单上的“File
System (文件系统)”命令下的一个子命令。
请考虑以下事项：
■

如果尝试将驱动器盘符指定给正在使用中的卷，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是
否要强制重新指定驱动器盘符。 可以单击“Yes (是)”执行此操作。

■

如果要修改现有驱动器路径，将无法在此窗口中执行此操作。 必须删除该驱动
器路径后再重新创建它。 选择“Remove (删除)”选项。 然后，必须再次调用
该命令，使用“Add (添加)”按钮重新创建驱动器路径。

警告：更改分区或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路径可能会导致安装在该分区或卷上的程序不
再运行。
添加、更改或删除驱动器盘符或路径

1

右键单击指定的分区或卷，并在上下文菜单上，选择“File System (文件系
统)”>“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此时将显示“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屏幕。

2

选择“Add (添加)”、“Modify (修改)”或“Remove (删除)”，具体取决于
您要做什么。
根据以下情况选择：

3

■

如果分区或卷没有驱动器盘符或路径，请选择“Add (添加)”。

■

如果需要更改现有驱动器盘符或路径，请选择“Modify (修改)”。

■

如果需要删除驱动器盘符或驱动器路径，请选择“Remove (删除)”。

选择“Add (添加)”可将驱动器盘符或路径添加到分区或卷。
可以选择“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或“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
根据以下情况选择：
■

使用“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选项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
择驱动器盘符。 完成选择后，单击“OK (确定)”指定驱动器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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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选
项可以指定文件夹。 要指定文件夹，请单击“Browse (浏览)”按钮。
此时将显示“Browse for drive path (浏览驱动器路径)”窗口：
导航到现有文件夹，或通过使用“New folder (新建文件夹)”按钮创建新
文件夹。 单击“OK (确定)”装入卷。
会提供有关在空文件夹中装入卷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在空文件夹上装入卷（驱动器路径）”。

4

选择“Modify (修改)”可修改驱动器盘符。 使用“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
定驱动器盘符)”对话框可以指定驱动器盘符。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新的驱动器
盘符，然后单击“OK (确定)”指定驱动器盘符。

5

选择“Remove (删除)”可删除驱动器盘符。单击“OK (确定)”继续操作。
在出现的确认屏幕中单击“Yes (是)”完成操作。

重命名镜像 (plex)
您可以更改镜像的名称，使其更便于识别。
镜像 (plex) 的名称也可以用 vxedit CLI 命令进行更改。
请参见第 648 页的“vxedit”。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name Plex (重命名
Plex)”命令。
更改镜像的名称

1

在树视图中展开“Volumes (卷)”节点。

2

选择所需的、包含要重命名的镜像的卷。

3

单击 VEA GUI 右窗格中的“Mirrors (镜像)”选项卡。

4

选择所需的镜像，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name Plex (重命名 Plex)”。
此时会出现一个用于重命名镜像 (plex) 的对话框。

5

输入该镜像 (plex) 的新名称。

6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操作。

更改卷的内部名称
您可以更改卷的内部名称，使其更便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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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内部名称也可以用 vxedit CLI 命令进行更改。
请参见第 648 页的“vxedit”。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更改卷的内部名称。
更改卷的内部名称

1

在树视图中展开“Volumes (卷)”节点。

2

右键单击所需的卷节点。

3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Change Volume Internal Name (更改卷的内部名称)”。
此时会出现一个用于重命名卷的对话框。

4

输入该卷的新内部名称。

5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操作。

在空文件夹上装入卷（驱动器路径）
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可在本地 NTFS 卷的任何空文件
夹上装入卷。SFW 指派卷的驱动器路径而非驱动器盘符。因为它们消除了对硬盘卷
名称的 24 个驱动器盘符的限制。（驱动器盘符 A 和 B 保留用于软盘驱动器）。 卷
可以是分区、在磁盘管理器中创建的逻辑驱动器，也可以是动态卷。
例如，可以将 C:\Temp 文件夹装入为另一个驱动器，为临时文件提供额外的磁盘空
间。
唯一的限制是装入卷的文件夹必须为空且必须位于本地计算机的 NTFS 卷上。 无法
向可通过网络访问的驱动器装入卷。 但是，可以向单个卷指定多个驱动器路径。
通过使用驱动器图标而非正常文件夹图标来区分装入的驱动器文件夹和普通文件
夹。
当使用“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的“Assign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
盘符)”屏幕创建卷时，可以指定驱动器路径。 也可以在创建卷后使用“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命令。 已指定驱动器盘符的卷还
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驱动器路径。 改卷不必是不带标签的卷。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命令用于装入卷。
请参见第 126 页的“添加、更改或删除驱动器盘符或路径”。
请参见第 129 页的“查看所有驱动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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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卷
要通过驱动器路径卸载卷，请使用命令“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
器盘符和路径)”，选择驱动器路径，然后单击“Remove (删除)”。
注意：要修改驱动器路径，请删除该路径，然后使用新位置创建新的驱动器路径。
不能直接修改驱动器路径。

查看所有驱动器路径
通过此命令可以查看在所选服务器上有驱动器路径的所有卷。
查看所有装入的卷

1

右键单击计算机图标并选择“View All Drive Paths (查看所有驱动器路径)”。
此外，如果已选择了计算机图标，可以从“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View
All Drive Paths (查看所有驱动器路径)”。
此时将显示“View All Drive Paths (查看所有驱动器路径)”窗口。

2

如果要卸载此窗口中列出的任何卷，请选择驱动器路径并单击“Remove Drive
Path (删除驱动器路径)”。
也可以使用“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命令
删除驱动器路径。

3

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在空文件夹上装入卷（驱动器路径）”。

使用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命令格式化分区或卷
如果要在创建卷之后对其进行格式化，需要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命令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选择子命令“Replace File System (替换文件系统)”。
警告：格式化分区或卷后，其中的所有数据将丢失。
格式化分区或卷

1

右键单击要格式化的卷或分区，从上下文菜单中单击“File system (文件系
统)”，然后单击子命令“Replace File System (替换文件系统)”。

2

选择 NTFS、FAT 或 FAT32 作为要使用的文件系统。

3

选择分配大小或使用默认值（自动选择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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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卷输入标签。
此标签将显示在 VEA 控制台上。如果已经选择了某个名称，该名称将显示在
此文本框中，但可以在此处进行更改。

5

如果需要，可以选择以下格式化选项：
■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格式化卷或分区，不扫描卷或分
区中的错误扇区。

■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 仅当选择
NTFS 格式时才可以使用。

单击“OK (确定)”。
此时出现确认屏幕，警告格式化将删除数据。

6

单击确认屏幕中的“OK (确定)”开始格式化。
可以选择控制台中的“Tasks (任务)”选项卡，在底部窗格中查看格式化过程
完成的百分比。

取消格式化
“Cancel Format (取消格式化)”子命令是“File System (文件系统)”菜单中的第
三个选项。仅在格式化文件系统时显示此命令，用户可以使用该命令取消格式化操
作。

在分区或卷上更改文件系统选项
创建分区或卷时，“Create Partition (创建分区)”或“New Volume (新建卷)”向导
附带文件系统选项屏幕。在创建分区或卷后，可以使用“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命令访问相同的文件系统选项屏幕，然后对选项进行所需的更改。
更改文件系统选项

1

右键单击分区或卷，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命令“File System (文件系
统)”>“Replace File System (替换文件系统)”。

2

出现“File System (文件系统)”屏幕后，更改所需属性。
您可能希望格式化分区或卷。
请参见第 129 页的“使用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命令格式化分区或卷”。

将卷设置为只读
执行下列步骤可将卷设置为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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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将某个卷从读/写更改为只读可能会影响访问该卷的应用程序。
将卷设置为只读

1

右键单击要设置为只读的卷。

2

从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
此时将出现“Properties (属性)”窗口。

3

选中“Read only (只读)”复选框。

4

单击“OK (确定)”。

检查分区或卷的属性
要检查分区或卷的属性，可右键单击分区或卷，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此时会出现“Properties (属性)”窗口。卷属性的类别会因卷的类型而
异。
下面的屏幕显示的是镜像连续卷的“Properties (属性)”窗口。
图 4-2

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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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示例屏幕中所显示的镜像连续卷的类别：
表 4-3

卷属性的类别

类别

说明

Name (名称)

卷名称显示在窗口顶部。

Layout (布局)

指示卷布局类型。 布局类别有连续、条带、RAID-5、镜像、镜像条带。

Status (状态)

卷的状态。

Copies (副本数)

卷具有的镜像数。

Columns (列)

列数。 对于条带卷为 2 或更多。

Log (日志)

是 DRL 日志、RAID-5 日志还是快速重新同步。

Group name (组名 与该卷相关联的基本或动态磁盘组。
称)
Device path (设备
路径)

设备的路径。

Size (大小)

卷的大小，单位为“Sectors (扇区)”、KB、MB、GB 和 TB。

Comment (注释)

用户定义的注释。

File system type
(文件系统类型)

字段有 FAT、FAT 32 和 NTFS。

File system label
(文件系统标签)

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标签。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的大小。
capacity (文件系统
容量)
File system free
文件系统中可用的空闲空间量。
space (文件系统空
闲空间)
Aligned (对齐)

卷上的磁道是否对齐。

Sitetype (站点类型) 表示卷的类型为“Siteless (无站点)”、“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制)”
或“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
Attributes (属性)

通过该复选框可以将卷启用为只读。

132

使用磁盘、分区和卷
分区/卷的常规任务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卷注释。

扩展动态卷
使用“Expand Volume (扩展卷)”命令可增加动态卷的大小。 可以让程序自动指定
目标磁盘，或者也可以手动指定这些磁盘。
仅可以在以下情况下扩展卷：
■

卷使用 NTFS 进行格式化，或卷是原始动态卷
并且

■

在可以扩展卷的动态磁盘组内的动态磁盘上有未分配空间。

如果符合以下任一情况，则不能扩展卷：
■

卷使用 FAT 或 FAT32 进行格式化。

■

卷设置为只读。

■

在动态磁盘组内的动态磁盘上没有足够的未分配空间用于扩展卷。

最多可以将卷扩展到 256 个磁盘上。 在删除整个卷之前，无法删除扩展卷的任何部
分。
系统卷或引导卷是按磁盘的柱面大小的增量进行扩展的，并且仅扩展到位于卷末尾
的连续空间中。
如果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未能扩展，则会提供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32 页的“无法扩展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
自动增长卷操作不受站点边界的限制。 如果跨越站点边界，基于站点的卷将变为
“Siteless (无站点)”。 这是为了避免禁用热重定位、自动增长或由用户设置为默
认选项的任何其他自动操作。
对于基于站点的卷，手动增长操作将始终受站点边界的限制。
请参见第 439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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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动态卷

1

右键单击要扩展的动态卷，然后从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size Volume
(调整卷大小)”>“Expand volume (扩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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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Expand Volume (扩展卷)”面板上填写以下内容：
Current Volume Size (当前卷大小)

指定卷的当前大小。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卷大小（以“Sectors (扇
区)”、KB、MB、GB 或 TB 为单位）。

Add by (添加大小)

使用此选项，可通过在框中输入数字值为
当前卷添加特定的值。
选择下拉列表以指定卷大小（以“Sectors
(扇区)”、KB、MB、GB 或 TB 为单位）。

New volume size (新卷大小)

指定增大卷后的总卷大小。

Max size (最大大小)

单击“Max Size (最大大小)”以输入最大
卷大小。
选择下拉列表以指定卷大小（以“Sectors
(扇区)”、KB、MB、GB 或 TB 为单位）。

Auto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自动分配目 选择此选项可自动分配一个或多个磁盘。
标磁盘)
Mirror across (跨磁盘镜像)

选中此复选框可通过端口、目标、磁盘阵
列或通道实现跨磁盘镜像。

Thin Provisioned Disks Only (仅限精简置
备磁盘)

选中此复选框列可在“Available disks (可
用磁盘)”框下仅列出精简置备的磁盘。
如果未选中，则列出所有磁盘。

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手动分 选择此选项可手动分配一个或多个磁盘。
配目标磁盘)
使用“Select (选择)”或“Select All (全
选)”按钮可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卷禁用磁道对齐。

单击“OK (确定)”。

扩展具有快照的卷
如果要扩展具有快照或已分离镜像的卷，还需要考虑增加 DCO 卷的大小，以跟踪
对该卷进行的更改。增加 DCO 卷的大小可以提高镜像重新同步过程的效率。
在扩展卷之前，应当针对该卷执行快照合并和快照中止操作。快照中止操作应当用
“Convert into normal mirror (转换为标准镜像)”选项来完成。这会删除现有的 DCO
卷，而且快照卷会变为带有 DCO 卷的镜像卷。右键单击该卷，然后选择“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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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删除日志)”以删除 DCO 卷。在扩展该卷并使用“Select existing mirror for
snap (为快照选择现有镜像)”选项为快照准备卷之后，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 DCO
卷，其大小等于扩展卷的最佳大小。
提供了有关快照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快照命令”。
提供了有关 DCO 卷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3 页的“磁盘更改对象 (DCO) 卷”。

扩展分区
使用 SFW，增加了扩展分区（也称为基本卷）的功能。扩展分区命令是联机执行
的，在概念上与扩展动态卷的命令相似。
扩展分区（基本卷）

1

右键单击要扩展的基本卷，然后在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Expand Partition
(扩展分区)”。

2

在需要的文本框中输入一个数字。
选项如下所示：
■

使用“Add by (添加大小)”选项可以通过在输入框中输入一个数字，向分
区增加指定量。

■

使用“New Partition size (新分区大小)”选项可以在输入框中指定所需的
总分区大小。

单击“Max Size (最大大小)”按钮可在“New Partition size (新分区大小)”
输入框中输入最大分区大小。
通过输入框旁边的下拉列表，可以指定以“Sectors (扇区)”、KB、MB、GB
或 TB 为单位的大小。

3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命令。

依据 NTFS 的限制保护 SFW 中的扩展卷操作
为了防止用户在扩展卷时超出 NTFS 集群大小的限制，实施了以下安全措施：
■

SFW 在扩展卷时会检查卷的 NTFS 集群大小。

■

如果用户在扩展卷时超过了其限制，则此操作将会失败。

■

限制取决于在创建指定卷期间其集群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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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W 收到“expand volume (扩展卷)”请求时，它会根据该卷支持的“MAX
SIZE (最大大小)”验证请求的新大小。
如果大小超过限制，则“expand operation (扩展操作)”将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
消息：
由于集群数高于预期值，因此扩展操作无法完成。
NTFS 在体系结构上支持：2^32 个集群减去一个集群。
通用公式为：
((2^32)-1) *（用户在格式化之前选择的以字节为单位的单个集群的大小）
= 该实例未重新格式化时在增长/扩展期间可能出现的最大 FS 大小。
那么我们拥有的集群数为 ((2^32) -1 = (4,294,967,296) -1 = 4,294,967,295。
因此，对于大小为 512 字节的集群，可装入文件系统的最大大小为：
(2^32)-1) 个集群 X 每个集群所表示的 512 字节 = 2199023255040 字节。
因此，对于大小为 512 字节的集群卷，（2199023255040 字节）2 TB 是受支持的
文件系统大小。
下表可用于检查集群大小的限制：
表 4-4

集群大小的限制

集群大小

最大 NTFS 卷大小

512

2,199,023,255,040 (2TB)

1,024

4,398,046,510,080 (4TB)

2,048

8,796,093,020,160 (8TB)

4,096

17,592,186,040,320 (16TB)

8,192

35,184,372,080,640 (32TB)

16,384

70,368,744,161,280 (64TB)

32,768

140,737,488,322,560 (128TB)

65,536

281,474,976,645,120 (256TB)

压缩动态卷
使用联机卷缩小功能可以减小或缩小动态卷的大小。“Shrink Volume (缩小卷)”命
令有助于回收未使用的空间以更好地利用资源。该命令支持所有卷类型（包括简单
卷、跨接卷、条带卷、镜像卷和 RAID-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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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针对精简置备磁盘执行回收存储操作的过程中，缩小卷操作处于禁用状
态。在完成回收存储操作之后，缩小卷操作将被启用。

关于“Shrink Volume (缩小卷)”命令
“Shrink Volume (缩小卷)”命令可用于减小动态卷。此命令计算可以从卷中释放以
使卷缩小的空间量。在执行缩小卷操作之后，卷的大小大致等于当前卷大小减去最
大可回收的字节数。 新的卷大小显示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中。
在执行缩小卷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对卷上的数据重定位，使卷可以变为指定大小
（小于初始大小）。

在缩小动态卷之前
在缩小动态卷之前，请考虑以下几点。
■

在执行卷缩小操作之前，必须安装 Microsoft 提供的 KB 2615327 修补程序。

■

如果卷名和磁盘组名的组合长度超过 9 个字符，则必须在缩小卷之前安装
Microsoft 提供的 KB 2619083 修补程序。

■

仅当动态卷位于原始分区（即不包含文件系统）或使用 NTFS 文件系统时，才
能缩小该卷。

■

卷必须处于联机状态。

■

如果卷或退化卷包含任何快照或分离的镜像，则系统将拒绝执行卷缩小操作。
要缩小已经为其创建快照的卷，必须首先对该卷进行快照合并，然后再压缩该
卷。在对卷进行缩小之后，可以再次为该卷创建快照。

■

不能缩小小于 1 MB 的卷，而且卷的缩小量不能小于 1 MB。

■

不能在任何无法移动的文件（如页面文件或卷影副本存储区域）所在点以外缩
小卷。在缩小卷时，不会自动重定位无法移动的文件。
如果需要进一步缩小卷，请将页面文件移到其他磁盘并删除存储的卷影副本，
缩小卷，然后再将页面文件移回磁盘。

■

如果错误集群动态重映射检测到多个错误的集群，则不能缩小卷。如果出现此
情况，应将数据移走并更换磁盘。

■

缩小卷操作不支持只读卷。

■

只能将大小超过 10 GB 的卷最多缩小大约 3 GB。换言之，新的卷大小必须至少
为 3 GB 左右。

■

在镜像重新同步、子磁盘移动或精简回收期间不允许执行缩小卷操作。

■

成功缩小文件系统后缩小卷操作失败，即文件系统已呈缩小状态，但卷仍保持
最初大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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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解决方法，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版本说明》中的已知的问题 2385051。
■

卷缩小操作所用的时间取决于卷的大小以及重定位文件所需的时间。

■

在卷缩小操作期间，无论是用户还是因故障转移而执行的逐出磁盘组操作，都
将取消卷缩小操作。

缩小动态卷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缩小动态卷。
缩小动态卷

1

右键单击要缩小的动态卷，单击“Resize Volume (调整卷大小)”，然后选择
“Shrink (缩小)”。

2

随即便会显示“Shrink Volume (缩小卷)”对话框。

3

在“Shrink Volume (缩小卷)”对话框中，在“Shrink by (缩小量)”框或“New
volume size (新卷大小)”框中输入卷大小，或单击“Max Shrink (最大缩小
量)”按钮。
这些选项的功能如下：
■

“Shrink by (缩小量)”框允许您指定要将卷减小的量。

■

“New volume size (新卷大小)”框允许您指定卷的新大小。

■

“Max Shrink (最大缩小量)”按钮允许您将卷最大程度地缩小。
注意：对于 RAID-5 卷使用“Max Shrink (最大缩小量)”按钮可能不会产
生最佳结果，这与支持该卷的磁盘配置有关。

通过输入框旁边的下拉列表，可以指定以“Sectors (扇区)”、KB、MB、GB
或 TB 为单位的量。
在“Shrink by (缩小量)”框中输入值或单击“Max Shrink (最大缩小量)”按
钮之后，将计算根据“Shrink Volume (缩小卷)”命令得出的卷大小并将其显示
在“New volume size (新卷大小)”框中。

4

单击“OK (确定)”开始执行卷缩小操作。

取消缩小卷操作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取消缩小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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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缩小卷操作

1

右键单击要取消其缩小卷操作的动态卷，突出显示“Resize Volume (调整卷
大小)”，然后在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Cancel Shrink (取消缩小)”。

2

单击“OK (确定)”确认取消并完成该命令。

对基本磁盘和卷执行的任务
本节介绍受 SFW 控制的基本磁盘和卷的处理过程，包含以下内容：
■

基本磁盘有何作用？

■

转换磁盘的分区方式

■

创建主分区和扩展分区

■

新建逻辑驱动器

■

将分区标记为活动

■

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

■

对基本磁盘和基本卷进行故障排除

其他章节中提供了有关扩展分区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36 页的“扩展分区”。

基本磁盘有何作用？
第一次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时，会将系统上的所有物
理磁盘定义为基本磁盘，然后可以将它们升级为动态磁盘。
通常，基本磁盘是使用主引导记录 (MBR) 或 GUID 分区表 (GPT) 分区方案来管理，
并且可以在其上定义分区，但这并非必需。 在 MS-DOS、Windows 95/98 以及更
高版本的 Windows 中支持 MBR 形式。 MBR 磁盘最多可以包含四个主分区或三个
主分区加一个扩展分区。 扩展分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逻辑驱动器。GPT 形式
最多允许 128 个主分区。
使用 MBR 形式，还可以创建新的驻留于扩展分区中的逻辑驱动器。逻辑驱动器是
简单卷，仅限于扩展分区上的空间。 它们不能跨多个驱动器。
基本磁盘还可以包含最初在 Windows NT Disk Administrator 中创建的 RAID 卷，
包括简单卷和跨接卷（卷集）、镜像卷（镜像集）、条带卷（条带集）和 RAID-5
卷（带奇偶校验的条带集）。 这些卷在 Windows NT 文档中也称为“FT 卷”。
SFW 5.0 和 5.1 版不支持 FT 卷。只有早期版本的 SFW 提供对 FT 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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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W 5.0 之前的 SFW 版本可维护和修复这些卷，但不允许创建新卷。尽管无法在
基本磁盘上创建新的 NT Disk Administrator 类型的卷，但是可以将此类型的现有卷
升级为动态卷。 然后，这些卷将具有其他 SFW 动态卷的所有功能。

转换磁盘的分区方式
如果磁盘中没有任何数据，则可以转换磁盘的分区方式。
转换磁盘的分区方式

1

右键单击所需的基本磁盘以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Convert to MBR Disk
(转换为 MBR 磁盘)”（对于 GPT 磁盘）或“Convert to GPT Disk (转换为
GPT 磁盘)”（对于 MBR 磁盘）。
此时会出现用于进行转换的弹出式窗口。

2

阅读该弹出式窗口中的信息，然后单击“Yes (是)”确认转换。

创建主分区和扩展分区
分区是物理磁盘的一部分，其作用就像是一个物理上的单独磁盘。 只能在基本磁盘
上创建分区。 分区不能跨越磁盘；它们必须是连续的区域。 MBR 磁盘最多可以包
含四个主分区或三个主分区加上一个扩展分区。 扩展分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逻
辑驱动器。 GPT 磁盘最多可以包含 128 个主分区。
使用“Create Partition (创建分区)”向导可在基本磁盘上创建主分区和扩展分区。
创建主分区和扩展分区

1

右键单击基本磁盘以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New Partition (新建分区)”。
此时出现“Create Partition Wizard (创建分区向导)”窗口。

2

阅读第一个屏幕上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此时出现“Select disk and region (选择磁盘和区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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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用于创建分区的磁盘和空闲空间。
对话框显示了可用磁盘和空闲空间的列表。 选中要使用的磁盘和空闲空间所对
应的复选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如果所选磁盘上没有空闲空间，则空闲空间选择和“Next (下一步)”按钮将显
示为灰色。单击“Cancel (取消)”退出该向导。
如果空闲空间选择显示为灰色，则无法继续操作。 如果磁盘已经拥有最大数量
的分区（四个主分区或三个主分区加上一个扩展分区），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
况。 如果可用空闲空间位于扩展分区中，也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是在扩
展分区上只能创建逻辑驱动器（不能创建分区）。
接下来将出现“Select Partition Type (选择分区类型)”窗口。

4

选择分区类型（主分区或扩展分区）并指定分区的大小。 使用磁盘空间的输入
框右侧的下拉列表可选择“Sectors (扇区)”、KB、MB、GB 或 TB。 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
接下来将出现“Assign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屏幕。

5

如果要格式化分区，请指派此卷的驱动器盘符或驱动器路径。 也可以在创建分
区之后指派驱动器盘符。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在向 NTFS 卷上的空文件夹中装入本地驱动器时，操作系统会指派卷的驱动器
路径而不是指派卷的驱动器盘符。
要在空 NTFS 文件夹中装入卷，请单击“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单选按钮并键入该空文件夹的路径，或单击
“Browse (浏览)”按钮找到该路径。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在空文件夹上装入卷（驱动器路径）”。
在创建扩展分区时，不需要其他信息，并且会显示最终屏幕。 单击“Finish
(完成)”完成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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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接下来显示的“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屏幕中，如果要使用
NTFS、FAT 或 FAT32 格式化分区，请选中“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
卷)”复选框。
提供的选项有：
FAT（文件分配
表）

MS-DOS、Windows 3.x 和 Windows 95/98 使用的文件系统。更
高版本的 Windows 也可以使用 FAT 文件系统。 操作系统维护一
个用来跟踪用于文件存储的磁盘空间各个区段的状态的表。

FAT32（文件分配
表）

FAT 文件系统的一种增强实现。 FAT32 使用更小的簇大小；因
此，可更加有效地使用磁盘空间，提高了磁盘性能，并支持更大
的驱动器。

NTFS（NT 文件系 为专门在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中使用而设计的一种高级文
统）
件系统。 如果要使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请使用此格式。 请注
意，MS-DOS、Windows 3.x 或 Windows 95/98 不能使用 NTFS。

7

如果要使用默认值以外的大小，请选择分配单元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对于
一般用途，强烈建议使用默认设置。

8

要为分区命名，请在“File system label (文件系统标签)”输入框中键入标签。
为分区提供一个有助于对其进行标识的标签。
如果需要，可以选择以下格式化选项：
Quick format (快速 使用此方法可在格式化过程中跳过对分区中坏扇区的扫描。
格式化)
Enable file and
使用此方法可压缩添加到卷中的文件夹和文件。 仅当使用 NTFS
folder compression 格式化分区时，此选项才可用。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
压缩)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最终屏幕将显示分区的属性。

9

在最后一个屏幕中单击“Finish (完成)”。
可以选择“Tasks (任务)”选项卡，在控制台的底部窗格中查看格式化过程完
成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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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逻辑驱动器
扩展分区最多可以划分为 32 个逻辑驱动器。创建逻辑驱动器时，可以使用扩展分
区中的全部或部分空闲空间。扩展分区或逻辑驱动器不能跨越多个磁盘。
注意：不能将逻辑驱动器标记为活动驱动器。活动卷或分区是计算机在其上启动的
卷或分区。
创建新的逻辑驱动器

1

在左侧窗格中的树视图中，右键单击所需的扩展分区；或者，在右侧窗格中单
击“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然后在该视图中右键单击所需的扩展分
区。

2

在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New Logical Drive (新建逻辑驱动器)”。
随后将出现“Create Partition (创建分区)”向导的初始屏幕。单击“Next (下
一步)”。

3

单击“Free Space (空闲空间)”复选框，以选择用于该逻辑驱动器的空闲空
间。单击“Next (下一步)”。

4

单击“Next (下一步)”，跳过向导的“Select disk and region (选择磁盘和区
域)”屏幕。
随后将出现“Select Partition Type (选择分区类型)”屏幕。软件会自动选中
“Logical drive (逻辑驱动器)”单选按钮，同时，屏幕上会显示可以在扩展分
区中创建的最大逻辑驱动器大小。

5

如果需要，请更改要使用的磁盘空间大小，或者接受屏幕上显示的大小。

6

键入您要创建的逻辑驱动器的大小，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随后将出现“Assign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屏幕。

7

选择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或者都不选（可以以后指定驱动器盘符）。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
随后会出现“Create File System (创建文件系统)”屏幕。

8

选择文件系统类型和选项，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9

复查所做的选择，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以完成创建过程。

将分区标记为活动
使用“Mark Partition Active (标记为活动分区)”命令可以将基本主分区指定为活动
分区。 活动分区是指在其上启动计算机的分区。 要完成启动，系统分区或卷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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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标记为活动的主分区，并且必须位于计算机启动系统时所访问的磁盘上。 一次只
能有一个活动系统分区，该分区的状态字段中显示为“Active (活动)”。
只能对基本主分区使用“Mark Partition Active (标记为活动分区)”命令，而不能对
动态卷使用该命令。
包含启动文件和操作系统文件的分区或卷的常用名称分别是“系统卷”和“引导
卷”。系统卷是指包含启动文件的分区或卷。 引导卷是指包含操作系统文件的分区
或卷。 引导卷可与系统卷相同（但不一定要相同）。 此外，引导卷不能是跨接卷、
条带卷或 RAID-5 卷的一部分。
将基本卷标记为活动卷

1

选择所需的主分区，该分区包含您要激活的操作系统的启动文件。

2

单击鼠标右键，显示该分区的上下文菜单，然后在该菜单上单击“Mark Partition
Active (标记为活动分区)”。
此时将出现一条消息，通知您重新启动计算机时将会启动该分区。

3

单击“Yes (是)”继续操作。

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
要将基本磁盘更改为动态磁盘，需要首先用“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
磁盘组)”或“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命令
创建一个动态磁盘组。在创建动态磁盘组时，可以为通过该命令为成为动态磁盘组
的组指定基本磁盘。如果要在以后添加更多的磁盘，可以使用“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命令。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对基本磁盘和基本卷进行故障排除
本节中的主题有助于对基本磁盘和基本卷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514 页的“使基本磁盘恢复到联机状态”。
请参见第 516 页的“使基本卷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请参见第 527 页的“启动和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

自动发现 SSD 设备并手动分类为 SSD
SFW 能够识别在存储中使用的固态设备 (SSD)。这将有助于在优化 IO 性能的过程
中识别这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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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介质类型
SFW 识别的磁盘介质类型如下所示：
■

HDD：表示用于存储和检索主计算机数据的硬盘驱动器。默认情况下，所有磁
盘（作为 SSD 自动发现的磁盘除外）都将识别为 HDD 介质类型。

■

SSD：表示固态驱动器，也称为固态磁盘或闪存驱动器，是一种用于存储管理
或缓存设备的数据存储设备。

要管理包含 SSD 和 HDD 存储设备的环境，请使用 Volume Manager 对其进行识别
和分类。
使用此功能，可设置、更改和显示 SSD 磁盘的介质类型信息。在将磁盘分类为 SSD
之后，该磁盘可在所有空间分配操作、各个节点、重启和故障转移中使用，假设它
是 SFW 动态磁盘组的一部分。
请参见第 151 页的“Volume Manager 空间分配可识别 SSD”。
或者，您可以使用 SmartIO 功能在存储环境中将 SSD 用作缓存设备。
请参见第 374 页的“关于 SmartIO”。

支持的固态设备
当前支持下列固态设备 (SSD)：
■

Fusion-IO

■

Intel NVMe

■

Violin Memory

SSD 的图标
在 VEA GUI 识别 SSD 设备时，它会显示以下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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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自动发现 On-Host Fusion-IO 磁盘的磁盘阵列和 VDID
■

对于自动发现的 On-host Fusion-IO 磁盘：
磁盘的属性 ARRAY_MEDIA_TYPE 设置为 SSD
ARRAY_TRANSPORT 设置为 PCI
磁盘连结类型设置为“Internal (内部)”。

■

对于自动发现的 On-host Fusion-IO 磁盘，磁盘 VDID 如下所示：
语法：VendorId_ProductId_LunSerNo
VendorId：Fusion
ProductId：IODrive 160GB
LunSerNo：40279
磁盘 VDID：Fusion_IODrive 160GB_40279

■

对于自动发现的 On-host Fusion-IO 磁盘，磁盘阵列名称如下所示：
语法：VendorId_ProductId
Fusion-IO IOdrive Duo SSD 存储 PCI 卡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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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dorId：Fusion
ProductId：IODrive 160GB
磁盘阵列 VDID：Fusion_IODrive 160GB

用于自动发现的 On-Host Intel 磁盘的磁盘阵列和 VDID
■

对于自动发现的 On-Host Intel 磁盘：
磁盘的属性 ARRAY_MEDIA_TYPE 设置为 SSD
ARRAY_TRANSPORT 设置为 PCIe
磁盘连结类型设置为“Internal (内部)”。

■

对于自动发现的 On-host Intel 磁盘，磁盘 VDID 如下所示：
语法：VendorId_ProductId_CabSerNo_LunSerNo
VendorId：INTEL(R)
ProductId：SSD 910 200GB
CabSerNo：INTEL
LunSerNo：5000CCA013008CE7
磁盘 VDID：INTEL (R) _SSD 910 200GB_INTEL_5000CCA013008CE7

■

对于自动发现的 On-host Intel 磁盘，磁盘阵列名称如下所示：
语法：VendorId_ProductId_CabSerNo
VendorId：INTEL(R)
ProductId：SSD 910 200GB
CabSerNo：INTEL
磁盘阵列：INTEL (R) _SSD 910 200GB_INTEL

用于自动发现的 Violin 磁盘的磁盘阵列和 VDID
■

对于自动发现的 Violin 磁盘：
磁盘的 ARRAY_MEDIA_TYPE 属性设为 SSD
“Disk Connect Type (磁盘连结类型)”设为“Internal (内部)”

■

对于自动发现的 Violin 磁盘，磁盘 VDID 如下所示：
语法：VendorId_ProductId_CabSerNo_LunSerNo
VendorId：VIOLIN
ProductId：SAN ARRAY ALUA
CabSerNo：veritas-cert
LunSerNo：34DC241D7C1EDCB6
磁盘 VDID：VIOLIN_SAN ARRAY ALUA_veritas-cert_34DC241D7C1EDCB6

■

对于自动发现的 Violin 磁盘，磁盘阵列名称如下所示：
语法：VendorId_ProductId_CabSerNo
VendorId：VIOLIN ProductId：SAN ARRAY AL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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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SerNo：veritas-cert
磁盘阵列：VIOLIN_SAN ARRAY ALUA_veritas-cert

将磁盘分类为 SSD
SSD 可以是内部磁盘，也可是外部磁盘。可手动将任何磁盘分类为 SSD 或 HDD，
更改并显示介质类型信息。
使用以下 vxdisk setmedia 命令可设置磁盘的介质类型和连接类型：
Command: vxdisk setmedia type=<HDD|SSD> [-x] <diskname | p#c#t#l#>

下面是 setmedia type 命令的示例，显示如何设置磁盘的介质类型：
C:\> vxdisk setmedia type=ssd -x harddisk4
Successfully set media type of specified disks.

注意：如果没有将磁盘连接类型指定为外部，则默认情况下，特殊磁盘将会标记为
内部。
使用以下 vxdisk 命令可获取磁盘的介质类型和连接类型信息：
Command: vxdisk diskinfo -e <diskname | p#c#t#l#>

下面是 vxdisk diskinfo 命令的示例，显示新状态：
C:\>vxdisk diskinfo -e Harddisk6
Disk information
Device Name
: Harddisk6
...
Array Media Type

: SSD

...
Disk Connection Type: External
...

使用以下 vxvol volinfo 命令，可获得指定卷的 plex 介质类型信息：
Command: vxvol -v volinfo <driveletter>

下面是 vxvol 命令的示例，显示 plex 的介质类型：
C:\> vxvol -v volinfo h:
Volume information
Name
:
v3 (H:)
DeviceName :
\Device\HarddiskDmVolumes\SSDg\v3
DriveLetter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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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Group :
SSDg
...
Names of the plexes are...
Plex 0
: v3-01
...
Media Type : SSD

使用以下 vxprint 命令，可获得所有现有 plex 的 plex 介质类型信息：
Command: vxprint -l -p

下面是 vxprint 命令的示例，显示 plex 的介质类型：
C:\> vxprint -l -p
Diskgroup = BasicGroup
Diskgroup = SSDg
Plex
: v3-01
info
: len=102774784 KB
assoc
: vol=v3 sd=Disk1-02
flags
: ncolumn=1
StripeWidth=0
GUID
: 72bdc94b-ded8-4f2f-9f30-2cdd8cabc764
type
: layout=Simple
...
Media Type : SSD
...

plex 可具有以下四种介质类型：
■

SSD：plex 的所有子磁盘都位于 SSD 磁盘上。

■

HDD：plex 的所有子磁盘都位于 HDD 磁盘上。

■

混合：plex 的子磁盘位于 SSD 和 HDD 磁盘上。

■

未知：如果 plex 上的某些磁盘不可用。

对 SSD 设备分类的限制
对 SSD 设备分类的限制如下所示：
■

GUI 不支持将磁盘手动分类为 SSD。

■

只有在磁盘属于 SFW 动态磁盘组时，才允许进行分类操作。

■

只有在分类处于读写导入状态时，才允许对 SFW 动态磁盘进行分类。

请参见第 151 页的“Volume Manager 空间分配可识别 SSD”。
请参见第 151 页的“将 SSD plex 设置为首选 plex 以提高 I/O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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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Manager 空间分配可识别 SSD
Volume Manager 空间分配操作现在可识别介质类型，并且当前支持介质类型 SSD
和 HDD。
以下空间分配操作可识别 SSD：
■

对于卷：卷创建、添加镜像、卷增长、添加日志、快照准备和存储迁移。

■

对于磁盘：磁盘替换、磁盘迁移和子磁盘移动。

任何新的 plex 都不能跨越多个介质类型。完整的 plex 可以在 SSD 上，也可以在
HDD 上。
没有为站点分隔的卷考虑介质类型限制。
如果现有 plex 受介质的限制，则卷增长操作会遵守介质类型边界。否则，plex 可能
会扩展到 HDD 或 SSD。
对于子磁盘移动和相关操作，如磁盘迁移和不更改布局的卷迁移，只可将子磁盘移
动到与源磁盘相同的介质类型的目标磁盘。但是，如果在迁移期间选择更改卷的布
局，则在选择目标时将不考虑介质类型限制。
如果将 HDD 目标磁盘分配给 SSD 源磁盘，则阵列迁移操作会失败。在此类情况
下，可以使用 vxdisk setmedia 更改源磁盘的介质类型，并执行阵列迁移。
此外，在热重定位过程中，不考虑介质类型限制。
请参见第 151 页的“将 SSD plex 设置为首选 plex 以提高 I/O 性能”。
请参见第 145 页的“自动发现 SSD 设备并手动分类为 SSD”。

将 SSD plex 设置为首选 plex 以提高 I/O 性能
卷可能包括介质类型为 HDD 和 SSD 的 plex。
SSD plex 的读取性能比 HDD plex 更好。因此，根据以下条件，使用默认的读取策
略将 SSD plex 设置为首选 plex：
■

如果已设置首选 plex，则上述更改将不会发生。

■

如果卷的所有 plex 位于 SSD 磁盘，则不会将 SSD plex 设置为首选 plex。

■

可以使用以下注册表值控制 SSD plex 上的首选 plex 设置：
SetPreferredPlexonSSD

运行命令 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在以下项的注册表中查找 SetPreferredPlexonSS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VxSvc\CurrentVersion\VolumeManager.

通过将上述 DWORD 注册表值设置为“0”，可关闭自动选择 SSD plex 作为首
选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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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手动标记了非空磁盘，则将不会更新该磁盘上现有卷的首选 plex 设置。

请参见第 151 页的“Volume Manager 空间分配可识别 SSD”。
请参见第 145 页的“自动发现 SSD 设备并手动分类为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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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磁盘组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磁盘组概览

■

删除动态磁盘组

■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

转换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

将动态磁盘组导入群集磁盘组

■

重命名动态磁盘组

■

分离和挂接动态磁盘

■

导入和逐出动态磁盘组

■

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机制的分区共享存储

■

动态磁盘组属性

■

解决动态磁盘组问题

磁盘组概览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可将磁盘组织为磁盘组。磁盘组有助
于组织磁盘并简化包含大量磁盘的系统的存储管理。 通过磁盘组还可以在计算机之
间移动磁盘，使您可以在计算机之间轻松地传输存储资料。
本节包括以下内容：
■

基本磁盘组和动态磁盘组

■

在计算机之间移动动态磁盘组

■

集群磁盘和集群动态磁盘组

处理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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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另请参见下列相关主题：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请参见第 270 页的“关于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基本磁盘组和动态磁盘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会为所有的基本磁盘分配一个名为
“Basic disk group (基本磁盘组)”的组。但是，动态磁盘可以具有多个名为
“dynamic disk groups (动态磁盘组)”的磁盘组。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具有相同的
配置。 动态卷是在动态磁盘组中创建的，而且只能使用该组中的磁盘。
首次在服务器上运行 SFW 时，所有磁盘均位于“Basic disk group (基本磁盘组)”
中。要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必须用“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
磁盘组)”命令创建一个或多个动态磁盘组。

在计算机之间移动动态磁盘组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在计算机之间移动动态磁盘组：在一台计算机上逐出该动态磁盘
组，将包含该动态磁盘组的一个或多个磁盘移到另一台计算机上，在新计算机上重
新扫描，然后导入该动态磁盘组。 如果您有可热交换的磁盘，则不必重新启动计算
机，即可使用所导入的动态磁盘组中的卷。
在移动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之前，请确保这些磁盘处于联机状态而且卷的运行正
常。 应当移动属于动态磁盘组的所有磁盘，否则，在将这些磁盘移动到其他计算机
上之后，卷的状态将为 Degraded (退化)。

主动态磁盘组和辅助动态磁盘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对主动态磁盘组和辅助动态磁盘组进
行了区分。在用户界面中，每个动态磁盘组名称后的括号中显示了主标号或辅助标
号。
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以及所有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中，一个主机计算机上只能有一个主动态磁盘组。该计算机上创建或
导入的其他组都是辅助动态磁盘组。
注意：在 SFW 运行于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的情况下从 Microsoft 磁盘管理升
级的主动态磁盘组始终会变为辅助动态磁盘组。
如果您具有从 Microsoft 磁盘管理或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升级的主动态磁
盘组，且该磁盘组没有引导磁盘或系统磁盘，随后您又创建了具有计算机引导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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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系统磁盘的另一个动态磁盘组，您可能很想知道在更高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或 SFW 中发生什么变化。此第二个磁盘组创建后，会立即成为主动态磁盘组，而
那个从早期软件版本升级的磁盘组会变成辅助动态磁盘组。
包含计算机系统磁盘或引导磁盘的主动态磁盘组不能逐出，否则会使计算机无法启
动。
注意：不应重命名主动态磁盘组。
导入动态磁盘组的概念还用于与单个计算机连接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如果重新启动了计算机，SFW 会使在重新启动之前已经存在于该计
算机上的主动态磁盘组和任何辅助动态磁盘组可用，或者将其“自动导入”，前提
是这些组没有被逐出到其他计算机上。

集群磁盘和集群动态磁盘组
对于涉及到支持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磁
盘，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有一个特殊类别的磁盘组。
为了使 SFW 能够与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协作，请为属于集群的磁盘创
建一个集群动态磁盘组。要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请使用“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命令，并单击“Create Cluster Dynamic Disk Group (创
建集群动态磁盘组)”复选框。
有关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请参见第 478 页的“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
有关 VCS 集群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请参见第 492 页的“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和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此功能可用于对 SAN 或共享阵列上的共享存储进行分区，供单台计算机独占使用。
可以使用辅助动态磁盘组对存储进行分区。 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可通过 SCSI 保留
线程为辅助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提供硬件锁定。
请参见第 166 页的“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机制的分区共享存储”。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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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动态磁盘组
可通过两种方法来删除动态磁盘组。
下面描述了推荐使用的两步过程方法：
■

首先，必须使用“Delete Volume (删除卷)”命令移动或删除动态磁盘组中的所
有卷，然后使用“Remove Disk from Dynamic Disk Group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
除磁盘)”命令删除动态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在删除动态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
之后，该动态磁盘组将自动被删除。

■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Destroy Dynamic Disk Group (销毁动态磁盘组)”命令，此
命令会通过单步过程永久删除磁盘组及其所有的卷。
注意：在删除卷之后，卷中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 请确保卷中的信息已经转移
到别处，或者确保不再需要这些信息。

推荐的磁盘组删除方法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删除磁盘组。
使用推荐方法删除动态磁盘组

1

通过在树视图或者在右窗格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中右键单击每个卷来删
除卷。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Delete Volume (删除卷)”。

2

系统将提示确认删除。单击“Yes (是)”删除该卷。

3

重复步骤 1 和 2，直到动态磁盘组中的所有卷均被删除。

4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动态磁盘组。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move Disk from
Dynamic Disk Group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5

在出现的“Remove Disk (删除磁盘)”窗口中，使用“Add (添加)”或“Add
All (全部添加)”按钮将动态磁盘组中的所选磁盘或所有磁盘添加到窗口右窗格
中的“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列。

6

单击“OK (确定)”。该动态磁盘组将自动从树视图中删除。

删除磁盘组的替代方法
删除磁盘组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Destroy Dynamic Disk Group (销毁动态磁盘组)”
命令。由于此命令会永久删除磁盘组及其所有卷，因此在执行此命令时一定要格外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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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Destroy Dynamic Disk Group (销毁动态
磁盘组)”命令。

警告：此命令会永久删除磁盘组中的所有卷和磁盘。
使用替代方法删除动态磁盘组

1

右键单击表示受管服务器的存储对象（位于受管服务器所在树的顶部的计算机
图标）。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Destroy Dynamic Disk Group (销毁动态磁盘组)”。

3

在所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要删除的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4

单击“OK (确定)”。
此时会出现一个确认对话框，询问您是否确实要销毁该磁盘组。

5

单击“Yes (是)”删除动态磁盘组，或者单击“No (否)”取消该操作。
在销毁动态磁盘组之后，其中的磁盘将恢复为基本磁盘并变成基本磁盘组的一
部分。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如果您已从早期版本的 SFW 或相关程序（例如 Microsoft 磁盘管理）升级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并且现有的某些动态磁盘组是在原有
系统上创建的，那么，您很可能想要升级这些动态磁盘组，以便它们可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动态磁盘组功能兼容。
注意：当卷中包含脏区日志记录 (DRL) 日志的旧磁盘组升级时，DRL 日志将在升级
时删除。您需要在升级后手动添加 DRL 日志。
请注意，新的磁盘组版本引入了下列功能和操作，因此，如果不升级磁盘组版本，
将不支持这些功能和操作：
■

快照功能（准备、快照、快照合并、快照中止和快照清除操作）

■

脏区记录 (DRL) 功能（添加日志和删除日志操作）

■

适用于卷的快速重同步和快速文件重同步功能（添加日志和删除日志操作）

■

导入磁盘组（导入旧磁盘组作为共享磁盘组操作)

■

SSD 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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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磁盘组版本升级后，无法将其改回早期的磁盘组版本，并且无法将其导入到
其他运行 SFW 任何早期版本的服务器。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升级磁盘组版本。 但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和 2010 上，可以先将磁盘组转换为 SFW 动态磁盘组，然后再升级 SFW
动态磁盘组。
也可以使用 vxdg 命令将磁盘组升级到当前的 SFW 磁盘组版本。命令行具有升级在
Microsoft 磁盘管理中创建的磁盘组的附加功能。
注意：将磁盘组升级到最新版本并导入一个磁盘组作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后，您需要为磁盘组中的每个卷手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要执行此
操作，请参见第 416 页的“手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
要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请执行下列操作：

1

在树视图中，右键单击您要升级的磁盘组，然后从磁盘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Upgrade Dynamic Disk Group Version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随后将出现一个确认屏幕，其中显示了文本“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upgrade
the dynamic disk group? (确实要升级动态磁盘组吗?)”

2

单击“Yes (是)”即可升级动态磁盘组。

转换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可以使用“Convert to SFW Dynamic Disk Group
(转换为 SFW 动态磁盘组)”命令将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转换为 SFW 动态磁
盘组。
注意：当前不支持将使用 iSCSI 磁盘创建的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转换为 SFW
动态磁盘组。
将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转换为 SFW 动态磁盘组

1

在树视图中，右键单击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命令“Convert to SFW Dynamic Disk Group (转换为 SFW 动态磁盘组)”。

2

此时将出现“Convert to SFW Dynamic Disk Group (转换为 SFW 动态磁盘
组)”确认框。
查看该过程的步骤，单击“Yes (是)”开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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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新启动服务器。

4

当服务器完成重新启动时，请启动 SFW 并导入转换的磁盘组。
注意：您必须指定清除导入操作的主机 ID。

注意：磁盘组的默认名称可能不是用户友好的。 您可以在导入命令的对话框中
更改该磁盘组的名称。

5

如果需要，请升级导入的磁盘组。
导入的磁盘组是由 SFW 管理的 Microsoft 磁盘管理兼容磁盘组。如果需要高级
磁盘组功能，则用“Upgrade Dynamic Disk Group Version (升级动态磁盘
组版本)”命令升级磁盘组版本。

将动态磁盘组导入群集磁盘组
如果要将动态磁盘组作为群集磁盘组导入，可以使用“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命令的“Import as cluster disk group (作为群集磁盘组导入)”
选项完成。这种向群集磁盘组的转换要求将动态磁盘组连接到共享总线。
请参见第 164 页的“导入动态磁盘组”。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
盘组)”命令。
将动态磁盘组导入群集磁盘组

1

在树状视图中，右键单击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名称或树状视图中的动态磁盘组
名称，然后选择“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

2

选择“Import as cluster disk group (作为群集磁盘组导入)”选项以将动态磁盘
组作为群集磁盘组导入。

重命名动态磁盘组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重命名磁盘组。
注意：不应重命名包含引导卷或系统卷的主动态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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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Rename Dynamic Disk Group (重命名动
态磁盘组)”命令。
重命名动态磁盘组

1

在树视图中，右键单击所需的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name
Dynamic Disk Group (重命名动态磁盘组)”命令。

2

此时会出现一个“Rename Dynamic Disk Group (重命名动态磁盘组)”对话
框。在“New Name (新名称)”文本输入框中键入新名称，然后单击“OK (确
定)”。
注意：动态磁盘组名称中最多可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它不得包含空格、斜
杠 (/)、反斜杠 (\)、感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而且，名称的第一个
字符不能为句点。

分离和挂接动态磁盘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支持分离和挂接动态磁盘组的磁盘。
当出于维护或其他目的而分离动态磁盘、在这些动态磁盘恢复使用后挂接它们时，
可以使用此功能。已分离的磁盘将无法再访问，而且只有在重新挂接之后才能对其
操作。
本节介绍了使用 VEA GUI 分离和挂接磁盘。
还可以使用 vxdisk CLI 命令来分离和挂接磁盘。
请参见第 597 页的“vxdisk”。

分离动态磁盘
“Detach Disk (分离磁盘)”命令会停止磁盘访问并断开磁盘与 SFW 控制系统的连
接。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分离磁盘操作只能在处于已挂接状态的磁盘上执行。

■

无论磁盘上是否包含数据，都可以对其进行分离。

■

此操作可以用于动态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但是，动态磁盘组中必须至少有一
个磁盘保持挂接状态，以保持上次有效配置或日志副本。

■

不建议分离动态磁盘组中包含系统卷或引导卷的磁盘或者包含页面文件或仲裁
资源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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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冗余卷的所有 plex 都位于指定要针对其执行分离操作的磁盘上，则针对
该卷执行分离操作时会失败。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Detach Disk (分离磁盘)”
命令。
分离磁盘

1

停止所有正在使用动态磁盘组中卷的进程（包括对文件执行的所有 I/O 操作）。
如果未将使用这些卷的进程停止，写入内部缓冲区的数据可能不会写入磁盘，
从而导致数据丢失。还建议您在分离磁盘之前，备份卷上的所有数据。

2

请确保磁盘上卷的状态为“Healthy (运行良好)”而且磁盘处于联机状态。
如果状态不是“Healthy (运行良好)”，则应当在分离磁盘之前对卷进行修复。

3

选择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或者独立磁盘，然后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Detach
Disk (分离磁盘)”。
此时会出现一则警告消息，询问您是否确实要分离磁盘。

4

单击“Yes (是)”分离磁盘。
在将磁盘分离之后，它们的冗余卷将显示为退化。 对于非冗余卷，磁盘将显示
为失败。
如果分离的是已启用“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的磁盘，则它的子磁盘不会
进行热重定位。而且，子磁盘无法从其他磁盘重定位到已经分离的磁盘。

5

取出系统中的磁盘。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准备要删除的磁盘。 请参见硬件手册了解相应的信
息。

挂接动态磁盘
“Attach Disk (挂接磁盘)”命令会连接磁盘并实现对磁盘的访问。
请注意以下几点：
■

挂接磁盘操作只能在处于分离状态的磁盘上执行。

■

无论磁盘上是否包含数据，都可以对其进行挂接。

■

在挂接磁盘并将其联机时，该磁盘上的卷应当会重新激活，而且任何冗余卷都
应当会自动同步。

■

在针对磁盘发出“Attach Disk (挂接磁盘)”命令后，磁盘将重新置于联机状态，
这些卷将返回到在分离时所处的状态（假设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都存在）。

161

处理磁盘组
导入和逐出动态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Attach Disk (挂接磁盘)”
命令。
挂接磁盘

1

选择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或者独立磁盘，然后从出现的菜单中选择“Attach
Disk (挂接磁盘)”。

2

单击“Yes (是)”挂接磁盘。
“Attach Disk (挂接磁盘)”命令会自动重新同步指定磁盘上所包含冗余卷的
plex。但是，对于非冗余卷则必须手动重新激活。

导入和逐出动态磁盘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支持动态磁盘组的逐出和导入。使用
此功能可在计算机之间移动属于某个动态磁盘组的磁盘，并使其存储可供使用。 如
果有可热交换磁盘，则可能无需关闭后再重新启动系统就可在系统之间移动磁盘。
注意：必须对源计算机和目标计算机拥有管理员权限，才能在计算机之间移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存储。

逐出动态磁盘组
“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盘组)”命令会停止对磁盘的访问。 如
果是在计算机之间移动可热交换的磁盘，一定要使用“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盘组)”命令。 使用该命令可确保在将磁盘移动到另一台计算机之前，
已在“干净”状态保留了数据。 “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盘组)”
命令还清除磁盘组所在计算机的主机 ID，以便该磁盘组可以导出到另一台计算机
上。
警告：尽管可以逐出处于“退化”状态的卷所在的动态磁盘组，但是不建议这样
做。 如果磁盘在系统之间的传输过程中或在导入过程中出现故障，则在“退化”状
态下运行的卷的数据可能会丢失。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
盘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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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不允许逐出作为 Microsoft 故障
转移集群磁盘组资源的集群磁盘组。
逐出动态磁盘组

1

停止所有正在使用动态磁盘组中卷的进程（包括对文件执行的所有 I/O 操作）。
如果未将使用这些卷的进程停止，写入内部缓冲区的数据可能不会写入磁盘，
从而导致数据丢失。还建议您在将磁盘移到另一台计算机之前，备份卷上的所
有数据。

2

请确保磁盘上卷的状态为“Healthy (运行良好)”而且磁盘处于联机状态。
如果状态不是“Healthy (运行良好)”，则应当在移动磁盘之前对卷进行修复。

3

选择动态磁盘组中的一个磁盘或者选择动态磁盘组的名称，然后从所出现的菜
单中选择“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盘组)”。
此时会出现一则警告消息，询问您是否确信要逐出该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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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要逐出该动态磁盘组，请单击“Yes (是)”；如果决定不逐出该动态磁盘
组，请单击“No (否)”。
在逐出动态磁盘组的过程中，会将其中所包含的磁盘置于“Offline (脱机)”状
态，并将所有的卷置于“Stopped (已停止)”状态。这仅适用于逐出动态磁盘
组时。 在执行“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命令后，磁
盘将重新置于联机状态，这些卷将返回到在逐出时所处的状态（假设磁盘组中
的所有磁盘都存在）。

5

取出当前系统中的磁盘。
如果这些磁盘是可热交换的，则可以在不关闭系统的情况下，在系统之间移动
磁盘。 如果这些驱动器不是可热交换的，则需要先关闭计算机并将其断电，然
后再取出或安装这些驱动器。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准备要删除的磁盘。 请参见硬件手册了解相应的信
息。
请确保同时移动属于动态磁盘组的所有磁盘。
通常，需要将动态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移动到另一台计算机。 唯一的例外情况
是：要将磁盘临时移动到另一台计算机，以便复制驻留在部分磁盘上的一个或
多个卷。 在这种情况下，在将磁盘导入另一台计算机时，由于缺少磁盘而不完
整的卷将显示为“Missing (丢失)”状态。 如果重新激活这些磁盘和卷，则将
显示这些卷的实际状态，如“Failed (故障)”或“Degraded (退化)”。在将磁
盘移回到原始计算机、重新扫描并重新导入动态磁盘组之后，该动态磁盘组中
的所有卷都应当恢复到“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 您可能需要使用“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部磁盘)”命令。
请参见第 522 页的““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导入动态磁盘组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导入磁盘组。
注意：通常，如果没有将动态磁盘组从磁盘组先前所在的计算机中逐出，则无法在
该计算机上导入此动态磁盘组。 但是，“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
盘组)”命令有清除先前计算机的主机 ID 的选项，所以可以执行导入操作。 使用此
选项时应小心。

注意：将集群磁盘组作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导入时，您必须选中“Clear Host
ID (清除主机 ID)”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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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将磁盘组升级到最新版本并导入一个磁盘组作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后，您需要为磁盘组中的每个卷手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要执行此
操作，请参见第 416 页的“手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
盘组)”命令。
逐出动态磁盘组并断开这些磁盘与原始计算机的连接之后，即可执行以下操作导入
动态磁盘组
导入动态磁盘组：

1

在目标计算机中重新安装硬件。

2

如果磁盘是可热交换的，请打开目标计算机上的 VEA 控制台，并发出“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 如果必须在关闭系统后才能安装磁盘，则将会在重新启动
期间自动完成重新扫描。
重新扫描完成或系统重新启动之后，应列出动态磁盘组和磁盘；但是，动态磁
盘组将处于“Deported (已逐出)”状态，且磁盘将处于“Offline (脱机)”状态
或“Foreign (外来)”状态。
有时，可能必须再次重新扫描以使磁盘显示为“Offline (脱机)”状态或“Foreign
(外来)”状态，特别是当在第二个计算机系统上安装磁盘后很快开始首次重新
扫描时。

3

右键单击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名称或树视图中的动态磁盘组名称，然后从显示
的菜单中选择“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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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要更改动态磁盘组的名称，请在弹出的屏幕中键入该磁盘组的新名称。
注意：动态磁盘组名称中最多可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它不得包含空格、斜
杠 (/)、反斜杠 (\)、感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而且，名称的第一个
字符不能为句点。
如果正在导入的磁盘组的名称超过了 18 个字符（这在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中是允许的），系统可能会要求您缩短磁盘组名称。 如
果该磁盘组的卷也使用了过长的名称，那么，系统可能会要求您将名称缩短为
不超过 18 个字符。
不要重命名包含系统卷或引导卷的动态磁盘组，否则会发生错误。
请参见第 537 页的“引导设备无法访问错误，bugcheck 7B”。
在此屏幕上，可能还要选中“Clear host ID (清除主机 ID)”以清除拥有动态磁
盘组的先前计算机的主机 ID。
此屏幕还可将动态磁盘组作为集群磁盘组导入。 选择“Import as cluster disk
group (作为集群磁盘组导入)”可将动态磁盘组作为集群磁盘组导入。 将动态
磁盘组导入到集群磁盘组中要求将该动态磁盘组连接到共享总线。
如果正在导入集群磁盘组，则已选中“Import as cluster disk group (作为集
群磁盘组导入)”选项。 选择“Import as dynamic disk group (作为动态磁盘
组导入)”可将集群磁盘组作为动态磁盘组导入。
另外，还可指定作为 SAN 磁盘组导入的动态磁盘组。 如果正在导入 SAN 磁盘
组，则已选择此选项。选择“Import as SAN disk group (作为 SAN 磁盘组
导入)”可将动态磁盘组作为 SAN 磁盘组导入。

5

如果还没有在磁盘组先前所在的计算机上执行“deport (逐出)”命令，则单击
该复选框可清除其他计算机的主机 ID。

6

单击“OK (确定)”可导入动态磁盘组。
如果动态磁盘组中的卷显示为“Failed (故障)”或“Degraded (退化)”，则需
要修复这些卷。
请参见第 518 页的“在计算机之间移动磁盘之后修复包含降级数据的卷”。

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机制的分区共享存储
通过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机制的分区共享存储，管理员可以在 SAN 或共享磁
盘阵列中为存储分区并分配独占所有权。 在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中，分区共享存储是在不使用集群应用程序的情况下通过集群磁盘组实现
的。 在更高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和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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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通过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功能，对具有常规动态磁盘组的共享存储进行分
区。
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使用硬件锁定技术，防止连接到共享存储池的其他主机访问共
享存储上的辅助动态磁盘组。 使用 SCSI 保留线程来维持受保护组中每个磁盘的当
前保留状态，即可实现硬件锁定。
在更高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和 SFW 中，分区共享存储适用于共享存储上的辅
助动态磁盘组。可以在创建辅助动态磁盘组时分配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也可以将
此机制添加到现有的辅助动态磁盘组。 只要导入磁盘组，就会实施保护机制；由于
辅助动态磁盘组是自动导入的，因此，当系统启动时，受保护的磁盘组会联机，同
时 SCSI 保留线程会自动启动。
如果正在将磁盘添加到具有 SCSI 保留的动态磁盘组，则这些磁盘会自动得到保留。
但是，如果正在创建新的磁盘组，则必须选择向该磁盘组添加专用组保护。
如果磁盘组不再需要保护，或者正被重新分配到另一个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主机，则可以去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如果逐出动态磁盘组并将它
移至另一主机，则保护将被去除，您需要重新添加回来。 此外，如果您卸载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然后又重新安装，则组保护也将被去
除，您需要重新应用保护。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本节包含下列主题：
■

新建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的动态磁盘组

■

为现有的动态磁盘组添加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新建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的动态磁盘组
以下步骤描述在 GUI 中如何对使用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的共享存储进行分区。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在 GUI 中对使用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的共享存储进行分区

1

确定一组要分配给特定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器的
共享基本磁盘。

2

使用 VEA 控制台连接到该计算机上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167

处理磁盘组
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机制的分区共享存储

3

选择要升级的基本磁盘之一，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4

此时会出现“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5

此时会出现用来输入磁盘组属性的屏幕。执行以下任务：
■

在“Group Name (组名称)”输入框中键入新组的名称。

■

单击“Add private group protection (添加专用组保护)”复选框。

■

使用“Add (添加)”按钮，将希望包括在新磁盘组中的每个基本磁盘从向导
的左窗格移动到右窗格中。

■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6

单击“Next (下一步)”确认要将这组磁盘包括在新的动态磁盘组中。

7

在下一个屏幕上选择“Finish (完成)”以创建新组。
新磁盘组的图标的右下部分将叠加一个锁形图标。 所显示的磁盘组“Properties
(属性)”表明该组的类型为“Dynamic(Secondary,Private) (动态(辅助，专
用))”。

使用 vxdg init 命令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行命令执行上述操作：
vxdg init -g<NewDynamicGroupName> -R <DiskName> ...

其中 <DiskName> 采用 harddisk0, harddisk1 等形式。
对于通过“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将磁盘添加到动态磁盘组)”向导或通
过“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操作添加到磁盘组中的磁盘，只
要添加操作完成，这些磁盘就会自动受到保护。对于使用“Remove Disk from
Dynamic Disk Group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或“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动态磁盘组)”操作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的磁盘，将不再受到保护。

为现有的动态磁盘组添加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为现有的磁盘组添加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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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有的辅助磁盘组添加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1

右键单击 VEA 控制台树视图中的动态磁盘组。

2

选择“Add Private Dynamic Disk Group Protection (添加专用动态磁盘组保
护)”。

3

随即便会出现弹出式确认窗口。单击“Yes (是)”。
此时，该磁盘组图标的右下部分将叠加一个锁形图标。所显示的磁盘组属性表
明该组的类型为“Dynamic(Secondary,Private) (动态(辅助，专用))”。

使用 vxdg protect 命令
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执行上述操作：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protect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从磁盘组中删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从磁盘组中删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1

在 VEA 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右键单击动态磁盘组。

2

选择“Remove Private Dynamic Disk Group Protection (删除专用动态磁盘
组保护)”。

3

随即便会出现弹出式确认窗口。单击“Yes (是)”。
先前叠加在磁盘组图标右下部分的锁形图标将被删除。所显示的磁盘组属性表
明该组的类型为“Dynamic(Secondary) (动态(辅助))”。

使用 vxdg release 命令
可以使用以下 CLI 命令执行上述操作：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lease

动态磁盘组属性
如果选择一个动态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则会显
示该动态磁盘组的“Properti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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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屏幕是“Dynamic Disk Group Properties (动态磁盘组属性)”屏幕的示例。
状态类别可以是“Imported (已导入)”或“Deported (已逐出)”。 “最新版本”是
指支持高级磁盘组功能的磁盘组版本。
下表介绍磁盘组属性的类别：
表 5-1

动态磁盘组属性的类别

类别

说明

Name (名称)

磁盘组名称显示在窗口顶部和标题栏中。

Status (状态)

字段有“Imported (已导入)”和“Deported (已逐出)”。

Type (类型)

字段有“Dynamic (Primary) (动态 (主要))”和“Dynamic (Secondary)
(动态 (辅助))”。

Disks (磁盘)

磁盘组中的磁盘数。

Volumes (卷)

磁盘组中的卷数。

Version (版本)

磁盘组版本。请参见此表下方的磁盘组版本说明。

Recovery needed
(需要恢复)

字段有 True 和 False。 指示磁盘组中是否有已退化的卷。

Shared (共享)

字段有“Yes (是)”和“No (否)”。指示磁盘组是否具有专用动态磁盘
组保护。
请参见第 166 页的“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机制的分区共享存储”。

Enabled (启用)

字段有“Yes (是)”和“No (否)”。指示磁盘组是否正常工作。

Size (大小)

磁盘组的大小。

Free space (空闲空 磁盘组中剩余的空闲空间。
间)
Comment (注释)

用户定义的注释。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磁盘组注释。
以下是磁盘组版本：
版本号

版本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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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icrosoft Windows Disk Management、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NT、Volume Manager 2.5 for Windows 2000 和 Volume Manager 2.7
for Windows 2000

30

Volume Manager 3.0 for Windows 2000 和 Volume Manager 3.1 for
Windows

40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0、4.1 和 4.2

43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3

50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5.0 和 5.1

60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6.0、6.0.1 和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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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6.1

解决动态磁盘组问题
下面是“故障排除”一章中的故障排除主题。
请参见第 518 页的“在计算机之间移动磁盘之后修复包含降级数据的卷”。
请参见第 529 页的“标记为外部磁盘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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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环境中进行快速故
障转移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什么是快速故障转移

■

针对快速故障转移进行的 SFW 更改

■

在 VCS 环境中对磁盘组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启用磁盘组快速故障转移

■

限制

什么是快速故障转移
快速故障转移是一项新功能，可缩短配置在集群环境中的存储堆栈的故障转移时
间。 快速故障转移包括对核心 SFW 组件的几种设计更改和增强。 这些更改显著缩
短了存储资源在服务组故障转移期间所花费的故障转移时间。
SFW 对存储堆栈进行故障转移的速度取决于下列要素：
■

故障检测
集群软件检测故障的速度

■

故障通知
SFW 能够获得故障通知的速度

■

存储管理和补救措施
SFW 管理配置更改的方式以及对存储采取的操作

通过快速故障转移，SFW 实现了故障通知、存储管理和补救措施要素。 SFW 优化
了一些算法并改进了用于管理磁盘组的内部逻辑以及集群节点间的存储配置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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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通过具有即时故障检测能力的智能监视框架 (IMF)
功能实现了故障检测要素。
快速故障转移与 IMF 功能集成在一起，可在 SFW HA 集群环境中显著提高性能。

针对快速故障转移进行的 SFW 更改
为支持快速故障转移，在 SFW 中引入了以下几项更改：
■

新的动态磁盘组状态“Deported Read-Only (以只读模式逐出)”
SFW 支持两种磁盘组状态：“Imported (已导入)”和“Deported (已逐出)”。
如果存储资源在节点（主动节点）上联机，将以“Read/Write (读取/写入)”模
式导入磁盘组。 在此状态下，磁盘组在主动节点上是可访问且可写入的。 如果
存储资源在节点（被动节点）上脱机，磁盘组将处于“Deported (已逐出)”状
态。 在此状态下，将无法从被动节点访问磁盘组。
有了快速故障转移，SFW 动态磁盘组实体新增了一种“Deported Read-Only
(以只读模式逐出)”状态。 被动节点上的磁盘组状态现在显示为“Deported
Read-Only (以只读模式逐出)”。
在此状态下，磁盘组在被动节点上以“Read-Only (只读)”模式导入。 所有卷都
处于脱机状态并且不允许在磁盘组上执行事务。
在故障转移期间，SFW 通常会在主动节点上执行完整的磁盘组逐出操作，然后
再在被动节点上执行“Read/Write (读取/写入)”导入操作。
有了快速故障转移，现在 SFW 只需对磁盘组执行模式更改即可，而不用执行逐
出和导入操作。被动节点上的磁盘状态将从“Read-Only (只读)”更改为
“Read/Write (读取/写入)”。
与完整的逐出和导入（从“Deport, None (逐出，无)”到“Import, Read/Write
(导入，读取/写入)”）相比，模式更改（从“Read-Only (只读)”到“Read/Write
(读取/写入)”）是要快得多的操作，从而使磁盘组故障转移也更快。
下表介绍了各种磁盘组状态。 第 4 列显示了在快速故障转移过程中引入的新状
态“Deported Read-Only (以只读模式逐出)”。
磁盘组属性

Imported
Deported
Read/Write (以读 None (未逐
取/写入模式导入) 出)

Deported Read-Only
(以只读模式逐出)

是否可以修改磁盘组配
置？

是

否

否

是否创建卷设备？

是

否

是

是否保留磁盘？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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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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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vxdg 命令的更改
SFW vxdg 命令已进行了修改，将显示快速故障转移引入的新磁盘组状态。 vxdg
list 和 vxdg dginfo 选项现在显示启用快速故障转移的磁盘组的新“Deported

Read-Only (以只读模式逐出)”状态。
例如，下面的 vxdg list 命令可显示新状态：
C:\>vxdg list
Disk groups are....
Name
Disk Group Type
DiskGroup ID
Status
Access

:
:
:
:
:

dg1
Dynamic (Cluster)
689ef763-9c1f-4e96-807e-1b97543b3dba
Deported
Read-Only

例如，下面的 vxdg dginfo 命令可显示新状态：
C:\>vxdg -gSQL_DG dginfo
Disk group information for the disk group SQL_DG
Name
:
SQL_DG
DiskGroup ID
:
b1f9e838-0689-4b91-b737-cd33f60cdcf4
Disk Group Type
:
Dynamic (Cluster)
Private Group Protection
:
No
Status
:
Deported
Access
:
Read-Only
Current Version
:
Yes
Version Number
:
60
Comment
:
Number of Volumes
:
5
Number of Disks
:
1
Names of the Volumes are....
\Device\HarddiskDmVolumes\SQL_DG\REGREP
\Device\HarddiskDmVolumes\SQL_DG\DB_LOG
\Device\HarddiskDmVolumes\SQL_DG\DB_VOL
\Device\HarddiskDmVolumes\SQL_DG\DATA_FILES
\Device\HarddiskDmVolumes\SQL_DG\SRL1
Names of the Disk are....
Harddisk2

vxdg 命令新增了一个 vxdg refreshff 选项，该选项在系统上刷新磁盘组状态
以便支持新的“Deported Read-Only (以只读模式逐出)”状态。 如果被动节点
上的磁盘组状态未显示“Read-Only (只读)”状态，则必须运行此命令，即使为
VMDg 资源启用了 FastFailover 也是如此。 如果将新节点添加到已启用
FastFailover 的服务组，通常会出现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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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CS 环境中对磁盘组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为支持快速故障转移功能，VC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代理新增了一个
属性 FastFailOver。此属性确定是否针对磁盘组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FastFailOver
属性可采用值 1 和 0。值 1 表示该代理为配置的磁盘组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默认值
0 表示对磁盘组禁用快速故障转移。
有关 VMDg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注意：磁盘组版本必须为 60 或更高，快速故障转移才能发挥作用。 要验证磁盘组
版本，请在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如果已在集群节点上升级 SFW HA，则需要升级磁盘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为 VMDg 资源启用 FastFailover 属性

1

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中，选择已配置 VMDg 资源的服务组。
从右窗格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

2

向下滚动以选择“FastFailOver”属性并单击以编辑该属性值。

3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选中“FastFailOver”复选框，然
后单击“OK (确定)”。

4

对服务组中的每个 VMDg 资源重复上述步骤。

有关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启用磁盘组快速故
障转移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启用 SFW 磁盘组快速故障转移操作包括以下任
务：
■

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配置 SFW 快速故障转移
支持
请参见第 176 页的“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配置快
速故障转移”。

■

启用 SFW VMDg 资源的 FastFailover 属性
请参见第 177 页的“为 SFW VMDg 资源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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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快速故障转移功能，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新增了一个属
性 FastFailOver。此属性确定是否针对磁盘组启用快速故障转移。FastFailOver
属性可以采用值 True 或 False。值 True 表示代理对配置的磁盘组启用了快速故障
转移。默认值 False 表示对磁盘组禁用快速故障转移。
注意：除配置 SFW 对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快速故障转移支持之外，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还会准备一个集群用于支持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因此，它还可用于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配置 CVW。

注意：磁盘组版本必须为 60 或更高，快速故障转移才能发挥作用。 要验证磁盘组
版本，请在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单击“Properties (属性)”。
如果已在集群节点上升级 SFW HA，则需要升级磁盘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配置快速故障转移

1

在“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键入 Run，
然后按 Enter 键打开“运行”对话框。
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 scc，然后单击“确定”以启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SCC)。

2

从 SCC 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视图中，单击“SFW Configuration Wizard
for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
向导)”启动此向导。

3

“SFW Configuration Wizard for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面板显示了集群和系统（节点）信息，并可
让您按照如下描述针对快速故障转移配置或取消配置系统。
字段

说明

Cluster Name (集群名
称)

为集群配置自动分配的名称。此名称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
群的名称相同。

System Name (系统名 此表列出了可加入集群的所有系统（节点）。选择您要为快速
称)
故障转移配置的必需集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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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Status
(配置状态)

显示以下配置状态：
■

Configured (已配置)：已在集群中配置节点。

■

Not Configured (未配置)：未在集群中配置节点。

■

Invalid Configuration (配置无效)：节点的配置存在问题。

■

Not Supported (不支持)：不支持的配置。SFW 已安装，
但未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件。

Configuration status
显示所选系统的配置状态信息。
details (配置状态详细信
息)

选择尚未配置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并单击“Configure (配置)”为所选系统配
置快速故障转移支持。
要取消配置快速故障转移支持，请选择一个或多个已配置的系统，并单击
“Unconfigure (取消配置)”为所选系统取消配置快速故障转移支持。

4

单击“Done (完成)”退出该向导。

为 SFW VMDg 资源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1

从“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单击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通过单击“Failover Cluster Manager (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启动故障转移
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

2

右键单击“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选择“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Create Empty Service or Application (创建空服务
或应用程序)”。此时会创建一个服务组，如 SG1。

3

右键单击新服务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Add a Resource (添加资
源)”>“More Resources (更多资源)”>“Add a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使用默认的名称创建新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

4

右键单击 VMDg 资源，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性)”。
在“Properties (属性)”窗口中完成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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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General (常规)”选项卡，将“New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的默认名称更改为所选的名称。例如：
VMDg1

■

现在，请选择“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然后执行以下步骤：
■

在 DiskGroupName 框中，输入本文档中以前创建的动态集群磁盘组名
称。例如：GuestDG1。

■

将 FastFailOver 属性值编辑为 TRUE。
显示的默认值是 FALSE。

注意：要启用实时迁移，必须将集群中所有 VMDg 资源的属性 FastFailOver
设置为 TRUE。

5

右键单击 VMDg 资源，然后从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的中央窗格中选择
“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该资源联机)”选项。

限制
在此版本中，快速故障转移存在下列限制：
■

在子磁盘移动操作正在执行时，故障转移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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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行 NIC 提取后，iSCSI 存储上的故障转移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如果存储和网络配置在同一 NIC 中，则在 NIC 提取事件期间，会发现磁盘组和
应用程序资源进入脱机状态所需的时间较长，从而导致服务器故障转移延迟。
建议： 将配置存储和网络分别配置在两个独立的网络适配器上。 应另外有一个
未配置在 VCS 下的 NIC 连接到存储网络。

■

在 VEA 控制台中显示磁盘删除事件后，部分存储断开连接情况下的磁盘大部分
丢失方案可能大约需要 30 秒的时间将磁盘组声明为故障磁盘组。

■

在主动节点重新启动或崩溃的情况下，故障检测需要 20 - 25 秒

不支持的配置和功能
目前不支持对以下项使用快速故障转移：
■

RAID-5 卷

■

SCSI-2
不影响磁盘组故障转移。但是，如果磁盘组是使用 SCSI-2 配置的，它们将无法
使用快速故障转移功能。

■

用于 DMPW 的主动/被动 (A/P) 阵列
仅支持 A/PF、A/A 和 ALUA 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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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 SAN 支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iSCSI SAN 支持概览

■

使用 SFW 配置 iSCSI SAN

■

使用 SFW 管理 iSCSI SAN

iSCSI SAN 支持概览
ISCSI SAN 是一种存储阵列网络，它使用在 TCP/IP 顶层构建的针对块级 I/O 的
iSCSI 协议。在 iSCSI SAN 中，基本的数据传输单元称为协议数据单元 (PDU)。
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 TCP/IP 连接通过会话传输 PDU。 每个 TCP/IP 连接称为一个
入口，并且是入口组的成员。
ISCSI SAN 中存储的数据就存储在 iSCSI 目标上。 ISCSI 目标可以是硬件阵列，也
可以是软件 iSCSI 目标节点，例如 Microsoft iSCSI Software Target。 ISCSI 启动
器是向 iSCSI 目标发出请求以及从 iSCSI 目标接收响应 (I/O) 的服务器。 当 iSCSI
启动器向 iSCSI 目标发送登录请求时，会启动 iSCSI 会话。 然后，iSCSI 目标会作
出响应，同时提供登录响应信息。 要完成登录，需要协商并议定一系列“键=值”
对。 可将登录配置为持久登录，以便在重新启动后，关联的存储可供 iSCSI 启动器
使用。
可以使用质询握手身份验证协议 (CHAP) 和 Internet 协议安全性 (IPSec) 来保证
iSCSI SAN 中命令和数据传输的安全。 CHAP 可与 IPSec 结合使用，确保 iSCSI
启动器和 iSCSI 目标之间的连接是经过授权的。

关于 iSNS 服务器
Internet 存储名称服务 (iSNS) 服务器从 iSNS 客户端处理 iSNS 注册和查询。 它维
护一个用来管理注册的数据库。

iSCSI SAN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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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NS 服务器在 iSCSI SAN 中的作用就是允许 iSCSI 启动器和 iSCSI 目标进行注册
并查询其他已注册的 iSCSI 启动器或 iSCSI 目标。
发现域 (DD) 是一种安全和管理机制，由 iSNS 服务器用来管理对 iSCSI SAN 中的
iSCSI 启动器或 iSCSI 目标（存储节点）的访问和连接。
发现域集 (DDS) 是一种用来将发现域映射集存储到 iSNS 数据库中的机制。 一个发
现域集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发现域，一个发现域可以属于一个或多个发现域集。 多
个发现域集可以同时处于活动状态。
为了进行查询和注册，发现域将被视为存储节点和门户对象的容器。 如果发现域至
少属于一个处于活动状态的发现域集，则该发现域处于活动状态。 不属于已启用的
发现域集的发现域将被视为处于禁用状态。 一个存储节点可以属于一个或多个发现
域。 已启用的发现域会在该发现域中的存储节点之间建立连接。
在存储节点级别，可以使用一个发现域使 iSCSI 目标对于不属于该发现域的 iSCSI
启动器不可访问。 在目标首次被 iSNS 服务器识别到时，iSCSI SAN 中的 Default
DD (默认 DD) 包含所有的存储节点（已经分配给发现域的存储节点除外）。
SFW 允许您向 Microsoft 的 iSNS 服务进行注册并管理发现域和发现域集。

使用 SFW 配置 iSCSI SAN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为管理 iSCSI SAN 提供了支持。
在 iSCSI 启动器节点上，使用 SFW 可以定义 iSCSI 目标门户、登录和注销 iSCSI
目标并查看目标门户组配置。使用 SFW，还可以连接到 Microsoft iSNS 服务器上
的 iSNS 对象并对其进行管理。如果服务器上的 iSCSI 启动器与 Microsoft iSCSI
Software Target 相连，则可以查看可供启动器访问的 LUN 集，并从启动器将
Microsoft iSCSI Software Target 上的 LUN 分配给为启动器定义的任何目标。

考虑先决条件
在使用 SFW 配置 iSCSI SAN 时，应当按照设备随附文档中的说明，考虑先决条件
以及每个先决条件的最低要求：
下面列出了先决条件及其要求：
■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

这些版本中包括 VDS 1.1。

■

Microsoft iSCSI 启动器 2.06 或更高版本。

■

VDS iSCSI 硬件提供程序 (Microsoft)
（可选；作为 Windows Storage Server 的一部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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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iSCSI SAN
设置 iSCSI SAN 需要配置目标门户、设置 iSCSI 目标和 iSCSI 启动器、配置存储、
分配访问权限和向 iSNS 服务器注册。
设置 iSCSI 目标和配置存储需要按照存储设备制造商的说明来完成。
设置 iSCSI 启动器需要在每台服务器上安装 iSCSI 启动器软件以允许它们连接到
iSCSI 目标。还可以选择在一台服务器上安装 iSNS 服务器软件，以便允许自动发
现网络上的 iSCSI 目标。
如果打算连接到的 iSCSI 目标未显示在 VEA GUI 中的“iSCSI Initiators (iSCSI 启
动器)”节点下面，则需要为该目标添加一个目标门户。这种情况发生在未使用 iSNS
或者 iSCSI 目标未向 iSNS 注册时。当有一个 iSCSI HBA 未配置为连接到特定目标
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分配访问权限
下面说明了如何分配访问权限。
分配访问权限

1

在 VEA GUI 树视图的左窗格中，单击 iSCSI 节点。
如果为 iSNS 报告服务器配置了 DHCP，则 iSNS 服务器会自动发现启动器和
目标。展开 iSCSI 节点将显示网络中所有的可用启动器和目标。如果尚未配置
DHCP，则需要向 iSNS 注册启动器以显示可用的启动器和目标。

2

登录所需的目标，使其可供启动器使用。

使目标可用
下面说明了如何使目标可用。
登录目标并使它们对于启动器可用

1

选择一个目标并从它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Login (登录)”。

2

查看任何所需的可选登录设置。可用的登录设置可实现持久还原登录或启用多
路径登录。

3

要设置任何安全设置（如 CHAP 或 IPsec），请选中“Advanced Settings (高
级设置)”以访问“security settings (安全设置)”对话框。
请确保安全设置与已经配置的存储设备设置兼容。

针对 iSCSI 使用 SFW vxdg latestart
SFW 使包含 iSCSI 存储的动态磁盘组在系统启动时可用。SFW 通过在创建动态磁
盘组时配置 Veritas DG Delayed Import Service (VxDgDI) 并执行 vxdg lat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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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来执行上述操作。动态磁盘组的这一自动配置只能在创建动态磁盘组的系统上
完成。 SFW 还自动检查动态磁盘组是否持久登录 iSCSI 磁盘所在的 iSCSI 目标。
如有必要，SFW 会将 iSCSI 磁盘所在的 iSCSI 目标配置为可进行持久登录。
如果将该动态磁盘组移动到另一个系统，则必须手动配置 VxDgDI 服务，执行 vxdg
latestart 命令，然后在新系统上设置 iSCSI 目标的持久登录（必要时），使 iSCSI
存储在新系统启动时可用。
这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完成：在 Windows 注册表中使 VxDgDI 服务依赖 iSCSI 服
务 (MSiSCSI) 并发出 vxdg latestart 命令。 您还必须将 VxDgDI 服务的启动类
型更改为自动。 这允许 SFW 在 iSCSI 存储变得可用时对其进行访问。您还必须将
iSCSI 磁盘所在的 iSCSI 目标手动配置为可进行持久登录。
请参见第 570 页的“vxdg”。
除了为所创建的动态磁盘组自动启用 latestart 功能外，SFW 还会自动根据以下操
作相应地维护或禁用该功能：
■

销毁磁盘组

■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

向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

拆分磁盘组

■

结合磁盘组

使用 SFW 管理 iSCSI SAN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允许使用 VEA GUI 访问和管理 iSCSI SAN 的组件。

用 VEA 控制台执行管理
在配置 iSCSI SAN 并安装 Microsoft iSCSI 启动器服务之后，SFW 会在 VEA 控制
台的树视图中显示一个 iSCSI Initiators (iSCSI 启动器) 节点、一个 iSNS 节点和一
个 iSCSI Arrays (iSCSI 阵列) 节点。
在管理 iSCSI SAN 之前，您应当事先熟悉由这些节点表示的每个软件所附带文档中
介绍的用法和设置。

关于 iSCSI 启动器节点
在树视图中双击“iSCSI Initiators (iSCSI 启动器)”节点会显示本地计算机上的启动
器。 选择一个节点将会显示相应启动器的启动器适配器、目标入口和目标。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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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通过在右窗格中单击相应的选项卡来显示。 在树视图中完全展开“iSCSI
Initiators (iSCSI 启动器)”节点，会在树视图中显示每个启动器的目标入口和目标。
在树视图中选择目标入口会在右窗格中显示有关该目标入口的信息。
在树视图中选择目标节点会在右窗格中显示有关该目标的目标入口组和该目标所进
行会话的信息。 单击入口组选项卡会显示有关该入口的详细信息。 单击会话选项
卡会显示有关目标和启动器之间连接的详细信息。 在树视图中完全展开目标节点会
显示该目标的目标入口、与该目标相关联的 LUN 以及该目标的目标会话。
每个启动器节点的上下文菜单中都提供了下列用于管理启动器的功能：
■

Configure iSNS Server (配置 iSNS 服务器)
■

Add (添加)

■

Remove (删除)

■

Add Target Portal (添加目标入口)

■

Set Initiator shared secret (设置启动器共享密钥)

■

Set All IPSec Tunnel Mode Addresses (设置所有的 IPSec 隧道模式地址)

■

Set IPSec Group Preshared Key (设置 IPSec 组预共享密钥)

■

Properties (属性)

每个目标入口的上下文菜单中都提供了下列用于管理目标入口的功能：
■

Remove Target Portal (删除目标入口)

■

Properties (属性)

每个目标节点的上下文菜单中都提供了下列用于管理目标的功能：
■

Login To Target (登录目标)

■

Logout From Target (从目标注销)

■

Remove Persistent Login (删除持久登录)

■

Properties (属性)

每个会话节点的上下文菜单中都提供了下列用于管理会话的功能：
■

Add Connection (添加连接)

■

Logout (注销)

■

Properties (属性)

下面列出了这些功能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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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SNS 服务器

要向 iSNS 服务器注册启动器，请右键单击启动器节点，然后选择
“Configure iSNS Server (配置 iSNS 服务器)”以打开“Configure iSNS
Server (配置 iSNS 服务器)”对话框。使用该对话框可以在 iSNS 服务
器中添加或删除启动器并输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

添加目标入口

要向启动器中添加目标入口，请右键单击启动器节点，选择“Target
Portal (目标入口)”，然后选择“Add (添加)”以启动“Add Target
Portal Wizard (添加目标入口向导)”。该向导还允许您输入用于与目标
进行通信的安全设置。

为启动器设置安全
性

您可以为启动器设置安全性。
可以按照下面的说明为启动器设置安全性：
■

Set Initiator Shared Secret (设置启动器共享密钥)

■

Set All IPSec Tunnel Mode Addresses (设置所有的 IPSec 隧道模
式地址)
Set IPSec Group Preshared Key (设置 IPSec 组预共享密钥)

■

要访问相应的对话框，请右键单击启动器节点，然后选择安全类型。
如需启用对目标的持久登录，请在“Set All IPSec Tunnel Mode
Addresses (设置所有的 IPSec 隧道模式地址)”对话框中选中“Persist
(持久)”。
删除目标入口

要从启动器中删除目标入口，请使用“Remove Target Portal (删除目
标入口)”对话框。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相应的目标入口节点，
然后选择“Remove Target Portal (删除目标入口)”。单击“Yes (是)”
完成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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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目标并设置安
全性

要登录目标，请右键单击目标节点，选择“Login To Target (登录目
标)”以启动“Login to Target Wizard (登录目标向导)”。该向导还允
许您输入用于与目标进行通信的登录设置和安全设置。
可用的登录设置可实现持久登录并启用多路径登录。
选中“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复选框可打开安全设置对话框。
提供了以下安全设置：
■

■

从目标注销

“General Settings (常规设置)”选项卡：
■

Initiator Adapter (启动器适配器)

■

Target Portal (目标入口)

■

CHAP Logon Settings (CHAP 登录设置)

■

Perform mutual authentication (执行相互身份验证)

■

CRC/Checksum Data digest and/or Header digest (CRC/校验和
数据摘要和/或标头摘要)

“IPsec Settings (IPsec 设置)”选项卡：
■

Pre-shared Key (预共享密钥)

■

IKE protocols (IKE 协议)

■

ESP protocols (ESP 协议)

■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完全正向保密)

要从目标注销，请使用“Logout From Target (从目标注销)”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目标节点，然后选择“Logout From Target
(从目标注销)”。

从目标中删除持久
登录

启用对于目标的持久登录会导致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自动登录目标。删
除或禁用持久登录意味着在重新启动之后需要手动登录目标。
要从目标中删除持久登录，请使用“Remove Persistent Login (删除持
久登录)”对话框。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目标节点，然后选择
“Remove Persistent Login (删除持久登录)”。

添加连接

要为会话添加连接，请右键单击会话节点，然后选择“Add Connection
(添加连接)”以启动“Add Connection (添加连接)”窗口。 使用该窗口
可以选择要与之建立连接的启动器和入口。

注意：并非所有的 iSCSI 启动器（如 Microsoft iSCSI 启动器）都允许
您添加连接。
从会话注销

要从会话注销，请使用“Logout (注销)”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
请右键单击会话节点，然后选择“Logout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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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个会话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支持到一个目标的多个会话。多个会话用于通过
Microsoft 多路径 I/O (Microsoft MPIO) 解决方案和 SFW 的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选件支持 iSCSI 存储的容错。安装 DMPW 设备特定模
块 (DMPW DSM)、安装 VITARGET 并配置与会话的连接后，您便可以为 iSCSI 存
储设置容错。
请参见第 382 页的“DMPW 概述”。

关于 iSCSI 阵列节点
如果 SFW 服务器上安装了存储阵列的 VDS iSCSI 硬件提供程序，则展开 iSCSI 阵
列节点时会显示 Microsoft iSCSI Software Target 子系统，该子系统中包含构成
iSCSI SAN 的 LUN 和物理磁盘。子系统中的 LUN 可以是下表中所示的类型之一。
表 7-1
图标

LUN 说明
名称

说明

LUN

包含在子系统中而且已分配给此
iSCSI 启动器的 LUN。

Foreign LUN (外部 LUN)

包含在子系统中而且已分配给另一
个 iSCSI 启动器的 LUN。

Idle LUN (空闲 LUN)

包含在子系统中但是未分配给任何
iSCSI 启动器的 LUN。

选择子系统会显示一些选项卡，通过这些选项卡可以在右窗格中查看目标、LUN 或
驱动器的列表。
可以按如下方式查看其他信息：
■

双击目标列表中的条目会显示一些选项卡，通过这些选项卡可查看目标的会话
组和入口组。

■

双击 LUN 列表中的条目会显示一些选项卡，通过这些选项卡可以查看与物理磁
盘的连接路径、物理磁盘的详细信息以及 LUN 所支持的目标。

■

双击驱动器列表中的某个条目会显示其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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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系统节点下选择 LUN 会显示一些选项卡，通过这些选项卡可以查看与物理磁
盘的连接路径、该 LUN 在目标服务器上所在物理磁盘的详细信息以及目标。
在树视图中展开分配给 iSCSI 启动器的 LUN 会显示该 LUN 的物理磁盘。 选择该物
理磁盘会在右窗格中显示其详细信息。
要支持 SFW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DSM) 环境，
需要安装 Microsoft iSCSI 启动器的 MPIO 选件以及 iSCSI 目标的相应 DSM。（SFW
提供了 VITARGET DSM 以支持 Microsoft iSCSI 目标。）
在 SFW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环境中，在子系统节点下
选择物理磁盘会显示一些选项卡，通过这些选项卡可以查看与物理磁盘相关联的
卷、磁盘区域、磁盘视图和警报。
每个 LUN 节点的上下文菜单中都提供了下列用于管理目标的功能：
■

Assign To Target (分配给目标)

■

Unassign Target (取消目标分配)

■

Properties (属性)

下面列出了这些功能的详细信息：
Assign To Target
(分配给目标)

要将 LUN 分配给目标，请右键单击相应的 LUN 节点（位于目标的树视
图下、阵列的树视图下或者 LUN 选项卡下（在选择阵列时）），请选
择 Assign To Target (分配给目标) 以启动 Assign LUN To Target Wizard
(向目标分配 LUN 向导)。 该向导允许您从可用目标的列表中进行选择。

Unassign Target
(取消目标分配)

要取消为目标分配的 LUN，请右键单击相应的 LUN 节点（位于目标的
树视图下、阵列的树视图下或者 LUN 选项卡下（在选择阵列时）），
请选择 Unassign Target (取消目标分配) 以启动 Unassign LUN From
Target Wizard (在目标上取消分配 LUN 向导)。 该向导允许您从已分配
目标的列表中进行选择。

关于 iSNS 服务器节点
在执行“Configure iSNS Server (配置 iSNS 服务器)”选项以便向要管理的 iSNS
服务器注册 Microsoft iSCSI 启动器之后，iSNS 服务器节点会出现在 VEA GUI 树
视图的左窗格中。
单击 iSNS 服务器节点后，会显示发现域 (DD)、发现域集 (DDS) 以及向 iSNS 服务
器注册的目标和启动器。
一般来说，通过发现域和发现域集可以组织和控制对每个启动器和目标的访问。 发
现域中包含一个由启动器和目标组成的集合。 发现域集是发现域的集合。
选择一个 iSNS 服务器节点会显示发现域和发现域集。 这些信息可通过在右窗格中
单击相应的选项卡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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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发现域节点会显示为该发现域分配的一组目标、启动器和入口组。 这些信
息可通过在右窗格中单击相应的选项卡来显示。
选择一个发现域集节点会显示该发现域集内的发现域。 这些发现域显示在右窗格
中。
每个 iSNS 服务器节点的上下文菜单中都提供了下列用于管理 iSNS 服务器的功能：
■

Login (登录)

■

Log out (注销)

■

Create Discovery Domain (创建发现域)

■

Create Discovery Domain Set (创建发现域集)

每个发现域节点的上下文菜单中都提供了下列用于管理发现域的功能：
■

Add node (添加节点)

■

Remove node (删除节点)

■

Delete (删除)

每个发现域集节点的上下文菜单中都提供了下列用于管理发现域集的功能：
■

Add Discovery Domain (添加发现域)

■

Remove Discovery Domain (删除发现域)

■

Delete (删除)

■

Disable (禁用)

■

Enable (启用)

下面列出了这些功能的详细信息：
登录 iSNS 服务器

要查看或管理 iSNS 服务器，必须首先登录 iSNS 服务器。 要登录 iSNS
服务器，请使用“Login to iSNS Server (登录 iSNS 服务器)”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 iSNS 服务器节点，然后选择“Login (登
录)”。

注销 iSNS 服务器

要从 iSNS 服务器注销，请使用“Log out from iSNS Server (从 iSNS
服务器注销)”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 iSNS 服务器节
点，然后选择“Log out (注销)”。

创建发现域

要创建发现域，请使用“Create Discovery Domain (创建发现域)”对
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 iSNS 服务器节点，然后选择
“Create Discovery Domain (创建发现域)”对话框。 从可用的 iSCSI
节点中选择要添加到发现域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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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发现域集

要创建发现域集，请使用“Create Discovery Domain (创建发现域)”
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 iSNS 服务器节点，然后选择
“Create Discovery Domain Set (创建发现域集)”对话框。 从可用的
发现域中选择要添加到发现域集的节点。

向发现域中添加节
点

向发现域中添加节点时，会向发现域中添加 iSCSI 启动器或 iSCSI 目
标。 要向发现域中添加节点，请使用“Add Node (添加节点)”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发现域节点，然后选择“Add Node (添加
节点)”。 从可用的节点中选择要添加到发现域的节点。

从发现域中删除节
点

从发现域中删除节点时，会从发现域中删除 iSCSI 启动器或 iSCSI 目
标。 要从发现域中删除节点，请使用“Remove Node (删除节点)”对
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发现域节点，然后选择“Remove
Node (删除节点)”。 从可用的节点中选择要从发现域中删除的节点。

删除发现域

要删除发现域，请使用“Delete (删除)”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
右键单击发现域集节点，然后选择“Delete (删除)”。

向发现域集添加发
现域

要向发现域集添加发现域，请使用“Add Discovery Domain (添加发现
域)”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发现域集节点，然后选择
“Add Discovery Domain (添加发现域)”。 从可用的发现域中选择要
添加到发现域集的节点。

从发现域集删除发
现域

要从发现域集删除发现域，请使用“Remove Discovery Domain (删除
域)”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发现域集节点，然后选择
“Remove Discovery Domain (删除发现域)”。 从可用的发现域中选
择要从发现域集删除的节点。

删除发现域集

要删除发现域集，请使用“Delete (删除)”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
请右键单击发现域集节点，然后选择“Delete (删除)”。

禁用发现域集

禁用某个发现域集会使该发现域集内的所有发现域不被 iSCSI SAN 中
的其他注册目标和启动器发现。 要禁用发现域集，请使用“Disable (禁
用)”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发现域集节点，然后选择
“Disable (禁用)”。

启用发现域集

启用某个发现域集会使该发现域集内的所有发现域可供 iSCSI SAN 中
的其他注册目标和启动器使用。 要启用发现域集，请使用“Enable (启
用)”对话框。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右键单击发现域集节点，然后选择
“Enable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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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概述

■

事件监视和通知

■

事件通知

■

磁盘监视

■

容量监视

■

配置自动卷增长

■

电子邮件通知的 SMTP 配置

概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提供不同的方法来监视对象。

事件监视和通知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报告可以在“Alert Log (警报日志)”中
查看的存储子系统事件。警报日志可以提供有关重要事件（如磁盘故障）的信息。
另外，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还通过 SMTP 电子邮件、寻呼
机以及可显示在 HP OpenView、IBM Tivoli 和 CA Unicenter 中的 SNMP 陷阱来提
供事件通知。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警报日志
严重程度级别
日志配置

监视对象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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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配置

警报日志
单击“Logs (日志)”透视图中的 Logs 文件夹可显示“Alert Log (警报日志)”，它
是一个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程序相关的警报列表。对于
每个警报列表，将会看到有关消息的日期和时间、消息文本及其类的信息。
最近警报列表还可能显示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底部的新
部分中。 在 VEA GUI 左下角处选中“Console (控制台)”选项卡时，会发生这种情
况。如果选中“Tasks (任务)”选项卡，则文本会显示在窗口底部，该窗口提供了
系统任务（如格式化、刷新和重新扫描）的进度。 这些项目还会显示在“Task Log
(任务日志)”选项卡下的“Logs (日志)”透视图中。
通过双击每个事件显示“Alert Log Details (警报日志详细信息)”对话框，可以查看
关于该事件的特定信息， 其中会显示警报描述、建议的操作和属性。 该对话框提
供了一种更方便的读取事件的方法。 可以使用显示在右上角的箭头在警报列表中滚
动。

严重程度级别
“Alert Log (警报日志)”中列出的警报具有严重程度级别
严重程度级别说明如下：
■

“Critical (严重)”- 指示涉及系统崩溃或无法恢复的数据丢失的严重警报。

■

“Error (错误)”- 指示功能失灵或数据丢失。

■

“Warning (警告)”- 指示可恢复的错误而且没有数据损坏。

■

“Information (信息)”- 指示信息性事件，例如，已向系统中添加新磁盘。

日志配置
可以通过“Log Settings (日志设置)”对话框配置“Alert Log (警报日志)”和“Task
Log (任务日志)”。要访问此对话框，请选择“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透视图，
选择您所连接到的主机，然后在右窗格中双击“Log Settings (日志设置)”图标。
在此对话框中，可以为每个日志输入最大日志大小。可以通过 VEA 控制台访问
“Event Log (事件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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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通知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通过 SMTP 电子邮件、寻呼机以及可
以在 HP OpenView、CA Unicenter 和 IBM Tivoli 中显示的 SNMP 陷阱提供事件通
知。您可以将通知服务配置为将消息发送到特定的个人或组，还可以设置筛选事件
消息的规则。 另外，还可以设置当指定的条件适用时运行脚本的规则。
本节提供 Rule Manager 实用程序的概述，该实用程序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提供事件通知服务。在标题为“Optional Rules for Handling
Events (处理事件的可选规则)”的联机帮助模块中，将提供此实用程序的完整详细
信息。 要访问联机帮助，请从 SFW 的“Help (帮助)”菜单中选择“Contents (目
录)”。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访问规则管理器实用程序
初步设置
创建规则的步骤
访问 SFW SNMP MIB 文件

访问规则管理器实用程序
用于配置服务的命令均是通过“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图标进行访问的。如
果在透视图栏中单击“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并展开树状视图，将显示
actionagent 节点。单击 actionagent 节点，“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图标将
显示在右窗格中。
双击“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图标将打开“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窗
口。与事件通知规则相关的所有功能都是从此窗口启动的。
通过规则管理器，可以创建、启用、禁用、修改和删除与事件通知相关的规则。窗
口顶部的“New Rule (新建规则)”按钮用于创建新规则。“Configure Mail (配置邮
件)”按钮用于配置设置，例如邮件服务器、默认发件人和 SMTP 端口的设置。

初步设置
在创建规则之前，必须配置要使用的 SMTP 邮件通知设置。
注意：请注意，这是一次性设置。在提供此信息之后，除非系统的邮件服务器发生
变化，否则不必再重复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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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MTP 邮件通知设置

1

从“VEA Control Panel (VEA 控制面板)”透视图的树视图中，选择 actionagent
节点。

2

双击右窗格中的“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

3

单击“Configure Mail (配置邮件)”。
此时会显示“Mail Settings (邮件设置)”窗口。

4

提供有关“Mail Server (邮件服务器)”、“Default Sender (默认发件人)”和
“SMTP Port (SMTP 端口)”的信息。 默认的“SMTP Port (SMTP 端口)”为
25。
选中“Enable (启用)”复选框，然后单击“OK (确定)”。

创建规则的步骤
在进行初步设置之后，可以创建通知规则。
创建规则

1

从“VEA Control Panel (VEA 控制面板)”透视图的树视图中，选择 actionagent
节点。

2

双击右窗格中的“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
此时会显示“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窗口。

3

单击“New Rule (新建规则)”以启动“New Rule Wizard (新建规则向导)”。
此时会出现“New Rule Wizard Welcome (欢迎使用新建规则向导)”。

4

查看该向导的步骤，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5

在“Rule Properties (规则属性)”窗口上，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规则的名称。

■

选择要创建的规则类型。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

基于“Alert (警报)”主题的规则。

■

基于警报严重程度的规则。

按如下所述，通过选择“Alert (警报)”主题或严重程度级别进一步定义规
则：
■

如果选择的是基于“Alert (警报)”主题的规则，请输入该主题，或者单
击“Select (选择)”从列表中选择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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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的是基于警报严重程度的规则，请选择一个严重程度级别。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6

在“Select host for Rule (为规则选择主机)”窗口上，选中“Trigger rule for
alerts originating from specific hosts (为源自特定主机的警报触发规则)”并
在窗口的下半部分中选中相应的主机。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7

在“Select Actions (选择操作)”窗口上，配置要在检测到事件时采取的下列一
个或多个操作：
■

向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输入要用来接收通知的的电子邮件地址。

■

向主机发送 SNMP 陷阱通知。
指定要用于发送通知的主机名和端口号。

■

在主机上执行该命令。
指定主机的名称、具有源文件（脚本）的源主机、源文件的路径以及源文
件的参数。源文件可以属于任何可执行文件类型（如 .cmd 或 .bat），同
时不得依赖任何库。请使用空格或者能够由源文件识别的分隔符来分隔参
数。在独立模式下，主机和源主机表示同一个主机。
会针对在主机上执行命令的每个规则创建和维护一个单独的日志文件。每
次执行该命令时，都会在相应的日志文件中创建条目。这些日志文件位于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Veritas\VRTSaa\Log 中。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8

在“Finish Rule Setup (完成规则设置)”窗口上，检查您的设置并选中“Enable
Rule (启用规则)”复选框。
单击“Finish (完成)”完成规则设置。

关于 SNMP 陷阱
如果您打算发送 SNMP 陷阱，则 MIB 文件应当已经加载和编译到要向其发送陷阱
的管理应用程序中。
为此，请执行以下操作：
■

根据管理平台提供的说明，将特定于产品的 MIB 加载到 SNMP 管理软件数据库
中。
请参见第 196 页的“访问 SFW SNMP MIB 文件”。

■

如果要使用的平台需要一个配置文件（如 trapd.conf），则也应当加载该文
件。 请查阅管理平台的用户指南来确定如何将陷阱映射到平台的警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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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品相关联的所有配置文件都存储在与 MIB 文件相同的位置。
注意：有关创建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联机帮助中的“Optional Rules for Handling
Events (事件的可选处理规则)”模块。要访问此模块，请从“Help (帮助)”菜单中
选择“Contents (目录)”。

访问 SFW SNMP MIB 文件
如果需要在管理平台（如 HP OpenView）上接收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NMP 陷阱，则需要编译 Veritas SNMP MIB 文件并将其加载到管理
平台中（按照针对您的特定平台的文档中所列出的过程操作）。
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时，会将 Veritas MIB 文件与
Veritas Object Bus 文件和 SFW 安装文件一起安装到本地硬盘驱动器上。（Veritas
Object Bus 与 VEA 控制台相关联，需要它才能运行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MIB 文件目录的默认路径如下所示：
■

对于 32 位服务器
C:\Program Files\Veritas\VRTSaa\snmpmibfiles

■

对于 64 位服务器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VRTSaa\snmpmibfiles

Veritas Object Bus 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MIB 文件是
VRTS-vm.mib，可以在 snmpmibfiles 目录中找到该文件。

磁盘监视
自行监视、分析和报告技术 (S.M.A.R.T.) 在许多新 SCSI 磁盘中都可用。S.M.A.R.T.
提供一种方法使磁盘可以自行检查可能有效预示磁盘故障的某些物理情况，还可以
在指示可能不久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发送警报。 这样，系统管理员便可以采取预防
性措施来保护磁盘上的数据。 为了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事件日志中接收警报，必须为全局配置以及要检查的每个磁盘启用 S.M.A.R.T. 监
视。默认设置为禁用 S.M.A.R.T. 监视。
如果 S.M.A.R.T. 预测将出现故障，则会向“Event Log (事件日志)”发送警报。 您
还可以通过 SMTP 电子邮件、寻呼以及 SNMP 陷阱来接收可在 HP OpenView、
IBM Tivoli 和 CA Unicenter 中显示的事件通知。
请参见第 193 页的“事件通知”。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S.M.A.R.T. 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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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S.M.A.R.T. 监视

1

右键单击要为其启用 S.M.A.R.T. 监视的磁盘。

2

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S.M.A.R.T. Monitoring (S.M.A.R.T. 监视)”。
如果上下文菜单中的“S.M.A.R.T. Monitoring (S.M.A.R.T. 监视)”命令显示
为灰色，则 S.M.A.R.T. 技术在该磁盘中不可用。
将出现如下所示的“S.M.A.R.T. monitoring (S.M.A.R.T. 监视)”对话框。

3

如果尚未选中“Enable S.M.A.R.T. monitoring (启用 S.M.A.R.T. 监视)”复选
框，请在全局配置中选中该复选框。
“Enable S.M.A.R.T. monitoring (启用 S.M.A.R.T. 监视)”复选框可充当整个
系统的打开/关闭开关，通过它可在需要时临时禁用 S.M.A.R.T. 监视。

4

选择 S.M.A.R.T. 监视发生的速率（以小时为单位）。
由于这是全局配置，因此系统中所有磁盘的监视速率都相同。 默认速率为 1 小
时。
S.M.A.R.T. 监视在检查设备时将使用系统资源。

5

选中窗口底部的“Enable S.M.A.R.T. check on this device (在此设备中启用
S.M.A.R.T. 检查)”复选框，以便在所选的特定磁盘上执行 S.M.A.R.T. 监视。

6

单击“OK (确定)”。

7

对于要监视的每个磁盘重复步骤 1、2、5 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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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监视
容量监视功能可监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动态卷和 Microsoft
磁盘管理动态卷的容量，以便在某个卷上的已用磁盘空间达到用户指定的阈值时发
送电子邮件警报消息。
也可以使用 SFW 的 Rule Manager 事件通知功能设置当达到并记录阈值时发送的
电子邮件消息。
请参见第 193 页的“访问规则管理器实用程序”。
容量监视是在单个卷级别上设置的，默认情况下会被关闭。 您需要为要监视的每个
卷启用容量监视。
所设定的容量监视设置仅影响现有卷。在进行任何容量监视设置之后添加到服务器
的新卷具有应用于它们的默认容量监视设置。 如果默认设置不合适，则必须为任何
新添加的卷更改设置。
在 CLI 中使用 vxvol capacitymonitor 也可进行容量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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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卷警告通知

1

右键单击要管理的卷，然后单击“Capacity Monitoring (容量监视)”
此时将出现“Capacity Monitoring (容量监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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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容量监视参数。
若要设置容量监视参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Enable Capacity
Monitoring for
Volume (对卷启用
容量监视)

选中此选项可为选定的卷启用容量监视功能

Disable Capacity
Monitoring for
Volume (对卷禁用
容量监视)

选中此选项可为选定的卷禁用容量监视功能

Polling interval for
checking capacity
(sec) (检查容量的
轮询间隔 (秒))

轮询间隔是以秒为单位的时间间隔，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按此时间间隔检查卷容量。最小值和默认值都是 20 秒。

Minimum time
为了防止事件日志文件写满，可以限制在达到卷的警告阈值之后
between alerts (警 生成警报消息的频率。默认值是两条消息相隔 100 秒。
报之间的最短时间)
Critical threshold
(严重阈值)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报告错误时的卷容量百分比。
默认的严重阈值是容量的 90%。

Warning threshold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记录警告警报消息时的卷容量百
(警告阈值)
分比。 这是卷即将达到全部容量时的警告。
默认的警告阈值是容量的 80%。
Send email
notification when
volume....... (在
卷......时发送电子邮
件通知)

如果您希望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请勾选“Send email notification
when volume....... (在卷......时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对应的复选
框。在“Recepient Email Address (es) (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中，输入需要将通知发送到的收件人的电子邮件 ID。

Make Policy
如果您设置了集群，请启用“Make Policy available to another
available to
cluster node when failover (使策略可在故障转移时供其他集群
another cluster
节点使用)”复选框。此复选框仅在设置了集群的情况下显示。
node when failover
(使策略可在故障转
移时供其他集群节
点使用)

3

单击“OK (确定)”启用这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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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自动卷增长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功能是一个命令，可在单个卷上的已用磁
盘空间达到某个阈值时，使卷按用户指定的数量自动增长（增加容量）。 此阈值在
Capacity Monitoring (容量监视) 向导中设置。
通过自动执行增长过程，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功能可提高动态
卷的扩展能力，而不需要使基础磁盘处于脱机状态。
此自动过程的优点包括：
■

减少了系统管理员时刻监视卷容量的需求。

■

根据需要分配磁盘空间；无空闲额外容量。

■

始终为关键数据提供空间。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在单个卷级别设置，默认情况下被关闭。
需要对要增长的每个卷启用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对某个卷启
用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需要对该卷启用 Capacity Monitoring
(容量监视)。
以下内容提供在集群环境中配置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的更多信
息。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在非集群环境和集群环境中启用自动卷增长”。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策略文件用于记录使用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功能的卷的设置。
启用“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时，会自动设置此 XML 文件，它
反映卷的当前设置。可以使用“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向导查
看和更改当前设置。
或者，还可以使用 SFW 的 Rule Manager 事件通知功能自动增大卷。使用 Rule
Manager，可以设置一个脚本，以便在达到指定的阈值时自动增大卷。
还会提供所有卷的当前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设置以帮助您管理
卷。 在 GUI 的树视图中选择卷节点并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Information (自动卷增长信息)，将显示增长大小、最大增长限制以及是否为卷启用
了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以下主题提供了关于 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 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04 页的“用于卷容量监视的卷自动增长脚本”。
请参见第 193 页的“访问规则管理器实用程序”。

201

监视对象的设置
配置自动卷增长

在 CLI 中及使用 vxvol autogrow 也可以实现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
增长)。
警告：如果使用脚本启用卷增长，则不要通过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
长) 向导启用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功能。 如果启用了卷增长脚
本并为某个卷启用了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功能，则该卷将按合
并数量增大。 如果希望使用新功能，则必须禁用脚本。

在非集群环境和集群环境中启用自动卷增长
按照以下过程所示的步骤操作可以在非集群环境和集群环境中启用自动卷增长功
能。
注意：在集群环境中，必须在该环境中的所有节点上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才能在故障转移后将“Capacity Monitoring (容量监视)”和“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设置转移到其他节点。在安装或升级 SFW 之后，可一次为
所有节点进行这些设置。
请参见第 203 页的“在集群环境中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要启用自动卷增长功能，请执行下列步骤：
在非集群环境和集群环境中启用自动卷增长

1

右键单击要管理的卷，然后单击“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
此时将显示“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向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2

突出显示要管理的任何其他卷，然后单击“Add (添加)”。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3

选中“Enable automatic volume growth (启用自动卷增长)”复选框。

4

按如下所示设置“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参数：
■

Volume growth (卷增长)
输入每次达到增长阈值时需要卷增加的大小。

■

Maximum volume size (最大卷大小)
选择卷的最大卷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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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stricted
默认设置。 允许卷增大，卷大小没有上限。
volume growth (不
受限的卷增长)
Restricted volume 可以输入卷的最大大小。卷增长限于此指定大小。 对于管理可能
growth (受限的卷增 易于因恶意更新、垃圾邮件或病毒攻击而出现不受控制的快速增
长)
长的数据库卷，此设置可能会很有用。

5

按如下所示启用电子邮件通知（可选）：
■

Send email notification when volume has reached its growth threshold
(在卷达到其增长阈值时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如果需要在卷达到其增长阈值时发送电子邮件，请选中此复选框。
在“Recipient E-mail Address(es) (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框中，输入应将
通知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 用逗号分隔多个地址。
确保已设置“SMTP Configuration (SMTP 配置)”设置。如果尚未设置，应
立即设置。
请参见第 207 页的“电子邮件通知的 SMTP 配置”。

6

如果使用集群环境并且希望使自动卷增长策略在故障转移后可供其他集群节点
使用，请选中“Make policy available to another cluster node when failover
(使策略可在故障转移时供其他集群节点使用)”复选框。
注意：仅当卷属于集群磁盘组时，此复选框才可用。

7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8

按如下所示选择要自动增长卷的磁盘：
■

Auto select disks (自动选择磁盘)
SFW 自动选择要增长的磁盘。

■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突出显示要增长的磁盘，然后单击“Add (添加)”。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9

查看“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设置的摘要，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应用这些设置。

在集群环境中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要在集群节点上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请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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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环境中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1

创建一个拥有管理员权限的域用户，该用户可以访问每个集群节点。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该用户必须是域管理员。

注意：对于 Exchange 2010，为 Scheduler Service 所配置的用户帐户在 VCS
集群设置情况下应具有文件共享路径的读写权限。

2

从 Windows“计算机管理”或 Windows“管理工具”中，访问“服务”，然
后选择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3

右键单击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在“Properties (属性)”窗口中，单击“Log On (登录)”选项卡。

5

单击“This Account (此帐户)”选项，并输入在此过程前面的步骤中创建的域
用户/管理员 ID 和密码。
确认密码并单击“Apply (应用)”，然后单击“OK (确定)”。

6

在 Windows 服务 GUI 中，重新启动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以完成配置。

用于卷容量监视的卷自动增长脚本
当动态卷达到特定大小阈值时，卷容量监视功能可以发送警报消息。此外，通过使
用脚本，卷容量监视可以在卷达到指定容量时使卷自动增长。使用脚本可以节省服
务器上的磁盘空间，因为空间是根据需要自动分配的。当需要额外的磁盘空间时，
您不必手动进行分配。
以下步骤设置出现容量监视阈值错误时增长卷的规则。卷容量监视功能监视系统上
卷的容量；它有两个阈值：默认容量设置为 80% 的“Warning (警告)”阈值和默认
容量设置为 90% 的“Critical (严重)”阈值。这些是卷容量监视功能发送警报的临
界点。要使卷自动增长，可以将可执行文件 volgrow.cmd 与规则管理器的某个规则
关联，以便在超过“Critical (严重)”阈值时自动发送扩展卷的命令。
在设置新规则以执行命令之前，必须启用 VEA 服务和 GridNode 服务以与桌面交
互。如果新规则仅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则不需要执行这些步骤。

允许 VEA 和 GridNode 与桌面交互
以下介绍如何允许 VEA 服务和 GridNode 服务与桌面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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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 VEA 服务和 GridNode 服务与桌面交互

1

2

在配置新规则前，按照如下所示的顺序停止下列服务：
■

Action Agent

■

Storage Agent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

GridNode

右键单击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服务。选择“Properties (属性)”，
在“Log On (登录)”选项卡下单击“Allow service to interact with desktop
(允许服务与桌面交互)”，然后单击“OK (确定)”。

3

右键单击 GridNode 服务。选择“Properties (属性)”，在“Log On (登录)”
选项卡下单击“Allow service to interact with desktop (允许服务与桌面交
互)”，然后单击“OK (确定)”。

4

在配置新规则后，按照如下所示的顺序启动下列服务：
■

GridNode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

Storage Agent

■

Action Agent

配置用于执行卷增大的规则
下面介绍了如何配置用于在达到容量阈值时执行卷增大的规则。
配置用于在达到容量阈值时执行卷增大的新规则

1

确保为要监视的卷启用了卷容量监视功能，且阈值被设置为所需的百分比。 卷
容量监视功能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
通过以下操作可以启用卷容量监视：
■

右键单击卷，并选择“Capacity Monitoring (容量监视)”。

■

选择“Enable Capacity Monitoring for the Volume (对卷启用容量监视)”。

■

更改相应的设置。
您可能要将“Minimum time between alerts if condition persists (情况
持续存在时发出警报的最短时间间隔)”设置为较大的数字，如 3600 秒（等
于 1 小时），以便在卷增大时不会收到很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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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完成设置后，单击“OK (确定)”。

设置将收到有关容量阈值的警报消息的一个或多个收件人（如果尚未执行此操
作）。
请参见第 193 页的“事件通知”。

3

在 VEA GUI 中选择“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透视图。

4

单击树视图中的 actionagent 节点。

5

双击“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图标，以显示“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
器)”窗口。

6

单击“New Rule (新建规则)”按钮，以显示“Rule (规则)”向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7

在出现的窗口中，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规则的名称并选择“A rule based on the alert topic (基于警报主题的
规则)”。

■

单击“Select (选择)”以选择“Alert (警报)”主题。

■

选中“Volume capacity reached error condition (卷容量已达到错误情
况)”警报复选框，以选择警报。

■

单击“OK (确定)”关闭窗口并返回向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执行向导。

8

指定规则是由来自任何主机的警报触发，还是由来自特定主机的警报触发。 如
果指定警报来自特定主机，则选中窗口下部的相应主机。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9

选中“Select Actions (选择操作)”窗口中的两个复选框，以启用以下操作：
■

Send Email Notification (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

Execute Command (执行命令)
输入主机的名称、源主机，以及源文件的路径。
输入源文件的 volgrow 命令文件的路径。 volgrow.cmd 的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
Sig\volgrow.cmd <VolumeName|Drive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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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的 volgrow.cmd 脚本被设置为使卷增加 150 MB。 通过修改
volgrow.cmd 脚本，可以将卷的增大大小改为所需的数值。 有关更多信息，
请阅读脚本中的注释。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10 选中“Enable Rule (启用规则)”，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完成设置。
此时将显示“Rule Manager (规则管理器)”窗口，其中列出新的规则。 使用新
规则，当卷中的数据量达到错误阈值点后，将激活规则，系统会发送一条说明
已超过错误阈值的消息，并且将立即执行用于增大卷的命令。 卷增大过程完成
后，将停止接收有关卷容量的错误消息。

电子邮件通知的 SMTP 配置
SMTP 配置设置是全局设置，只需设置一次即可用于发送的所有容量监视和卷自动
增长电子邮件。
配置 SMTP

1

从 VEA 控制面板透视图上的树视图中选择 StorageAgent 节点。

2

在右侧窗格中选择“SMTP Configuration (SMTP 配置)”。将显示“SMTP
Settings (SMTP 设置)”屏幕。

3

4

输入以下信息：
■

SMTP server (SMTP 服务器)：输入您网络上 SMTP 邮件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

■

Port (端口)：SMTP 邮件服务器的默认端口通常为 25。

■

Sender (发件人)：输入应显示为发件人的名称。

■

Sender email address (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输入发件人的完整 SMTP 电
子邮件地址。

单击“OK (确定)”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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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容错功能概览

■

镜像

■

RAID-5 和 RAID 0+1

■

热重定位

■

脏区日志 (DRL) 和 RAID-5 日志记录

■

动态重新布局

容错功能概览
容错是在出现硬件和软件故障时确保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本章着重说明提供容错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标准功能。
注意：用于存储的其他容错功能可以通过程序的选件获得。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
群支持选件可通过集群操作最多为八个服务器提供容错。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选件提供从服务器到存储阵列的多个路径，确保应用程
序可用性。

镜像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关于镜像
向卷添加镜像
创建镜像的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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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或删除镜像
设置镜像卷读取策略
镜像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
重新激活镜像卷
修复镜像卷
另外，下列高级过程也适用于镜像卷：
镜像卷的脏区日志
快速重新同步
此外，FastResync 功能是适用于镜像卷的高级方法。 FastResync 是 FlashSnap
选件中的一个功能。
注意：FlashSnap 仅对 Enterprise 版可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的“授权许
可”一节。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快速重新同步”。

关于镜像
镜像卷至少包含两个位于不同磁盘的大小相同的子磁盘。 文件系统或应用程序每次
对卷执行写入操作时，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都会以透明方
式将相同数据写入卷的每个子磁盘中。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最多可以具有与所有卷类型（RAID-5 除外）对应的 32 个镜像。
Add Mirror (添加镜像)：镜像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容错；但是，镜像的卷还能提高大
多数 I/O 密集型应用程序的 I/O 性能，这些应用程序发出读取请求的数量远远多于
发出写入请求的数量。使用镜像卷时，写入请求比使用非镜像卷花费的时间可能要
长，但影响通常较小。
Break Mirror (断开镜像)：镜像的一个重要用途是断开可用作备份快照或其他活动
（如上传或更新数据仓库或执行应用程序测试）的快照的第三个镜像。
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从卷中删除镜像会“删除”或销毁选定镜像中的数据，
而使其他镜像保留完好。删除镜像后，磁盘上由删除的镜像使用的空间将变为未分
配的空闲空间。
您可以使用“Mirror Wizard (镜像向导)”来完成这些任务。 “Mirror Wizard (镜像
向导)”结束时，会显示操作详细信息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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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镜像的两种方法
您可以在现有卷上创建镜像，也可以创建新的镜像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要在现有卷上创建镜像，请使用“Add Mirror (添加镜像)”命令。

■

要创建新的镜像卷，请使用“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您可以在创
建卷时选择镜像布局。
请参见第 51 页的“创建动态卷”。

注意：如果无法镜像卷，或者如果其他动态磁盘上的未分配空间量不足以镜像卷，
则镜像过程会被禁用。无法镜像 RAID-5 卷。

向卷添加镜像
本节介绍添加镜像的基本过程。
“Add Mirror (添加镜像)”向导还使您可以实现“Dynamic Relayout (动态重新布
局)”功能。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动态重新布局”。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上安装了 SFW，则通过逻辑磁盘管理
(LDM) 控制台执行此操作时，将禁用动态卷的“Add Mirror (添加镜像)”操作。在
这种情况下，建议通过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执行“Add
Mirror (添加镜像)”操作。
如果要一次创建多个镜像，则可能会在进度条上看到不一致的信息。而且，多个镜
像的生成确实会影响系统资源。 创建某个镜像之后，可能需要等待该镜像完成生
成，然后才能开始创建另一个镜像。
警告：向卷添加镜像需要一定数量的时间来进行镜像重新同步。 请注意在命令完成
之前，不要在卷上执行操作。 而且，如果在镜像重新同步完成之前，无意间关闭了
服务器或逐出了包含卷的磁盘组，则当包含卷的磁盘组再次处于联机状态时，将会
删除所有正在向卷添加的镜像。
请注意，SmartMove 功能可以帮助缩短镜像重新同步时间。
请参见第 101 页的“Smart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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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卷添加镜像

1

右键单击要镜像的卷。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Mirror (镜像)”>“Add (添加)”。
此时将显示“Add Mirror (添加镜像)”向导。

3

指定要向卷中添加的镜像的数量，并且如果需要，请手动为镜像指定目标磁
盘。
要手动指定磁盘，请单击“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单选按
钮。 然后使用用于添加和删除磁盘的按钮，将要指定为目标磁盘的磁盘移动到
窗口的右窗格。
还可以选中“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镜像禁用磁道
对齐。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4

在“Specify the attributes (指定属性)”对话框中，选择“Concatenated (连
续)”或“Striped (条带)”卷布局类型。如果要创建条带镜像，则需要在
“Columns (列)”框和“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元大小)”框中设定值。系统
会提供默认值。
还可以为跨磁盘镜像的镜像指定以下属性：
■

Connected by port (通过端口连接)

■

Identified by target (通过目标标识)

■

Contained in an enclosure (包含在磁盘阵列中)

■

Connected by channel (通过通道连接)

此外，对于条带布局，可以指定通过以下方式完成条带跨磁盘：
■

端口

■

目标

■

磁盘阵列

■

通道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源支持选定属性跨越磁盘进行镜像，则创建新动态卷的操作
会失败。

5

在摘要页上，单击“Finish (完成)”可添加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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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或删除镜像
您可以断开或删除镜像。 了解这些操作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
断开镜像会取走卷的冗余镜像（或 plex），并为其分配其他驱动器盘符。 新卷上的
数据是原始卷断开时的快照。 断开镜像卷的 plex 并不会删除信息，但这意味着断
开的 plex 不再镜像来自镜像卷中其他 plex 的信息。
从卷中删除镜像会“删除”或销毁选定镜像中的数据，而使其他镜像保留完好。 删
除镜像后，磁盘上由删除的镜像使用的空间将变为未分配的空闲空间。
注意：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不允许删除 Windows 正在用于
从中引导的卷的镜像。此外，如果断开镜像引导卷，则无法从已断开的部分引导。
接下来的“断开镜像”和“删除镜像”两节包含有关断开和删除镜像的详细信息。

断开镜像
本节说明了如何断开镜像。
注意：如果您的镜像卷具有两个 plex，并且您断开了其中一个，则另一个 plex 不再
是镜像卷。它同样具有除镜像之外的其他布局特性，但会保留原始镜像卷的驱动器
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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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镜像

1

右键单击要从中断开镜像的卷。在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Mirror (镜像)”，
然后从子菜单中选择“Break (断开)”。

2

在显示的“Break Mirror (断开镜像)”对话框中，选择要断开的镜像。
选择是否要为断开的卷指定驱动器盘符。您可以指定下拉列表中的特定盘符，
也可以接受默认值。还可以为分离的镜像指定标签。
当您对您所做的选择感到满意时，单击“OK (确定)”。
完成该命令后，断开的 plex 不再是镜像卷的一部分，并将被指定已指定的盘符
（如果已选择“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断开的 plex 将
保留所有其他的卷布局特性（镜像除外）。例如，对于镜像条带卷，断开的
plex 将成为条带卷。

删除镜像
删除某个镜像后，先前分配给它的空间将恢复为空闲空间。
警告：删除某个镜像后，该镜像上的所有数据都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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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镜像

1

右键单击要从中删除镜像的卷。

2

选择“Mirror (镜像)”>“Remove (删除)”。
将出现如下所示的“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对话框：

包含该镜像的卷的名称显示在左上角。

3

可用的镜像将出现在左窗格中。 使用“Add (添加)”或“Add All (全部添加)”
按钮将所需的镜像移到右窗格中的选定要删除的镜像列表。 要将镜像从
“Selected mirrors (选定的镜像)”列表移到“Available mirrors (可用镜像)”
列表，请在右窗格中选择这些镜像，然后单击“Remove (删除)”按钮。要将
所有镜像从“Selected mirrors (选定的镜像)”列表移回“Available mirrors
(可用镜像)”列表，请单击“Remove All (全部删除)”按钮。

4

选择要删除的镜像。
单击“OK (确定)”删除镜像。

5

在出现警告您删除镜像将减少卷上的冗余的消息时，单击“Yes (是)”。

设置镜像卷读取策略
通过对动态卷设置读取策略可以指定将特定镜像用于读取，或以“轮循”方式轮流
为检测到的每个非顺序 I/O 读取所有镜像。 默认设置是以“轮循”方式读取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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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设置卷读取策略。
设置卷读取策略

1

右键单击要为其设置读取策略的卷。

2

然后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Set Volume Usage (设置卷用法)”。
此时将出现“Set Volume Usage (设置卷用法)”对话框。

3

选择“Round robin (轮循)”或“Preferred (首选)”选项。
下面将对这两个选项进行介绍：
■

“Round robin (轮循)”选项会以“轮循”方式轮流为检测到的每个非顺序
I/O 读取每个 plex。 顺序访问则只会访问一个 plex。 其中利用了驱动器或
控制器预读取缓存策略。

■

如果选择“Preferred (首选)”选项，则必须从显示的镜像列表中选择要设
置为首选选项的镜像。 此镜像将尽可能用于读取。
这样可以改进系统的读取性能，特别是在用于目标镜像的驱动器是高性能
驱动器或者目标镜像位于地理位置上更近的驱动器时。
如果已将某一镜像设置为首选镜像，您将在对话框中看到该镜像的名称后
显示文本“（首选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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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首选 plex 出现错误时，将由另一个 plex 完成读取操作。 该行为自动发
生，如同没有首选 Plex 一样。

4

单击“OK (确定)”设置卷用法，或单击“Cancel (取消)”按钮退出，而不设
置读取策略。

镜像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
本节介绍在计划镜像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时要考虑的事项。
您需要了解以下内容：
■

务必在创建镜像之前备份系统上的所有数据。

■

有关如何从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的镜像引导系统的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

如果在镜像引导卷上执行断开镜像操作，则生成的新卷（断开的镜像）将无法
用作引导卷。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无法在引导卷或系统卷上创建镜像，或者在该过程中可能会
收到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532 页的“尝试镜像引导卷或系统卷时失败或出现错误消息”。
必须按照特定的步骤设置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
请参见第 63 页的“设置动态引导和系统卷（可选）”。

重新激活镜像卷
如果镜像卷所在的某个磁盘存在问题，请确保正确连接该磁盘，然后首先尝试使用
“Rescan (重新扫描)”使该磁盘恢复联机。如果“Rescan (重新扫描)”不起作用，
再使用“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命令。在大多数情况下，“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将使磁盘联机，并使所有的卷都将处于运行良好状态。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
活磁盘)”命令。
但是，如果仍有镜像卷的任何镜像没有处于运行良好状态，则可能需要使用
“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命令重新同步降级卷。重新同步可使数据在镜
像卷的所有镜像上都一致。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Volume (重
新激活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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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单击卷，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
镜像卷应恢复“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除非该卷有严重问题。
另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521 页的“Rescan (重新扫描) 命令”。
请参见第 524 页的“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 命令”。
请参见第 525 页的“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 命令”。

修复镜像卷
当镜像卷所在的磁盘发生故障时，此卷显示“Degraded (退化)”状态。磁盘的名称
更改为“Missing Disk (丢失的磁盘)”，同时“Missing Disk (丢失的磁盘)” 图标上
出现一个 (X) 图标。磁盘的状态将为“Offline (脱机)”。
可以使用“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修复镜像卷。
请参见第 217 页的“修复镜像卷”。

RAID-5 和 RAID 0+1
本节介绍 RAID-5 和 RAID 0+1 的容错功能。

RAID-5
RAID-5 卷是容错卷，其数据和奇偶校验以条带的形式交替分布在三个或多个物理
磁盘上。奇偶校验是一个计算值，用于在发生故障后重构数据。如果物理磁盘的一
部分出现故障，则系统会使用其余的数据和奇偶校验重新创建出故障那部分磁盘的
数据。您只能在动态磁盘上创建 RAID-5 卷，而不能镜像 RAID-5 卷。
RAID-5 的优点是，它可以使用比镜像所需硬件更少的硬件来提供容错。RAID-5 支
持配置任意数量的数据磁盘，而只使用一个磁盘的硬件成本进行奇偶检验。镜像要
求对每个镜像使用单独的磁盘。RAID-5 可防止在某个磁盘出现故障时丢失数据。
但是，需要从其他磁盘重新同步数据才能访问数据。如果使用镜像功能，当某个磁
盘出现故障时，可以立即从其他镜像使用数据。此外，RAID-5 不具备添加更多镜
像以提高容错性的优点。如果使用镜像功能，您可以具有三个或更多镜像，进而在
多个磁盘出现故障时，仍有容错性。如果使用 RAID-5，当两个磁盘出现故障后，
多个磁盘上的 RAID-5 卷会随即出现故障。现在由于存储成本的降低，因此对于容
错，镜像是更好的选择。
RAID-5 卷降级（丢失了一个磁盘）后，您可以对其执行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526 页的“动态 RAID-5 卷的“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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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 0+1
具有条带化功能的镜像 RAID 0+1 提供镜像保护和条带化速度。
下面是 RAID 0+1 卷的一些优点：
■

可以创建非常大的容错卷，这些卷中可以包含大型数据库或服务器应用程序。

■

读取性能非常高。 可以指定首选的 plex。 在每个 plex 中，条带化均可平衡负
载。

■

通过跨多个磁盘对数据进行条带化操作，可以减轻写入损失（即，必须执行多
个写入 SFW，才能使所有 plex 的内容保持同步）。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RAID 0+1。
RAID 0+1 的唯一的缺点是硬件成本。 与数据所需的原始存储容量相比，用户购买、
储备、提供和操作的存储容量必须是其两倍。 目前，随着存储成本的降低，具有条
带化功能的镜像正逐渐成为业务关键型数据的首选 RAID 布局。

热重定位
“热重定位”介绍了系统自动对 I/O 故障做出反应的能力， 它是从具有 I/O 错误的
磁盘重定位子磁盘的自动过程。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默认设置是使自动热重定位模式处
于非活动状态。这意味着如果冗余子磁盘发生了 I/O 错误，则不会自动将子磁盘重
定位至其他磁盘。 启用热重定位模式的任务在接下来有关热重定位设置的章节中进
行了介绍。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热重定位。

注意：属于 SAN 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热重定位。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热重定位概述
热重定位设置摘要
热重定位模式
使用“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自定义目标磁盘
撤消热重定位
清除热重定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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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重定位概述
在热重定位模式下，如果包含冗余卷（RAID-5 或镜像）的子磁盘上存在 I/O 错误，
则该冗余卷的子磁盘将从故障子磁盘移动到热备用磁盘。 如果指定的热备用磁盘上
没有足够的空闲空间，则会使用任何可用磁盘上的空闲空间。 根据可用磁盘空间，
子磁盘不会总是移动到同一个磁盘上，而是可能分布在动态磁盘组中。 在修复或更
换故障磁盘后，可以使用“Undo Hot Relocation (撤消热重定位)”命令将子磁盘移
回其原始位置。
注意：如果动态磁盘组中的其他位置有该卷的运行良好的 plex，则仅对具有 I/O 错
误的冗余子磁盘执行热重定位操作。 不重定位具有 I/O 错误的非冗余子磁盘；卷会
出现故障，并且会向事件日志发送一条警报消息。
选择用于重定位的空间时，热重定位保留重定位的子磁盘所属的动态卷的冗余特
性。 例如，热重定位可确保不会将故障子磁盘重定位到包含其镜像的磁盘。 如果
使用任何可用的备用磁盘或空闲空间都不能保持冗余特性，则不会进行热重定位。
如果不能重定位，则系统管理员会收到通知，并且不会采取进一步操作。
注意：热重定位操作不受站点边界的限制。 如果热重定位导致数据越过了站点边
界，则会将卷的“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属性更改为“Siteless (无站点)”。
这样更改是为了不禁用热重定位。 以后如果要还原站点边界，可以将越过站点边界
的数据重定位回原站点上的磁盘，然后将受影响卷的属性改回来。
请参见第 437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磁盘”。
进行热重定位时，会从配置数据库中删除故障子磁盘，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将采取预防措施，确保故障子磁盘使用的磁盘空间不会被作为空闲空
间回收。
默认设置是将所有磁盘用作热重定位子磁盘的目标。 使用“Set Disk Usage (设置
磁盘使用率)”命令，可以选择将特定磁盘指定为不可用。
请参见第 221 页的“磁盘使用情况选项”。
注意：“Reset (重置)”按钮可还原默认设置。

热重定位设置摘要
必须完成两项任务才能确保正确配置热重定位模式。
第一项任务使用“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中的“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
命令验证是否已启用热重定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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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任务使用“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情况)”命令定义在每个磁盘组内
应选择哪些磁盘（如果有）作为用于热重定位子磁盘的首选目标，或者永远不作为
用于热重定位子磁盘的目标。

热重定位模式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默认设置是使自动热重定位模式处
于非活动状态。这意味着如果冗余子磁盘发生了 I/O 错误，则不会自动将子磁盘重
定位至其他磁盘。 使用“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命令可将首选磁盘指
定为热重定位的目标。
可以从“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中的“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或从
Storage Foundation Assistant 中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访问用于启用
热重定位模式的选项。
启用热重定位模式

1

打开“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中的“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或打
开 Storage Foundation Assistant 中的“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

2

单击“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中的“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选
项卡，或单击“Edit Configuration (编辑配置)”中的“Hot Relocation (热重
定位)”。

3

选中该复选框以启用热重定位模式。 如果已禁用自动热重定位并发生了 I/O 故
障，则会向事件日志发送警报，但不会采取进一步的操作。

4

如果对选择满意，请单击“OK (确定)”。

使用“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自定义目标磁盘
借助“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命令，可以指定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将如何使用动态磁盘组中的各个磁盘。如果出现 I/O 故障，
则 SFW 将在包含出错磁盘的动态磁盘组中的首选或辅助目标磁盘上查找空闲空间，
以确定将子磁盘移动到的位置。因此，在配置磁盘使用率时考虑整个磁盘组是非常
重要的。 此外，还需要考虑出错磁盘和目标磁盘的磁道对齐设置。 SFW 不会保留
出错磁盘的磁道对齐设置，而是采用热重定位发生后目标磁盘的磁道对齐设置。
每个磁盘的默认设置均为“辅助热重定位目标”。 这可能是您对每个磁盘组中的大
多数磁盘首选的状态。 如果执行了热重定位，且特定磁盘中的子磁盘分散于整个磁
盘组，则可以修复或替换故障磁盘，然后使用“Undo Hot Relocation (撤消热重定
位)”命令使所有的子磁盘恢复到其原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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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使用情况选项
“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命令用于设置磁盘使用率选项。
提供以下选项：
■

Reserved for manual use (保留以供手动使用)
保留以供手动使用的磁盘在自动选择操作（包括热重定位）中不可用。 在自动
选择操作中，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将选择发生操作的存
储。通常，用户可以选择允许 SFW“Auto select disks (自动选择磁盘)”或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允许自动选择的命令示例包括“New
Volume (新建卷)”和“Add Mirror (添加镜像)”。
保留磁盘以供手动使用可以防止将任何不需要的卷或子磁盘放在此磁盘上，并
且可以完全控制此磁盘。

有三个与如何将磁盘用作热重定位子磁盘目标相关的选项。 在考虑如何标记每个磁
盘时，请记住热重定位操作是在磁盘组级别发生的，并且仅考虑同一磁盘组中的目
标磁盘。
这三个选项如下所示：
■

Preferred hot relocation target (首选热重定位目标)
如果系统中的任何位置发生 I/O 故障，SFW 将首先在标记为冗余子磁盘的首选
热重定位目标的磁盘上查找空间。

■

Secondary hot relocation target (辅助热重定位目标)
这是所有磁盘的默认设置。 在热重定位操作期间，如果没有将任何磁盘选作首
选目标，或者这些磁盘上没有可用空间，则 SFW 会在标记为辅助目标的磁盘上
选择空间。

■

Not used as a hot relocation target (不用作热重定位目标)
此选项不允许将任何热重定位子磁盘移动到所选磁盘。 此选项与“Reserved for
manual use (保留以供手动使用)”选项的不同之处在于此选项仍可以将磁盘用
于其他自动选择操作。

设置磁盘使用率

1

右键单击所需的磁盘。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
将显示“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对话框。

3

选择希望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使用磁盘的方式。

4

如果对选择满意，请单击“OK (确定)”。
通过在树视图中选择“Disks (磁盘)”节点并查看右窗格中的“Disks (磁盘)”
选项卡，可以查看所有磁盘的设置。 “Reserved (已保留)”和“Hot Use (热
使用)”列中列出了每个磁盘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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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消热重定位
“Undo Hot Relocation (撤消热重定位)”命令将子磁盘重定位回其修复的原始磁盘
或替换磁盘，并将系统还原到其原始配置，减去所有故障卷。 如果热重定位已将故
障磁盘中的子磁盘分散到动态磁盘组中的多个磁盘，则“Undo Hot Relocation (撤
消热重定位)”命令会将所有的子磁盘移回到单个磁盘，而不要求用户分别找到并移
动每个子磁盘。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Undo Hot Relocation (撤
消热重定位)”命令。

注意：属于 SAN 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Undo Hot Relocation (撤消热重定位)”
命令。

注意：只有在热重定位过程执行后，此命令才可用。
撤消热重定位

1

选择包含热重定位卷的动态磁盘组。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Undo Hot Relocation (撤消热重定位)”。
此时将显示一个窗口，其中显示有 I/O 错误的原始磁盘。

3

在列中的选中标记下单击，以选择要还原的磁盘。热重定位子磁盘将返回该磁
盘。

4

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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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热重定位信息
“Clear Hot Relocation Information (清除热重定位信息)”命令删除描述已通过热重
定位过程移动的所有子磁盘的原始位置的信息。仅在没有计划将热重定位子磁盘移
回其原始配置时，才使用此命令。
警告：清除热重定位信息后，将无法对该动态磁盘组执行 Undo Hot Relocation (撤
消热重定位) 命令。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Clear Hot Relocation
Information (清除热重定位信息) 命令。

注意：属于 SAN 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Clear Hot Relocation (清除热重定位)”
命令。
清除热重定位信息

1

右键单击包含热重定位子磁盘的磁盘组。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Clear Hot Relocation Information (清除热重定位信息)。

3

此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确实要清除动态磁盘组的重定位信息。 如
果要清除热重定位信息，请单击 Yes (是)。

脏区日志 (DRL) 和 RAID-5 日志记录
本节介绍脏区日志 (DRL) 和 RAID-5 日志记录功能。
脏区日志记录 (DRL) 和 RAID-5 日志记录功能可以显著加速从系统崩溃恢复镜像卷
和 RAID-5 卷的过程。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镜像卷的脏区日志
RAID-5 日志记录
添加日志
删除日志

镜像卷的脏区日志
DRL 在系统发生崩溃并重新启动后，使用基于日志的恢复方法来快速重新同步镜像
卷的所有副本。如果未使用 DR，在发生系统失败时，必须通过在卷的镜像之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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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该卷的所有内容，将该卷的所有镜像还原到一致状态。该过程可能相当漫长，并
造成密集的 I/O 活动。
日志可以在创建卷时创建，也可以稍后添加。
警告：尽管 DRL 可以确保发生系统崩溃后镜像卷的镜像副本保持同步，但它不能
保证数据完整性。数据完整性由文件系统（例如 NTFS）保持。
创建脏区日志时，将有一个日志子磁盘添加到卷。作为容错手段，可以将多个日志
与单个镜像卷关联。根据所配置日志的数目，有时这会导致性能下降。

RAID-5 日志记录
RAID-5 日志记录的主要目的是当系统崩溃后重新启动时能够快速重新激活 RAID-5
卷。如果未启用 RAID-5 日志，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重新激活整个 RAID-5 卷。
创建 RAID-5 日志时，将在卷中添加日志子磁盘。多个 RAID-5 日志可与作为容错
措施的单个 RAID-5 卷关联。根据所配置日志的数目，有时这会导致性能下降。如
果添加了多个日志，则仅对日志进行镜像。RAID 卷的 DRL 日志称为 RAID-5 日
志，可提供相同的功能。
如果 RAID-5 日志可用，则只需对系统崩溃期间正在传输的卷的数据和奇偶校验部
分进行更新。不需要重新同步整个卷。
日志可以在创建卷时创建，也可以稍后添加。

添加日志
此操作可向卷中添加包含日志子磁盘的日志 plex。 对于镜像卷，将添加脏区日志。
对于 RAID-5 卷，将添加 RAID-5 日志。
注意：日志仅用于镜像卷或 RAID-5 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添加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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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镜像卷或 RAID-5 卷中添加日志

1

右键单击要向其中添加日志的卷。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Log (日志)”>“Add (添加)”。
此时将显示“Add Log (添加日志)”对话框。

3

选择默认设置“Auto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自动分配目标磁盘)”或用于
手动分配目标磁盘的选项。 单击“OK (确定)”创建日志。
Auto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自动分配目标磁盘)
此选项用于向选定卷添加一个日志。
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手动分配目标磁盘)
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创建多个日志。
单击“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手动分配目标磁盘)”单选按钮。
可用磁盘显示在左窗格中。 要添加日志的目标磁盘，请在左窗格中选择对应的
磁盘，并单击“Add (添加)”按钮。 要将日志添加到所有可用磁盘，请单击
“Add All (全部添加)”按钮。
要删除目标磁盘，请在右窗格中选择它们，并单击“Remove (删除)”按钮。
要删除所有的目标磁盘，请单击“Remove All (全部删除)”按钮。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
此选项用于对正在添加的日志禁用磁道对齐。

删除日志
删除日志后，以前为其分配的空间将恢复为空闲空间。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删除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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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日志

1

右键单击要从中删除日志的卷。

2

选择“Log (日志)”>“Remove (删除)”。
此时将显示“Remove Log (删除日志)”对话框，如下面的示例屏幕中所示：

含有该日志的卷的名称显示在左上角。

3

可用日志将显示在左窗格中。 使用“Add (添加)”或“Add All (全部添加)”
按钮将所需日志移动到右窗格中选择要删除的日志的列表。 要将日志从
“Selected logs (所选日志)”列表移动到“Available logs (可用日志)”列
表，请在右窗格中选择这些日志，然后单击“Remove (删除)”按钮。 要将所
有日志从“Selected logs (所选日志)”列表移回“Available logs (可用日志)”
列表，请单击“Remove All (全部删除)”按钮。

4

选择日志后，请单击“OK (确定)”删除日志。

5

在出现消息提醒您删除日志可能会增加恢复时间时，单击“Yes (是)”。

动态重新布局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支持使用动态重新布局功能重新配置卷的布局而
无需使其脱机。
可以进行以下动态卷布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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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动态重新布局更改

更改前

更改后

连续

条带

条带

连续

条带

通过列大小或条带单位大小的更改进行条带化

此功能是通过“Add Mirror (添加镜像)”窗口实现的。 该窗口有一个称为“Choose
the layout (选择布局)”的部分。
基本概念是，您选择希望卷布局将更改为的功能，而该程序使用新布局的所需属性
创建原始卷的镜像或 plex。 如果不再需要原始卷，则可使用“Remove Mirror (删
除镜像)”命令将其删除。
因此，转换或重新布局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选择所需的属性，并通过
“Add Mirror (添加镜像)”命令创建镜像。 第二步，通过“Remove Mirror (删除镜
像)”命令删除原始 plex。

动态重新布局示例
本节提供了不同布局类型的示例。 下一节会提供动态重新布局的分步过程。
以下是各种布局类型：
■

连续到条带
例如，如果需要将单个磁盘上的连续卷转换为包含两列的条带卷，可在“Add
Mirror (添加镜像)”窗口中选中“striped (条带)”和“two columns (两列)”。
生成的卷将有两个镜像或 plex，一个是原始 plex，另一个是跨两个磁盘进行条
带化的原始卷的副本。 因而，整个卷总共需要三个磁盘。 卷的类型被指定为
“Mixed (混合)”。 此时可以通过使用“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命令删除
原始 plex。 现在会在以前存在连续卷的位置处出现一个条带卷。

■

条带到连续
可能并不会经常将条带卷更改为连续卷。 作为示例，假定现在有一个两列条带
卷。 如果打开“Add Mirror (添加镜像)”窗口并选择连续布局，则生成的卷将包
含三个磁盘： 前两个磁盘具有两列条带原始卷的 plex，第三个磁盘包含卷的连
续 plex。 通过删除原始 plex，该卷现在将位于一个磁盘上。

■

条带到条带
将一个条带卷转换为另一个条带卷的目的是更改卷的属性（条带单元大小和列
数）而不必重新创建卷。
例如，可以将一个两列条带卷转换为一个三列条带卷。 首先，在“Add Mirror
(添加镜像)”窗口中选择三列。 生成的卷将包括五个磁盘： 两个磁盘用于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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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列条带 plex，三个磁盘用于新的三列条带镜像。 同样，可以通过使用“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命令删除原始 plex，仅保留三列条带卷。

动态重新布局的详细步骤
借助动态重新布局，可以在卷仍处于联机状态时更改动态卷布局类型。您可以使用
“Add Mirror (添加镜像)”命令和“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命令完成动态重新
布局过程。
完成动态重新布局过程：

1

选择要转换其布局的卷。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Mirror (镜像)”>“Add (添
加)”。

2

将镜像数量设置设为 1。如果需要，可以手动选择磁盘。
选择磁盘并使用“Add (添加)”或“Add All (全部添加)”按钮将所需磁盘移动
到窗口右侧的“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窗格中。
还可以选中“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镜像禁用磁道
对齐。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3

在窗口的“Choose the layout (选择布局)”部分中，选择卷所需的布局。
如果选择条带化，请确保具有所需的列数和所需的条带单元大小。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4

当您对设置感到满意时，单击“Finish (完成)”。
该程序将使用新布局的属性创建原始卷的镜像或 plex。 如果您不再需要原始
卷，则可以使用“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将其删除。
您可能需要查看有关该程序如何对每种可能的布局类型实施动态重新布局的信
息。
请参见第 227 页的“动态重新布局示例”。

5

如果要删除原始 plex，请右键单击它，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Mirror (镜
像)”>“Remove (删除)”。 在显示的“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窗口中，
使用“Add (添加)”按钮将要删除的 plex 移动到窗口右侧的“Selected mirrors
(选定的镜像)”窗格，然后单击“OK (确定)”。
现在即完成了转换卷上的布局类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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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优化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概述

■

统计信息概述

■

实时统计数据收集和显示

■

历史统计信息收集和绘图

■

子磁盘移动、拆分和结合

■

统计信息的命令行命令

■

SmartMove

概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为动态磁盘上的存储对象提供
性能优化。

统计信息概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统计功能可提供 I/O 统计信息，使您
可通过执行性能优化来改进磁盘和系统的总体性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提供了下列统计信息参数：
■

Read Requests/Second (读取请求数/秒)
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象的读取请求数。

■

Write Requests/Second (写入请求数/秒)
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象的写入请求数。

■

Read Blocks/Second (读取块数/秒)

性能优化
统计信息概述

为选定存储对象处理的读取请求数据量（以块数/秒表示）。 它是读取请求产生
的吞吐量。
■

Write Blocks/Second (写入块数/秒)
为选定存储对象处理的写入请求数据量（以块数/秒表示）。 它是写入请求产生
的吞吐量。

■

Average Time/Read Block (平均时间/读取块)
从发出请求开始到返回数据为止处理一个读取块平均花费的时间（以微秒为单
位）。

■

Average Time/Write Block (平均时间/写入块)
从发出请求开始到返回数据为止处理一个写入块平均花费的时间（以微秒为单
位）。

■

Read and Write Requests/Second (读取和写入请求数/秒)
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象的读取和写入请求数。

■

Read and Write Blocks/Second (读取和写入块数/秒)
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象的读取和写入块数。

■

Queue Depth (队列深度)
所选磁盘的队列中当前的读取和写入请求数。 它不适用于卷和子磁盘。

使用这些统计工具时，您将能够通过执行下列操作来改进磁盘和系统的性能：
■

确定高 I/O 区域，也称为“热点”。

■

在物理驱动器之间移动数据，使 I/O 负载均匀分布于各个磁盘驱动器之间。 这
也称为“负载平衡”。

如果一个程序或设备使用的磁盘 I/O 过多，从而导致产生热点并使性能下降，则会
出现瓶颈现象。 通过监视系统的 I/O，可以找出问题区域并预防瓶颈，从而确保操
作顺利进行。 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的性能监视
实用程序，可以连续监视和优化系统性能。可通过将子磁盘从 I/O 使用率高的区域
移动到另一个使用率低的磁盘来进行调节。 您还可以拆分子磁盘，然后再将它们结
合在一起。 这样，通过将子磁盘分解为多个较小部分，然后移动它们，可实现更大
的灵活性。
您可以在“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中以实时格式查看统计信息。 您还
可以设置统计信息收集，以便使用历史统计信息收集和绘图功能来分析一段时间内
的统计信息。
下表总结了两种类型的统计信息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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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实时统计信息与历史统计信息之间的比较
实时

历史

Displays in (显示位 以表格格式显示选定存储对象的实 表示一个存储对象的历史统计信息
置)
时统计值的“Online Monitoring (联 的图形。 您可以选择多个存储对象
进行跟踪，但每个对象单独绘图。
机监视)”窗口。
Statistical
Parameters (统计
参数)

您可以在九个统计参数中选择一个 所有这九个统计参数都包括在数据
或多个要在“Online Data Display 收集中，但您一次只选择一个参
Options (联机数据显示选项)”窗口 数，以便在绘图窗口中绘图。
中显示的统计参数。

Storage Objects
(存储对象)

选择“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

可在“Start Historical Data

视)”时，首先出现“Select
Objects for Online Monitoring (选

Collection (开始收集历史数据)”窗
口中选择要监视的存储对象。

择联机监视的对象)”窗口，以便选
择要监视的存储对象。
Time Frame (时间
范围)

自上次刷新以来的当前值。 不保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累积数据并将其
保存在文件中。 可指明文件大小。
数据。 仅当“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打开时，联机监 您可以开始和停止数据收集， 但只
能通过图形查看数据。
视数据才可用。

有关这两种类型的统计信息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231 页的“实时统计数据收集和显示”。
请参见第 237 页的“历史统计信息收集和绘图”。

实时统计数据收集和显示
本节介绍实时统计数据收集及其显示，这些操作在“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
窗口中完成。
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 窗口的功能
实时统计数据的设置步骤

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 窗口的功能
“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显示所选存储对象的实时统计信息。它可以
包括磁盘、子磁盘和卷。要访问“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请从“Tools
(工具)”菜单中选择“Statistics (统计信息)”>“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
然后在出现的准备窗口中选择要监视的存储对象，然后单击“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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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打开“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它就会收集统计信息。该窗口可
以在后台运行。可以在该窗口打开时执行其他命令。设置实时统计信息时，可以更
改刷新速率（刷新屏幕显示的时间间隔）。默认值为 5 秒。统计信息是在后台连续
地进行计算的。
“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是按如下方式组织的：
■

名称
第一列包含已选择进行监视的存储对象的名称。因而，每一行包含一个选定存
储对象的相关统计数据。

■

热点
第二列有一个饼形符号，设计用作热点检测的指示器。热点是 I/O 活动频率较高
的区域，可能会导致 I/O 吞吐量方面的瓶颈。每个饼形符号的颜色和阴影指示相
关联的存储对象的 I/O 活动的当前状态。最高 I/O 活动量（临界活动量）的饼形
符号为红色且完全被阴影遮盖，在屏幕上很容易被注意到。您可以选择要用于
热点检测的统计参数。

■

统计参数
其余列表示程序中可用的不同统计参数。默认情况下，会选中“Read Requests
per Second (每秒读取请求数)”、“Write Requests per Second (每秒写入请求
数)”、“Read and Write Requests per Second (每秒读写请求数)”、“Read
and Write Blocks per Second (每秒读写块数)”和“Queue Depth (队列深度)”，
但您可以选择九个统计参数中的任意参数。
请参见第 229 页的“统计信息概述”。

■

热点指示器图例
窗口底部的图例介绍了热点指示器的四个饼形符号类别。下表提供有关这些类
别的更多详细信息。如果饼形符号指示器显示“High (高)”或“Critical (严重)”
类别，则表示您具有一个热点，即一个高 I/O 活动区域。

表 10-2

热点指示器的饼形符号类别的说明

I/O 活动

饼形符号

子磁盘 I/O

动态磁盘 I/O

Low (低)

蓝色

不适用

低于平均值 30% 以上
（如果不低于最小 I/O
阈值）

父磁盘 I/O 的 80% 或
更少

与平均值的上下差额不
超过 30%

饼图中的小部分填充为
该颜色
Normal (正常)

绿色
小于饼图一半的部分填
充为该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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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活动

饼形符号

子磁盘 I/O

动态磁盘 I/O

High (高)

黄色

父磁盘 I/O 的 81% 到
90%

高于平均值 31% 到
50%

大于饼图一半的部分填
充为该颜色
红色

Critical (严重)

超过父磁盘 I/O 的 90% 高于平均值 50% 以上

整个饼图都填充为该颜
色
■

上下文菜单
如果右键单击“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中的任一行，则会出现一个
上下文菜单，其中包含以下两个与正在监视的存储对象相关的菜单选项：
■

Graph Historica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绘制历史统计信息)

■

Remove Object from Online Monitoring (从联机监视中删除对象)

第一个菜单选项显示为灰色，除非先前已选择对该存储对象进行历史统计信息
监视。

实时统计数据的设置步骤
本节介绍设置实时统计数据过程中涉及的步骤。设置实时统计数据后，您便可以在
“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中查看这些信息。
熟悉统计信息子菜单
选择联机显示选项
选择要监视的存储对象

熟悉统计信息子菜单
用于设置实时统计信息的命令位于“Tools (工具)”菜单上的“Statistics (统计信
息)”子菜单中。
下表总结了可用的命令：
表 10-3
命令

统计信息命令表
说明

Online Data
设置实时统计信息的显示选项。
Display Options (联
机数据显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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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

弹出“Select Objects Monitor (选择要监视的对象)”窗口，使您可以针
对某个实时统计信息会话选择要监视的对象。选择要监视的对象后，将
显示“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

Start Historical
开始收集历史统计信息的数据。
Data Collection (开
始收集历史数据)
Stop Historical
停止收集历史统计信息的数据。
Data Collection (停
止历史数据收集)

历史统计信息以图表形式显示每个选定存储对象的信息。
请参见第 237 页的“历史统计信息收集和绘图”。

选择联机显示选项
设置过程中的第一项任务是设置显示选项。 这项任务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不
使用此窗口，将应用默认设置（这些设置是第一次显示此窗口时显示在此窗口中的
设置）。 下面的示例屏幕中显示了这些默认设置。
选择联机数据显示选项

1

从“Tools (工具)”菜单中选择“Statistics (统计信息)”>“Online Data
Display Options (联机数据显示选项)”，以便显示“Online Data Display
Options (联机数据显示选项)”窗口。

2

如果需要，可更改“I/O Refresh Rate/Sec (每秒 I/O 刷新速率)”设置。
这是刷新屏幕显示的时间间隔。 程序一直在后台中运行实际的统计信息，但只
是根据设置的刷新速率在“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中更改其显示。
默认和最小 I/O 刷新速率为 5 秒。

3

如果需要，可更改“Threshold (阈值)”设置。
阈值是磁盘或子磁盘显示除蓝色之外的某个颜色所必需的每秒最小 I/O 数量。
蓝色是最低的状态，表示低 I/O 活动。 默认阈值为 15。

4

确定为“hot spot indicator (热点指示器)”使用哪个或哪些统计参数。
该窗口提供以下两个输入热点指示器的位置：
■

标记为“Hot spot indicator based on (热点指示器基于)”的下拉列表。

■

标记为“Use queue depth as hot spot indicator (将队列深度用作热点指示
器)”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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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深度仅应用于磁盘。 位于“Hot spot indicator based on (热点指示器基
于)”下拉列表中的其他八个统计参数应用于磁盘、卷和子磁盘。
如果选中将队列深度用作热点指示器的复选框，则队列深度将仅用于为磁盘计
算热点统计信息。 用于为卷和子磁盘计算热点统计信息的指示器将是“Hot
spot indicator based on (热点指示器基于)”下拉列表中显示的统计参数。
如果未将队列深度选择为热点指示器，则用于为卷、子磁盘和磁盘计算热点统
计信息的指示器将是“Hot spot indicator based on (热点指示器基于)”下拉列
表中显示的统计参数。
为何使用队列深度？
如果既有直接连接到计算机的磁盘，又有处于硬件磁盘阵列中的磁盘，则建议
选择队列深度。 因为磁盘阵列中的磁盘可以有很高的读写量并仍可正常运行，
所以每秒读写数实际上并不是比较直接连接的磁盘和阵列磁盘的一种好方法。
队列深度是所选磁盘的队列中当前的读取和写入请求数。 它可以更好地指示阵
列中的磁盘的运行情况，而且它还适用于直接连接到计算机的磁盘。

5

通过单击每个参数前面的复选框，选择需要监视的统计参数。 下面是这些统计
参数的介绍：
■

Read Requests/Second (读取请求数/秒)
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象的读取请求数。

■

Write Requests/Second (写入请求数/秒)
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象的写入请求数。

■

Read Blocks/Second (读取块数/秒)
为选定存储对象处理的读取请求数据量（以块数/秒表示）。 它是读取请求
产生的吞吐量。

■

Write Blocks/Second (写入块数/秒)
为选定存储对象处理的写入请求数据量（以块数/秒表示）。 它是写入请求
产生的吞吐量。

■

Average Time/Read Block (平均时间/读取块)
从发出请求开始到返回数据为止处理一个读取块平均花费的时间（以微秒
为单位）。

■

Average Time/Write Block (平均时间/写入块)
从发出请求开始到返回数据为止处理一个写入块平均花费的时间（以微秒
为单位）。

■

Read and Write Requests/Second (读取和写入请求数/秒)
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象的读取和写入请求数。

■

“Read and Write Blocks/Second (每秒读写块数)”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
象的读取和写入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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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ue Depth (队列深度)
所选磁盘的队列中当前的读取和写入请求数。 它不适用于卷和子磁盘。

默认情况下，“Read Requests per Second (每秒读取请求数)”、“Write
Requests per Second (每秒写入请求数)”、“Read and Write Requests per
Second (每秒读写请求数)”、“Read and Write Blocks per Second (每秒读写
块数)”和“Queue Depth (队列深度)”是选定参数。 “Reset (重置)”按钮可
还原默认设置。

6

完成更改之后，单击“OK (确定)”。

选择要监视的存储对象
选择“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命令后，将显示“Select Objects for Online
Monitoring (选择联机监视的对象)”窗口，您可以从中选择要监视的存储对象。具
体步骤如下。
选择联机监视的对象

1

从“Tools (工具)”菜单中选择“Statistics (统计信息)”>“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或者在 Storage Foundation Assistant 中单击“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按钮。
此时将显示“Select Objects for Online Monitoring (选择联机监视的对象)”窗
口。 您可以选择整个磁盘组，或磁盘组的单个磁盘、子磁盘和卷。
可能需要单击磁盘组图标旁边的加号来显示磁盘、子磁盘和卷。

2

使用以下选项，选择要显示的存储对象：
■

Add (添加)：将窗口的左窗格中的一个或多个已选对象添加到窗口右窗格中
的“Selected List (已选列表)”中。如果您选择了动态磁盘组，并单击
“Add (添加)”，则所有关联对象（磁盘、子磁盘和卷）将会被添加到右窗
格的“Selected List (已选列表)”中。

■

Add All (全部添加)：将所有磁盘、子磁盘和卷添加到右窗格的“Selected
List (已选列表)”中。

3

■

Remove (删除)：删除右窗格内“Selected List (已选列表)”中的任何已选
对象。

■

Remove All (全部删除)：删除右窗格内“Selected List (已选列表)”中的
所有可用对象。

单击“OK (确定)”，查看“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窗口中的统计信
息。
请参见第 231 页的“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 窗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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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统计信息收集和绘图
使用历史统计信息收集和绘图功能可以监视一个或多个存储对象（磁盘、子磁盘或
卷）随时间的变化，并且分别为这些存储对象创建图形。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调用绘
图功能：右键单击存储对象，然后在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Graph Historica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绘制历史统计信息的图表)”命令。 但是，如果没有事先完成
某些设置步骤，该命令在上下文菜单中将不可用。
本节首先介绍绘图窗口，然后详细介绍绘图之前所必需执行的设置功能。
绘图窗口的功能
历史统计数据的设置步骤
停止收集历史数据

绘图窗口的功能
从存储对象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Graph Historica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绘制历史
统计信息的图表)”命令后，将出现一个绘图窗口，但因为尚未选择任何统计参数，
所以窗口中不显示图形。 要显示统计信息，可选择位于图形左上角的“View (视
图)”菜单，然后单击以从要用图形表示的九个统计参数中选择一个。
图形的功能包括以下几项：
■

垂直轴显示用图形表示的统计参数的标度，统计参数的名称也会垂直显示在该
轴的旁边。

■

水平轴显示时间，该时间由数据收集速率设置确定。 图形表示的存储对象的名
称显示在该轴下方。

■

上述“View (视图)”菜单具有各种统计参数，用于更改图形以显示不同的参数。

■

“File (文件)”菜单具有“Exit (退出)”命令，但您也可以单击右上角的关闭框
来关闭绘图窗口。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保存并打印图形：使用 Alt+PrintScreen 将图形复制到剪贴板，
然后将其粘贴到某个程序（如 Microsoft Word）中。

历史统计数据的设置步骤
本节介绍如何配置历史统计数据以及如何创建历史统计数据的图表。
在“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窗口中配置设置
选择存储对象并开始收集历史统计数据
绘图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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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窗口中
配置设置
设置过程中的第一个任务是在“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
窗口中配置设置。通过在树视图中单击 StorageAgent，然后在“Perspective (透视
图)”栏中单击“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可访问此窗口。如果接受默认设置（适
合大多数数据收集用途的设置），则不需要使用以下过程。
访问“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窗口以查看和调整设置

1

在 VEA 控制台树视图中，单击“StorageAgent”节点，然后在“Perspective
(透视图)”栏中单击“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此时在窗口的右窗格中将显示“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图标，其中包括
“Historical Statistics (历史统计数据)”图标。

2

双击“Historical Statistics (历史统计数据)”图标将显示“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窗口。

3

检查“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窗口中的设置（如下
所示），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改。单击“OK (确定)”确认设置，然后关闭窗口。
请注意，“Reset (重置)”按钮可用于还原默认设置。

历史统计信息窗口设置
本节介绍历史统计信息的设置。
设置项如下：
■

Data collection rate in seconds (数据收集速率 (秒))
数据的收集速度， 即数据采样的时间间隔。 默认值为 5 秒。 您可以每隔一小时
（3,600 秒）收集一次数据。 当数据形成图表时，表示该设置建立了数据点。
如果您计划持续数天运行统计信息，那么，延缓数据收集速率可以更方便地读
图。

■

File size per object monitored (监视的每个对象的文件大小)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收集文件中的数据。您可以设置文
件所需的大小。 文件达到指定大小后，将会删除旧统计信息并添加新信息。 使
用该功能，您可以持续监视统计信息，而无需增加文件空间。

■

Disk Usage Information (磁盘使用信息) 部分
此窗口底部的数字是对监视的每个存储对象的统计信息进行编译、以填满指定
文件大小所需的估计时间（以天和小时为单位）。 如果修改了数据收集速率或
每个监视对象的文件大小，请单击 Check (检查) 按钮来更新该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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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存储对象并开始收集历史统计数据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中的下一个任务是，选择要监视的存储对象并开始收集历史统计
数据。 通过“Start Historical Statistics (开始收集历史统计数据)”命令可实现这些
功能。 此任务不是可选的。
选择存储对象并开始收集历史数据

1

选择 “Tools (工具)”>“Statistics (统计数据)”>“Start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开始收集历史数据)”将显示“Start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开
始收集历史数据)”窗口，如示例屏幕中所示。
使用此窗口可以选择存储对象以进行历史数据收集。 做出选择并单击“OK (确
定)”之后，便会开始收集历史数据。 数据收集会一直在后台进行，直至您使
用“Stop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停止收集历史数据)”命令停止数据收
集、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或重新启动计算机。

2

选择要监视的存储对象（以收集其历史统计数据），方法是：突出显示相应对
象，并使用“Add (添加)”按钮将对象移动到“Selected List (已选列表)”中。
还可以通过双击对象或通过将对象拖动到右窗格中，将其移动到右窗格中。 使
用“Remove (删除)”或“Remove All (全部删除)”按钮可将右窗格中
“Selected List (已选列表)”上的项目移回左窗格中的“Devices (设备)”列
表。

3

进行选择之后，单击“OK (确定)”。
将开始在后台中进行数据收集。 现在已具备调用绘图功能所需的设置。 如果
选择的存储对象是选定对象之一或者包含在选定对象中（例如，在选择了整个
磁盘组的情况下），则在存储对象的上下文菜单中将出现“Graph Historica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绘制历史统计信息的图表)”命令。

绘图步骤
本节介绍有关创建图表的具体步骤。
您必须事先选择一个或多个存储对象，并已开始收集历史数据，以便能够显示该图
表。
请参见第 239 页的“选择存储对象并开始收集历史统计数据”。
创建图表时，选择要使用的统计参数。
请参见第 229 页的“统计信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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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图表

1

右键单击要创建图表的存储对象，然后从显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Graph
Historical Statistics Information (绘制历史统计信息的图表)”。
此时将显示一个绘图窗口，但是只有在选择统计参数后，才会生成图表。

2

从屏幕顶部的菜单栏中选择“View (视图)”，然后单击“View (视图)”菜单中
的某个统计参数。
单击参数后，将关闭“View (视图)”菜单，并生成图表。
请参见第 237 页的“绘图窗口的功能”。

停止收集历史数据
您可以使用“Stop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停止收集历史数据)”命令来停止收集
历史数据。 当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或重新启动计算机
时，也会停止收集历史数据。
在这些情况下，您将需要重新开始收集历史数据。
请参见第 239 页的“选择存储对象并开始收集历史统计数据”。
停止收集历史数据

1

选择“Tools (工具)”>“Statistics (统计数据)”>“Stop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停止收集历史数据)”，打开“Stop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停
止收集历史数据)”窗口，如以下示例屏幕所示。

2

在窗口的左窗格中，突出显示不再需要收集其历史数据的存储对象，然后使用
“Add (添加)”或“Add All (全部添加)”按钮将对象移动到右窗格中。 还可
以通过双击对象或通过将对象拖动到右窗格中，将其移动到右窗格中。

3

对选择满意后，单击“OK (确定)”。

子磁盘移动、拆分和结合
本节介绍子磁盘的移动、拆分和结合命令。
包括以下主题：
子磁盘命令的用途
子磁盘上下文菜单
子磁盘属性
移动子磁盘
拆分子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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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子磁盘

子磁盘命令的用途
通过使用“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Split Subdisk (拆分子磁盘)”和“Join
Subdisk (结合子磁盘)”命令，可以将子磁盘移动到动态磁盘组内的其他位置、拆分
子磁盘，以及将它们重新结合到一起。灵活移动、拆分以及结合子磁盘使您可以充
分利用磁盘空间。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
盘)”、“Split Subdisk (拆分子磁盘)”和“Join Subdisk (结合子磁盘)”命令。
移动和拆分子磁盘的主要目的如下：
负载平衡
磁盘故障或删除
磁盘中止

负载平衡
如果磁盘活动高度集中于存储子系统内的一个或少数几个磁盘中，则可能会造成瓶
颈。您可以使用“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和/或“Split Subdisk (拆分子磁
盘)”命令，将对磁盘的访问更加均匀地分布在所有磁盘之间。
如果磁盘 I/O 活动状态为“High (高)”或“Critical (严重)”（显示为黄色或红色饼
形符号），则您可以考虑将该磁盘的一个或多个子磁盘移到另一个 I/O 活动显示为
低于平均水平（显示为蓝色饼形符号）的磁盘上。这种思路的目的是移动适量的活
动以实现平衡。通过仔细研究活动状态为“Critical (严重)”的磁盘的统计信息，可
以确定要移动的最佳子磁盘。仅当磁盘 I/O 活动长时间处于“High (高)”或“Critical
(严重)”且性能受到影响时，您才需要移动子磁盘。将一个子磁盘移动到另一个磁
盘也会对 I/O 造成影响，但由于另外一个磁盘的 I/O 活动要低得多，因此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抵消该影响。移动子磁盘后，您需要查看统计信息以检查移动是否有效地
平衡了负载。

磁盘故障或删除
“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命令也可用于将出现故障或丢失的磁盘上的卷的一
部分移动到正常磁盘上。移动冗余卷（镜像卷或 RAID-5 卷）的子磁盘时需要使用
冗余数据在正常磁盘上重新创建子磁盘。但是，对于非冗余卷（连续卷或条带卷），
则不可以重新创建数据，并且移动子磁盘会导致数据丢失（如果磁盘可以被修复，
则可以恢复这些数据）。因此，当您尝试从一个出现故障或丢失的磁盘移动一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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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非冗余数据的子磁盘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要强制移动子磁盘。如
果您不再需要数据或者不再能够恢复数据，则可能需要强制进行移动。这样做将保
留卷结构，但不保证可以恢复数据。

磁盘中止
当一个磁盘开始出现间歇性的 I/O 错误并且显示硬件疲劳迹象时，您可以使用“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命令将它的所有子磁盘移动到状态更正常的磁盘中。利用移
动子磁盘取代复制卷的优势是，您只需要接收磁盘有足够的空间供出故障的磁盘上
的子磁盘使用，而不是供可能跨多个磁盘的整个卷使用。另一个优势是不存在 I/O
中断。
移动子磁盘提供了一种可在存储系统启动和运行时进行调整的灵活方法。

子磁盘上下文菜单
要访问此菜单，请显示要处理的子磁盘，方法是首先在树视图中单击其卷，然后单
击右窗格上方的“Subdisks (子磁盘)”选项卡。显示子磁盘后，右键单击该子磁盘
便可显示此菜单。

子磁盘属性
当从子磁盘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时。
注意：“Size (大小)”、“Disk offset (磁盘偏移)”和“Plex offset (Plex 偏移)”字
段附有下拉列表，可以在其中选择显示数字时所采用的单位（“Sectors (扇区)”、
KB、MB、GB 或 TB）。
下面介绍这些属性：
Name (名称)

在本章中显示子磁盘的屏幕截图上，您可以看到磁盘上的子磁盘已按顺
序分配了编号，如 1-01、1-02、1-03 或 12-01、12-02 和 12-03。子磁
盘编号是一个由程序生成的内部编号。 短划线前的一个或两个数字没
有特殊含义，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磁盘，用于标识其子磁盘的前一个或
前两个数字必须相同。 短划线后的数字表示磁盘的子磁盘编号。 因此，
对于为特定磁盘创建的第一个子磁盘，短划线后的编号为 01；对于创
建的第二个磁盘，短划线后为 02；依此类推。

Column (列)

“Column (列)”显示子磁盘在卷中所占的列数。 条带卷和 RAID-5 卷
具有多个列。

Size (大小)

该字段显示子磁盘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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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offset (磁盘偏 指子磁盘相对于磁盘开头的偏移量。 该字段之所以包含在“Properties
移)
(属性)”窗口中，是因为某个子磁盘要被拆分，它必须与其旁边的子磁
盘相邻。 通过查看偏移，您可以确定哪些子磁盘是连续的。
Plex offset (plex 偏 这是 plex 中的子磁盘的偏移。 它显示了从一个 plex 的开头到某一特定
移)
子磁盘的开头的距离。 plex 内的第一个子磁盘偏移量为 0。第二个子磁
盘的偏移量将根据第一个子磁盘的大小进行衡量。

移动子磁盘
移动子磁盘的目的已在另一节中介绍。
请参见第 241 页的“子磁盘命令的用途”。
注意：不允许移动属于引导卷或系统卷一部分的子磁盘。
在开始子磁盘移动操作之前，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会自动
检查数据的状态。如果数据已退化，仍可移动子磁盘。 移动后，需要重新激活磁
盘，以清除“Degraded (退化)”状态。
将子磁盘从一个磁盘移至另一个磁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SmartMove 功能可以
帮助减少此操作所需的时间。
请参见第 101 页的“SmartMove”。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
盘)”命令。
移动子磁盘

1

在树视图中，选择包含您要移动的子磁盘的卷。

2

标识您要移动的子磁盘，并让它显示在 VEA 控制台的右窗格中。
如果考虑到负载平衡，请查找 I/O 活动为“High (高)”或“Critical (严重)”的
磁盘。在“Statistics (统计数据)”表格式视图中，其单元格中磁盘名称右侧会
显示黄色或红色饼形。此外，您可能也会留意到，由于出现轻微的磁盘错误，
有的磁盘曾存在问题。这种磁盘会不时地显示“Online (Errors) (联机 (错误))”
状态。
要在右窗格中显示子磁盘，请在树视图中单击该子磁盘所在的卷，然后在右窗
格中单击“Subdisks (子磁盘)”选项卡。随后将显示该卷的子磁盘。可以使用
子磁盘的“Properties (属性)”命令进一步识别卷子磁盘的特性。

3

右键单击您要移动的子磁盘，显示其上下文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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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
随后将出现“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窗口。
选择您是要自动还是手动选择该子磁盘移到的目标磁盘。
如果您要自己选择目标磁盘，请单击“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手动分配目标磁盘)”。在窗口的左窗格中，突出显示您要指定为目标磁盘的
磁盘，然后使用“Add (添加)”或“Add All (全部添加)”按钮将指定的磁盘移
到窗口的右窗格中。
此外，还可以选中“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目标
磁盘禁用磁道对齐。

5

如果更改符合自己的需要，请单击“OK (确定)”。

拆分子磁盘
使用“Split Subdisk (拆分子磁盘)”命令可以拆分子磁盘。子磁盘被拆分后产生的
两个子磁盘将驻留在同一磁盘的相同区域。 然后，您可以使用“Move Subdisk (移
动子磁盘)”命令将其中一个或两个子磁盘移动到其他磁盘。 拆分和移动子磁盘可
让您充分利用磁盘空间。 拆分后的子磁盘可以通过“Join Subdisk (结合子磁盘)”
命令重新结合到一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Split Subdisk (拆分子磁
盘)”命令。
拆分子磁盘

1

在树视图中，选择包含要拆分的子磁盘的卷。

2

在右窗格中，单击“Subdisks (子磁盘)”选项卡显示卷的子磁盘。

3

右键单击要拆分的子磁盘，打开其上下文菜单。

4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Split Subdisk (拆分子磁盘)”。

5

在出现的窗口中，为两个子磁盘中的第一个子磁盘指定大小。
剩余空间将分配给第二个子磁盘。 例如，如果原始子磁盘是 100 MB，为第一
个子磁盘分配了 40 MB，那么另一个子磁盘将是 60 MB。
在“Size (大小)”和“First subdisk size (第一个子磁盘大小)”文本输入框右
边的下拉列表中，可以选择“Sectors (扇区)”、KB、MB、GB 或 TB。

6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命令。
片刻后，两个子磁盘将会显示在 VEA 控制台的右窗格中。

244

性能优化
统计信息的命令行命令

结合子磁盘
通过“Join Subdisk (结合子磁盘)”命令，可以结合多个子磁盘。您可以将曾经共
同构成一个子磁盘、但已使用“Split Subdisk (拆分子磁盘)”命令拆分开的两个子
磁盘结合起来。 您不能将拆分所得的子磁盘重新结合到除该子磁盘拆分自的原始子
磁盘以外的其他子磁盘中。 此外，磁盘上还必须具有可容纳两个子磁盘的空间。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Join Subdisk (结合子磁
盘)”命令。
结合子磁盘

1

在树视图中，选择包含要结合的子磁盘的卷。

2

在右窗格中，单击“Subdisks (子磁盘)”选项卡显示卷的子磁盘。

3

右键单击要结合的子磁盘，启动其上下文菜单。

4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Join Subdisk (结合子磁盘)”。

5

在显示的窗口中，选择要结合的子磁盘。

6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命令。
VEA GUI 右窗格中的两个子磁盘很快就会被替换为一个子磁盘。

统计信息的命令行命令
统计信息命令可以通过命令行界面执行。
请参见第 646 页的“vxstat”。

SmartMove
使用 SmartMove 功能，可以增强镜像操作和子磁盘移动操作的性能。SmartMove
可帮助减少镜像操作和子磁盘移动所需的重新同步时间。通过使用 NTFS 文件系统
元数据仅重新同步选定区域，可减少重新同步的时间。通过 SmartMove 功能，可
以提高镜像相关操作（例如，向卷添加镜像、脱离主机备份和阵列迁移）的性能。
提供了有关 SmartMove 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01 页的“SmartMove”。
注意：SmartMove 不支持非 NTFS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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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Snap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FlashSnap 概述

■

FlashSnap 组件

■

快速重新同步

■

快照命令

■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

CLI FlashSnap 命令

■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

卷影复制服务 (VSS)

■

将 VSS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使用

■

将 VSS 快照向导与 Enterprise Vault 一起使用

■

将 VSS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SQL 一起使用

■

写入时复制 (COW)

■

将 VSS COW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使用

■

将 VSS COW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SQL 一起使用

FlashSnap 概述
Veritas FlashSnap 是一个多步过程，可以创建作为您服务器上卷的副本或镜像的可
独立寻址的快照卷。 这些快照可以用于备份、应用程序测试或报告和分析。 使用
FlashSnap 的一个主要优势是可以将快照卷轻松移动到另一个服务器。 因此，可以

FlashSnap
FlashSnap 概述

在另一个服务器上执行备份或其他处理，而不会影响应用程序服务器上应用程序的
性能。
使用 SFW 还可以创建同时存在的多个拆分镜像快照。可以通过 VEA GUI 或通过
vxsnap CLI 命令创建这些快照。
SFW 支持传统完整快照或 Microsoft 写入时复制 (COW) 快照。可以使用 VEA GUI
或 vxsnap CLI 实用程序创建 COW 快照。Microsoft COW 快照比完整快照更快，
占用的存储空间更少，因为 COW 快照使用差异式卷影副本。 原始卷的初始状态可
通过使用差异区域中的块和原始卷中的未更改块来进行重构。
SFW 支持创建 Microsoft SQL 数据库的快照。FlashSnap 与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
务 (VSS) 集成在一起，使得无需使 SQL 数据库脱机就可以为所有与该数据库关联
的卷创建快照。
FlashSnap 与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务 (VSS) 集成，使得无需使存储组的数据库脱
机即可为与 Exchange 存储组关联的所有卷创建快照。 VSS 快照向导和 vxsnap
CLI 命令均使用 VSS，都可以用于创建存储组的快照。 VSS 进程允许在执行快照
操作之前禁止存储组的数据库，然后在执行快照操作之后立即重新激活它们。 存储
组级别的禁止操作可使 Microsoft 支持并保证的持久性数据快照得以实现。 可以使
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或 vxsnap reattach CLI 命令重新挂接和重新同步存储组的
快照，以使其与存储组的当前状态相匹配。
有关如何将 VSS 快照向导或 vxsnap 实用程序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使用来
执行和实现恢复过程的详细过程，请参考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此
指南以 PDF 格式随产品提供。
请参见第 670 页的“vxsnap”。
请参见第 292 页的“将 VSS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使用”。
SFW 还提供一个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使用该向导可以为自动执行快照合并过
程设置计划。
在快照的计划时间，快照卷会自动重新挂接、重新同步，然后再次创建快照。 该计
划由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进行维护。
请参见第 298 页的“使用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FlashSnap 是一个可授权选件。 有关授权许可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的授权许可章节。
“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是使用“Veritas FastResync (快速重同
步)”将快照卷中的选定文件与原始卷重新同步的一项功能。它是为所使用的卷含多
个数据库文件的数据库应用程序而设计，可以用于还原一个或多个损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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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与 Flashsnap 或 SFW VSS
相关的命令。

FlashSnap 组件
FlashSnap 是一个多步过程。
它包括以下组件：
■

FastResync (快速重同步)
FastResync (快速重同步) (FR) 通过使用 FR 日志记录以仅复制临时拆分的镜像
的更改来支持镜像的重新同步。 这样可减少将拆分的镜像重新结合到镜像集所
花费的时间，同时可减少完成重新同步所需的服务器 CPU 周期。
“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命令提供将单个文件从快照还原到原
始卷的功能。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

快照命令
快照命令用于创建对于备份或其他资源密集型处理用途很有用的镜像卷。
这些功能对于 FlashSnap 过程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可以用于其他更加一般的用
途。 本节中对这些功能的描述包含关于每项功能的完整信息，而不仅仅是
FlashSnap 过程中所使用功能那一部分。 但是，要使用这些命令，必须安装
FlashSnap 选件。
注意：某些快照命令（如 Prepare (准备)）可能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这些与
镜像相关的操作可以使用“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
性能优化)”设置进行优化以获得更好的性能。
请参见第 105 页的“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
化)”。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快照命令。

■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支持将一个动态磁盘组拆分为两个磁盘组，以便新形成
的磁盘组可移动到另一个服务器。这样可允许拆分一个镜像以用于备份，并使
用单独的服务器处理备份。 完成备份之后，将已拆分的磁盘组移动回到原始服
务器并将其结合到其以前的磁盘组，将镜像与其镜像集重新关联并重新同步。
也可以在同一服务器上执行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以进行同一主机备份或者
重新组织该服务器上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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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命令对于 FlashSnap 是必要的，但是也可以用于其他更
为一般的用途。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命令。

FlashSnap 过程摘要
您可以对两台服务器使用 FlashSnap 过程（使用远程服务器执行备份处理或其他资
源密集型活动），或者您可能更希望在同一服务器上完成此处理。
本节对这两种情况进行了概述。可以通过 VEA GUI 或命令行执行这些步骤。
注意：同一主机过程可用于快速恢复快照以恢复数据。

脱离主机 FlashSnap 过程（两台服务器）
下面介绍了脱离主机 FlashSnap 过程。
对两台服务器使用脱离主机 FlashSnap 过程

1

使用 Prepare (准备) 命令将快照镜像挂接到工作服务器的卷上。
创建卷的快照镜像并将其重新同步到卷的步骤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必须完成一
次该步骤才能进行初始设置。
在 GUI 中，Prepare (准备) 命令已取代 Snap Start (快照启动) 命令。 prepare
和 start 关键字在 CLI 中可用，但 prepare 是建议的关键字。

2

使用 Snap Shot (快照) 命令自动分离快照镜像，并创建一个与此快照镜像关联
的新卷。
此新卷可用于备份或其他目的。 此快照过程需要的时间通常少于 20 秒。

3

使用 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动态磁盘组) 命令将新卷从其动态磁盘
组中拆分出来，从而在服务器上创建一个新的动态磁盘组。

4

从原始服务器上逐出此新动态磁盘组。
使用命令行时，不需要使用单独的逐出命令。 只有 VEA GUI 命令才需要逐出
命令。

5

在第二台服务器上重新扫描，以使计算机能够识别拆分出来的动态磁盘组。

6

在执行备份或其他脱离主机处理的第二台服务器上导入动态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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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快照卷执行备份或其他脱离主机处理活动。
如果您要备份服务器，建议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或 Veritas Backup Exec
作为备份软件。

8

将此动态磁盘组从第二台服务器逐出。
如果您没有可从中访问从原始服务器逐出的动态磁盘组的 SAN，请以物理方式
将拆分出来的磁盘组的磁盘移回到原始服务器。

9

在原始服务器上重新扫描，以使服务器能够识别拆分出来的动态磁盘组。
您无需将动态磁盘组导入回原始服务器。

10 使用 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 命令，将拆分出来的动态
磁盘组重新结合到其原始动态磁盘组中。

11 使用 Snap Back (快照合并) 命令，将镜像卷重新结合到其原始卷中。
镜像卷现在已重新同步到数据源，并不断进行更新。 由于在重新同步镜像时使
用了快速重新同步 (FR)，因此大大减少了重新同步的时间。
下次运行该命令序列时，即可在快照步骤中使用快照镜像， 不需要再次执行
Prepare (准备) 步骤（步骤 1）。

同一主机 FlashSnap 过程（一台服务器）
步骤 1 和 2 与两台服务器过程中的步骤 1 和步骤 2 相同： 1) 使用“Snap Prepare
(快照准备)”将快照镜像挂接到原始卷，2) 分离此快照镜像并创建一个与其关联的
新卷。
由于不涉及任何远程主机，因此您不必使用磁盘组拆分和结合功能执行任何磁盘组
逐出或导入操作。 备份或其他资源密集型处理都是在同一台服务器上完成的。
在脱离主机过程和同一主机过程中，最后一个步骤都是使用“Snap Back (快照合
并)”命令将镜像卷重新结合到其原始卷中。 在此步骤中，同步镜像的时间将显著
减少（如上所述）。
同一主机上的 FlashSnap 还可用于快速恢复快照以恢复数据。 快速恢复过程在主
机上使用生产数据的即时点副本和事务日志来恢复已被损坏或丢失了数据的数据
库。 例如，如果数据库已被损坏，您可以从最新快照重新加载原始数据，然后使用
事务日志将数据库恢复到发生损坏之前的点。
有关快速恢复的一般讨论，请参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olution Guid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中的“快速恢复”部分。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考相应应用程序的“快速恢复解决方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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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重新同步
FastResync (FR) 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提供了增强功能。
其中包括：
■

重新同步
优化从卷分离然后再返回到卷的镜像的重新同步。

■

重新连接
通过提供刷新和重用快照（而非将其丢弃）功能来扩展快照模型。

FR 提高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快照机制的效率，并提高了
操作的性能，如备份和决策支持（经过组织的收集数据方法，旨在方便决策）。通
常，这些操作要求卷处于静态，且这些操作不会被系统中其他活动对卷的更新所阻
止。 FR 缩短了卷在此类操作期间必须停止运行的时间量。
用户可以对每个卷启用或禁用 FR。 为卷启用 FR 时，会创建一个 DCO（磁盘更改
对象）卷以跟踪镜像分离时发生更改的卷上区域。
注意：仅允许对 DCO 卷执行有限制的操作子集。 可以执行子磁盘移动，或添加和
删除镜像。
在卷上执行“为快照准备卷”操作时，会自动为卷启用 FR。
可以通过命令行界面 vxassist prepare 命令或通过 VEA GUI“Prepare (准备)”
命令准备卷。
注意：在 VEA GUI 中，“Prepare (准备)”命令取代了“Snap Start (快照启动)”
命令。
prepare 和 start 关键字在 CLI 中可用，但 prepare 是建议的关键字。

快速重新同步限制
快速重新同步不能用于软件 RAID-5 卷。

重新同步
快速重新同步 (FR) 跟踪数据存储更新应用于卷时不可用的镜像所错过的更新。当
镜像返回继续提供服务时，FR 通过仅应用分离镜像时该镜像错过的更新将镜像与
卷重新同步。与将整个数据存储复制到返回镜像的传统方法相比，此过程所需的时
间一般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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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 FR 重新同步镜像，必须在分离镜像之前为卷启用 FR，并且继续启用
FR 直到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镜像之后为止。 但是，如果您要使用任何快照命令，
FR 将自动打开。
FR 不会改变传统的镜像故障和修复管理模型。 唯一比较直观的效果是典型镜像修
复操作完成的速度加快。
尽管 FR 和脏区日志 (DRL) 都会跟踪镜像未同步的卷上的区域，但它们执行不同的
功能。 FR 跟踪分离的镜像错过的数据存储更新，而 DRL 跟踪是否已在所有镜像上
完成对镜像卷的写入。 因为在完成对所有镜像的写入之前镜像是不同步的，所以卷
上的写入区域被认为是“脏区”。 DRL 用于在系统崩溃之后重新同步镜像。
请参见第 223 页的“脏区日志 (DRL) 和 RAID-5 日志记录”。

重新连接
重新连接通过提供刷新和重用快照镜像（而非丢弃）功能来扩展快照模型。 创建卷
的快照时，会自动启用 FR。 快照镜像从卷中分离出来时，FR 会保留快照镜像与卷
之间的关联。
请参见第 251 页的“重新同步”。
发出“Snap Back (快照合并)”命令时（通过 vxassist 命令行命令或 GUI），FR
会重新挂接快照镜像并将其与卷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609 页的“vxassist”。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快照命令”。

启用和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可以基于每个卷启用和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FR)。要使 FR 在镜像与其关联卷重新连
接并重新同步时处于活动状态，FR 必须在镜像分离之前启用并保持启用状态直到
镜像已与卷重新连接且重新同步。
下面介绍了从 GUI 启用 FR 的过程。
您也可以从命令行启用和禁用 FR。
请参见第 559 页的“vxvol”。
注意：无法对 RAID-5 卷启用 FR。

注意：如果使用的是快照命令，则无需使用下列步骤，因为系统会为快照命令自动
启用 FR。仅当您要对未与任何快照命令结合使用的卷启用 FR 时，才需要执行这些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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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下面介绍了如何启用 FR。
通过 VEA GUI 启用卷的快速重新同步

1

选择要为其启用 FR 的镜像卷。
此时将显示卷上下文菜单。

2

选择“FastResync (快速重新同步)”>“Add (添加)”。
此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您确认是否要为该卷添加 FR。

3

单击“Yes (是)”。
现在已为该卷启用 FR。

禁用快速重新同步
下面介绍了如何禁用 FR。
通过 VEA GUI 禁用卷的快速重新同步

1

选择要为其禁用 FR 的镜像卷。
此时将显示卷上下文菜单。

2

选择“FastResync (快速重新同步)”>“Remove (删除)”。
此时将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您确认是否删除 FR。

3

单击“OK (确定)”。
现在已为该卷禁用 FR。

磁盘更改对象 (DCO) 卷
启用 FR 或启动快照操作时，会创建 DCO 卷。 分离镜像时，DCO 卷会跟踪对卷的
更改。
在 VEA 控制台左窗格中的树视图中看不到 DCO 卷。 可以在“Disk View (磁盘视
图)”中看到它（未选择卷详细信息时）。
可以对 DCO 卷执行以下操作：
■

添加或删除镜像 - 可以向 DCO 卷添加镜像以及从 DCO 卷删除镜像。

■

移动子磁盘 - 可以使用“Subdisk Move (子磁盘移动)”命令将 DCO 卷及与其关
联的镜像子磁盘移动到另一个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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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DCO 卷添加镜像
您可能需要向 DCO 卷添加镜像，以创建 DCO 卷的备份副本。
向 DCO 卷添加镜像

1

选择要向其 DCO 卷添加镜像的卷。

2

从卷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Disk View (磁盘视图)”打开一个单独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窗口。 此外，也可以选择“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
以便在右窗格中显示“Disk View (磁盘视图)”。

3

右键单击 DCO 卷启动上下文菜单，如示例屏幕所示。

4

选择“Mirror (镜像)”>“Add (添加)”。
此时将显示“Add Mirror (添加镜像)”窗口。

5

如果要向特定磁盘添加镜像，请单击“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单选按钮，选择所需磁盘，然后单击“Add (添加)”按钮将该磁盘移至右窗格。
如果要自动选择磁盘，请保持选中“Auto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自动分
配目标磁盘)”的默认设置。

6

单击“OK (确定)”添加镜像。
请注意，在对快照卷进行快照合并时，会删除添加到该快照卷的 DCO 卷中的
所有镜像。
向非 DCO 卷添加镜像的过程有所不同。
请参见第 210 页的“向卷添加镜像”。

从 DCO 卷中删除镜像
下面介绍了从 DCO 卷中删除镜像的过程。
从 DCO 卷中删除镜像

1

选择要从其 DCO 卷中删除镜像的卷。

2

在右窗格中选择“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并右键单击 DCO 卷。
随即便会显示上下文菜单。

3

选择“Mirror (镜像)”>“Remove (删除)”。
随即便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您选择要删除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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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相应镜像。
单击“Add (添加)”按钮将其移至右窗格。

5

单击“OK (确定)”。
此时将从 DCO 卷中删除该镜像。

移动 DCO 卷子磁盘
如果原始磁盘出现问题，您可能希望将 DCO 卷及其关联的镜像子磁盘移动到其他
磁盘，或者您可能更倾向将此子磁盘移至其他磁盘以使用不同的方式拆分磁盘组。
必须将 DCO 卷及其关联的镜像子磁盘移至同一磁盘组中的磁盘。
移动 DCO 卷子磁盘

1

在 Volumes 文件夹下，选择要移动其 DCO 卷子磁盘的卷。

2

右键单击右窗格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中的空白区域。
此时将显示上下文菜单。

3

选择“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
显示内容将发生更改。 “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现在会显示卷的子磁
盘名称。

4

右键单击包含 DCO 卷的子磁盘。
此时将显示上下文菜单。

5

选择“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
此时将显示“Subdisk Move (子磁盘移动)”窗口。

6

单击“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手动分配目标磁盘)”单选按钮。

7

突出显示要将包含 DCO 卷的镜像卷子磁盘移动到的磁盘，然后单击“Add (添
加)”按钮。 此时所选磁盘将移至窗口的右窗格中。

8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命令。
此时包含 DCO 卷的镜像卷子磁盘将移动到其他磁盘。
可参考有关子磁盘移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子磁盘移动、拆分和结合”。

快照命令
可以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创建卷的快照。
也可通过命令行界面访问快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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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84 页的“CLI FlashSnap 命令”。
可以生成镜像或非镜像卷的快照，但不能生成 RAID-5 卷的快照。
使用快照功能可以快速有效地联机备份卷，对用户造成的干扰最小。使用快照功能
时，会自动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FR) 并创建卷的快照映像，该映像可从该卷分离。
分离的快照映像可用于备份或其他目的，而原始卷可继续保留使用。
以后，可以通过 FR 重新连接功能，快速地将快照重新挂接到卷并与卷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252 页的“重新连接”。
也可以让快照卷与原始卷永久断开连接。
可以通过在卷上连续执行“Prepare (准备)”命令，将多个快照 plex 挂接到该卷。
这样便可以生成单个卷的多个快照。
注意：在 VEA GUI 中，“Prepare (准备)”命令取代了“Snap Start (快照启动)”
命令。
可以将快照挂接到原始卷或快照卷。
下列快照命令受 GUI 的支持，并可通过卷上下文菜单访问：
■

Prepare (准备)
创建快照镜像，并将它挂接到原始卷。

■

Snap Shot (快照)
将快照镜像从原始卷上分离，并创建与快照镜像关联的快照卷。

■

Snap back (快照合并)
将快照镜像重新挂接到原始卷。

■

Snap clear (快照清除)
从原始卷上永久删除快照镜像。

■

Snap abort (快照中止)
在执行“Prepare (准备)”或“Snap Back (快照合并)”命令后中止快照操作。
“Snap abort (快照中止)”可以从卷上永久删除快照镜像并释放其空间。

这五个快照命令是卷上下文菜单上“Snap (快照)”命令的子命令。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快照命令（“Prepare (准
备)”、“Snap (快照)”、“Snap Back (快照合并)”、“Snap Clear (快照清除)”
或“Snap Abort (快照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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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照过程
总的说来，快照过程包括几个步骤。
其中包括：
■

使用“Prepare (准备)”将快照镜像挂接到卷上。

■

分离快照镜像，并创建与快照镜像关联的快照卷。

■

在使用快照之后将其重新挂接到卷，或者永久断开它与卷之间的连接。“Snap
Back (快照合并)”重新挂接快照镜像；“Snap Clear (快照清除)”永久断开快
照镜像与卷之间的连接，从而删除快照卷和原始卷之间的关联。

“Prepare (准备)”过程涉及创建镜像，因此需要很长时间，但只需在首次执行快照
命令序列时执行该过程。执行该过程之后，应使用“Snap Shot (快照)”命令断开
镜像以进行备份（或用于其他目的），然后使用“Snap Back (快照合并)”将快照
镜像重新挂接到原始卷。这两个过程都非常块（每个过程的时间通常少于一分钟）。
在执行“Prepare (准备)”或“Snap Back (快照合并)”命令之后，“Snap Abort
(快照中止)”将中止快照操作。

Prepare (准备)
“Prepare (准备)”可创建与卷挂接并同步的快照镜像或 plex。 如果您要对已具有
一个或多个正常镜像的卷应用该命令，则可以指定将现有镜像用于快照镜像。 选择
现有镜像的好处在于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不需要将镜像与卷重新同步。
注意：在 VEA GUI 中，“Prepare (准备)”命令取代了“Snap Start (快照启动)”
命令。
镜像同步过程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但不会影响卷的使用。为快照准备卷的过程失败
时，如果快照镜像是从头开始创建的，则会删除该镜像快照，并释放其空间。 如果
已选择将正常镜像用于快照镜像，则当为快照准备卷的过程失败时，该镜像将恢复
为其正常状态。
完成为快照准备卷的过程后，在 VEA GUI 的右窗格的“Snap Start (快照启动)”选
项卡中，快照镜像的状态将显示为“Snap Ready (快照就绪)”。使用“Snap Shot
(快照)”命令可以将快照镜像与快照卷关联。快照镜像在创建后将不断更新，直到
被分离。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Prepare (准备)”或“Snap
Start (快照启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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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快照镜像

1

右键单击要为其创建快照的卷。
此时将显示上下文菜单。

2

选择“Snap (快照)”>“Prepare (准备)”。
此时将显示“Prepare volume for Flashsnap (为 Flashsnap 准备卷)”向导欢迎
屏幕。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3

此时显示的屏幕取决于您是否具有镜像卷。 如果您已具有镜像卷，则会使用
“Snap Shot (快照)”命令不断更新快照镜像，直到分离该镜像为止。
下面介绍了各个屏幕：
■

镜像卷：如果您具有镜像卷，系统将显示一个屏幕，允许您选择将现有镜
像用于快照镜像。
■

如果您具有镜像卷，并且系统中还存在可用于创建其他镜像的磁盘，该
屏幕将允许您选择使用快照的现有镜像或创建新镜像。

■

如果您具有镜像卷，但没有可用于创建新快照镜像的磁盘，该屏幕将允
许您从卷中的现有镜像进行选择。

如果选择现有镜像，请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查看摘要屏幕，然后单
击“Finish (完成)”以完成“Prepare (准备)”命令。
如果不选择现有镜像，请单击“Next (下一步)”按照非镜像卷的说明继续
操作。
■

非镜像卷： 如果您具有非镜像卷或未选择将现有镜像用于快照镜像，请从
磁盘选择窗口中选择要用于快照镜像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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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设置是使程序自动选择要创建镜像的磁盘。
此外，也可以通过单击“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单选按
钮来指定可用于创建快照镜像的磁盘。 如果选择了手动设置，请使用“Add
(添加)”或“Add All (全部添加)”按钮将所选磁盘移至窗口的右窗格。 使
用“Remove (删除)”和“Remove All (全部删除)”按钮，可以将所选磁
盘移回到左窗格。
您还可以选中“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快照镜
像卷禁用磁道对齐。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指定属性。
■

指定属性
在此屏幕上，选择下列卷布局类型之一：
■

Concatenated (连续)

■

Striped (条带)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Columns (列)”框和“Stripe unit size (条
带单元大小)”框中设定值。系统会提供默认值。
对于连续卷或条带卷，您还可以通过以下项指定跨磁盘镜像：
■

端口

■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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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盘阵列

■

通道

如果未提供相应资源来支持选定属性以进行跨磁盘镜像，则为快照准备卷
的操作将失败。

完成“Prepare (准备)”命令之后，新的快照镜像将挂接到卷上。 请参见下面
的示例屏幕。 在该屏幕中，卷 Flash 挂接有一个快照镜像。
新镜像会添加到卷的“Mirrors (镜像)”选项卡中。 在示例屏幕中，该镜像标识
为快照镜像，并且具有快照图标。 在该快照镜像与卷同步之后，其状态将变为
“Snap Ready (快照就绪)”。
在继续执行“Snap Shot (快照)”命令或对快照镜像执行任何其他操作之前，
务必确保快照镜像（或快照 plex）已完成其重新同步，并显示了“Snap Ready
(快照就绪)”状态。 此外，如果在重新同步完成之前关闭服务器或逐出含有为
快照准备的卷的磁盘组，则当包含原始卷的磁盘组再次联机时，将会删除快照
镜像。
创建 DCO（磁盘更改对象）卷以跟踪在分离镜像时发生更改的卷区域。
请参见第 253 页的“磁盘更改对象 (DCO)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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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A GUI 的树视图中不包含 DCO 卷。 要查看 DCO 卷，必须使用“Disk View
(磁盘视图)”。 要访问“Disk View (磁盘视图)”，请单击右窗格中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或者从磁盘或卷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Disk View
(磁盘视图)”。
下面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示例屏幕显示了“Prepare (准备)”命令创建
的 DCO 日志。
注意：“Break Mirror (断开镜像)”和“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命令不适
用于快照镜像。

Snap Shot (快照)
“Snap Shot (快照)”分离快照镜像，并创建与该镜像关联的新卷。 此过程需要的
时间相对较短，通常不到一分钟，在此期间可能会要求用户不要对原始卷进行访
问。 创建快照卷之后，可将其用于备份或其他目的。 “Snap Shot (快照)”还可以
同时创建多个卷的快照。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Snap Shot (快照)”命
令。
创建快照

1

右键单击其中一个具有快照镜像的卷。 此时将显示上下文菜单。

2

选择“Snap (快照)”>“Snap Shot (快照)”。

3

将显示“Snap Shot Volume Wizard (快照卷向导)”欢迎屏幕。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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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显示的“Select Volumes (选择卷)”窗口中，选择要为其创建快照的卷。
在“Available volumes (可用卷)”窗格中突出显示相应的卷，然后单击“Add
(添加)”。所选择的卷应该在“Selected volumes (选定的卷)”窗格中显示。
您可以选择使用卷影复制服务 (VSS) 来创建快照。 VSS 快照方法允许您在可
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SQL Server）文件打开时创建这些应用程
序的快照。如果不存在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则使用 SFW FlashSnap 方法
（VM 方法）创建快照。
请参见第 288 页的“卷影复制服务 (VSS)”。
使用 VSS 快照方法时，只能创建读/写卷的快照，并且生成的 VSS 快照是只读
的。 VM 快照方法可以创建读/写卷或只读卷的快照，并且生成的快照将与原始
卷的访问模式相匹配。不过，在使用 VM 快照方法时，“Snap Shot Volume
Wizard (快照卷向导)”会显示“Force Read Only (强制只读)”复选框，通过
该复选框，可以指定生成的快照具有只读访问权。
您可以使用“Systems Settings (系统设置)”将快照过程设置为使用 VSS 或
VM 快照方法。
请参见第 95 页的“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
选择卷之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在显示的“Change Attributes (更改属性)”窗口中，可以编辑快照的下列属性：
■

Snap Volume Label (快照卷标签)
注意：默认的快照卷标签以 SnapV 开头，后跟一个 12 个字符的字母数字
字符串。 这个 12 个字符的字母数字字符串是基于快照创建时间的编码十六
进制时间戳。例如，默认的快照卷标签为 SnapV4A7337AE038A。

注意：无法更改只读快照的“Snap Volume Label (快照卷标签)”。

■

Drive Letter (驱动器盘符)

■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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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这些属性之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6

单击最后一个窗口中的“Finish (完成)”开始快照过程。
此时会将快照镜像与每个原始卷分离，并创建与快照镜像关联的新卷。此过程
需要的时间通常不到一分钟。
原始卷的“Mirrors (镜像)”选项卡上将不再显示快照镜像。 新快照卷显示在
树视图的“Volumes (卷)”文件夹下。 程序将为这些快照卷分配下一个可用驱
动器盘符（在以下示例屏幕的树视图中是驱动器盘符 F 和 L）。
现在，您可以将快照卷用于备份或其他目的。

Snap Back (快照合并)
“Snap Back (快照合并)”可将已分离的快照镜像重新挂接到其原始卷。
使用完快照后，可将其重新挂接到卷，在此其将与数据存储重新同步并不断进行更
新。 然后，通过再次发出“Snap Shot (快照)”可获取原始卷的当前副本，并且对
用户造成的中断影响最小。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Snap Back (快照合并)”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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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快照镜像重新挂接到原始卷

1

右键单击要将其快照镜像重新挂接到原始卷的快照卷。
此时将显示上下文菜单。

2

选择“Snap (快照)”>“Snap Back (快照合并)”。
此时将出现一个对话框，其中包含用于重新同步快照的两个选项，如以下屏幕
所示：

3

指定是重新同步快照卷以匹配原始卷，还是重新同步原始卷以匹配快照卷，然
后单击“OK (确定)”。
当原始卷发生了某些变故而导致其数据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时，可能需要使用快
照卷而非原始卷进行重新同步。
屏幕的中间部分显示了对选定选项的进一步说明。
快照镜像会重新挂接到原始卷，如果快照卷是卷的最后一个 plex，则会将其删
除。 （如果快照卷还有与之关联的其他镜像，则不会将其删除。）
如下图所示，在上图中标识为 L 的快照卷已从树视图的 Volumes 文件夹中删
除，该快照镜像现在显示在原始卷的“Mirrors (镜像)”选项卡中。重新同步
后，原始卷现在所处的情况与第一次执行“Prepare (准备)”命令后的情况相
似，但是对原始卷的所有更改都已在快照镜像上进行了更新。
现在，又可以对该卷执行“Snap Shot (快照)”命令并重复上述过程。 如果要
与原始卷重新同步，则重新同步过程应非常迅速，原因是该卷一直在不断更
新。
只有在最初执行“Prepare (准备)”命令对镜像进行最初的同步时，需要花费
常规的时间来创建快照镜像。 完成最初的“Prepare (准备)”命令后，“Snap
Shot (快照)”和“Snap Back (快照合并)”的重复过程会十分迅速。 “Prepare
(准备)”命令必须只执行一次。
请注意，在对快照卷进行快照合并时，会删除添加到该快照卷的 DCO 卷中的
所有镜像。

Snap Clear (快照清除)
“Snap Clear (快照清除)”可以永久删除快照卷及其原始卷之间的链接。可以在执
行“Snap Shot (快照)”命令之后指定“Snap Clear (快照清除)”。执行“Snap
Clear (快照清除)”之后，快照卷将成为普通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Snap Clear (快照清除)”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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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快照卷更改为普通卷

1

右键单击要更改为普通卷的快照卷。

2

选择快照卷，在完成“Snap Clear (快照清除)”命令之后，该卷将不再链接到
其原始卷。

3

选择“Snap (快照)”>“Snap Clear (快照清除)”。
此时将显示一个消息框，要求您确认是否对指定卷执行“Snap Clear (快照清
除)”操作。

4

单击“Yes (是)”。
此时快照镜像将成为普通卷。 原始卷会恢复为执行“Prepare (准备)”命令之
前的状态。

Snap Abort (快照中止)
“Snap Abort (快照中止)”将中止“Prepare (准备)”或“Snap Back (快照合并)”
命令所做的更改。在这两个命令中，快照镜像 plex 将挂接到某个卷上。“Snap
Abort (快照中止)”可删除此快照镜像 plex，或将此快照镜像 plex 转换为普通镜像。
在已删除的快照 plex 是最后一个快照 plex 且生成的卷为简单卷或条带卷的情况下，
“Snap Abort (快照中止)”命令还会删除 DCO 日志卷。不能在“Snap Shot (快
照)”命令后直接执行该命令。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Snap Abort (快照中止)”
命令。
删除快照镜像或将其更改为普通镜像

1

右键单击要中止“Prepare (准备)”操作的卷。

2

从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Snap (快照)”>“Snap Abort (快照中止)”。

3

在显示的“Snap Abort Volume (快照中止卷)”窗口中选择相应选项。
如果只有一个镜像，可以保留默认的自动选择设置。如果存在多个镜像，则可
以手动选择要执行快照中止的镜像。如果单击“Convert into a normal mirror
(转换为标准镜像)”复选框，所选镜像将变为标准镜像。
对选择满意后，单击“OK (确定)”。

4

对显示的消息框做出响应，该消息框要求您确认对指定卷的“Snap Abort (快
照中止)”操作。快照镜像将被删除或转换，DCO 卷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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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您可以使用快照计划程序向导添加快照计划。
计划功能可自动完成创建快照的过程。 在计划时间，系统会自动创建指定卷的快
照。 配置并应用计划后，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会对其
进行维护。
注意：通过展开 GUI 树视图中“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节点下的节点，可
以找到有关该计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展开相应的应用程序节点可找到该应用程
序的计划。右键单击节点并选择“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可查看有关该计划
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注意：快照计划程序只支持 VSS 快照（只读快照）。

注意：在运行快照计划程序向导之前，必须用“Prepare (准备)”命令准备快照镜
像。
为快照创建计划

1

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一个卷。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Snap (快照)”>“Schedule SnapShot (计划快照)”。

3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4

在显示的“Select Volumes (选择卷)”窗口中，选择要为其创建快照的卷。
在“Available volumes (可用卷)”窗格中突出显示相应的卷，然后单击“Add
(添加)”。所选择的卷应该在“Selected volumes (选定的卷)”窗格中显示。
指定适当的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Directory (目录)

该向导将创建快照集元数据 XML 文件。默认情况下，XML 元
数据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Snapshot set (快照集)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 向导将生
成一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vol.timestamp。

在出现的“Change Attributes (更改属性)”窗口中，您可以根据需要编辑以下
属性。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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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Drive Letter (驱动器盘符)

■

Plex

在“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面板中的“General Options (常规选
项)”选项卡上，指定以下项：
Name of this schedule 为该快照集计划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此计划的名称)
如果您希望稍后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则此名称将标识快
照计划。 默认的名称由前缀 Generi 和数字后缀（按每个计划
依次递增）组成。
Description of this
schedule (此计划的说
明)

（可选）输入说明以帮助您在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时识别
该计划。

Start Time (开始时间)

开始创建快照的时间。

End Time (结束时间)

结束创建快照的时间。
如果正在创建快照，则可以完成此快照，但只有在该结束时间
之后才能开始创建新快照。

Schedule takes effect
on (计划生效日期)

指定的计划生效的日期。默认情况下为当前日期。

Restart task every (重 快照间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新启动任务的时间间隔)
例如，如果间隔为 360 分钟，并且您计划快照的开始时间为
晚上 12 点，结束时间为下午 7 点，则将进行两次快照。如果
没有指定时间间隔，则快照只发生一次。
Every (间隔天数)

启用“Every (间隔天数)”选项可使快照计划继续进行。否则，
此计划仅应用一天。
指定重新启动快照计划前的天数。
例如，1 天表示此计划每天都生效，2 天表示此计划每隔一天
生效一次。

Start On (开始日期)

如果您启用了“Every (间隔天数)”选项，请指定开始日期。

Pre Command (前命令)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开始之前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
路径。
Post Command (后命
令)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完成之后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
路径。

267

FlashSnap
快照命令

7

要指定计划的运行天数，请在以下选项卡上进行选择：
Days of Week (一周的 选择一个月中一周或几周中的一天或几天。
某些天)
您可以单击列顶部的按钮以选择整列，或单击行左侧的按钮以
选择整行。例如，单击“First (第一个)”可将快照安排在一个
月的所有工作日中的第一个工作日进行。
Days of Month (一个月 选择一个月中的一天或几天。您还可以选中“Last Day (最后
中的某些天)
一天)”复选框将快照安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进行。
Specific Dates (特定日 选择一个或几个特定日期，将其包括在计划中，或从计划中排
期)
除。
排除日期优先于在其他选项卡上安排的日期。例如，如果您在
“Days of Week (一周的某些天)”选项卡中安排了在每个星期
一进行快照，并且在“Specific Dates (特定日期)”选项卡上
排除了 10 月 9 日这个星期一，则不会在 10 月 9 日创建快照。

如果同一快照集的两个计划重叠，则仅创建一个快照。例如，如果您选择在每
个星期四以及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创建快照，并且该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
四，则仅会在这个星期四创建一个快照。

8

单击“Next (下一步)”。

9

查看快照集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显示计划快照的状态
如果计划的快照因某种原因失败，则计划程序进程将尝试重新运行此快照。您可能
希望验证计划的快照是否成功完成。在 VEA 控制台中，可以查看快照结果。
查看计划的快照状态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

4

展开“Generic (通用)”节点。计划的快照将列在 VEA 的右窗格中。
与“Application (应用程序)”不关联的所有计划快照都显示在“Generic (通
用)”节点下。

5

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要查看所有计划作业的状态，请右键单击“Generic (通用)”，然后单击
“All Job History (所有作业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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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特定计划的状态，请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

6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查看计划信息。
您可以通过单击列标题对列出的计划进行排序。如果成功完成快照，将显示
“Status (状态)”列。

删除快照的计划
下面介绍了删除计划的过程。
注意：您无法修改已过期的计划。
您还可以通过 GUI 控制台删除（但无法修改）计划。
使用 GUI 删除计划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

4

展开您为其计划快照的“Generic (通用)”节点。计划的快照将列在 VEA 的右
窗格中。

5

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Delete Schedule (删除计划)”。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本节介绍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关于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动态磁盘组拆分
拆分命令的恢复
动态磁盘组结合
对共享存储上的集群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使用动态磁盘组对 Volume Replicator 进行拆分和结合时的限制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的故障排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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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指的是两个相关的命令 -“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
动态磁盘组)”和“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动态磁盘组)”可以将一个动态磁盘组拆分成两个动态磁盘组。
“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可以将两个动态磁盘组结合成一个
合并磁盘组。 您可以将以前使用“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动态磁盘组)”
命令分开的两个磁盘组结合起来，不过，对于以独立磁盘组形式启动的两个动态磁
盘组，也可以将它们结合起来。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可用于 FlashSnap 过程以及用于重新组织动态磁盘组。
可以通过 VEA 控制台执行，也可以在命令行上使用 vxdg split 和 vxdg join 命
令来执行。
使用“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动态磁盘组)”命令，可以将一个动态磁盘组
中的部分而不是全部磁盘转移到另一个动态磁盘组。 源动态磁盘组将保留其原始组
标识，而另一个动态磁盘组（称为目标磁盘组）将成为新的动态磁盘组。 如果使用
GUI 执行拆分命令，则完成拆分操作后，目标动态磁盘组将处于“Imported (已导
入)”状态。 如果使用命令行执行拆分，默认情况下目标动态磁盘组将处于“Deported
(已逐出)”状态（不过可以使用 -i 选项使它保留“Imported (已导入)”状态）。 无
论使用 GUI 还是命令行，在完成拆分操作后，源动态磁盘组都会继续保持联机。
无法拆分主动态磁盘组，因为它们通常包含计算机的引导磁盘和系统磁盘。此外，
在拆分操作过程中，只能转移正常的动态卷。
可通过 GUI 升级磁盘组。
也可通过命令行升级磁盘组。
使用“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动态磁盘组)”命令的前提是，所拆分的磁盘
组包含所有必需的磁盘，以便新磁盘组中的卷完整。 如果拆分磁盘组时选择的磁盘
会导致卷不完整，那么，该命令的内置逻辑将会加上余下的一个或多个磁盘，以使
用完整的卷拆分磁盘组。 在显示的屏幕中也会列出完成拆分操作所需的磁盘。 此
时，您可以确定是否继续进行动态磁盘组拆分操作。
因此，在将一个动态磁盘组拆分成两个磁盘组时，如果分配到任何一个拆分磁盘组
的卷不完整，将无法完成该拆分。
使用“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命令可以结合动态磁盘组。 该
命令不要求事先拆分想要结合的动态磁盘组。 在结合两个动态磁盘组时，指定为源
的动态磁盘组将在合并过程中失去其标识。 目标动态磁盘组将在结合后保留其标
识。
使用结合命令时，源动态磁盘组的所有磁盘将与目标动态磁盘组的所有磁盘结合起
来。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允许部分结合，也就是说，即使
源磁盘组中的卷缺少某些磁盘或某些磁盘有故障，结合命令仍可成功。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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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您必须单击“Allow Partial Join (允许部分结合)”复选框，以指明您希望执行
部分结合。 缺失的磁盘恢复为联机状态后，还需要再次执行“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命令才能将缺失的磁盘添加到目标磁盘组。
警告：如果某个部分结合操作正在进行，则只有等到缺少的磁盘结合到目标磁盘组
后，才可以对源磁盘组或目标磁盘组执行下列配置更改：替换或迁移磁盘、拆分或
移动子磁盘、扩展卷、添加镜像和清除热重定位。 在所有磁盘均已结合之前执行这
些操作会导致数据丢失。
本节中的步骤主要涉及到与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相关的 CLI 命令。
也可通过命令行执行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请参见第 570 页的“vxdg”。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动态磁盘组拆分
通过 CLI 命令拆分动态磁盘组后，目标磁盘组将处于“Imported (已导入)”状态。
如果要动态磁盘组处于“Deported (已逐出)”状态，请使用该命令的 CLI 版本 vxdg
split，其中目标磁盘组的默认状态为“Deported (已逐出)”。 但是，也可以将 -i

选项与 vxdg split 一起使用以使目标磁盘组处于“Imported (已导入)”状态。
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命令时，如果源磁盘组是集群磁盘组或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
护的磁盘组，则生成的目标磁盘组将是相同的磁盘组类型。
对于 CLI 磁盘组拆分命令，这些磁盘组类型需要其他参数以确保它们保留各自的磁
盘组类型。
请参见第 586 页的“vxdg split”。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动态磁盘组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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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动态磁盘组

1

确保要拆分的卷未在使用中且处于运行良好状态。 同样，请确保要拆分的任何
磁盘都未处于“Missing (丢失)”状态。
最好使用“Disk View (磁盘视图)”查看磁盘组的卷和子磁盘，这样可以看到哪
些磁盘适合拆分。 新拆分出来的磁盘组中的磁盘必须包含完整的卷。
如果卷在使用中，将出现一条错误消息，询问是否要强制执行拆分操作。
请参见第 284 页的“有关强制拆分或结合操作的错误消息”。

2

在 VEA 控制台的树视图中，右键单击动态磁盘组、磁盘或卷，然后在上下文
菜单中单击“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动态磁盘组)”。 也可以在 VEA
控制台菜单栏上的“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该命令。

3

将出现“Dynamic Disk Group Split Wizard (动态磁盘组拆分向导)”。 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

4

在接下来出现的屏幕中，指定拆分磁盘组所需的信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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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新的动态磁盘组名称。
注意：磁盘组名称应该是唯一的。 动态磁盘组名称中最多可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它不得包含空格、斜杠 (/)、反斜杠 (\)、感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而且，名称的第一个字符不能为句点。

■

选择“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by disks (按磁盘拆分动态磁盘组)”选项或
“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by volumes (按卷拆分动态磁盘组)”选项。
如果选择按磁盘拆分，磁盘将显示在窗口的下面部分。 如果选择按卷拆分，
将显示卷而不是磁盘。

■

选择要拆分的磁盘或卷。
指定磁盘组中当前可用的磁盘或卷将显示在左窗格中，并标记为“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或“Available volumes (可用卷)”。 在左窗格中选择磁

273

FlashSnap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盘或卷，然后单击“Add (添加)”按钮将其移动到右窗格中，标记为
“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或“Selected volumes (选定的卷)”。
提供“Add All (全部添加)”按钮是为了方便一次移动多个磁盘。 如果移动
了所有磁盘，则至少需要将其中一个磁盘移回左窗格中，因为如果在目标
磁盘组中包含所有磁盘，将无法拆分动态磁盘组。
在整个动态磁盘组拆分操作期间，属于源动态磁盘组的卷和磁盘以及未拆
分的卷和磁盘仍然可以访问。
输入规定之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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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动态磁盘组拆分的信息。
接下来出现的屏幕将显示可以看到的信息类型。 此屏幕的目的是确认磁盘组拆
分。
该向导的左列中显示了选择要进行拆分的磁盘，右列中显示了要拆分的卷。 在
此屏幕中，看到的磁盘可能会比选择要进行拆分的磁盘多。 如果已选择的磁盘
会产生具有部分卷的磁盘组，则该程序会提供所需的磁盘，以确保拆分出来的
动态磁盘组具有完整卷。
如果要使拆分出来的动态磁盘组更大，则可以单击“Back (上一步)”返回并添
加更多磁盘。
如果认为信息正确，请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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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Finish (完成)”确认动态磁盘组拆分。
如果动态磁盘组拆分成功，则将能够在控制台的树视图和右窗格中查看新的目
标动态磁盘组。 默认情况下，如果使用 GUI 执行拆分，则新的目标磁盘组将
处于“Imported (已导入)”状态。 如果使用命令行执行拆分，则默认情况下，
新的目标磁盘组将处于“Deported (已逐出)”状态，因为它认为您想要逐出磁
盘组，然后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导入它。 但是，使用命令行，可以将 -i 选项与
vxdg split 命令一起使用，以使磁盘组保留“Imported (已导入)”状态。
如果“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动态磁盘组)”命令失败，则会显示一个
错误对话框，显示失败的原因。 如果目标磁盘组已存在，或者在执行拆分操作
时出现问题，则动态磁盘组拆分操作会失败。
如果在拆分操作期间计算机出现故障，则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会提供一个恢复过程。下一节将详细介绍恢复过程。

拆分命令的恢复
在执行磁盘组拆分操作过程中，如果磁盘和/或系统发生故障，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一般会自动执行任何必要的恢复操作。恢复过程会执行将
磁盘组还原到一致状态所需的任何操作。 恢复成功后，即可再次使用这些磁盘组。
例如，如果拆分操作过程中发生断电，则会导致磁盘和磁盘组上的信息不完整。 恢
复机制可以确保当下一次引导主机或者在主机（同一主机或另一个主机）上导入磁
盘组时，信息中不一致的部分将被删除。 根据出现故障时拆分操作完成的进度，恢
复的磁盘组要么还原到拆分操作之前所处的状态，要么会成功地拆分成两个磁盘
组。
恢复有以下两种模式：
■

自动恢复
如果能够重新启动系统，在重新启动后，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将会尝试自动恢复。如果自动恢复过程能够检测到执行恢复所需的充
足信息，则恢复就会成功，并且在自动恢复过程后，磁盘组显示为正常状态。

■

手动恢复
在下列情况下，有必要执行手动恢复：
■

如果在重新启动后运行自动恢复，但没有足够的信息完成恢复，那么，磁盘
组将处于“Deported (已逐出)”状态，并显示一个警报图标（黄色的警示图
标）。

■

如果系统完全失效，因而无法重新启动，那么，您必须将磁盘组的磁盘移至
另一个系统，然后执行手动恢复。 在此情况下，建议您将整个源磁盘组移至
另一台计算机，再重新扫描，然后手动执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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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不允许成功执行磁盘组导
入操作，或者阻止磁盘组结合，那么，肯定需要在执行拆分命令后手动恢复
该磁盘组。在此情况下，您将会收到一条错误消息，指出磁盘组需要恢复。

应尽快执行恢复，以保持数据的完整性。
可以在 GUI 中，按照以下过程中的说明执行手动恢复。
也可通过命令行执行手动恢复。
请参见第 589 页的“vxdg recover”。
在成功完成手动恢复操作后，便可以执行所有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操作。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如果在拆分操作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主机发
生崩溃，则恢复之后，磁盘组的一个或多个磁盘和卷可能处于异常状态。 在此情况
下，请针对拆分命令涉及到的异常磁盘使用“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命
令，然后针对涉及到的每个异常卷执行“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命令。
执行这些命令后，磁盘组的磁盘和卷应会正常。
请参见第 524 页的“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 命令”。
请参见第 525 页的“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 命令”。
手动恢复动态磁盘组

1

在 VEA GUI 中选择所需的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cover
Dynamic Disk Group (恢复动态磁盘组)”。

2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确认显示的磁盘组名称正确，然后单击“OK (确定)”，让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开始恢复过程。

动态磁盘组结合
本节介绍动态磁盘组结合操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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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两个动态磁盘组时，指定为源的磁盘组将成为在合并中失去其标识的磁盘组。
目标动态磁盘组是在合并后保留的磁盘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允许部分结合 - 也就是说，即使源磁盘
组中的卷缺少某些磁盘或某些磁盘有故障，结合命令仍可成功执行。
请参见第 280 页的“关于部分磁盘组结合”。
结合之后磁盘组类型变为目标磁盘组的类型。 例如，如果目标磁盘组在结合之前具
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则在结合之后组合的磁盘组将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注意：属于集群资源的集群动态磁盘组不能是“join (结合)”命令的源磁盘组。 但
是，它可以是该命令的目标磁盘组。

注意：可以在卷处于使用中或源磁盘组中的磁盘丢失时强制执行结合命令，但这不
是建议的最佳做法。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动态磁盘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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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个磁盘组结合为一个磁盘组：

1

确保源动态磁盘组中的卷未在使用中且处于运行良好状态。

2

在 VEA 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右键单击磁盘组对象，然后单击“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命令，或者在 VEA 控制台菜单栏上的“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命令。
将显示“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对话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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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对话框中，确保指示了正确
的源磁盘组和目标磁盘组。 如有必要，请使用下拉列表更改磁盘组名称。
“source dynamic disk group (源动态磁盘组)”是与目标动态磁盘组合并的
磁盘组。源磁盘组在结合之后将不再存在。
“target dynamic disk group (目标动态磁盘组)”是在结合后保留的磁盘组。
它保留自己的标识，并在添加来自源磁盘组的磁盘之后变得更大。
要从另一个节点导入磁盘组且该磁盘组未正确逐出时，应该使用“Clear host
ID (清除主机 ID)”复选框。但有时可能不会清除主机 ID，例如，当主机计算机
变得无法正常工作时。如果尚未清除主机 ID，则在未覆盖“Clear host ID (清
除主机 ID)”的情况下，SFW 不允许进行结合。使用此覆盖时要小心。
在源磁盘组中有丢失的或不正常的磁盘且您希望 SFW 允许结合发生时，可以
使用“Allow Partial Join (允许部分结合)”复选框。
请参见请参见第 280 页的“关于部分磁盘组结合”。。

4

单击“OK (确定)”。
如果结合操作成功，则源动态磁盘组会合并到目标动态磁盘组中。在 VEA 控
制台树视图和右窗格中会反映目标动态磁盘组中的更改。
如果卷在使用中，则 SFW 会显示一条关于强制执行结合命令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284 页的“有关强制拆分或结合操作的错误消息”。
如果存在一条关于磁盘尚未就绪的错误消息，则可以单击部分结合的复选框以
允许该命令完成。
如果结合操作失败，则会显示一个错误对话框，显示失败的原因。
执行结合命令之后，新动态磁盘组的类型与目标动态磁盘组的类型相同。 例
如，如果一个集群动态磁盘组与一个普通动态磁盘组结合，则新的动态磁盘组
是普通动态磁盘组。

关于部分磁盘组结合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支持磁盘部分结合 - 也就是说，即使源
磁盘组中的卷缺少某些磁盘或某些磁盘存在故障，结合命令仍可成功。但是，要使
结合发生，需要在“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窗口中单击“Allow
Partial Join (允许部分结合)”复选框。 缺失的磁盘恢复为联机状态后，还需要再次
执行“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命令才能将缺失的磁盘添加到
目标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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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如果某个部分结合操作正在进行，则只有等到缺少的磁盘结合到目标磁盘组
后，才可以对源磁盘组或目标磁盘组执行下列配置更改：替换或迁移磁盘、拆分或
移动子磁盘、扩展卷、添加镜像和清除热重定位。 在所有磁盘均已结合之前执行这
些操作会导致数据丢失。

对共享存储上的集群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本节介绍对共享存储上的 SFW 集群磁盘组执行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操作。SFW
通过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来支持集群动态磁
盘组。
对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使用 SFW 和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脱离主机备份过程的示例

对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如果磁盘组由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控制，
SFW 会对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操作的功能强加一些特定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
■

如果将某共享动态集群磁盘组结合到另一（可能是共享的）动态磁盘组中，并
将源磁盘组配置为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资源，则结合操作将失败。

■

如果将某动态磁盘组（可能是共享的）结合到另一共享集群动态磁盘组中，并
将目标磁盘组配置为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资源，则允许继续执行结
合操作。

■

（仅限 VCS）如果将某共享动态集群磁盘组拆分到另一（可能是共享的）磁盘
组，并将源磁盘组配置为 VCS 资源，则不允许继续拆分操作，但一种情况例
外。该例外情况为：当选择要进行拆分的卷未在 VCS 下配置时，可以继续执行
拆分操作。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户要拆分在 VCS 下配置的任何卷，则应当从 VCS
监视中删除这些卷，并重试拆分操作。

■

（仅限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如果将某共享动态集群磁盘组拆分到另一（可
能是共享的）磁盘组，并将源磁盘组配置为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资源，将允
许继续执行拆分操作。但是，在该命令完成之前，系统将显示一个确认窗口，
提醒您如果要拆分磁盘组资源以便将其他集群资源所依赖的卷移至新的 SFW 集
群磁盘组，这需要将新的集群磁盘组定义为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资源，并修
改依赖资源的属性以反映更改。
如有必要，可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检查和修改资源依赖
关系字段，方法如下：
■

将新集群磁盘组定义为 Volume Manager 集群磁盘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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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程序名称已更改为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仍会将资源组命
名为 Volume Manager。
■

如果新磁盘组资源位于不是原始集群磁盘组资源的其他 Microsoft 故障转移
集群组中，请将依赖于新集群磁盘组资源的所有资源移至新集群磁盘组资源
所在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组中。

■

对于各依赖资源，请执行下列操作：
■

使该资源脱机。

■

选择该资源，并选择“Properties (属性)”。

■

在资源的“Properties (属性)”窗口中选择“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

如果资源将作为拆分操作的源的磁盘组列出为依赖关系，请单击“Modify
(修改)”按钮。

■

将新磁盘组从“Modify Dependencies (修改依赖关系)”窗口的“Available
Resources (可用资源)”窗格移至“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窗格，
如果旧磁盘组显示在“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窗格中，请将其从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窗格移至“Available Resources (可用
资源)”窗格。

■

使该资源联机。

■

（仅限 VCS）如果在正在执行磁盘组拆分操作时发生硬件故障或电源故障，并
且正在拆分的磁盘组是在 VCS 下配置的，则 VCS 会尝试将该磁盘组故障转移
到集群中的其他节点，并使该磁盘组联机。
此时，将根据需要执行相应的磁盘组拆分恢复，以使该磁盘组联机。
请参见第 276 页的“拆分命令的恢复”。
恢复磁盘组可能需要（或不需要）手动干预。

■

如果要拆分含有定额卷的动态集群磁盘组，请确保在执行拆分操作之后该定额
卷不属于目标磁盘组。 否则，该定额卷将无法运行，并且集群会出现故障。

使用 SFW 和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脱离主机备份
过程的示例
本节介绍如何在典型的脱离主机备份过程中使用 SFW 和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
移集群。
在此示例中，名为 SQL 的磁盘组包含卷 V，此卷上的 SQL Server 数据库被客户端
频繁使用。 此磁盘组将导入到运行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集群中的一个
节点上。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会对该磁盘组和卷进行监视，以确保高可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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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概述的脱离主机备份解决方案中，卷 V 的高可用性完全不受影响。 在进行成
功备份的同时，SQL Server 将向其客户端提供不间断服务，并在集群中的两个节点
上进行最少的配置更改。
此过程可完全脚本化，因此可以自动执行以按小时、天、周或月进行备份。
实现脱离主机备份

1

使用 VEA GUI 或 CLI 中的快照命令创建卷 V 的快照 V1。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快照命令”。

2

将动态磁盘组 SQL 拆分到另一动态磁盘组 Temp，以使 V1 位于 Temp 磁盘组
的磁盘中。 由于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监视的是 V（而非 V1），因
此拆分操作将成功完成。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动态磁盘组拆分 ”。

3

逐出 Temp 磁盘组，并将其导入到集群中的另一节点。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导入和逐出动态磁盘组”。

4

使用备份软件在第二个节点上备份卷 V1。

5

备份完成后，在第二个节点上逐出 Temp 磁盘组。

6

将 Temp 磁盘组加入到第一个节点上的 SQL 磁盘组。 由于 SQL 磁盘组是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资源（并且未监视 Temp 磁盘组），因此结合操作
将成功完成。
请参见第 277 页的“动态磁盘组结合”。

7

然后，可以将快照卷 V1 快照合并到其父卷 V。
请参见第 263 页的“Snap Back (快照合并)”。

使用动态磁盘组对 Volume Replicator 进行拆分和结合时的限制
对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控制的
卷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命令时，存在一些限制。
其中包括：
■

正在复制的卷不能是拆分到目标磁盘组的卷的一部分。 它可以保留在源磁盘组
中。

■

如果源磁盘组包含任何 Volume Replicator 对象，将禁止执行结合操作。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的故障排除提示
本节提供有关使用动态磁盘组“Split (拆分)”和“Join (结合)”命令时可能会出现
的问题的信息和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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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The disk group requires recovery. please recover...
(磁盘组需要恢复。请恢复...)”
尝试导入磁盘组或执行结合命令时，可能出现此消息。此消息表明磁盘组因在磁盘
组拆分操作期间发生问题而需要恢复。
请参见第 276 页的“拆分命令的恢复”。

错误消息“One or more disk(s) in the source dynamic disk
group are missing. (源动态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个磁盘丢失。)”
尝试进行磁盘组拆分或结合操作且磁盘组中的某个磁盘出现故障或已脱机时，可能
出现此消息。建议重新扫描，然后重试磁盘操作。不过，如果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
个磁盘丢失或出现故障，可以单击“Allow Partial Join (允许部分结合)”复选框，
以使结合命令在即使有一个或多个磁盘丢失的情况下也能成功执行。
请参见第 280 页的“关于部分磁盘组结合”。

有关强制拆分或结合操作的错误消息
如果在卷正在使用时尝试执行动态磁盘组拆分或结合命令，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将显示一条消息，询问您是否要强制拆分或结合。如果卷
是因为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被选定而正在使用，则可以安全地强制拆分或结
合。 但是，如果实际上卷正在某个应用程序中使用，则不建议您尝试完成此命令。
如果卷正在重新生成、重新同步或恢复，则即使您强制拆分或结合，此操作也不会
成功。

CLI FlashSnap 命令
SFW 提供与本章介绍的 VEA GUI FlashSnap 命令对应的命令行界面命令。下表列
出了每个 GUI FlashSnap 命令及其对应 CLI 命令的交叉引用。 其中还包含一些备
注，用于阐明两个 CLI 快照命令 vxsnap 与 vxassist snapshot 之间的差异。
下面是 FlashSnap 命令：
表 11-1

FlashSnap GUI 与 CLI 命令的对应关系

GUI 命令

对应的 CLI 命令

FastResync (快速
重同步)

请参见第 561 页的“vxvol set fastresync=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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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 命令

对应的 CLI 命令

Prepare (准备)

请参见第 631 页的“vxassist prepare”。

注意：在 GUI 中，“Prepare (准备)”命令已取代“Snap Start (快照
启动)”命令。prepare 和 start 关键字在 CLI 中可用，但 prepare
是建议的关键字。
Snap Shot (快照)

有两种类型的快照命令。
■

vxassist snapshot 命令仅允许一次对单个卷创建快照。

■

请参见第 609 页的“vxassist”。
vxsnap 命令允许同时创建多个快照。
请参见第 670 页的“vxsnap”。

vxsnap 命令与 VSS 集成以启用 VSS 快照。
Snap Back (快照合 请参见第 635 页的“vxassist snapback”。
并)
Snap Clear (快照清 请参见第 636 页的“vxassist snapclear”。
除)
Snap Abort (快照中 请参见第 637 页的“vxassist snapabort”。
止)

注意：有关如何使用 FlashSnap 执行快照并实现恢复过程的信息，请参考 SFW HA
快速恢复 (QR) 解决方案指南。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assist prepare、
vxassist snapshot、vxassist snapback、vxassist snapclear 和 vxassist
snapabort 命令。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FFR) 允许您将已创建快照的卷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重新同步回
原始卷。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概述
先决条件
重新同步文件
小文件可能出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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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快速文件重新同步需要安装 FlashSnap 选件。

概述
“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使用 Veritas FastResync 技术将快照卷
中的选定文件重快速文件重新同步同步到原始卷。 “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
新同步)”是为使用具有多个数据库文件的卷的数据库应用程序而设计的，可用于还
原一个或多个损坏的文件。 A snapback command that resynchronizes the split-mirror
snapshot back to the original files is performed for the selected files.在执行“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过程时，其他数据库不必脱机，并且不会重新同
步整个卷。 “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命令将还原原始卷上的一个
或多个文件，但是不会将数据库恢复到当前状态。
通常，“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使用的 FastResync 技术对于大于
50 MB 的文件更有效，而 Windows Explorer 复制功能或 Windows xcopy 命令对于
小于约 50 MB 的文件更有效。 “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无法还原
已删除的文件。
注意：无法对小于 8 KB 的文件执行“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287 页的“小文件可能出现的错误”。
警告：请务必等待 FFR 过程完成，然后再访问和使用已还原的文件。如果在完成重
新同步之前使用了该文件，则可能会损坏数据。
可通过 VEA 或 CLI 命令 vxfsync 执行“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命
令。
但是，CLI 命令不支持重新同步多个文件。 它支持一次重新同步一个指定文件。
请参见第 696 页的“vxfsync”。
注意：无法通过连接到 SFW 服务器的 SFW 远程客户端的 VEA GUI 使用“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Fast File Resync (快速
文件重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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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要对文件成功执行 FFR 重新同步，必须满足相应的先决条件。
其中包括：
■

快照和原始文件的名称及创建时间相同。

■

使用 NTFS 格式化文件。

■

文件未压缩。

■

文件未加密。

■

任一文件中都不存在打开的句柄。

重新同步文件
下面介绍了重新同步文件的过程。
重新同步已损坏的文件

1

右键单击包含已损坏文件的原始卷，然后选择“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
新同步)”。
随即便会显示“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对话框。

2

单击“Browse (浏览)”导航到要从快照卷复制回原始卷的文件。使用 Ctrl 和
Shift 键选择多个文件。单击“Select (选择)”。

3

从“Snap list (快照列表)”中选择所需快照卷。
必须为快照卷分配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才能在“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
重新同步)”窗口的“Snap list (快照列表)”中选择快照卷。

4

单击“OK (确定)”。

小文件可能出现的错误
使用“Fast File Resync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重新同步小于 8 KB 的文件时，对操
作系统的文件扩展区调用可能会失败，且会有一条错误消息通知您调用已失败，并
建议您进行跟踪以进一步了解详细信息。
如果出现此错误，请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复制功能或 Windows xcopy 命令来
复制文件。
跟踪日志位于 \Veritas\Veritas Object Bus\logs\vxisis.log。错误以 vxffr
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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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影复制服务 (VSS)
本节介绍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卷影复制服务 (VSS) 如何
协同工作以提供快照。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概述
VSS 组件
SFW 快照的 VSS 过程概述
用于 Microsoft Exchange 和 Microsoft SQL 的 VSS 快照向导

概述
卷影复制服务 (VSS) 是一种提供快照或卷影副本创建功能的 Windows 服务。 卷影
副本是一个卷，它代表复制开始时原始卷状态的副本。 因此，通过 VSS，可以保
存数据的即时点副本并将其用于不同的目的，例如备份或应用程序测试。
由于可以在应用程序文件打开的情况下创建快照，因此 VSS 快照体现了快照技术
的进步。 VSS 与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SQL Server）交互，并且可在创建快照时
暂时静默应用程序。创建快照后，VSS 将立即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VSS 只为读/写
卷创建快照，并且生成的卷影副本是只读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卷影复制服务 (VSS)。

VSS 组件
VSS 采用来自 Microsoft 自身以及各存储软件和硬件供应商的软件组件协调快照过
程的基础架构。
下图显示了 VSS 服务和 VSS 过程中使用的三个关键软件组件：请求程序、编写器
和提供程序。
图 11-1 显示了 VSS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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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VSS 组件

请求程序
请求创建快照的软件组件称为请求程序。 NTBackup 是 Windows 自带的默认请求
程序。 Veritas Backup Exec 和 NetBackup 也具有适用于 VSS 的请求程序组件。
此外，在安装了 FlashSnap 选件后，SFW 也可以充当 VSS 请求程序。

编写器
编写器是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软件组件，可确保应用程序数据静默并在创建快照后重
新启动应用程序。 Microsoft 在 SQL Server 和 Windows 中包含的 Active Directory
和 DHCP 软件功能中提供了编写器软件组件。

提供程序
提供程序是实施快照的软件组件。 Windows 自带了一个默认提供程序。 但是，SFW
VSS 提供程序以及来自硬件阵列制造商的提供程序可提供增强的功能。要将 SFW
用作提供程序，必须安装 FlashSnap 选件。
要使 VSS 过程正常工作，该过程中涉及的各个软件程序必须“可识别 VSS”，即，
已将必需的软件组件添加到这些程序中，以便它们参与 VSS 过程。 此外，软件和
硬件供应商要为各种 VSS 组件提供其产品，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SFW 作为 VSS 提供程序和请求程序
SFW 充当提供程序的一个示例是备份情况，其中 Veritas Backup Exec 作为请求程
序，启动 Microsoft Exchange 2010 邮箱数据库中包含的 SFW 卷的快照。Microsoft
Exchange 是可识别 VSS 的编写器。
作为 VSS 请求程序，支持 FlashSnap 的 SFW 可以随时启动快照。它不依赖于备
份程序来启动快照。 因此，支持 FlashSnap 的 SFW 与 VSS 集成在一起，并且能
够为与 Exchange 2010 邮箱数据库关联的卷创建快照，而不需要使数据库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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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S 过程允许在执行快照操作之前静止存储组的数据库，并在快照操作结束后立即
重新激活数据库。 此禁止操作在邮箱数据库级别受 Exchange 2010 支持，可实现
Microsoft 支持并保证的持久性数据快照。

恢复
通过 SFW 的 VSS 快照向导或 vxsnap restore 命令，可以将 VSS 快照用于数据
库的即时点恢复，或用于邮箱数据库或其中个别数据库的故障点前滚恢复。
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使用 VSS 还原操作支持这些不
同类型。
即时点恢复可将数据还原到最后一次刷新快速恢复映像的即时点，即，它将所有数
据还原为快照中记录的内容。
故障点恢复可通过仅还原数据卷的旧映像并重放日志来完成前滚恢复，从而恢复
SQL Server 数据库，前提是日志卷保持不变。
有关如何将 FlashSnap 与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SQL Server）配合使用以执行快
照并实现恢复过程的详细过程，请参考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快速恢复解决方案指
南”。
请参见第 670 页的“vxsnap”。

SFW 快照的优势
使用 VSS 通过 Windows 默认提供程序创建的快照限于写入时复制快照。 也就是
说，这种快照不包括原始映像的完整副本，而是引用原始卷。 为此，不能在任何涉
及脱离主机处理的过程中使用默认提供程序快照。 Veritas FlashSnap 快照过程生
成独立的可用于脱离主机处理的拆分镜像快照卷。 因此，与使用 Windows 默认提
供程序创建的快照相比，通过 SFW 实现的 FlashSnap 快照具有明显的优势。

SFW 快照的 VSS 过程概述
可以通过 GUI、命令行或包含 CLI 命令的脚本来完成使用 VSS 创建 SFW 快照的过
程。
注意：使用 VSS 时，仅可为读/写卷创建快照。 生成的 VSS 快照为只读。 VSS 快
照卷的文件系统标签无法进行更改。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快照或与 VSS 相关的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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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 VEA GUI 的“Snap Back (快照合并)”操作或 vxassist snapback 将快
照镜像重新挂接到其原始卷。这样，您就可以更新快照镜像并使其可用于更及时地
备份。
使用 VSS 创建 SFW 快照

1

使用 VEA GUI 中的“Prepare (准备)”命令将快照镜像挂接到工作服务器上的
卷。
此外，也可以使用 vxassist prepare 命令。
创建卷的快照镜像并将其重新同步到卷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只需在初始设置时
执行一次此操作。
在 GUI 中，“Prepare (准备)”命令已取代“Snap Start (快照启动)”命令。
prepare 和 start 关键字在 CLI 中可用，但 prepare 是建议的关键字。

2

通过备份程序（如 Veritas Backup Exec）或 SFW 请求快照。在 SFW 中，使
用 GUI 中的“Snap Shot (快照)”命令启动 VSS 快照。确保在“Systems
Settings (系统设置)”中启用 VSS 快照方法。
此外，也可以使用 vxsnap CLI 命令创建快照。
如果计划通过这些快照恢复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的数据库，请使用 VSS 快
照向导。
您也可以使用 vxsnap 命令。
请参见第 292 页的“将 VSS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使用”。
通过 vxsnap 命令，您可以同时为多个卷创建快照；因此，可一次为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的存储组中的所有卷创建快照。VSS 快照向导还可以一次为
一个存储组创建快照。

3

VSS 与应用程序的编写器实用程序交互，以确保在创建快照时立即静默该应用
程序。

4

VSS 确定适用于快照的提供程序。 只有在没有其他提供程序的情况下，才使
用 Microsoft 默认提供程序。 如果涉及 SFW 动态卷，则会选择 SFW 作为提供
程序。

5

创建快照后，编写器实用程序确保应用程序重新启动。

6

成功创建快照后，VSS 将成功完成的结果传送给具有请求程序软件的程序。

用于 Microsoft Exchange 和 Microsoft SQL 的 VSS 快照向导
SFW 可与同时作为 VSS 请求程序和 VSS 提供程序的 Windows 卷影复制服务 (VSS)
集成在一起。此集成由 FlashSna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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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快照或与 VSS 相关的命
令。
FlashSnap 与 VSS 集成在一起，可提供同时分离多个拆分镜像快照卷的能力。 这
样，您就可以在完全相同的即时点为与 Exchange 存储组或 SQL 数据库关联的所
有卷创建快照，而不需要使数据库脱机。从整体来看，这些快照构成了一个存储
组、组件或数据库的快照集。 以后，可将这些通过 VSS 创建的持久性 FlashSnap
快照用于即时点恢复，或存储组或数据库的故障点前滚恢复。
FlashSnap 调用 VSS 以执行 Exchange 的“副本备份”，此操作不会截断事务日
志文件。
在创建快照的过程中会出现下列情况：
■

作为 VSS 请求程序，FlashSnap 通知 VSS 协调器服务准备 Exchange 存储组
或 SQL 数据库的拆分镜像快照。

■

VSS 协调器服务调用 Exchange VSS 编写器或 SQL VSS 编写器以找出哪些卷
包含数据库和事务日志。

■

VSS 协调器服务通知 FlashSnap VSS 提供程序准备创建快照。

■

作为 VSS 请求程序，FlashSnap 要求 VSS 协调器服务开始进行快照调用。

■

VSS 协调器服务通知 Exchange VSS 编写器或 SQL VSS 编写器在准备快照时
静默数据库。完成此操作之后，Exchange 编写器或 SQL 编写器通知 VSS 协调
器服务继续工作。

■

VSS 协调器服务调用 FlashSnap 提供程序，通过将快照卷从原始卷中分离来创
建拆分镜像快照。分离快照卷后，FlashSnap 提供程序将通知 VSS 协调器服务
继续工作。

■

VSS 协调器服务通知 Exchange 编写器或 SQL 编写器恢复常规 I/O。

将 VSS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使用
SFW 支持创建 Exchange 2007 存储组和 Exchange 2010 邮箱数据库的快照。
FlashSnap 与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务 (VSS) 集成在一起，使得无需使 Exchange
邮箱数据库脱机就可以为所有与该数据库关联的卷创建快照。 VSS 快照向导使用
VSS 来创建邮箱数据库的快照。 VSS 过程允许在执行快照操作之前静止数据库，
并在快照操作结束后立即重新激活数据库。 存储组级别 (Exchange 2007) 和邮箱数
据库级别 (Exchange 2010) 的静止操作可使 Microsoft 支持并保证的持久性数据快
照得以实现。可以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存储组或邮箱数据
库的快照，以使其分别与存储组或邮箱数据库的当前状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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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 VSS 时，仅可为读/写卷创建快照。生成的 VSS 快照为只读。 VSS 快
照卷的文件系统标签无法进行更改。
SFW 还提供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它可以用作 VSS 快照向导和 VSS 快照合并
向导的备用向导。使用该向导可以为创建初始快照以及自动执行快照合并过程设置
一个计划。 在快照的计划时间，快照卷会自动重新挂接、重新同步，然后再次拆
分。 该计划由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进行维护。
SFW 还支持恢复 Exchange 存储组或存储组内的选定数据库 (Exchange 2007) 以
及邮箱数据库 (Exchange 2010)。通过使用 VSS 还原向导，使用 VSS 快照向导创
建的快照可用于存储组的即时点恢复，或用于前滚恢复到存储组或存储组中的单个
数据库的故障点。
在 Exchange 2010 中，邮箱数据库不再绑定到特定服务器。数据库配置信息与
Exchange 配置对象存储在相同的层次结构级别。在整个组织内，数据库名称必须
是唯一的。故障转移发生在数据库级别，而不像先前版本的 Exchange 那样发生在
服务器级别。
故障点恢复可以仅还原数据卷的旧映像并重放日志来完成前滚恢复，从而恢复
Exchange 存储组或邮箱数据库，前提是日志卷保持不变。
即时点恢复可将数据还原到上次刷新快照集时的状态 - 即，它会还原在快照中记录
的所有数据。
仅对于 Exchange 2007，如果已经设置了恢复存储组 (RSG)，则可以选择还原到
RSG 而非还原到生产卷，从而使生产卷保持不变。请参考有关创建 RSG 的 Microsoft
说明和文档。恢复存储组中的数据库名称必须与源存储组中的数据库名称匹配。
有关如何将 FlashSnap 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使用来执行并实现恢复过程的
详细过程，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高可用性和灾难
恢复解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快照或与 VSS 相关的命
令。
请参见第 294 页的“使用 VSS 快照向导”。
请参见第 297 页的“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
请参见第 298 页的“使用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请参见第 305 页的“使用 VSS 还原向导 ”。
请参见第 314 页的“刷新快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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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SS 快照向导
创建快照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为快照准备卷，创建连接到指定存储组中
所有原始卷的快照镜像。将新快照镜像与原始生产卷同步的过程可能耗费很长的时
间，具体取决于卷的大小和数量。第二步，使用 VSS 快照向导通过执行以下操作
来创建快照集：将快照镜像从原始卷中分离，并在主机上创建独立的快照卷及 XML
文件来存储 Exchange 和快照卷元数据。VSS 快照向导可与 VSS 集成以禁止数据
库，然后同时为存储组中的卷创建快照。在数据库处于联机状态且不中断电子邮件
流的情况下，即可完成此快照创建。创建快照集后，可以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
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该快照集。
注意：对快照执行操作后，VEA GUI 可能不会根据操作结果进行更新。使用“VSS
Refresh (VSS 刷新)”命令可以更新 VEA GUI。

创建快照集
下面介绍了创建快照集的过程。
注意：在运行 VSS 快照向导之前，必须为快照准备每个卷。
使用 VEA GUI 创建快照集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3

右键单击 Exchange，然后单击“VSS Snapshot (VSS 快照)”。
■

（仅适用于 Exchange 2007）（可选）如果已启用复制并且要创建副本的
快照，请右键单击“Exchange Replica (Exchange 副本)”，然后单击
“VSS Exchange Snapshot (VSS Exchange 快照)”。

■

（可选）如果在 Exchange 2010 DAG 中启用了复制功能并且要在复制节点
上创建快照，请右键单击“Exchange Replica (Exchange 副本)”，然后
单击“VSS Exchange Snapshot (VSS Exchange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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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5

指定如下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lect Component 选择快照集的组件。
for snapshot
■ 对于 Exchange 2007，该组件是存储组。
operation (选择用
于快照操作的组件) 对于 Exchange 2010，该组件则是邮箱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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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set (快照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 快照集元数据 XML 文件将以此名称存储。
集)
默认情况下，XML 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但在集群服
务器环境中，XML 文件必须保存在共享存储中，以便集群中的所
有节点都可使用。 为此，请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中应包含一个用于指定
元数据文件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 G:\BackupSets）的文本行。
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在每个集群节点上的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注意：redirect.txt 文件中的卷名称或卷路径不得采用快照使用的
卷名称或卷路径。如果使用了快照的卷名称或卷路径，则还原操
作将失败。
请注意，如果在 VCS 集群下配置了 Exchange 2010 邮箱数据库，
则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共享资源将快照集元数据文件存储在文件共
享路径中。这样可以避免配置额外的共享卷来存储快照集文件，
一旦邮箱数据库发生故障转移，该文件仍然可用。 您也可以在
redirect.txt 文件中指定文件共享路径。
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类
型)

选择快照类型。
“Full Backup (完全备份)”通常用于备份到磁带或其他存储介
质。 它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选定组件的副本

■

在截短日志之前，运行 Eseutil 以检查一致性

■

截短事务日志

“Copy (副本)”通常用于快速恢复。 它创建存储组的副本，但不
截短事务日志。 可以对“Copy (复制)”选项选中“Run Eseutil
(运行 Eseutil)”来检查快照的一致性。

6

（可选）在“Change Attributes (更改属性)”面板中，按如下所示更改快照卷
的属性，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napshot Volume 显示快照卷的只读标签。
Label (快照卷标签)
Drive Letter (驱动
器盘符)

（可选）单击驱动器盘符，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新的选项。

Plex

（可选）单击 plex，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新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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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在“Synchronized Snapshot (同步快照)”面板中，选择要为其创建
同步快照的辅助节点主机。
双击主机名称或单击“Add (添加)”选项以将主机移动到“Selected Secondary
Hosts (选定的辅助节点主机)”窗格中。要选择所有可用主机，请单击“Add
All (全部添加)”选项。VSS 向导将在所有选定的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同步快
照。
仅在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的环境中显示此面板。否则，将直接显示“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
面板。

8

查看快照集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
VSS 快照合并向导重新挂接和重新同步现有快照集，使该快照集与其原始 Exchange
数据库的当前状态相匹配。可在 VSS 编写器对象的上下文菜单中访问此向导。

重新同步快照集
下面是重新同步（快照合并）快照集的过程。
对快照集进行快照合并

1

关闭可能正在访问快照集的数据库应用程序 GUI 和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
程序、控制台或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2

在 VEA 中，选择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作为活动主机。

3

依次展开“System (系统)”节点、StorageAgent 节点和“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4

右键单击所选应用程序的节点，然后单击“VSS Snapback (VSS 快照合并)”。

5

查看“Welcome (欢迎使用)”页面，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要进行快照合并的快照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将快照集进行快照合并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数据库名称
和事务日志卷名称。单击相应标题以按“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快照合并操作成功完成后，将删
除此文件。

7

如果有一条消息指出某些卷具有打开的句柄，请确认所有打开的句柄均已关
闭，然后单击“Yes (是)”继续。

8

检查为快照合并指定的值是否正确，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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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可以使用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添加快照计划。
计划功能可自动执行刷新过程。在快照的计划时间，快照卷会自动重新挂接、重新
同步，然后再次拆分。配置并应用计划后，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会对其进行维护。 在集群服务器环境下，确保使用域管理员
权限在每个节点上配置计划程序服务，以便集群中的任何节点都可以在故障转移后
运行该计划。
在拥有多个节点的 VCS 集群设置中，应使用在集群所有节点上均有效的任何用户
帐户（而非本地系统帐户）来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针对 Scheduler
Service 配置的此用户帐户应具有文件共享路径的读写权限。
注意：通过展开 VEA GUI 树视图中“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节点下的节
点，可以找到有关该计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展开相应的应用程序节点可找到该
应用程序的计划。右键单击节点并选择“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可查看有关
该计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不准备快照镜像。 请先使用“Prepare (准备)”命令准备快
照镜像，然后再运行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注意：在 VEA GUI 中，“Prepare (准备)”命令取代了“Snap Start (快照启动)”
命令。
请注意，如果在 VCS 下配置了 Exchange 2010 邮箱数据库，则可以通过配置文件
共享资源将快照集 XML 元数据文件存储在文件共享路径中。这样可以避免配置额
外的共享卷来存储快照集文件，一旦邮箱数据库发生故障转移，该文件仍然可用。
Exchange 2010 中可以有大量的邮箱数据库，每个数据库都可以有独立的计划。因
此，存储快照元数据文件所需的不同路径数会更多，这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共享资源
来实现。
在集群设置中，即使计划在所有节点上均可见，也只能在邮箱数据库所在的节点上
创建快照。
注意：对于 Exchange 2010，在 VCS 集群设置中添加或删除节点前，应删除计划，
然后在所需节点上重新创建计划。

注意：对于 Exchange 2010 VCS 集群设置而言，如果计划创建在文件共享上，则
它在集群的所有节点上均可见，并且可以从任何节点中删除，无论节点上是否有联
机的 Exchange 邮箱数据库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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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快照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3

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右键单击 Exchange，然后选择“VSS Exchange Snapshot (VSS
Exchange 快照)”。

■

（可选）如果在 Exchange 2010 DAG 中启用了复制功能并且要在复制节点
上创建计划，请右键单击“Exchange Replica (Exchange 副本)”，然后
单击“Schedule VSS Exchange Snapshot (计划 VSS Exchange 快照)”。

4

在“Welcome (欢迎)”面板上，查看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5

指定如下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lect component 选择快照集的组件。
for snapshot
对于 Exchange 2007，该组件是存储组。
operation (选择用
于快照操作的组件) 对于 Exchange 2010，该组件是邮箱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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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set (快照 接受或输入 XML 文件的目录位置。默认情况下，XML 文件存储在
集)
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注意：快照的 XML 文件与快照中包含的卷必须分开存储，否则还
原操作将失败。
但在集群服务器环境中，XML 文件必须保存在共享存储中，以便
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使用。为此，请在此向导屏幕的“Directory
(目录)”字段中编辑目录路径，或者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中应该包含单独的文本
行，用于指定 XML 文件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 G:\BackupSets。
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在每个集群节点上的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redirect.txt 文件中的卷名称或卷路径不得采用快照使用的卷名称或
卷路径。如果使用了快照的卷名称或卷路径，则还原操作将失败。
请注意，如果在 VCS 集群下配置了 Exchange 2010 邮箱数据库，
则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共享资源将快照集元数据文件存储在文件共
享路径中。此外，也可以在 redirect.txt 路径中指定文件共享路径。
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类
型)

选择快照类型。
“Full Backup (完全备份)”通常用于备份到磁带或其他存储介
质。 它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选定组件的副本

■

在截短日志之前，运行 Eseutil 以检查一致性

■

截短事务日志

“Copy (副本)”通常用于快速恢复。 它创建存储组的副本，但不
截短事务日志。 （可选）在使用“Copy (副本)”选项时选中“Run
Eseutil (运行 Eseutil)”以检查快照的一致性。
您可以指定将快照创建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或“Copy (副
本)”备份类型。这两种类型都可用于还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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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在“Change Attributes (更改属性)”面板中，更改快照卷的属性，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napshot Volume 显示快照卷的只读标签。
Label (快照卷标签)

7

Drive Letter (驱动
器盘符)

（可选）单击驱动器盘符，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新的选项。

Plex

（可选）单击 plex，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新的选项。

在创建快照时，指定的驱动器盘符可能不可用。出现这种问题时，
将会执行快照操作，但不会指定驱动器盘符。

（可选）在“Synchronized Snapshot (同步快照)”面板中（仅限 Volume
Replicator），选择要为其创建同步快照的辅助节点主机。双击主机名称或单
击“Add (添加)”选项以将主机移动到“Selected Secondary Hosts (选定的辅
助节点主机)”窗格中。要选择所有可用主机，请单击“Add All (全部添加)”
选项。VSS 向导将在所有选定的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同步快照。
仅在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的环境中显示此面板。否则，将直接显示“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
面板。
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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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面板中的“General Options (常规选
项)”选项卡上，指定以下项：

Name of this
为该快照集计划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schedule (此计划的
如果您希望稍后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则此名称将标识快照
名称)
计划。 默认的名称由 VSS 编写器名称和数字后缀（按每个计划依
次递增）组成。
Description of this （可选）输入说明以帮助您在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时识别该
schedule (此计划的 计划。
说明)
Start Time (开始时 开始创建快照的时间。
间)
End Time (结束时
间)

结束创建快照的时间。
如果正在创建快照，则可以完成此快照，但只有在该结束时间之
后才能开始创建新快照。

Schedule takes
指定的计划生效的日期。默认情况下为当前日期。
effect on (计划生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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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task every 快照间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重新启动任务的时
例如，如果间隔为 360 分钟，并且您计划快照的开始时间为晚上
间间隔)
12 点，结束时间为下午 7 点，则将进行两次快照。
Every (间隔天数)

启用“Every (间隔天数)”选项可使快照计划继续进行。否则，此
计划仅应用一天。
指定重新启动快照计划前的天数。
例如，1 天表示此计划每天都生效，2 天表示此计划每隔一天生效
一次。

Start On (开始日期) 如果您启用了“Every (间隔天数)”选项，请指定开始日期。
Pre Command (前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开始之前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路
命令)
径。

注意：在计划程序中不允许使用用于启动窗口或与 GUI 相关的任
何其他实体的前命令。
Post Command (后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完成之后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路
命令)
径。

注意：在计划程序中不允许使用用于启动窗口或与 GUI 相关的任
何其他实体的后命令。

9

要指定计划的运行天数，请在以下选项卡上进行选择：
Days of Week (一
周的某些天)

选择一个月中一周或几周中的一天或几天。
您可以单击列顶部的按钮以选择整列，或单击行左侧的按钮以选
择整行。例如，单击“First (第一个)”可将快照安排在一个月的
所有工作日中的第一个工作日进行。

Days of Month (一 选择一个月中的一天或几天。您还可以选中“Last Day (最后一
个月中的某些天)
天)”复选框将快照安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进行。
Specific Dates (特
定日期)

选择一个或几个特定日期，将其包括在计划中，或从计划中排除。
排除日期优先于在其他选项卡上安排的日期。例如，如果您在
“Days of Week (一周的某些天)”选项卡中安排了在每个星期一
进行快照，并且在“Specific Dates (特定日期)”选项卡上排除了
10 月 9 日这个星期一，则不会在 10 月 9 日创建快照。

如果同一快照集的两个计划重叠，则仅创建一个快照。 例如，如果您选择在每
个星期四以及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创建快照，并且该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
四，则仅会在这个星期四创建一个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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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Next (下一步)”。
11 查看快照集和计划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显示调度的 VSS Exchange 快照的状态
如果调度的快照因故失败，调度程序进程将尝试重新运行它。可能需要验证调度的
快照是否成功完成。可以从 VEA 控制台中查看快照结果。
查看调度的快照的状态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至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System (系统)”节点和 StorageAgent 节点。选择并单击以展开
“Scheduled Tasks (调度的任务)”> Exchange 节点。
调度的快照将在右窗格中列出。

3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查看所有已调度作业的状态，请右键单击“Scheduled Tasks (调度的任
务)”，然后单击“All Job History (所有作业历史记录)”。
■

要查看特定日程表的状态，请右键单击快照日程表名称，然后单击“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

4

在“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对话框中，查看日程表信息。
可通过单击列标题对列出的日程表进行排序。“Status (状态)”列会显示快照
是否成功完成。

删除 VSS Exchange 快照的计划
下面介绍了删除计划的过程。
注意：您无法修改已过期的计划。
您还可以通过 GUI 控制台删除（但无法修改）计划。
注意：只能从 VEA GUI 中删除快照计划，而无法删除使用快速恢复配置向导计划
的镜像准备。此外，使用 VEA 删除快照计划不会更新使用快速恢复配置向导创建
的模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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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VEA 删除计划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选择并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Exchange”节点，以将其展
开。
计划的快照将列在右窗格中。

4

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Delete Schedule (删除计划)”。

使用 VSS 还原向导
SFW 支持恢复选定的 Exchange 存储组或存储组内的选定存储数据库 (Exchange
2007) 以及邮箱数据库 (Exchange 2010)。
通过 VSS 还原向导，使用 VSS 快照向导创建的快照可用于存储组的即时点恢复，
或用于存储组或存储组中的个别数据的故障点前滚恢复。
即时点恢复可将数据还原到上次刷新快照集时的状态 - 即，它会还原在快照中记录
的所有数据。
如果日志卷完好，故障点恢复将仅还原数据卷的旧映像，然后将重放日志以完成前
滚恢复。
注意：在完成单个数据库的故障点 (POF) 恢复后，Symantec 建议使用 VSS 快照
合并向导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其他数据库，以及使用 VSS 快照向导创建新的快照
集。
对于 Exchange 2007，还可以选择还原到恢复存储组 (RSG)，而不还原到生产存
储。
注意：还原到恢复存储组 (RSG) 时不支持 COW 快照。

还原快照集 (Exchange 2007)
下面介绍了还原快照集的即时点 (PIT) 的过程。
还原到快照集即时点

1

关闭数据库应用程序 VEA GUI 以及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
或可能正在访问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2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集所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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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次展开系统图标、“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和“Applications (应
用程序)”节点。

4

右键单击“Exchange”，然后单击“VSS Restore (VSS 还原)”。

5

查看“Welcome (欢迎)”页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要还原的快照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的
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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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中，选择“Point in Time (即时
点)”。“Point in Time (即时点)”将根据元数据文件中包含的信息还原到创建
或刷新快照集的即时点。

单击“Next (下一步)”

8

确保还原规定正确，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9

将所有数据库（存储）装入 Exchange 存储组。

10 要刷新快照集，请使用 VSS 快照向导或 vxsnap

create 命令，为存储组中的

所有卷创建新快照集。
将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前滚恢复到故障点

1

关闭数据库应用程序 GUI 以及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除
VEA 控制台之外），或可能正在访问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2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集所在的系统。

3

展开系统图标和“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节点。

4

右键单击“Exchange”，然后单击“VSS Restore (VSS 还原)”。

5

查看“Welcome (欢迎)”页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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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要还原的快照集的元数据文件名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有关 Exchange 存储组的所有必需信息，包括数据库卷和
事务日志卷的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
“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7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中，选择“Point of Failure
(故障点)”，然后选择一个或多个子组件（数据库）。请不要选择事务日志卷。
单击“Next (下一步)”。

8

确保还原规定正确，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9

将所有数据库（存储）装入 Exchange 存储组；事务日志将前滚到故障点。 可
以在事件查看器应用程序日志中查看此操作。

10 要在此时刷新快照集，请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或 vxsnap reattach 命令对其
余所有数据库卷和事务日志卷进行快照合并。 然后，使用 VSS Exchange 快
照向导或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存储组的新快照集。
还原到恢复存储组（仅限 Exchange 2007）

1

关闭数据库应用程序 GUI 以及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除
VEA 控制台之外），或可能正在访问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2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集所在的系统。

3

展开系统图标和“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节点。

4

右键单击“Exchange”，然后单击“VSS Restore (VSS 还原)”。

5

查看“Welcome (欢迎)”页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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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要还原的快照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的
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
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7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中，选择“Restore to Recovery
Storage Group (还原到恢复存储组)”，然后选择一个或多个子组件。

单击“Next (下一步)”

还原快照集 (Exchange 2010)
VSS 还原向导可以帮助您使用快照集文件还原邮箱数据库组件的 VSS 卷影副本。
通过该还原向导可以还原邮箱数据库。继续进行还原操作前，请确保已经通过 VSS
快照向导或 vxsnap 实用程序准备并创建了快照集。
对快照集文件完成还原操作后，可以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或 vxsnap reattach 命
令对其余所有数据库卷进行快照合并，以刷新该文件。然后，可以使用 VSS
Exchange 快照向导或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邮箱数据库的新快照集。
SFW 会在执行还原操作前后分别自动卸载和装入存储。如果自动卸载操作失败，还
原操作也将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手动卸载存储。 对于 VCS 集群设置，
它会在执行还原操作前后使资源数据库脱机和联机。如果自动脱机操作失败，需要
进行手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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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vxsnap restore 命令中指定 -a 选项，将自动卸载和装入存储；对于 VCS
集群设置，会自动使 VCS 资源数据库脱机和联机。
对于在 VCS 集群下配置的 Exchange 2010 数据库，如果资源数据库的自动脱机操
作失败，应在执行还原操作前使相应的 Exchange 2010 数据库 VCS 资源脱机。还
原操作成功完成后，使 VCS 资源联机。
要还原即时点 (PIT) 快照集，请执行以下步骤：
还原即时点 (PIT) 快照集

1

从“开始”>“程序”>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2010 > “Exchange 管
理控制台”启动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
从“开始”屏幕中“应用程序”启动。
展开“Organization Configuration (组织配置)”节点，然后选择“Mailbox
(邮箱)”。

2

如果为选定的数据库启用了复制功能，应首先在此数据库上挂起连续复制功
能。在结果窗格中的“Database Management (数据库管理)”选项卡上，选
择要挂起的数据库。

3

在工作窗格中的“Database Copies (数据库副本)”选项卡上，右键单击要为
其挂起连续复制功能的数据库。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Suspend Database
Copy (挂起数据库副本)”。单击“Yes (是)”以挂起连续复制功能。

4

在管理单元的工作窗格中，右键单击邮箱数据库，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
性)”>“Maintenance (维护)”。选择“This database can be overwritten
by a restore (还原时可以重写此数据库)”复选框选项。

5

现在继续对选定的邮箱数据库执行 VSS 还原操作。
关闭数据库应用程序 GUI、所有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除 VEA 控
制台之外），或可能正在访问快照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6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集所在的系统。

7

展开系统图标和“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节点。

8

右键单击 Exchange，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VSS Restore (VSS 还原)”。

9

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10 选择要还原的快照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全部信息（包括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的
名称）。
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
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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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中，选择“Point in Time (即
时点)”。
“Point in Time (即时点)”选项将根据元数据文件中包含的信息还原到创建或
刷新特定快照集的即时点。
PIT 还原 Exchange 2010
单击“Next (下一步)”。

12 验证摘要页上的还原规定是否正确，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退出向导。
13 如果已经按 2 所示将集群邮箱数据库的复制功能挂起，此时应从 Exchange 管
理控制台的工作窗格中进行更新。在工作窗格中的“Database Copies (数据
库副本)”选项卡上，右键单击邮箱数据库并选择“Update Database Copy
(更新数据库副本)”。
如果日志卷完好，故障点恢复将仅还原数据卷的旧映像，然后将重放日志以完成前
滚恢复。
要将邮箱数据库前滚恢复到故障点 (POF)，请执行以下步骤：
注意：请不要启用循环日志记录选项。如果启用了循环日志记录选项，将无法前滚
数据库以实现故障点恢复。 Microsoft 建议不要在生产环境中使用循环日志记录。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文档。

注意：对于在 VCS 集群下配置的 Exchange 2010 数据库，应在执行还原操作前使
相应的 Exchange 2010 数据库 VCS 资源脱机。还原操作成功完成后，使 VCS 资
源联机。
在其他配置中，它将在还原操作前卸载数据库，然后在还原操作后装入数据库。
前滚恢复到故障点 (POF)

1

从“开始”>“程序”>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2010 > “Exchange 管
理控制台”启动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
从“开始”屏幕中“应用程序”启动。
展开“Organization Configuration (组织配置)”节点，然后选择“Mailbox
(邮箱)”。

2

如果为选定的数据库启用了复制功能，应首先在此数据库上挂起连续复制功
能。在结果窗格中的“Database Management (数据库管理)”选项卡上，选
择要挂起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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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工作窗格中的“Database Copies (数据库副本)”选项卡上，右键单击要为
其挂起连续复制功能的数据库。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Suspend Database
Copy (挂起数据库副本)”。单击“Yes (是)”以挂起连续复制功能。

4

在管理单元的工作窗格中，右键单击邮箱数据库，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
性)”>“Maintenance (维护)”。启用“This database can be overwritten
by a restore (还原时可以重写此数据库)”选项复选框。

5

现在继续对选定的邮箱数据库执行 VSS 还原操作。关闭数据库应用程序 GUI、
所有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除 VEA 控制台之外），或可能正在访
问快照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6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集文件所在的系统。

7

展开系统图标和“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节点。

8

右键单击 Exchange，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VSS Restore (VSS 还原)”。

9

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上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10 选择要还原的快照集的 XML 元数据文件名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有关 Exchange 存储组的所有必需信息，包括数据库卷和
事务日志卷的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
“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11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中，选择“Point of Failure
(roll forward) (故障点 (前滚))”。前滚操作将数据库还原到故障发生前的最新
状态。单击“Next (下一步)”。

12 验证摘要页上的还原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退出向导。
13 如果已经按 2 所示将集群邮箱数据库的复制功能挂起，此时应从 Exchange 管
理控制台的工作窗格中进行更新。在工作窗格中的“Database Copies (数据
库副本)”选项卡上，右键单击邮箱数据库并选择“Update Database Copy
(更新数据库副本)”。

还原数据库 (POF)
下面介绍了将数据库还原到故障点 (POF) 的过程。
将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前滚恢复到故障点

1

关闭数据库应用程序 GUI 以及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除
VEA 控制台之外），或可能正在访问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2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集所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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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次展开系统图标、“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和“Applications (应
用程序)”节点。

4

右键单击“Exchange”，然后单击“VSS Restore (VSS 还原)”。

5

查看“Welcome (欢迎)”页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要还原的快照集的元数据文件名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有关 Exchange 邮箱数据库的所有必需信息，包括数据库
卷和事务日志卷的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
“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7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中，选择“Point of Failure (故
障点)”，然后选择一个或多个子组件（数据库）。请不要选择事务日志卷。
单击“Next (下一步)”

8

确保还原规定正确，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9

将所有邮箱数据库装入 Exchange；事务日志将前滚到故障点。可以在事件查
看器应用程序日志中查看此操作。

10 要在此时刷新快照集，请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或 vxsnap

reattach 命令对
其余所有数据库卷和事务日志卷进行快照合并。 然后，使用 VSS 快照向导或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存储组的新快照集。

还原到恢复存储组
下面介绍了将 Microsoft Exchange 还原到恢复存储组的过程。
还原到恢复存储组（仅限 Exchange 2007）

1

关闭数据库应用程序 GUI 以及所有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或可能正
在访问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2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集所在的系统。

3

依次展开系统图标、“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和“Applications (应
用程序)”节点。

4

右键单击“Exchange”，然后单击“VSS Restore (VSS 还原)”。

5

查看“Welcome (欢迎)”页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要还原的快照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的
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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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中，选择“Restore to Recovery
Storage Group (还原到恢复存储组)”，然后选择一个或多个子组件。

单击“Next (下一步)”。
注意：不支持使用“Restore to Recovery Storage Group (还原到恢复存储
组)”选项从 COW 快照还原。

8

确保还原规定正确，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9

将所有数据库（存储）装入 Exchange 存储组。

刷新快照集
使用 VSS 编写器对象的上下文菜单中的“VSS Refresh (VSS 刷新)”命令，可以
刷新 VSS 编写器和组件的 GUI 显示。此选项不会刷新快照集。
要刷新快照集，请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进行一次性刷新，或者使用 VSS 快照计
划程序向导设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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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Exchange 2007 中的复制
当启用 Exchange 2007 的本地连续复制 (LCR) 和集群连续复制 (CCR) 功能时，
SFW 可提供对快照的支持。
以下主题介绍了有关 Exchange 2007 中的复制支持的各种说明。

VEA GUI
如果启用 Exchange 2007 的复制功能，将显示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的
Microsoft Exchange 复制服务实例，该实例将显示在 VEA GUI 中。它会显示为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Replica，并显示在 VSS 编写器节点的附属 VEA 的树状
视图中。
右键单击“Exchange Replica (Exchange 副本)”节点可显示一个上下文菜单，其
中显示“VSS Refresh (VSS 刷新)”、“VSS Snapshot (VSS 快照)”、“Schedule
VSS Snapshot (调度 VSS 快照)”、“VSS Snapback (VSS 快照合并)”和
“Properties (属性)”。不支持通过执行“VSS Restore (VSS 还原)”操作来还原副
本。
注意：使用“VSS Snapshot (VSS 快照)”之前需要执行“Prepare (准备)”命令。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必须手动设置 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实例
对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的依赖关系，以便它按正确顺序进行故障转移。

vxsnap CLI 命令
SFW 提供了一个 vxsnap CLI 命令选项，用于创建 Microsoft Exchange Replica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的 Microsoft Exchange Replication Service 实例）或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的 Microsoft Exchange
Service 实例）的快照。
使用该命令，可以指定副本存储编写器以创建副本的快照，或者指定活动存储编写
器以创建活动存储的快照。 如果未指定副本存储编写器或活动存储编写器，则在默
认情况下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例如：
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Replica"
component=SG1 backupType=COPY -E -O

指定使用 VSS 编写器 Microsoft Exchange Replica 来创建副本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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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创建副本的快照之前，必须在包含副本的卷上完成“Prepare (准备)”操
作。 可以使用 VEA GUI 或 vxsnap prepare CLI 命令完成此操作。 使用 CLI 时，
vxsnap prepare 命令必须指定 Microsoft Exchange Replica。
例如：
vxsnap prepare component=SG1/writer="MicrosoftExchange Replica"
source=L:/harddisk=harddisk2

请参见第 315 页的“vxsnap CLI 命令”。

使用副本的快照进行数据库恢复
通过使用副本的快照，可以将 Exchange 数据库还原到故障点 (POF)，或者将完整
的 Exchange 邮箱还原到即时点 (PIT)。
可以在 GUI 中使用 VSS 快照向导创建副本的快照。创建副本的快照时会自动创建
该副本使用的所有卷的快照。
以前，需要在进行还原操作之前手动卸载数据库。现在，SFW 将在还原操作过程中
自动卸载数据库。
注意：在 VCS 环境中，执行还原操作时将自动卸载数据库，并且数据库将设置为
被还原所重写。但是，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需要手动卸载数据库并
将数据库设置为被还原重写。

注意：如果 SFW 无法在还原操作期间自动卸载数据库，则还原操作将会失败。在
手动卸载数据库并手动将数据库设置为被还原重写之后，可以重新执行还原操作。
如果在非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启用了 LCR，或者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
群环境中启用了 CCR，则将挂起 LCR/CCR。然后，重复执行还原操作。 如果挂起
了 LCR/CCR，请在还原操作后重新启用它。
要在活动编写器上执行还原操作，请使用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执行以下
cmdlet。
这些 cmdlet 包括：
■

Dismount Database cmdlet
dismount-Database -Identity <DatabaseIdParameter>
[-DomainController <Fqdn>]

有关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和 cmdlet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网站中的
Microsoft Exchange 2007 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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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icrosoft.com。
注意：虽然 SFW 允许您从快照还原数据库，但不支持只还原数据库日志文件。
以下示例说明了从 Exchange 存储组 SG1 的副本快照执行 PIT 恢复过程，该存储
组在 Exchange 服务器 TestExch 上包含两个数据库 DB1 和 DB2。
执行 PIT 恢复过程（示例）：

1

在 DB1 和 DB2 数据库上运行 Dismount Database cmdlet。
dismount-Database -Identity TestExch\SG1\DB1
dismount-Database -Identity TestExch\SG1\DB2

2

在 SG1 存储组上运行 RestoreStorageGroupCopy cmdlet。
Restore-StorageGroupCopy -Identity TestExch\SG1 -ReplaceLocations

3

在 DB1 和 DB2 数据库上运行 Mount Database cmdlet。
mount-Database -Identity TestExch\SG1\DB1
mount-Database -Identity TestExch\SG1\DB2

4

执行刷新。
vxsnap refresh

5

使用副本快照执行 VSS 还原操作。
vxsnap -x snapdata.xml restore RestoreType=PIT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对于此示例，假定副本快照是使用以下命令创建的：
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Replica"
component=SG1 backupType=COPY-E -O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的其他注意事项
对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在还原数据库时需要考虑一些其他注意事项。
其中包括：
■

执行刷新操作后，用户必须先手动卸载数据库，然后再执行还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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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启用了 CCR，则用户必须先禁用循环日志记录功能并挂起 CCR，然后再执
行还原操作。

支持 Exchange 2010 中的复制
如果启用了 Exchange 2010 的复制，则会在 VEA GUI 中将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显示为 Exchange Replica。它显示在从属于“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节
点的 VEA 的树状视图中。
右键单击“Exchange Replica (Exchange 副本)”节点可显示一个上下文菜单，其
中显示“VSS Refresh (VSS 刷新)”、“VSS Snapshot (VSS 快照)”、“Schedule
VSS Snapshot (调度 VSS 快照)”、“VSS Snapback (VSS 快照合并)”和
“Properties (属性)”。不支持通过执行“VSS Restore (VSS 还原)”操作来还原副
本。
使用“VSS Snapshot (VSS 快照)”之前需要执行“Prepare (准备)”命令。

使用副本快照在数据库活动组 (DAG) 中恢复邮箱数据库
可以使用副本快照将 Exchange 邮箱数据库还原到故障点 (POF) 或即时点 (PIT)。
可以在 VEA GUI 中使用 VSS 快照向导或者使用 vxsnap CLI 命令来创建副本的快
照。创建副本的快照时会自动创建该副本使用的所有卷的快照。
如果 SFW 无法在还原操作期间自动卸载数据库，则还原操作将会失败。在手动卸
载数据库并手动将数据库设置为被还原重写之后，可以重新执行还原操作。
虽然 SFW 允许您从快照还原数据库，但不支持只还原数据库日志文件。
对于在 VCS 集群下配置的 Exchange 2010 数据库，如果资源数据库的自动脱机操
作失败，应在执行还原操作前使相应的 VCS 数据库资源脱机。SFW 自动使资源数
据库脱机。还原操作成功完成后，使 VCS 资源数据库联机。
在其他配置中，SFW 将在还原操作前自动卸载数据库，然后在还原操作后自动装入
数据库。
通过 -a 选项可以自动卸载和装入数据库。对于 VCS 集群设置，它使资源数据库
脱机和联机。
有关 Exchange cmdlet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Exchange 2010 Shell 帮助。
以下示例说明了从活动邮箱数据库 TestServer1 上 Exchange 邮箱数据库
TestServer2 的副本快照以及 DB1 上的副本执行 PIT 恢复的过程：
■

在 TestServer2 上创建邮箱数据库的副本快照。

■

使用 Move-ActiveMailboxDatabase cmdlet 将活动邮箱数据库 DB1 从 Test
Server 1 转换到 Test Server 2。
Move-ActiveMailboxDatabase MB1 -ActivateOnServer TestServ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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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TestServer2 拥有活动邮箱数据库，而 TestServer1 拥有副本。
■

使用 Suspend-MailboxDatabaseCopy cmdlet 阻止复制和重放活动（日志复制
和重放）
Suspend-MailboxDatabaseCopy -Identity DB1\TestServer1 [–Confirm:$False]

使用 –Confirm 阻止用户干预
■

使用 Set-MailboxDatabaseCopy cmdlet 配置数据库副本的属性，并选中“This
database can be overwritten by Restore (还原时可以重写此数据库)”复选
框。
set-mailboxdatabase -identity MB1\TestServer2 -allowfilerestore:$true

■

使用 Dismount-Database cmdlet 卸载数据库
dismount-Database -Identity MB1\TestServer2 [-Confirm:$False]

使用 –Confirm 阻止用户干预
对于 VCS 集群设置，当自动脱机操作失败时，使 Exchange 2010 VCS 资源数
据库脱机。
■

现在使用副本快照执行 VSS 还原操作。
vxsnap -x snapdata.xml restore RestoreType=
PIT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对于此示例，假定副本快照是使用以下命令创建的：
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writer=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Replica" component=DB1 backupType=COPY -E -O
■

使用 Mount-Database cmdlet 装入数据库 DB1
mount-Database -Identity DB1\TestServer2

对于 VCS 集群设置，当资源数据库的自动联机操作失败时，使 Exchange 2010
VCS 资源数据库联机。
■

使用 Update-MailboxDatabaseCopy
Update-MailboxDatabaseCopy -Identity MB3\TestServer2
-SourceServer TestServer1 –DeleteExistingFiles [-Confirm:$False]

使用 –Confirm 阻止用户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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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Exchange 2010 中的复制
如果启用了 Exchange 2010 的复制，则会在 VEA GUI 中将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显示为 Exchange Replica。它显示在从属于“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节
点的 VEA 的树状视图中。
右键单击“Exchange Replica (Exchange 副本)”节点可显示一个上下文菜单，其
中显示“VSS Refresh (VSS 刷新)”、“VSS Snapshot (VSS 快照)”、“Schedule
VSS Snapshot (调度 VSS 快照)”、“VSS Snapback (VSS 快照合并)”和
“Properties (属性)”。不支持通过执行“VSS Restore (VSS 还原)”操作来还原副
本。
使用“VSS Snapshot (VSS 快照)”之前需要执行“Prepare (准备)”命令。

使用副本快照在数据库活动组 (DAG) 中恢复邮箱数据库
可以使用副本快照将 Exchange 邮箱数据库还原到故障点 (POF) 或即时点 (PIT)。
可以在 VEA GUI 中使用 VSS 快照向导或者使用 vxsnap CLI 命令来创建副本的快
照。创建副本的快照时会自动创建该副本使用的所有卷的快照。
如果 SFW 无法在还原操作期间自动卸载数据库，则还原操作将会失败。在手动卸
载数据库并手动将数据库设置为被还原重写之后，可以重新执行还原操作。
虽然 SFW 允许您从快照还原数据库，但不支持只还原数据库日志文件。
对于在 VCS 集群下配置的 Exchange 2010 数据库，如果资源数据库的自动脱机操
作失败，应在执行还原操作前使相应的 VCS 数据库资源脱机。SFW 自动使资源数
据库脱机。还原操作成功完成后，使 VCS 资源数据库联机。
在其他配置中，SFW 将在还原操作前自动卸载数据库，然后在还原操作后自动装入
数据库。
通过 -a 选项可以自动卸载和装入数据库。对于 VCS 集群设置，它使资源数据库
脱机和联机。
有关 Exchange cmdlet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Exchange 2010 Shell 帮助。
以下示例说明了从活动邮箱数据库 TestServer1 上 Exchange 邮箱数据库
TestServer2 的副本快照以及 DB1 上的副本执行 PIT 恢复的过程：
■

在 TestServer2 上创建邮箱数据库的副本快照。

■

使用 Move-ActiveMailboxDatabase cmdlet 将活动邮箱数据库 DB1 从 Test
Server 1 转换到 Test Server 2。
Move-ActiveMailboxDatabase MB1 -ActivateOnServer TestServer2

此时，TestServer2 拥有活动邮箱数据库，而 TestServer1 拥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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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使用 Suspend-MailboxDatabaseCopy cmdlet 阻止复制和重放活动（日志复制
和重放）
Suspend-MailboxDatabaseCopy -Identity DB1\TestServer1 [–Confirm:$False]

使用 –Confirm 阻止用户干预
■

使用 Set-MailboxDatabaseCopy cmdlet 配置数据库副本的属性，并选中“This
database can be overwritten by Restore (还原时可以重写此数据库)”复选
框。
set-mailboxdatabase -identity MB1\TestServer2 -allowfilerestore:$true

■

使用 Dismount-Database cmdlet 卸载数据库
dismount-Database -Identity MB1\TestServer2 [-Confirm:$False]

使用 –Confirm 阻止用户干预
对于 VCS 集群设置，当自动脱机操作失败时，使 Exchange 2010 VCS 资源数
据库脱机。
■

现在使用副本快照执行 VSS 还原操作。
vxsnap -x snapdata.xml restore RestoreType=
PIT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对于此示例，假定副本快照是使用以下命令创建的：
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writer=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Replica" component=DB1 backupType=COPY -E -O
■

使用 Mount-Database cmdlet 装入数据库 DB1
mount-Database -Identity DB1\TestServer2

对于 VCS 集群设置，当资源数据库的自动联机操作失败时，使 Exchange 2010
VCS 资源数据库联机。
■

使用 Update-MailboxDatabaseCopy

Update-MailboxDatabaseCopy
-Identity MB3\TestServer2 -SourceServer TestServer1 –DeleteExistingFiles [-

使用 –Confirm 阻止用户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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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VSS 快照向导与 Enterprise Vault 一起使用
SFW 支持创建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快照。FlashSnap 与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
务 (VSS) 相集成，从而无需使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数据库脱机，便可创建与该
组件关联的所有卷的快照。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使用 VSS 来创建组件的快
照。VSS 过程允许在执行快照操作之前禁止组件的数据库，然后在快照操作完成后
立即重新激活这些数据库。 此组件级别上的禁止操作可使受支持并保证的持久性数
据快照得以实现。 可以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组件快照，以便通过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合并向导与组件的当前状态相匹配。 SFW 还提供了对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
恢复支持。使用 Enterprise Vault 还原向导，可将通过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创
建的快照用于恢复组件。
下面介绍 SFW 所支持的 Enterprise Vault 组件。
目录数据库

Enterprise Vault 目录数据库用来存放目录
(EnterpriseVaultDirectory) 中每个站点的配置信息。

监视数据库

Enterprise Vault 在每台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上
都有一个监视代理。 监视代理会按计划的时间间隔
（通常是几分钟一次）收集监视数据，并将这些数
据存储在 Enterprise Vault 监视数据库中。 如果多
个 Enterprise Vault 站点共享一个目录数据库，它
们还必须共享一个监视数据库
(EnterpriseVaultMonitoring)。

报告数据库

报告数据库用于存储根据所收集的监视数据生成的
报告信息。 存在一个名为
EnterpriseVaultFSAReporting、与目录数据库相对
应的报告数据库。

审核数据库

审核数据库用于存储审核信息。 存在一个名为
EnterpriseVaultAudit、与目录数据库相对应审核数
据库。

站点

站点由一台或多台 Enterprise Vault 服务器构成，
这些服务器运行一个或多个 Enterprise Vault 服务
和任务以便存档来自指定目标的项目。 站点中还包
括由保管库存储、定义项目的存档方式和时间的存
档策略以及定义项目在被删除之前的存储时间的保
留类别构成的集合。

索引

索引服务将在项目存档时为项目创建索引。 每个存
档均有一个索引

保管库存储组

保管库存储组 (VSG) 是配置用于共享数据的保管库
存储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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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数据库

保管库存储组包含一个或多个用于存放共享项目的
元数据的指纹目录数据库 (FDB)。

保管库存储

Enterprise Vault 在称为保管库存储的实体中组织存
档。 保管库存储中包含一个或多个 Enterprise Vault
分区。 分区可以驻留在任何受支持的存储介质上。

保管库存储数据库

保管库存储 SQL 数据库中包含有关为保管库存储
中的所有存档处理的每个存档操作的信息。 保管库
存储的数据库和保管库存储的文件必须都是完整
的，才能从存档中检索消息。

开放分区

在每个保管库存储中，只能有一个开放分区。
Enterprise Vault 将在该分区中存档数据。 开放分
区是正向其中写入 Enterprise Vault 数据的当前活
动分区。

就绪分区

每个保管库存储可以有多个就绪分区。 就绪分区是
下一个要使用的可用分区。

已关闭的分区

每个保管库存储可以有任意数量的已关闭的保管库
存储分区。 Enterprise Vault 不会将内容存档到已
关闭的分区中。

使用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
创建快照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为快照准备卷，将创建挂接到指定组件的
所有原始卷的快照镜像。将新快照镜像与原始生产卷同步的过程可能耗费很长的时
间，具体取决于卷的大小和数量。第二步，使用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创建快
照集，方法是将快照镜像与原始卷分离，并在主机上创建独立的快照卷及 XML 文
件来存储组件和快照卷元数据。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可与 VSS 集成，以禁止
组件，然后同时为该组件中的卷创建快照。此快照创建操作是在组件联机时完成
的，且不会中断处理。创建快照集之后，可以使用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合并向导
重新挂接和重新同步该快照集。
注意：对快照执行操作后，VEA GUI 可能不会更新以反映操作的结果。使用“VSS
Refresh (VSS 刷新)”命令可以更新 VEA GUI。

准备 Enterprise Vault 快照
在完成 Enterprise Vault 安装任务之后、创建 Enterprise Vault 快照之前，必须调用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 来注册 PowerShell 管理单元、设置执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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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可在为快照镜像执行“Prepare (准备)”操
作之前或之后调用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

使用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 设置执行策略
您必须调用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才能将执行策略设置为不受限制。
您只需要在将执行快照命令的主机上调用一次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
作为最佳做法，建议您在 Enterprise Vault 配置中的所有主机上都调用一次该 Shell。
使用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 设置执行策略

1

从“开始”>“程序”> Enterprise Vault >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开始”屏幕中“应用程序”启动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

2

运行以下命令来设置执行策略：
set-executionpolicy unrestricted

小心：将执行策略设置为不受限制可能会有潜在的安全风险。 此设置允许调用
任意（不受信任的）脚本。

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使用管理权限在已配置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的所有节点中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请执行下列操作来配置该服务。
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1

从“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单击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在“服务”下，选择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2

3

从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的“Properties (属性)”对话框执行下列设置：
■

选择“Log On (登录)”。

■

禁用“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选项。

■

启用“This account (此帐户)”选项。

■

确保为用户名设置了管理权限。

单击“OK (确定)”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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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Enterprise Vault 快照镜像
为快照准备 Enterprise Vault (EV) 的过程包括准备 Enterprise Vault 的所有相关组
件。 可在 Enterprise Vault 场、站点、VaultStore 组、VaultStore 或组件级别执行
快照准备操作。当您右键单击某个 Enterprise Vault 对象并从菜单选项中选择
“Enterprise Vault Prepare (Enterprise Vault 准备)”操作时，该 Enterprise Vault
对象内（从属于该对象）的相关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组件等都将为快照镜像做
好准备。
注意：在用于特定生产卷的磁盘中只能有一个快照卷。

注意：如果一个卷用于多个组件，则在 vxsnap prepare CLI 命令或 Enterprise Vault
准备向导中指定所有组件时，只对该卷进行一次快照准备。 如果若干个组件共享同
一个卷并且分别为快照镜像准备这些组件，那么该卷将准备多次（每个组件一次）。
快照镜像将一直挂接到原始卷并不断更新，直到您使用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
vxsnap create 命令或 Enterprise Vault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创建快照集为止。
请注意以下事项：
■

准备 Enterprise Vault 站点时，系统还会隐式准备目录数据库和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组件。

■

准备 VaultStore 的 VaultStore 数据库时，系统还会隐式准备 VaultStore 的“Open
Partition (已打开分区)”。

■

准备 VaultStore 的“Open Partition (已打开分区)”时，系统还会隐式准备该
VaultStore 的 VaultStore 数据库。

■

完成该操作时，选定组件的状态（成功/失败）将会记录在日志
%VMPATH%\logs\EVStatus.log 中。该日志包含有关组件的操作是成功还是失
败的信息。如果未能为组件准备某个卷，则该操作将继续准备该组件的剩余卷
以及任何其他请求的组件。 如果对组件的所有卷成功执行了该操作，则会将该
组件的状态记录为“成功”。 如果未能对组件的任意卷执行该操作，则该组件
的状态会被记录为“失败”，并且会记录失败的原因。

您还可以使用 vxsnap prepare CLI 命令将卷准备为快照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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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Enterprise Vault 快照镜像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树视图中的“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并展开
“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下的 Enterprise Vault 节点。

2

右键单击所需的 Enterprise Vault 节点，然后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Enterprise
Vault Prepare (Enterprise Vault 准备)”
。

3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4

在“Select Component (选择组件)”对话框中，选择要进行快照准备的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站点、VaultStoreGroup、VaultStore 或分区）。
查看准备操作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注意：确保已为每个节点上的 sysadmin 服务器角色（从 SQL Management Studio
控制台）授予了 [NT AUTHORITY\SYSTEM] 帐户。此项仅适用于 SQL Server
2012。

创建快照集
SFW 支持创建以下项目的快照：Enterprise Vault (EV) 场、站点、VaultStore 组、
VaultStore 和组件。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务 (VSS) 相
集成，从而无需使数据库脱机和中断数据库操作，便可创建与 Enterprise Vault 组
件和卷关联的所有卷的快照。该向导还允许 Enterprise Vault Powershell cmdlet 将
Enterprise Vault 置于备份模式中。 备份模式可确保没有任何涉及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写入操作，还有助于避免中断。
生成的快照集将提供创建快照时数据库的完整图片。 您可以使用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或 vxsnap create CLI 命令创建快照。
注意：可从正在运行目录服务的任何节点中调用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和 vxsnap
实用程序。
可在 Enterprise Vault 场、站点、VaultStore 组、VaultStore 或组件级别执行快照
操作。 当您右键单击一个 Enterprise Vault 对象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单击“Enterprise
Vault Snapshot (Enterprise Vault 快照)”时，选定 Enterprise Vault 对象内（从属
于该对象）的 Enterprise Vault 对象和组件都将包括在快照中。 您也可以从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所显示的对象中添加更多 Enterprise Vault 对象。
请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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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的快照时，系统还会同时隐式创建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组件和目录数据库的快照。

■

创建 Vaultstore 数据库的快照时，系统还会隐式创建该 VaultStore 的开放分区
的快照。

■

创建 VaultStore 的开放分区的快照时，系统还会隐式创建该 VaultStore 的
Vaultstore 数据库的快照。

■

完成该操作时，选定组件的状态（成功/失败）将会记录在日志
%VMPATH%\logs\EVStatus.log 中。该日志包含有关组件的操作是成功还是失
败的信息。 如果未能为组件的某个卷创建快照，则该操作将不会为该组件中的
剩余卷创建快照，也不会为剩余的任何其他请求的组件创建快照。 如果对组件
的所有卷成功执行了该操作，则会将该组件的状态记录为“成功”。 如果未能
对组件的任意卷执行该操作，则该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的所有组件的状态会
被记录为“失败”，并且会记录失败的原因。在失败的组件之前已创建快照的
所有组件的状态将被记录为“成功”，而尚未创建快照的剩余组件的状态将被
记录为“跳过”。

在继续对 Enterprise Vault 执行快照操作之前，请检查以下事项：
■

确保将执行策略设置为无限制。 您可以使用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
设置执行策略。
请参见第 324 页的“使用 Enterprise Vault Management Shell 设置执行策略”。

■

确保为 Enterprise Vault 配置中的所有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配置了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请参见第 324 页的“配置 Veritas Scheduler Service”。

■

确保已将组件卷或数据库和分区卷准备为快照镜像，以便于创建快照。
请参见第 325 页的“准备 Enterprise Vault 快照镜像”。

下面介绍了创建快照集的过程。
创建快照集

1

使用 VEA 控制台导航到树视图中的“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并展
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下的“Enterprise Vault”节点。

2

导航到所需的 Enterprise Vault 节点。
右键单击 Enterprise Vault 节点，然后单击上下文菜单中的“Enterprise Vault
Snapshot (Enterprise Vault 快照)”。

3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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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lect Component for 选择快照集的组件
snapshot operation (选
择用于快照操作的组件)
Directory (目录)

该向导将创建快照集元数据 XML 文件。默认情况下，XML 元
数据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有两种方法可用来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
第一种方法，在该向导屏幕的“Directory (目录)”字段中编辑
目录路径。第二种方法，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使用文本编
辑器创建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
中应该包含单独的文本行，用于指定 XML 文件位置的完整路
径，例如 G:\BackupSets。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在
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如果 SFW/SFW HA 安装在 D 驱动器上，则该路径除位于 D
驱动器上以外，其他均与上述路径相同。

Snapshot set (快照集)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向导将生
成一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组件名
称、日期和时间。 如果选择了多个组件，则默认快照集名称
中将使用 EV 代替组件名称。

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类型)

选择快照类型。
您可以指定将快照创建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或“Copy
(副本)”备份类型。这两种类型都可用于还原 Enterprise Vault
组件。 但是，如果要将重放其中的日志作为还原组件的一部
分，则需要事先创建完全备份。重放日志时，您可以从上一次
“Full Backup (完全备份)”的时间开始重放。“Copy (副本)”
备份不会影响日志重放的此序列，因此通常用作“带外”副
本，用于测试或数据探测等目的。

5

查看快照集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使用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合并向导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合并向导可重新挂接和重新同步现有快照集，以便该快照集与
其原始数据库的当前集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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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完成该操作时，选定组件的状态（成功/失败）将会记录在日志
%VMPATH%\logs\EVStatus.log 中。该日志包含有关组件的操作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信息。如果未能重新挂接组件的某个卷，则该操作会继续重新挂接该组件的剩余卷
以及任何其他请求的组件。成功完成该操作的组件将从快照集中删除。如果对组件
的所有卷成功执行了该操作，则会将该组件的状态记录为“成功”。如果未能对组
件的任意卷执行该操作，则该组件的状态会被记录为“失败”，并且会记录失败的
原因。
对 Enterprise Vault 快照集进行快照合并

1

除 VEA GUI 之外，关闭所有窗口、应用程序，或可能正在访问快照集的第三
方系统管理工具。

2

使用 VEA 控制台导航到树视图中的“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并展
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下的 Enterprise Vault 节点。

3

右键单击 Enterprise Vault 节点，然后单击上下文菜单中的“Enterprise Vault
Snapback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合并)”。

4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5

选择快照集并指定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Directory (目录)

指定快照集所在目录的路径。

Snapshot Sets (快照集)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对快照集进行快照合并所需的全部信息，
包括数据库卷和事务日志卷的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
“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
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成功完成快照合并操作之后，将删除此
文件。

6

在“Select Components (选择组件)”页面上，选择要重新挂接或进行快照合
并的组件。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7

查看快照合并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使用 VSS Enterprise Vault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在运行 Enterprise Vault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为数据库计划快照集之前，必须为该数
据库中的每个卷准备快照镜像。
请参见第 325 页的“准备 Enterprise Vault 快照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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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可以使用 Enterprise Vault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计划初始快照集，并设置用于
不断刷新该快照集的计划。
可在 Enterprise Vault (EV) 场、站点、VaultStore 组、VaultStore、分区或任意组
件级别执行快照计划。 可从 Enterprise Vault 配置的任何组件中启动“Schedule
Enterprise Vault Snapshot Wizard (计划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
创建计划的快照时，快照镜像将与原始卷分离，同时会在主机上创建独立的快照卷
及 XML 文件来存储快照卷元数据。 计划的进程可与 VSS 集成以禁止数据库，然后
同时为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卷创建快照。 此快照创建是在 Enterprise Vault 组
件处于联机状态情况下完成的，且不会中断操作。 该向导还允许 Enterprise Vault
PowerShell cmdlet 将 Enterprise Vault 置于备份模式中。 备份模式可确保不会对
Enterprise Vault 组件进行任何写入操作。
为选定组件计划快照

1

使用 VEA 控制台导航到树视图中的“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并展
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下的“Enterprise Vault”节点。

2

右键单击适当的 Enterprise Vault 节点，然后单击上下文菜单中的“Schedule
Enterprise Vault Snapshot (计划 Enterprise Vault 快照)”。

3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4

在“Select Components (选择组件)”页面上，选择要创建快照的 Enterprise
Vault 组件。 选择快照类型并为其指定名称。
指定以下设置，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Select component for snapshot 选择要创建快照的 EV 组件。 您可以选择 EV 场、站
operation (选择用于快照操作的 点、Vault StoreGroup、Vault Store、分区或任意组
组件)
件。
此外，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方式选择 EV 组件。
Ctrl+ A 可选择整个 EV 场以及站点和组件。使用 Ctrl
并单击可选择您选定的 EV 组件。 使用 Ctrl+Shift+向
上键、向下键可选择位于 EV 场中上层或下层层次结
构上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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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y (目录)

默认情况下，XML 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在集群服务器环境中，XML 文件必须保存在共享的存
储中，以便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使用。

注意：快照的 XML 文件与快照中包含的卷必须分开
存储，否则还原操作将失败。
有两种方法可用来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
第一种方法，在该向导屏幕的“Directory (目录)”字
段中编辑目录路径。第二种方法，更改 XML 文件的
位置。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中应该包含单独的文本行，
用于指定 XML 文件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
G:\BackupSets。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在
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如果 SFW/SFW HA 安装在 D 驱动器上，则该路径除
位于 D 驱动器上以外，其他均与上述路径相同。

注意：redirect.txt 文件中的卷名称或卷路径不得采用
快照使用的卷名称或卷路径。如果使用了快照的卷名
称或卷路径，则还原操作将失败。
Snapshot set (快照集)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
向导将生成一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组件名称、日期和时间。例如：
SnapshotSet.EV.20091001.124837。

注意：如果选择了多个组件，则默认快照集名称中将
使用 EV 代替组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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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 选择快照类型。
类型)
您可以指定将快照创建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
或“Copy (副本)”备份类型。这两种类型都可用于还
原 Enterprise Vault 组件。
Full Backup (完全备份)
■

完全快照会影响备份的顺序，在还原时需要重放日
志的情况下使用。
如果要在还原数据库时重放 SQL Server 中的日
志，则需要事先创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
重放日志时，您可以从上一次“Full Backup (完全
备份)”的时间开始重放。

■

Copy (副本)
“Copy (副本)”备份不会影响日志重放的此序列，
因此通常用作“带外”副本，用于测试或数据探测
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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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面板中的“General Options (常规选
项)”选项卡上，指定以下项：
Name of this schedule 为该快照集计划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此计划的名称)
如果您希望稍后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则此名称将标识快
照计划。 默认的名称由 VSS 编写器名称和数字后缀（按每个
计划依次递增）组成。
Description of this
schedule (此计划的说
明)

（可选）输入说明以帮助您在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时识别
该计划。

Start Time (开始时间)

开始创建快照的时间。

End Time (结束时间)

结束创建快照的时间。
如果正在创建快照，则可以完成此快照，但只有在该结束时间
之后才能开始创建新快照。

Schedule takes effect
on (计划生效日期)

指定的计划生效的日期。默认情况下为当前日期。

Restart task every (重 快照间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新启动任务的时间间隔)
例如，如果间隔为 360 分钟，并且您计划快照的开始时间为
晚上 12 点，结束时间为下午 7 点，则将进行两次快照。如果
没有指定时间间隔，则快照只发生一次。
Every (间隔天数)

启用“Every (间隔天数)”选项可使快照计划继续进行。否则，
此计划仅应用一天。
指定重新启动快照计划前的天数。
例如，1 天表示此计划每天都生效，2 天表示此计划每隔一天
生效一次。

Start On (开始日期)

如果您启用了“Every (间隔天数)”选项，请指定开始日期。

Pre Command (前命令)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开始之前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
路径。
Post Command (后命
令)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完成之后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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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指定计划的运行天数，请在以下选项卡上进行选择：
Days of Week (一周的 选择一个月中一周或几周中的一天或几天。
某些天)
您可以单击列顶部的按钮以选择整列，或单击行左侧的按钮以
选择整行。例如，单击“First (第一个)”可将快照安排在一个
月的所有工作日中的第一个工作日进行。
Days of Month (一个月 选择一个月中的一天或几天。您还可以选中“Last Day (最后
中的某些天)
一天)”复选框将快照安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进行。
Specific Dates (特定日 选择一个或几个特定日期，将其包括在计划中，或从计划中排
期)
除。
排除日期优先于在其他选项卡上安排的日期。例如，如果您在
“Days of Week (一周的某些天)”选项卡中安排了在每个星期
一进行快照，并且在“Specific Dates (特定日期)”选项卡上
排除了 10 月 9 日这个星期一，则不会在 10 月 9 日创建快照。

如果同一快照集的两个计划重叠，则仅创建一个快照。例如，如果您选择在每
个星期四以及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创建快照，并且该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
四，则仅会在这个星期四创建一个快照。

7

单击“Next (下一步)”。

8

查看快照集和计划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使用 Enterprise Vault 还原向导
SFW 提供了对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恢复支持。使用 Enterprise Vault 还原向导，
可将通过 Enterprise Vault 快照向导创建的快照用来还原无日志的组件。
还原无日志的组件（包含恢复，但不包含日志重放）可还原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
不会应用任何其他日志。 这将使组件保持联机状态。
注意：完成该操作时，选定组件的状态（成功/失败）将会记录在日志
%VMPATH%\logs\EVStatus.log 中。该日志包含有关组件的操作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信息。 如果未能还原组件的某个卷，则该操作会继续还原该组件的剩余卷以及任何
其他请求的组件。 成功完成该操作的组件将从快照集中删除。 如果对组件的所有
卷成功执行了该操作，则会将该组件的状态记录为“成功”。 如果未能对组件的任
意卷执行该操作，则该组件的状态会被记录为“失败”，并且会记录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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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照进行恢复（不使用日志重放）
以下过程将使用“Recovery (恢复)”选项。它会将组件数据库从快照集卷还原到创
建快照集时的状态。该选项将还原组件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但不应用其他事务日
志。
注意：“Recovery (恢复)”选项只适用于 Enterprise Vault 数据库组件，不适用于
Enterprise Vault 索引和分区。
使用 VEA 恢复没有日志重放的 EV 组件

1

除了 VEA GUI 之外，关闭所有窗口、应用程序或可能正在访问 Enterprise Vault
组件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同时建议使数据库脱机。

2

使用 VEA 控制台，导航到树视图中的“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并
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下的 Enterprise Vault 节点。

3

右键单击 Enterprise Vault 节点，然后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Enterprise Vault
Restore (Enterprise Vault 还原)”。

4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5

选择要用于此操作的快照集 XML 元数据文件，并单击“Next (下一步)”。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全部信息。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6

在“Select Enterprise Vault components for Restore operation (选择用于还原
操作的 Enterprise Vault 组件)”页面上，选择要使用“Recovery (恢复)”选项
还原的组件。将从快照卷中还原选定组件的原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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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上，选择“Recovery (恢复)”
并指定选项。
Recovery with missing 如果丢失一个或多个原始卷，请启用此复选框。
original volumes (包含
丢失原始卷的恢复)
Forcefully close any
open handles (强制关
闭所有打开的句柄)

如果任何 Enterprise Vault 组件卷具有打开的句柄，请启用此
复选框。此选项将强制关闭要还原的卷的所有打开的句柄。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8

验证摘要页上的快照还原规定并单击“Finish (完成)”。
数据库将还原到创建快照集或上次刷新快照集时的状态。如果需要，则使数据
库恢复联机。

还原快照并手动应用日志
以下过程使用“No Recovery (不恢复)”选项从组件数据库和日志快照卷中还原组
件数据库。选择此选项可使组件数据库处于加载状态。然后，可以手动应用已备份
的事务日志，以便将组件数据库恢复到所需的即时点。
注意：“No Recovery (不恢复)”选项只适用于 Enterprise Vault 数据库组件，而不
适用于 Enterprise Vault 索引和分区。

警告：在开始执行该过程之前，请使用首选方法对 SQL Server 内的事务日志进行
备份。必须使用“overwrite existing media (重写现有介质)”选项，以创建名称唯
一的备份文件。
使用“No Recovery (不恢复)”选项还原 EV 组件

1

确保已使用“overwrite existing media (重写现有介质)”选项在 SQL Server 中
备份了事务日志，以创建名称唯一的备份文件。

2

除了 VEA GUI 之外，关闭所有窗口、应用程序或可能正在访问 Enterprise Vault
组件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同时建议使数据库脱机。

3

使用 VEA 控制台，导航到树视图中的“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并
展开“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下的 Enterprise Vault 节点。

4

右键单击 Enterprise Vault 节点，然后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Enterprise Vault
Restore (Enterprise Vault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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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6

选择要用于此操作的快照集 XML 元数据文件，并单击“Next (下一步)”。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全部信息（包括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的名
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
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7

在“Select Enterprise Vault components for Restore operation (选择用于还原
操作的 Enterprise Vault 组件)”页面上，选择要还原的一个或多个组件。将从
快照卷中还原选定组件的原始卷。

8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上，选择“No Recovery (不
恢复)”并指定任意选项。
Forcefully close any
open handles (强制关
闭所有打开的句柄)

如果任何 Enterprise Vault 组件卷具有打开的句柄，请启用此
复选框。此选项将强制关闭要还原的卷的所有打开的句柄。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9

验证摘要页上的快照还原规定并单击“Finish (完成)”。
系统将还原组件数据库和日志快照卷，并且组件数据库将保持加载状态。

10 使用首选方法将备份事务日志手动还原到所需的即时点，然后重新使组件数据
库联机。

将 VSS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SQL 一起使用
SFW 支持创建 Microsoft SQL 数据库的快照。FlashSnap 与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
务 (VSS) 集成在一起，使得无需使 SQL 数据库脱机就可以为所有与该数据库关联
的卷创建快照。 VSS 快照向导使用 VSS 来创建数据库的快照。 VSS 过程允许在
执行快照操作之前禁止数据库，并在快照操作结束后立即重新激活数据库。 禁止数
据库可保证获得数据的持久快照。 可以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重新挂接并重新同
步数据库快照，以便与数据库的当前状态相匹配。
注意：使用 VSS 时，仅可为读/写卷创建快照。 生成的 VSS 快照为只读。 VSS 快
照卷的文件系统标签无法进行更改。
SFW 还提供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它可以用作 VSS 快照向导和 VSS 快照合并
向导的备用向导。通过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可以为创建初始快照以及自动执
行快照合并刷新过程设置一个计划。 在快照的计划时间，快照卷会自动重新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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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同步，然后再次拆分。 该计划由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进行维护。
SFW 还对 SQL 数据库提供恢复支持。使用 VSS 还原向导时，通过 VSS 快照向导
创建的快照可用于数据库的恢复（无论是否包含日志）。
有关如何将 FlashSnap 与 Microsoft SQL 一起使用来执行和实现恢复过程的其他信
息，请参考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SQL 版本）》）。
使用 VSS 快照向导
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
使用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使用 VSS 还原向导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快照或与 VSS 相关的命
令。

使用 VSS 快照向导
创建快照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为快照准备卷，并创建连接到指定数据库
中的所有原始卷的快照镜像。 将新快照镜像与原始生产卷同步的过程可能耗费很长
的时间，具体取决于卷的大小和数量。 第二步，使用 VSS 快照向导通过执行以下
操作来创建快照集：将快照镜像从原始卷中分离，并在主机上创建独立的快照卷及
XML 文件来存储数据库和快照卷元数据。 VSS 快照向导可与 VSS 集成以禁止数据
库，然后同时为该数据库中的卷创建快照。 此快照是在数据库处于联机状态并且不
中断处理的情况下完成的。 创建快照集后，可以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重新挂接
并重新同步该快照集。
注意：对快照执行操作后，VEA GUI 可能不会根据操作结果进行更新。 使用“VSS
Refresh (VSS 刷新)”命令可以更新 VEA GUI。
确保已为每个节点上的 sysadmin 服务器角色（从 SQL Management Studio 控制
台）授予了 [NT AUTHORITY\SYSTEM] 帐户。此项仅适用于 SQL Server 2012。

创建快照集
下面介绍了创建快照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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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快照集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如果没有显示“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节点，请启动 SQL Server VSS Writer
服务，然后选择“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并刷新 VEA 显示
（“Actions (操作)”>“Refresh (刷新)”）。

3

展开“SQL”节点。

4

右键单击该实例，然后单击“VSS Snapshot (VSS 快照)”。

5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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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如下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lect Component 选择快照集的数据库。
for snapshot
operation (选择用
于快照操作的组件)
Directory (目录)

该向导将创建快照集元数据 XML 文件。默认情况下，XML 元数据
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有两种方法可用来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
第一种方法，在该向导屏幕的“Directory (目录)”字段中编辑目录
路径。第二种方法，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
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中应该包含单
独的文本行，用于指定 XML 文件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
G:\BackupSets。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在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如果 SFW/SFW HA 安装在 D 驱动器上，则该路径除位于 D 驱动
器上以外，其他均与上述路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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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set (快照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向导将生成一
集)
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组件名称、日期
和时间。
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类
型)

选择快照类型。
您可以指定将快照创建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或“Copy (副
本)”备份类型。这两种类型都可用于还原数据库。但是，如果要
在还原数据库时重放 SQL Server 中的日志，则需要事先创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重放日志时，您可以从上一次“Full Backup
(完全备份)”的时间开始重放。“Copy (副本)”备份不会影响日志
重放的此序列，因此通常用作“带外”副本，用于测试或数据探
测等目的。

7

（可选）在“Change Attributes (更改属性)”面板中，更改快照卷的属性，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Volume Name (卷
名称)

显示卷的名称。

Snapshot Volume 显示快照卷的只读标签。
Label (快照卷标签)

8

Drive Letter (驱动
器盘符)

（可选）单击驱动器盘符，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新的选项。

Plex

（可选）单击 plex，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新的选项。

在“Synchronized Snapshot (同步快照)”面板中（仅限 Volume Replicator），
选择要为其创建同步快照的辅助节点主机。双击主机名称或单击“Add (添加)”
选项以将主机移动到“Selected Secondary Hosts (选定的辅助节点主机)”窗
格中。要选择所有可用主机，请单击“Add All (全部添加)”选项。VSS 向导
将在所有选定的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同步快照。
仅在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的环境中显示此面板。否则，将直接显示“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
面板。
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9

查看快照集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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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SS 快照合并向导
VSS 快照合并向导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现有快照集，以便该快照集与其原始 SQL
数据库的当前状态相匹配。可在 VSS 编写器对象的上下文菜单中访问此向导。

重新同步快照集
下面是重新同步（快照合并）快照集的过程。
对快照集进行快照合并

1

关闭可能正在访问快照集的数据库应用程序 GUI 和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
程序、控制台（VEA 控制台除外）或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2

在 VEA 中，选择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作为活动主机。

3

依次展开“System (系统)”节点、StorageAgent 节点和“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4

右键单击所选应用程序的节点，然后单击“VSS Snapback (VSS 快照合并)”。

5

查看“Welcome (欢迎使用)”页面，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要进行快照合并的快照集，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将快照集进行快照合并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数据库名称
和事务日志卷名称。单击相应标题以按“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快照合并操作成功完成后，将删
除此文件。

7

如果有一条消息指出某些卷具有打开的句柄，请确认所有打开的句柄均已关
闭，然后单击“Yes (是)”继续。

8

检查为快照合并指定的值是否正确，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使用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可以使用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添加快照计划。
计划功能可自动执行快照集刷新过程。在快照的计划时间，快照卷会自动重新挂
接、重新同步，然后再次拆分。 配置并应用计划后，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会对其进行维护。 在集群服务器环境下，确保使用域管理员
权限在每个节点上配置计划程序服务，以便集群中的任何节点都可以在故障转移后
运行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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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过展开 VEA GUI 树视图中“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节点下的节
点，可以找到有关该计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展开相应的应用程序节点可找到该
应用程序的计划。右键单击节点并选择“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可查看有关
该计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不准备快照镜像。 请先使用“Prepare (准备)”命令准备快
照镜像，然后再运行 VSS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注意：在 GUI 中，“Prepare (准备)”命令已取代“Snap Start (快照启动)”命令。
为选定组件计划快照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如果没有显示“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节点，请启动 SQL Server VSS Writer
服务，然后选择“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并刷新 VEA 显示
（“Actions (操作)”>“Refresh (刷新)”）。

3

展开“SQL”节点。

4

右键单击该实例，然后单击“Schedule VSS Snapshot (计划 VSS 快照)”。

5

在“Welcome (欢迎)”面板上，查看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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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如下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lect component 选择快照集的数据库。
for snapshot
operation (选择用
于快照操作的组件)
Directory (目录)

默认情况下，XML 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在集群服务器环境中，XML 文件必须保存在共享的存储中，以便
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使用。
有两种方法可用来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
第一种方法，在该向导屏幕的“Directory (目录)”字段中编辑目录
路径。第二种方法，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
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中应该包含单
独的文本行，用于指定 XML 文件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
G:\BackupSets。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在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如果 SFW/SFW HA 安装在 D 驱动器上，则该路径除位于 D 驱动
器上以外，其他均与上述路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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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set (快照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向导将生成一
集)
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组件名称、日期
和时间。
该向导将创建具有此名称且前缀为 VM_ 的快照集元数据库 XML
文件。
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类
型)

选择快照类型。
您可以指定将快照创建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或“Copy (副
本)”备份类型。这两种类型都可用于还原数据库。但是，如果要
在还原数据库时重放 SQL Server 中的日志，则需要事先创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重放日志时，您可以从上一次“Full Backup
(完全备份)”的时间开始重放。“Copy (副本)”备份不会影响日志
重放的此序列，因此通常用作“带外”副本，用于测试或数据探
测等目的。

7

（可选）在“Change Attributes (更改属性)”面板中，更改快照卷的属性，然
后单击“Next (下一步)”：
Volume Name (卷
名称)

显示卷的名称。

Snapshot Volume 显示快照卷的只读标签。
Label (快照卷标签)

8

Drive Letter (驱动
器盘符)

（可选）单击驱动器盘符，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新的选项。

Plex

（可选）单击 plex，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新的选项。

在创建快照时，指定的驱动器盘符可能不可用。出现这种问题时，
将会执行快照操作，但不会指定驱动器盘符。

（可选）在“Synchronized Snapshot (同步快照)”面板中（仅限 Volume
Replicator），选择要为其创建同步快照的辅助节点主机。双击主机名称或单
击“Add (添加)”选项以将主机移动到“Selected Secondary Hosts (选定的辅
助节点主机)”窗格中。要选择所有可用主机，请单击“Add All (全部添加)”
选项。VSS 向导将在所有选定的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同步快照。
仅在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的环境中显示此面板。否则，将直接显示“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
面板。
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345

FlashSnap
将 VSS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SQL 一起使用

9

在“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面板中的“General Options (常规选
项)”选项卡上，指定以下项：

Name of this
为该快照集计划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schedule (此计划的
如果您希望稍后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则此名称将标识快照
名称)
计划。 默认的名称由 VSS 编写器名称和数字后缀（按每个计划依
次递增）组成。
Description of this （可选）输入说明以帮助您在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时识别该
schedule (此计划的 计划。
说明)
Start Time (开始时 开始创建快照的时间。
间)
End Time (结束时
间)

结束创建快照的时间。
如果正在创建快照，则可以完成此快照，但只有在该结束时间之
后才能开始创建新快照。

Schedule takes
指定的计划生效的日期。默认情况下为当前日期。
effect on (计划生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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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task every 快照间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重新启动任务的时
例如，如果间隔为 360 分钟，并且您计划快照的开始时间为晚上
间间隔)
12 点，结束时间为下午 7 点，则将进行两次快照。如果没有指定
时间间隔，则快照只发生一次。
Every (间隔天数)

启用“Every (间隔天数)”选项可使快照计划继续进行。否则，此
计划仅应用一天。
指定重新启动快照计划前的天数。
例如，1 天表示此计划每天都生效，2 天表示此计划每隔一天生效
一次。

Start On (开始日期) 如果您启用了“Every (间隔天数)”选项，请指定开始日期。
Pre Command (前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开始之前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路
命令)
径。
Post Command (后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完成之后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路
命令)
径。

10 要指定计划的运行天数，请在以下选项卡上进行选择：
Days of Week (一
周的某些天)

选择一个月中一周或几周中的一天或几天。
您可以单击列顶部的按钮以选择整列，或单击行左侧的按钮以选
择整行。例如，单击“First (第一个)”可将快照安排在一个月的
所有工作日中的第一个工作日进行。

Days of Month (一 选择一个月中的一天或几天。您还可以选中“Last Day (最后一
个月中的某些天)
天)”复选框将快照安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进行。
Specific Dates (特
定日期)

选择一个或几个特定日期，将其包括在计划中，或从计划中排除。
排除日期优先于在其他选项卡上安排的日期。例如，如果您在
“Days of Week (一周的某些天)”选项卡中安排了在每个星期一
进行快照，并且在“Specific Dates (特定日期)”选项卡上排除了
10 月 9 日这个星期一，则不会在 10 月 9 日创建快照。

如果同一快照集的两个计划重叠，则仅创建一个快照。例如，如果您选择在每
个星期四以及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创建快照，并且该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
四，则仅会在这个星期四创建一个快照。

11 单击“Next (下一步)”。
12 查看快照集和计划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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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已调度的 VSS SQL 快照的状态
如果调度的快照因故失败，调度程序进程将尝试重新运行它。可能需要验证调度的
快照是否成功完成。可以从 VEA 控制台中查看快照结果。
查看调度的快照的状态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至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System (系统)”节点和 StorageAgent 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调度的任务)”查看有日程表的全部应用程序。

4

选择您安排了快照的日程的应用程序。
调度的快照将在右窗格中列出。

5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查看所有已调度作业的状态，请右键单击所选应用程序，然后单击“All
Job History (所有作业历史记录)”。

■

要查看特定日程表的状态，请右键单击快照日程表名称，然后单击“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

6

在该对话框中，查看日程表信息。
可通过单击列标题对列出的日程表进行排序。“Status (状态)”列会显示快照
是否成功完成。

删除 VSS SQL 快照的计划
下面介绍了删除计划的过程。
注意：您无法修改已过期的计划。
您还可以通过 GUI 控制台删除（但无法修改）计划。
注意：只能从 VEA GUI 中删除快照计划，而无法删除使用快速恢复配置向导计划
的镜像准备。此外，使用 VEA GUI 删除快照计划不会更新使用快速恢复配置向导
创建的模板设置。
使用 GUI 删除计划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查看所有具有计划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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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为其计划了快照的应用程序。
计划的快照将列在右窗格中。

5

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Delete Schedule (删除计划)”。

使用 VSS 还原向导
SFW 对 SQL 数据库提供恢复支持。使用 VSS 还原向导，通过 VSS 快照向导创建
的快照可用于还原数据库（无论是否包含日志）。
还原包含日志的数据库（恢复且进行日志重放）会还原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 此
外，还会应用备份事务日志。 这将使数据库保持联机状态。
还原不包含日志的数据库（恢复但不进行日志重放）会还原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
不会应用任何其他日志。 这将使数据库保持联机状态。
在不恢复的情况下还原数据库（不恢复且不进行日志重放）会还原数据库和事务日
志卷。 但是，不会应用任何日志。 这将使数据库保持加载状态，并且准备好应用
备份事务日志。

还原包含恢复和日志的数据库
下面介绍了还原包含恢复和日志的数据库的过程。
使用日志重放自动前滚恢复到故障点

1

使用“overwrite existing media (重写现有介质)”选项创建具有唯一名称的备
份文件，确保已对 SQL Server 中的事务日志进行了备份。

2

关闭 SQL GUI 以及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或可能正在访
问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同时建议使数据库脱机。

3

从 VEA 控制台，导航到数据库卷所在的系统。

4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5

右键单击SQL，然后单击“VSS SQL Restore (VSS SQL 还原)”。

6

查看“Welcome (欢迎)”页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7

选择要用于此操作的快照集 XML 元数据文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的
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8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上，执行以下操作并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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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单击“Recovery + Log replay (恢复+日志重放)”。

■

按照应用日志文件的顺序输入每个日志文件的完整路径。

可能会收到以下消息：“Some volumes in this component have open
handles.Do you want to override these handles and do this restore?Click Yes
to proceed."Click No, close any open handles and retry the command. (此组
件中的某些卷具有打开的句柄。是否要重写这些句柄并执行此还原操作? 单击
“是”继续。单击“否”关闭所有打开的句柄并重试此命令。)”

10 验证还原规定并单击“Finish (完成)”。
在重放最新备份日志后，关闭 SQL Server 数据库并使其处于操作状态。如果
先前已将 SQL Server 数据库脱机，则使其恢复联机状态。

11 还原操作使快照卷快照合并到生产卷。要确保另一拆分镜像快照集立即可用，
请使用 VSS 快照向导对数据库中的所有卷创建新快照。

还原包含恢复但不包含日志的数据库
下面介绍了还原包含恢复但不包含日志的数据库的过程。
恢复没有日志重放的数据库

1

关闭 SQL GUI 以及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或可能正在访
问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同时建议使数据库脱机。

2

从 VEA 控制台，导航到数据库卷所在的系统。

3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4

右键单击“SQL”，然后单击“VSS SQL Restore (VSS SQL 还原)”。

5

查看“Welcome (欢迎)”页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要用于此操作的快照集 XML 元数据文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的
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7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上，单击“Recovery (恢复)”。

8

可能会收到以下消息：“Some volumes in this component have open
handles.Do you want to override these handles and do this restore?Click Yes
to proceed.Click No, close any open handles and retry the command. (此组件
中的某些卷具有打开的句柄。是否要重写这些句柄并执行此还原操作? 单击
“是”继续。单击“否”关闭所有打开的句柄并重试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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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证还原规定并单击“Finish (完成)”。
数据库将还原到创建快照集或上次刷新快照集时的状态。如果先前已将 SQL
Server 数据库脱机，则使其恢复联机状态。

10 还原操作使快照卷快照合并到生产卷。要确保另一拆分镜像快照集立即可用，
请使用 VSS 快照向导对数据库中的所有卷创建新快照。

还原包含一个或多个丢失卷的数据库
下面介绍了还原包含丢失卷的数据库的过程。
恢复包含一个或多个丢失卷的数据库

1

关闭 SQL GUI 以及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或可能正在访
问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同时建议使数据库脱机。

2

从 VEA 控制台，导航到数据库卷所在的系统。

3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4

右键单击“SQL”，然后单击“VSS SQL Restore (VSS SQL 还原)”。

5

查看“Welcome (欢迎)”页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要用于此操作的快照集 XML 元数据文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的
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7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上，单击“Recovery (恢复)”
并选择“Recovery with missing original volume (包含丢失原始卷的恢复)”。
注意：不支持使用 COW 快照进行包含丢失卷的恢复。

8

可能会收到以下消息：“Some volumes in this component have open
handles.Do you want to override these handles and do this restore?Click Yes
to proceed.Click No, close any open handles and retry the command. (此组件
中的某些卷具有打开的句柄。是否要重写这些句柄并执行此还原操作? 单击
“是”继续。单击“否”关闭所有打开的句柄并重试此命令。)”

9

验证还原规定并单击“Finish (完成)”。
丢失卷的快照将从只读卷更改为读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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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您尚未完成此操作，请确保将丢失生产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路径指定给
快照卷。

11 使数据库联机。
如果生产卷丢失，则快照卷现在将更改为生产卷。数据库将还原到创建快照集
或上次刷新快照集时的状态。

12 要确保另一拆分镜像快照集立即可用，请使用 VSS 快照向导对数据库中的所
有卷创建新快照。

使用不恢复选项还原数据库
下面是使用“No Recovery (不恢复)”选项还原数据库的步骤。
使用“No Recovery (不恢复)”选项还原

1

使用“overwrite existing media (重写现有介质)”选项创建具有唯一名称的备
份文件，确保已对 SQL Server 中的事务日志进行了备份。

2

关闭 SQL GUI 以及所有资源管理器窗口、应用程序、控制台，或可能正在访
问数据库卷的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同时建议使数据库脱机。

3

从 VEA 控制台，导航到数据库卷所在的系统。

4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5

右键单击“SQL”，然后单击“VSS SQL Restore (VSS SQL 还原)”。
查看“Welcome (欢迎)”页上的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6

选择要用于此操作的快照集 XML 元数据文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快照集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数据库和事务日志卷的
名称）。单击相应的标题，按照“File Name (文件名)”或“Creation Time
(创建时间)”对可用文件列表进行排序。

7

在“Select Restore Type (选择还原类型)”面板上，单击“No Recovery (不
恢复)”，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8

可能会收到以下消息：“Some volumes in this component have open
handles.Do you want to override these handles and do this restore?Click Yes
to proceed.Click No, close any open handles and retry the command. (此组件
中的某些卷具有打开的句柄。是否要重写这些句柄并执行此还原操作? 单击
“是”继续。单击“否”关闭所有打开的句柄并重试此命令。)？

9

验证还原规定并单击“Finish (完成)”。
系统将还原数据库和日志快照卷，并且 SQL Server 数据库将保持加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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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首选方法将备份事务日志手动还原到所需的即时点，然后重新使数据库联
机。

11 还原操作使快照卷快照合并到生产卷。要确保另一拆分镜像快照集立即可用，
请使用 VSS 快照向导对数据库中的所有卷创建新快照。

写入时复制 (COW)
本节介绍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如何使用 Microsoft 写入时复
制 (COW) 来提供快照。

COW 概述
SFW 支持 Microsoft 写入时复制 (COW) 快照。可以使用 VEA GUI 或 vxsnap CLI
实用程序创建 COW 快照。Microsoft COW 快照比完全快照更快，占用的存储空间
更小。
COW 快照创建差异式卷影副本。 原始卷发生更改时，会读取将要修改的块，然后
将其写入“差异区域”，此操作将在通过更改重写数据块之前保留数据块的副本。
此方法可在块更改之前存储块的副本。 使用差异区域中的块和原始卷中未更改的块
构建该原始卷的副本，用来表示该卷在发生任何更改之前的状态。
由于 COW 快照只在给定时间写入更改的块，因此 COW 快照的优点是它能够非常
迅速地创建卷影副本。

SFW VSS COW 快照过程
使用 VSS 创建 COW 快照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创建阴影存储区域（差
别区域）。 必须存在阴影存储区域，才能在数据块被重写之前创建 COW 快照来保
存数据块。 第二步是创建 COW 快照。
使用 VSS 创建 COW 快照的过程可通过 GUI 或命令行来完成。
有关命令行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xsnap CLI 命令。

管理阴影存储
通过“Shadow Storage (阴影存储)”对话框，您可以添加、删除阴影存储区域或为
其指定其他大小。
■

通过“Add Shadow Storage (添加卷影存储)”可为卷添加卷影存储区域。
注意：只有 NTFS 卷支持卷影存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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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Remove Shadow Storage (删除卷影存储)”可以删除卷的卷影副本存储
区域。

■

通过“Resize Shadow Storage (调整卷影存储大小)”可以更新卷的卷影副本存
储区域的最大大小。通过此对话框可指定不受限制或精确的卷大小。

添加阴影存储

1

右键单击要添加阴影存储的卷。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Shadow Storage (阴影存储)”>“Add (添加)”。

3

选择用于存储阴影副本的卷和磁盘空间大小。

4

■

选择“No limit (无限制)”选项指定可以使用不受限制的磁盘空间来存储阴
影副本。

■

选择“Use limit (使用限制)”选项设置允许用于存储阴影副本的最大磁盘空
间量。 还要指定要使用的精确磁盘空间量 (MB)。

单击“OK (确定)”完成设置。

注意：也可以使用 vxsnap diffarea 命令来创建阴影存储区域。

注意：基本卷不能用作卷影存储区域。
调整阴影存储的大小

1

右键单击要调整大小的阴影存储所在的卷。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Shadow Storage (阴影存储)”>“Resize (调整大小)”。

3

选择磁盘空间大小。

4

■

选择“No limit (无限制)”选项指定可以使用不受限制的磁盘空间来存储阴
影副本。

■

选择“Use limit (使用限制)”选项设置允许用于存储阴影副本的最大磁盘空
间量。 还要指定要使用的精确磁盘空间量 (MB)。

单击“OK (确定)”完成该命令。

删除阴影存储

1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阴影存储所在的卷。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Shadow Storage (阴影存储)”>“Remove (删除)”。

3

单击“Yes (是)”完成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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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SS COW 快照向导
使用“COW Snap Shot (COW 快照)”向导执行 COW 快照。
创建 VSS COW 快照

1

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一个卷。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COW”>“Snap Shot (快照)”。

3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4

在显示的“Select Volumes (选择卷)”窗口中，选择要为其创建快照的卷。
在“Available volumes (可用卷)”窗格中突出显示相应的卷，然后单击“Add
(添加)”。所选择的卷应该在“Selected volumes (选定的卷)”窗格中显示。
可用卷列表是具有阴影存储区域且与所选卷位于同一磁盘组中的所有卷的列
表。
根据需要指定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5

Directory (目录)

该向导将创建快照集元数据 XML 文件。默认情况下，XML 元
数据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Snapshot set (快照集)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向导将生
成一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括术语
SnapshotSet.cow.ID_number、日期和时间。

查看快照集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注意：您还可以使用 vxsnap create CLI 命令创建快照。

使用 VSS COW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可以使用 VSS COW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添加快照计划。
计划功能可自动完成创建快照的过程。 在计划时间，系统会自动创建指定卷的快
照。 每当计划创建快照时，都会创建一个新快照集。 这样，通过计划程序可创建
一系列快照集。 配置并应用计划后，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会对其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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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过展开 GUI 树视图中“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节点下的节点，可
以找到有关该计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展开“Generic (通用)”节点查找针对卷
快照的计划。 右键单击节点并选择“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可查看有关该
计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注意：在运行 VSS COW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之前，必须创建卷影存储区域。
为 VSS COW 快照创建计划

1

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一个卷。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COW”>“Schedule COW SnapShot (计划 COW 快
照)”。

3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4

在显示的“Select Volumes (选择卷)”窗口中，选择要为其创建快照的卷。
在“Available volumes (可用卷)”窗格中突出显示相应的卷，然后单击“Add
(添加)”。 所选择的卷应该在“Selected volumes (选定的卷)”窗格中显示。
可用卷列表是具有卷影存储区域且与所选卷位于同一磁盘组中的所有卷的列
表。
指定适当的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Directory (目录)

该向导将创建快照集元数据 XML 文件。默认情况下，XML 元
数据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Snapshot set (快照集)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 向导将生
成一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cow、日
期和时间。 每次创建快照时，都会生成一个唯一的快照集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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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面板中的“General Options (常规选
项)”选项卡上，指定以下项：
Name of this schedule 为该快照集计划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此计划的名称)
如果您希望稍后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则此名称将标识快
照计划。 默认的名称由前缀 Generi 和数字后缀（按每个计划
依次递增）组成。
Description of this
schedule (此计划的说
明)

（可选）输入说明以帮助您在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时识别
该计划。

Start Time (开始时间)

开始创建快照的时间。

End Time (结束时间)

结束创建快照的时间。
如果正在创建快照，则可以完成此快照，但只有在该结束时间
之后才能开始创建新快照。

Schedule takes effect
on (计划生效日期)

指定的计划生效的日期。默认情况下为当前日期。

Restart task every (重 快照间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新启动任务的时间间隔)
例如，如果间隔为 360 分钟，并且您计划快照的开始时间为
晚上 12 点，结束时间为下午 7 点，则将进行两次快照。如果
没有指定时间间隔，则快照只发生一次。
Every (间隔天数)

启用“Every (间隔天数)”选项可使快照计划继续进行。否则，
此计划仅应用一天。
指定重新启动快照计划前的天数。
例如，1 天表示此计划每天都生效，2 天表示此计划每隔一天
生效一次。

Start On (开始日期)

如果您启用了“Every (间隔天数)”选项，请指定开始日期。

Pre Command (前命令)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开始之前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
路径。
Post Command (后命
令)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完成之后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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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指定计划的运行天数，请在以下选项卡上进行选择：
Days of Week (一周的 选择一个月中一周或几周中的一天或几天。
某些天)
您可以单击列顶部的按钮以选择整列，或单击行左侧的按钮以
选择整行。例如，单击“First (第一个)”可将快照安排在一个
月的所有工作日中的第一个工作日进行。
Days of Month (一个月 选择一个月中的一天或几天。您还可以选中“Last Day (最后
中的某些天)
一天)”复选框将快照安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进行。
Specific Dates (特定日 选择一个或几个特定日期，将其包括在计划中，或从计划中排
期)
除。
排除日期优先于在其他选项卡上安排的日期。例如，如果您在
“Days of Week (一周的某些天)”选项卡中安排了在每个星期
一进行快照，并且在“Specific Dates (特定日期)”选项卡上
排除了 10 月 9 日这个星期一，则不会在 10 月 9 日创建快照。

如果同一快照集的两个计划重叠，则仅创建一个快照。例如，如果您选择在每
个星期四以及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创建快照，并且该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
四，则仅会在这个星期四创建一个快照。

7

单击“Next (下一步)”。

8

查看快照集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显示计划的 VSS COW 快照的状态
如果计划的快照因某种原因失败，则计划程序进程将尝试重新运行此快照。您可能
希望验证计划的快照是否成功完成。在 VEA 控制台中，可以查看快照结果。
查看计划的快照状态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

4

展开“Generic (通用)”节点。计划的快照将列在右窗格中。
与“Application (应用程序)”不关联的所有计划快照都显示在“Generic (通
用)”节点下。

5

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要查看所有计划作业的状态，请右键单击“Generic (通用)”，然后单击
“All Job History (所有作业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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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特定计划的状态，请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

6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查看计划信息。
您可以通过单击列标题对列出的计划进行排序。如果成功完成快照，将显示
“Status (状态)”列。

删除 VSS COW 快照的计划
下面介绍了删除计划的过程。
您还可以通过 VEA GUI 控制台删除（但无法修改）计划。
使用 VEA GUI 删除计划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

4

展开您为其计划快照的“Generic (通用)”节点。计划的快照将列在右窗格中。

5

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Delete Schedule (删除计划)”。

使用 VSS COW 还原向导
使用 VSS COW 快照创建的快照集中的快照卷可还原数据，例如，在原始卷被损坏
之后。
使用 COW 快照还原卷

1

在树视图中右键单击卷或应用程序的组件。

2

在上下文菜单中单击“COW”>“Restore (还原)”。

3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4

选择要用于此操作的快照集 XML 元数据文件，并单击“Next (下一步)”。
XML 元数据文件包含还原卷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5

在出现的“Select Volumes (选择卷)”窗口中，选择要还原的卷。
在“Available volumes (可用卷)”窗格中突出显示相应的卷，然后单击“Add
(添加)”。 所选择的卷应该在“Selected volumes (选定的卷)”窗格中显示。

6

查看快照集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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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COW 快照的其他信息
由于 COW 快照依赖于阴影存储区域，因此 COW 快照具有以下约束：
■

COW 快照是通过跟踪已更改的块形成的。 如果 COW 快照所基于的原始卷不可
用或已损坏，则不能使用 COW 快照来还原已创建快照的卷。

■

使用 COW 快照还原原始卷后，Windows 会自动删除在该快照之后创建的所有
后续 COW 快照。

■

卷的 COW 快照数受所分配的阴影存储区域的大小限制。 当达到阴影存储区域
的容量时，会删除较早的快照，以便为新快照留出空间。 此外，允许每个卷最
多有 512 个 COW 快照。

■

在还原操作期间，强制卸载原始卷或包含阴影存储区域的卷可能导致 I/O 损坏和
COW 快照丢失。

■

由于 COW 快照具有增量特性，因此它只能用来将已创建快照的卷还原到即时点
状态。

■

每次对已创建快照的卷中的新块执行写入操作时，都要执行读取操作，以允许
COW 快照在阴影存储区域中存储该块。 因此，COW 快照可能会影响已创建快
照的卷的 I/O 性能。

■

SFW 只支持动态卷的 COW 快照。

■

阴影存储区域和已创建快照的卷必须位于同一个动态磁盘组中。

■

如果包含阴影存储区域的卷是快照集的一部分，并且该阴影存储区域卷已还原，
那么 Windows 会自动删除该卷中存储的所有快照。 请确保包含用于其他卷的阴
影存储区域的卷不属于同一快照集。 否则可能在还原操作期间自动删除 COW
快照，从而出现找不到快照的错误。

在对 COW 快照或阴影存储区域执行操作之后，VEA GUI 可能不会更新以反映操作
的结果。 使用“VSS Refresh (VSS 刷新)”命令可以更新 VEA GUI。

将 VSS COW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
使用
FlashSnap 与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务 (VSS) 集成在一起，因此无需使 Exchange
邮箱数据库脱机就可以为所有与该数据库关联的卷创建快照。 VSS COW 快照向导
使用 VSS 创建邮箱数据库的快照。 VSS 进程允许在执行快照操作之前禁止存储组
的数据库，然后在执行快照操作之后立即重新激活它们。
SFW 还提供 VSS COW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可将其用作 VSS COW 快照向导的替
代项。通过该向导可以设置在指定时间创建快照的计划。 该计划由在后台运行的计
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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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SS COW 快照向导
创建快照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创建快照的阴影存储区域，将创建差别区
域，以存储更改之前的数据块。第二步使用 VSS COW 快照向导创建快照，并创建
一个用于存储 Exchange 和快照卷元数据的 XML 文件。VSS COW 快照向导与 VSS
集成以禁止数据库，然后同时为存储组中的卷创建快照。在数据库处于联机状态且
不中断电子邮件流的情况下，即可完成此快照创建。
注意：在运行 VSS COW 快照向导之前，必须创建一个阴影存储区域。

注意：在通过 Windows GUI 执行与 COW 相关的操作后，VEA GUI 可能不会更新
以反映操作的结果。使用“VSS Refresh (VSS 刷新)”命令可以更新 VEA GUI。

创建快照集
下面介绍了创建快照集的过程。
注意：在运行 VSS COW 快照向导之前，必须创建一个阴影存储区域。
使用 GUI 创建快照集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3

右键单击 Exchange，然后单击“VSS COW Snapshot (VSS COW 快照)”。

4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5

指定如下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lect Component for 选择快照集的组件。
snapshot operation (选
对于 Exchange，该组件是存储组。
择用于快照操作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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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y (目录)

快照集元数据 XML 文件将以此名称存储。
默认情况下，XML 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但在集
群服务器环境中，XML 文件必须保存在共享的存储中，以便
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使用。 为此，请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
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中应包含
一个用于指定元数据文件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
G:\BackupSets）的文本行。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
在每个集群节点上的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Snapshot set (快照集)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 向导将生
成一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组件名
称、标识号、日期和时间。

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类型)

选择快照类型。
“Full Backup (完全备份)”通常用于备份到磁带或其他存储
介质。 它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选定组件的副本

■

在截短日志之前，运行 Eseutil 以检查一致性

■

截短事务日志

“Copy (副本)”通常用于快速恢复。 它创建存储组的副本，
但不截短事务日志。 可以对“Copy (复制)”选项选中“Run
Eseutil (运行 Eseutil)”来检查快照的一致性。

6

查看快照集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使用 VSS COW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可以使用 VSS COW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添加快照计划。
计划功能可自动完成创建快照的过程。 在计划时间，系统会自动创建指定卷的快
照。 配置并应用计划后，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会对其
进行维护。 在集群服务器环境下，确保使用域管理员权限在每个节点上配置计划程
序服务，以便集群中的任何节点都可以在故障转移后运行该计划。
注意：通过展开 GUI 树视图中“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节点下的节点，可
以找到有关该计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展开相应的应用程序节点可找到该应用程
序的计划。 右键单击节点并选择“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可查看有关该计
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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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运行 VSS COW 快照向导之前，必须创建一个阴影存储区域。
为选定组件计划快照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以及“Applications (应用
程序)”节点。

3

右键单击 Exchange 存储组，然后单击“Schedule VSS COW Snapshot (计
划 VSS COW 快照)”。

4

在“Welcome (欢迎)”面板上，查看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5

指定如下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lect component 选择快照集的组件。
for snapshot
operation (选择用
于快照操作的组件)
Directory (目录)

默认情况下，XML 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在集群服务器环境中，XML 文件必须保存在共享的存储中，以便
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使用。
有两种方法可用来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
第一种方法，在该向导屏幕的“Directory (目录)”字段中编辑目录
路径。第二种方法，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
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中应该包含单
独的文本行，用于指定 XML 文件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
G:\BackupSets。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在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如果 SFW/SFW HA 安装在 D 驱动器上，则该路径除位于 D 驱动
器上以外，其他均与上述路径相同。

注意：预定 COW 快照后，将在指定时间创建快照并为每个快照
生成一个新 xml 文件。
Snapshot set (快照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 向导将生成
集)
一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组件名称、标
识号、日期和时间。
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类
型)

选择快照类型。
您可以指定将快照创建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或“Copy (副
本)”备份类型。这两种类型都可用于还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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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面板中的“General Options (常规选
项)”选项卡上，指定以下项：
Name of this
为该快照集计划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schedule (此计划的
如果您希望稍后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则此名称将标识快照
名称)
计划。 默认的名称由应用程序名称和数字后缀（按每个计划依次
递增）组成。
Description of this （可选）输入说明以帮助您在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时识别该
schedule (此计划的 计划。
说明)
Start Time (开始时 开始创建快照的时间。
间)
End Time (结束时
间)

结束创建快照的时间。
如果正在创建快照，则可以完成此快照，但只有在该结束时间之
后才能开始创建新快照。

Schedule takes
指定的计划生效的日期。默认情况下为当前日期。
effect on (计划生效
日期)
Restart task every 快照间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重新启动任务的时
例如，如果间隔为 360 分钟，并且您计划快照的开始时间为晚上
间间隔)
12 点，结束时间为下午 7 点，则将进行两次快照。如果没有指定
时间间隔，则快照只发生一次。
Every (间隔天数)

启用“Every (间隔天数)”选项可使快照计划继续进行。否则，此
计划仅应用一天。
指定重新启动快照计划前的天数。
例如，1 天表示此计划每天都生效，2 天表示此计划每隔一天生效
一次。

Start On (开始日期) 如果您启用了“Every (间隔天数)”选项，请指定开始日期。
Pre Command (前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开始之前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路
命令)
径。
Post Command (后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完成之后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路
命令)
径。

364

FlashSnap
将 VSS COW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Exchange 一起使用

7

要指定计划的运行天数，请在以下选项卡上进行选择：
Days of Week (一
周的某些天)

选择一个月中一周或几周中的一天或几天。
您可以单击列顶部的按钮以选择整列，或单击行左侧的按钮以选
择整行。例如，单击“First (第一个)”可将快照安排在一个月的
所有工作日中的第一个工作日进行。

Days of Month (一 选择一个月中的一天或几天。您还可以选中“Last Day (最后一
个月中的某些天)
天)”复选框将快照安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进行。
Specific Dates (特
定日期)

选择一个或几个特定日期，将其包括在计划中，或从计划中排除。
排除日期优先于在其他选项卡上安排的日期。例如，如果您在
“Days of Week (一周的某些天)”选项卡中安排了在每个星期一
进行快照，并且在“Specific Dates (特定日期)”选项卡上排除了
10 月 9 日这个星期一，则不会在 10 月 9 日创建快照。

如果同一快照集的两个计划重叠，则仅创建一个快照。例如，如果您选择在每
个星期四以及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创建快照，并且该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
四，则仅会在这个星期四创建一个快照。

8

单击“Next (下一步)”。

9

查看快照集和计划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显示计划的 VSS COW 快照的状态
如果计划的快照因某种原因失败，则计划程序进程将尝试重新运行此快照。您可能
希望验证计划的快照是否成功完成。在 VEA 控制台中，可以查看快照结果。
查看计划的快照状态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查看所有具有计划的应用程序。

4

选择为其计划了快照的应用程序。
计划的快照将列在右窗格中。
与 Exchange 关联的所有计划快照都显示在 Exchange 节点下。

5

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要查看所有计划作业的状态，请右键单击选定的应用程序，然后单击“All
Job History (所有作业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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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特定计划的状态，请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

6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查看计划信息。
您可以通过单击列标题对列出的计划进行排序。如果成功完成快照，将显示
“Status (状态)”列。

删除 VSS COW 快照的计划
下面介绍了删除计划的过程。
您还可以通过 VEA GUI 删除（但无法修改）计划。
使用 VEA GUI 删除计划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查看所有具有计划的应用程序。
计划的快照将列在右窗格中。

4

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Delete Schedule (删除计划)”。

将 VSS COW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SQL 一起使用
SFW 支持创建 Microsoft SQL 数据库的 VSS COW 快照。FlashSnap 与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务 (VSS) 集成在一起，使得无需使 SQL 数据库脱机就可以为所有与该
数据库关联的卷创建快照。 VSS COW 快照向导使用 VSS 创建数据库的快照。
VSS 过程允许在执行快照操作之前禁止数据库，并在快照操作结束后立即重新激活
数据库。
SFW 还提供 VSS COW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可将其用作 VSS COW 快照向导的替
代项。通过该向导可以设置创建快照的计划。 该计划由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进行维护。

使用 VSS COW 快照向导
创建快照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创建快照的阴影存储区域，将创建差别区
域，以存储更改之前的数据块。第二步使用 VSS 快照向导在主机上创建快照卷及
XML 文件来存储数据库和快照卷元数据。VSS 快照向导可与 VSS 集成以禁止数据
库，然后同时为该数据库中的卷创建快照。此快照是在数据库处于联机状态并且不
中断处理的情况下完成的。
注意：在运行 VSS COW 快照向导之前，必须创建一个阴影存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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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通过 Windows GUI 执行与 COW 相关的操作后，VEA GUI 可能不会更新
以反映操作的结果。使用“VSS Refresh (VSS 刷新)”命令可以更新 VEA GUI。

创建快照集
下面介绍了创建快照集的过程。
创建快照集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Applications (应用程
序)”节点和 SQL 节点。

3

右键单击 SQL 实例节点，然后单击“VSS COW Snapshot (VSS COW 快
照)”。

4

在此向导中，查看“Welcome (欢迎)”页面中的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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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如下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lect Component 选择快照集的数据库。
for snapshot
operation (选择用
于快照操作的组件)
Directory (目录)

该向导将创建快照集元数据 XML 文件。默认情况下，XML 元数据
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有两种方法可用来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
第一种方法，在该向导屏幕的“Directory (目录)”字段中编辑目录
路径。第二种方法，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
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中应该包含单
独的文本行，用于指定 XML 文件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
G:\BackupSets。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在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如果 SFW/SFW HA 安装在 D 驱动器上，则该路径除位于 D 驱动
器上以外，其他均与上述路径相同。

Snapshot set (快照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 向导将生成
集)
一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组件名称、标
识号、日期和时间。
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类
型)

选择快照类型。
您可以指定将快照创建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或“Copy (副
本)”备份类型。这两种类型都可用于还原数据库。但是，如果要
在还原数据库时重放 SQL Server 中的日志，则需要事先创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重放日志时，您可以从上一次“Full Backup
(完全备份)”的时间开始重放。“Copy (副本)”备份不会影响日志
重放的此序列，因此通常用作“带外”副本，用于测试或数据探
测等目的。

6

查看快照集的规定，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使用 VSS COW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
可以使用 VSS COW 快照计划程序向导添加快照计划。
计划功能可自动完成创建快照的过程。 在计划时间，系统会自动创建指定卷的快
照。 配置并应用计划后，在后台运行的计划程序服务 VxSchedService.exe 会对其
进行维护。 在集群服务器环境下，确保使用域管理员权限在每个节点上配置计划程
序服务，以便集群中的任何节点都可以在故障转移后运行该计划。

368

FlashSnap
将 VSS COW 快照向导与 Microsoft SQL 一起使用

注意：通过展开 GUI 树视图中“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节点下的节点，可
以找到有关该计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展开相应的应用程序节点可找到该应用程
序的计划。 右键单击节点并选择“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可查看有关该计
划所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注意：在运行 VSS COW 快照向导之前，必须创建一个阴影存储区域。
为选定组件计划快照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 节点、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 节点
和 SQL 节点。

3

右键单击 SQL 实例，然后单击 Schedule VSS COW Snapshot (计划 VSS
COW 快照)。

4

在“Welcome (欢迎)”面板上，查看信息并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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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如下快照集参数，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Select component 选择快照集的数据库。
for snapshot
operation (选择用
于快照操作的组件)
Directory (目录)

默认情况下，XML 文件存储在屏幕上所示的目录中。
在集群服务器环境中，XML 文件必须保存在共享的存储中，以便
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使用。
有两种方法可用来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
第一种方法，在该向导屏幕的“Directory (目录)”字段中编辑目录
路径。第二种方法，更改 XML 文件的位置。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
一个名为 redirect.txt 的文本文件。此文本文件中应该包含单
独的文本行，用于指定 XML 文件位置的完整路径，例如
G:\BackupSets。将 redirect.txt 文件保存在默认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VSSXML 中。
如果 SFW/SFW HA 安装在 D 驱动器上，则该路径除位于 D 驱动
器上以外，其他均与上述路径相同。

注意：预定 COW 快照后，将在指定时间创建快照并为每个快照
生成一个新 xml 文件。
Snapshot set (快照 输入快照集的名称（例如 billing）或接受默认名称。 向导将生成
集)
一个默认快照集名称，其中包含术语 SnapshotSet、组件名称、标
识号、日期和时间。
Select snapshot
type (选择快照类
型)

选择快照类型。
您可以指定将快照创建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或“Copy (副
本)”备份类型。这两种类型都可用于还原数据库。但是，如果要
在还原数据库时重放 SQL Server 中的日志，则需要事先创建“Full
Backup (完全备份)”。重放日志时，您可以从上一次“Full Backup
(完全备份)”的时间开始重放。“Copy (副本)”备份不会影响日志
重放的此序列，因此通常用作“带外”副本，用于测试或数据探
测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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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Schedule Information (计划信息)”面板中的“General Options (常规选
项)”选项卡上，指定以下项：
Name of this
为该快照集计划输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schedule (此计划的
如果您希望稍后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则此名称将标识快照
名称)
计划。 默认的名称由应用程序名称和数字后缀（按每个计划依次
递增）组成。
Description of this （可选）输入说明以帮助您在查看有关快照状态的信息时识别该
schedule (此计划的 计划。
说明)
Start Time (开始时 开始创建快照的时间。
间)
End Time (结束时
间)

结束创建快照的时间。
如果正在创建快照，则可以完成此快照，但只有在该结束时间之
后才能开始创建新快照。

Schedule takes
指定的计划生效的日期。默认情况下为当前日期。
effect on (计划生效
日期)
Restart task every 快照间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重新启动任务的时
例如，如果间隔为 360 分钟，并且您计划快照的开始时间为晚上
间间隔)
12 点，结束时间为下午 7 点，则将进行两次快照。如果没有指定
时间间隔，则快照只发生一次。
Every (间隔天数)

启用“Every (间隔天数)”选项可使快照计划继续进行。否则，此
计划仅应用一天。
指定重新启动快照计划前的天数。
例如，1 天表示此计划每天都生效，2 天表示此计划每隔一天生效
一次。

Start On (开始日期) 如果您启用了“Every (间隔天数)”选项，请指定开始日期。
Pre Command (前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开始之前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路
命令)
径。
Post Command (后 （可选）指定要在计划的快照完成之后运行的命令脚本的完整路
命令)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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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要指定计划的运行天数，请在以下选项卡上进行选择：
Days of Week (一
周的某些天)

选择一个月中一周或几周中的一天或几天。
您可以单击列顶部的按钮以选择整列，或单击行左侧的按钮以选
择整行。例如，单击“First (第一个)”可将快照安排在一个月的
所有工作日中的第一个工作日进行。

Days of Month (一 选择一个月中的一天或几天。您还可以选中“Last Day (最后一
个月中的某些天)
天)”复选框将快照安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进行。
Specific Dates (特
定日期)

选择一个或几个特定日期，将其包括在计划中，或从计划中排除。
排除日期优先于在其他选项卡上安排的日期。例如，如果您在
“Days of Week (一周的某些天)”选项卡中安排了在每个星期一
进行快照，并且在“Specific Dates (特定日期)”选项卡上排除了
10 月 9 日这个星期一，则不会在 10 月 9 日创建快照。

如果同一快照集的两个计划重叠，则仅创建一个快照。例如，如果您选择在每
个星期四以及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创建快照，并且该月的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
四，则仅会在这个星期四创建一个快照。

8

单击“Next (下一步)”。

9

查看快照集和计划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显示计划的 VSS COW 快照的状态
如果计划的快照因某种原因失败，则计划程序进程将尝试重新运行此快照。您可能
希望验证计划的快照是否成功完成。在 VEA 控制台中，可以查看快照结果。
查看计划的快照状态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和快照镜像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查看所有具有计划的应用程序。

4

选择为其计划了快照的应用程序。
计划的快照将列在右窗格中。
与 SQL 关联的所有计划快照都显示在 SQL 节点下。

5

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要查看所有计划作业的状态，请右键单击选定的应用程序，然后单击“All
Job History (所有作业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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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查看特定计划的状态，请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Job
History (作业历史记录)”。

6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查看计划信息。
您可以通过单击列标题对列出的计划进行排序。如果成功完成快照，将显示
“Status (状态)”列。

删除 VSS COW 快照的计划
下面介绍了删除计划的过程。
您还可以通过 VEA GUI 删除（但无法修改）计划。
使用 VEA GUI 删除计划

1

在 VEA 控制台中，导航到生产卷所在的系统。

2

展开系统节点和“Storage Agent (存储代理)”节点。

3

单击“Scheduled Tasks (计划任务)”查看所有具有计划的应用程序。

4

选择为其计划了快照的应用程序。
计划的快照将列在右窗格中。

5

右键单击快照计划的名称，然后单击“Delete Schedule (删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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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IO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martIO

■

通过 GUI 管理 SmartIO

■

通过 CLI 管理 SmartIO

■

在集群环境中使用 SmartIO

■

存储断开连接

■

SmartIO 限制

■

SmartIO 故障排除

关于 SmartIO
通过提供在固态设备 (SSD) 上创建的只读/通写 I/O 缓存，SmartIO 有助于改进应用
程序和 Hyper-V 虚拟机的 I/O 性能。
传统磁盘经常成为高事务处理应用程序的 I/O 瓶颈。通常增加 RAM 内缓存大小或
投资高昂的存储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此问题。为解决此问题，SmartIO 实现了基于
SSD 的缓存以推动高性能应用程序。
SSD 外形规格众多，连接类型也是多种多样。这进一步增加了存储的复杂性和分散
性。SmartIO 在物理 SSD 和需要访问这类 SSD 的应用程序之间插入了一个中央管
理层。SmartIO 允许您使用 SSD 最大限度提升应用程序性能，无需掌握深入的基
层技术知识。
SmartIO 支持卷级只读/通写缓存，因为 SSD 主要在高读取环境中发挥作用。
要使用 martIO，需使用一个或多个非共享 SSD 创建缓存区，并将卷链接至该缓存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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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区
缓存区是 SSD 上分配用于缓存的存储空间。它用于存储与任何启用缓存的卷对应
的缓存数据。如果将 SSD 用于缓存，则不能将其用于存储。

缓存区的属性
支持自动缓存是缓存区的特性。系统的自动缓存取决于缓存区的属性。

auto 属性
为自动缓存启用缓存区域。除非显式禁用卷的缓存，否则将缓存系统上的所有卷。
您不需要在卷上显式启用缓存。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支持一个
auto 缓存区。您可以选择不为系统设置 auto 缓存区。
下列对象支持自动缓存：
■

已启用缓存，且未链接至任何特定缓存区的任何现有卷。

■

主节点上创建的所有新卷。

■

集群环境中从主节点故障转移至辅助节点的卷。

■

在 RW 模式下处于联机状态的快速故障转移和 CVM 卷。

■

快速故障转移卷。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主卷。

■

磁盘组版本升级到 6.1 时，已升级磁盘组的卷。

noauto 属性
不为自动缓存启用缓存区域。必须将卷显式链接至具有 noauto 属性的缓存区。

将卷链接至缓存区
可将卷显式或隐式链接至缓存区。
默认情况下，在卷上启用缓存。如果存在 auto 缓存区，则卷与 auto 缓存区链接。
这是隐式链接。
要将卷与 noauto 缓存区显式链接，请在卷上禁用缓存，并重新启用。在卷上重新
启用缓存时，选择所需的缓存区。

SmartIO 工作原理
当应用程序发出 I/O 请求时，SmartIO 检查是否为该卷启用了缓存。如果启用了缓
存，SmartIO 检查是否可从缓存中满足此请求。如果请求可以从缓存中满足，则从
缓存中满足读取 I/O。否则，从数据卷中读取数据，并将数据插入缓存。如果卷禁
用缓存，允许读取请求遍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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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UI 管理 SmartIO
使用 GUI 可执行下列 SmartIO 任务：
请参见第 376 页的“创建缓存区”。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在卷上启用缓存”。
请参见第 377 页的“扩大缓存区”。
请参见第 377 页的“缩小缓存区 ”。
请参见第 378 页的“在卷上禁用缓存”。
请参见第 378 页的“删除缓存区”。
请参见第 378 页的“查看缓存区属性”。

创建缓存区
使用创建缓存区向导，可利用可用的 SSD 设备创建缓存区。
可使用内部或外部 SSD，或结合使用这两种 SSD 创建缓存区。最多可创建 8 个缓
存区，并将其链接至特定卷集。
创建 缓存区

1

右键单击左侧面板树视图中的“Cache (缓存)”，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Create Cache Area (创建缓存区)”。

2

创建缓存区向导随即显示。在“Welcome (欢迎)”面板中，单击“Next (下一
步)”。

3

在“SSD Selection (SSD 选择)”面板的“Cache Area Name (缓存区名称)”
框中输入名称。缓存区名称最多包含 15 个 ASCII 字符。它不得包含空格或正
反斜杠。并且，第一个字符不能为句点。
挂接至系统的 SSD 现已显示在“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列表中。选择要
用于缓存区的 SSD。
要将缓存区设为自动缓存区，请选中“Enable default caching (启用默认缓
存)”复选框。单击“Next (下一步)”。
注意：SmartIO 仅支持一个自动缓存区。在系统上已设置自动缓存区的情况下，
要设置新的自动缓存区，请通过 CLI 重新设置现有的默认缓存区。通过 CLI 将
新的缓存区设为自动缓存区。

4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上，查看摘要报告，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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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上启用缓存
可以对卷启用缓存，并将其与 auto 缓存区隐式链接，或为其指定 noauto 缓存区。
在卷上启用缓存

1

在树视图中展开“Volumes (卷)”节点。右键单击所需的卷，然后从上下文菜
单中选择“Enable Caching (启用缓存)”。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择要与卷建立链接的缓存区。要将卷与 auto 缓存区隐式
链接，请选中“Use default cache area (使用默认缓存区)”复选框。单击
“OK (确定)”。

扩大缓存区
可以通过添加 SSD 来扩大缓存区。
扩大缓存区

1

在树视图中展开“Cache (缓存)”节点。右键单击要扩大的缓存区，并从上下
文菜单中选择“Grow Cache Area (扩大缓存区)”。

2

扩大缓存区向导随即显示。在“Welcome (欢迎)”面板中，单击“Next (下一
步)”。

3

在“SSD Selection (SSD 选择)”面板上，选择要扩大的缓存区。可添加至缓
存区的 SSD 将显示在“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列表中。选择要添加至缓
存区的 SSD。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上，查看摘要报告，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缩小缓存区
可通过从缓存区中删除 SSD 来缩小缓存区。
缩小缓存区

1

在树视图中展开“Cache (缓存)”节点。右键单击要缩小的缓存区，并从上下
文菜单中选择“Shrink Cache Area (缩小缓存区)”。

2

缩小缓存区向导随即显示。在“Welcome (欢迎)”面板中，单击“Next (下一
步)”。

3

在“SSD Selection (SSD 选择)”面板中，选择要缩小的缓存区。可从缓存区
中移除的 SSD 将显示在“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列表中。选择要从缓存
区移除的 SSD。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上，查看摘要报告，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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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上禁用缓存
在卷上禁用缓存将断开卷与缓存区之间的链接。
如果禁用缓存的卷故障转移至任何其他集群节点，该卷将仍保持禁用缓存状态。
在卷上禁用缓存

1

在树视图中展开“Volumes (卷)”节点。右键单击卷，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Disable Caching (禁用缓存)”。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删除缓存区
删除缓存区将取消链接与缓存区链接的所有卷。如果存在另一个具有 noauto 属性
的缓存区，那么这些卷将与该缓存区建立链接。如果不存在另一个具有 noauto 属
性的缓存区，并且存在自动缓存区，那么这些卷将与自动缓存区建立链接。
删除缓存区

1

在树视图中展开“Cache (缓存)”节点。右键单击要删除的缓存区，并从上下
文菜单中选择“Delete Cache Area (删除缓存区)”。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查看缓存区属性
可通过右键单击缓存区，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的方式查看缓
存区的属性。此时会出现 Properties (属性) 窗口。
下面的屏幕显示的是缓存区的“Properties (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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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述了示例屏幕中所显示的缓存区的类别：
表 12-1

缓存区属性

类别

说明

缓存区名称

缓存区的名称

State

缓存区处于“Online (联机)”还是“Offline (脱机)”状态

Size (大小)

缓存区的大小

Default (默认)

缓存区属性是 auto 还是 no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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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LI 管理 SmartIO
使用命令行选项可执行下列 SmartIO 任务：
■

创建缓存区
请参见第 702 页的“sfcache create”。

■

删除缓存区
请参见第 702 页的“sfcache delete”。

■

扩大缓存区
请参见第 703 页的“sfcache growby”。

■

缩小缓存区
请参见第 703 页的“sfcache shrinkby”。

■

将缓存区设置或重置为 auto 缓存区
请参见第 704 页的“sfcache set”。

■

使缓存区脱机
可以使缓存区脱机以实现维护目的，例如，修复缓存区所用 SSD 频繁的连接/断
开连接问题。当缓存区脱机时，停止针对与缓存区链接的所有卷的缓存，但链
接保持有效。缓存区联机后，针对链接的卷重新启动缓存。
如果使 auto 缓存区脱机，则停止针对所有链接的卷的缓存。auto 缓存区联机
后，针对链接的卷以及启用缓存的卷重新启动缓存。
请参见第 703 页的“sfcache offline ”。

■

使缓存区联机：
可使缓存区联机，以针对与其链接的卷重新启动缓存。重新启动缓存前，针对
与缓存区链接的卷的旧缓存无效。
请参见第 703 页的“sfcache online ”。

■

在卷上启用缓存
请参见第 702 页的“sfcache enable”。

■

在卷上禁用缓存
请参见第 703 页的“sfcache disable”。

■

列出系统上存在的所有缓存区
请参见第 704 页的“sfcache list ”。

■

显示缓存区的统计数据
请参见第 704 页的“sfcache 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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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环境中使用 SmartIO
在集群环境中，可以在所有集群节点上创建 auto 缓存区。故障转移之后，隐式链接
的卷使用故障转移节点上的 auto 缓存区。如果故障转移节点上不存在 auto 缓存区，
故障转移节点将不执行缓存。
如果卷与主节点上的 noauto 缓存区建立明确链接，故障转移之后仍保留此缓存区
链接信息。如果辅助节点上存在同名 noauto 缓存区，卷将与该缓存区链接。如果
不存在同名 noauto 缓存区，但存在另一个 noauto 缓存区，则卷与另一个 noauto
缓存区链接。如果不存在 noauto 缓存区，则卷与 auto 缓存区链接。

存储断开连接
如果数据卷断开连接，针对该卷的缓存将停止。卷重新连接并恢复联机后，缓存将
重新启动。
如果缓存区断开连接，缓存区将脱机，停止为所有与其链接的卷执行缓存。

SmartIO 限制
■

不能为某个特定卷预留缓存区。可以创建新缓存区，并将卷与其链接。

■

不支持文件固定或块固定。

■

缓存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在系统重新启动间不会持久存在。

SmartIO 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故障排除和从 SmartIO 问题恢复的方法。

SSD 未从缓存池成功移除
创建缓存区时，SSD 将放置在缓存池内。如果操作失败，SmartIO 应从缓存池移除
SSD，以便用户能够使用 SSD 重新尝试创建缓存区。但是，如果出现此问题，且
SSD 未能从缓存池正确移除，则无法将 SSD 添加至缓存区。同样，如果删除缓存
区，SmartIO 应从缓存池移除缓存区中的 SSD。现在，如果操作失败，则 SSD 无
法从缓存池成功移除。
解决方法：运行下列命令从缓存池移除 SSD：
vxdg -gcachepool -f rmdisk <disk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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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DMPW 概述

■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的主要功能

■

“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设置

■

DMPW DSM

DMPW 概述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选件可通过利用计算机与存储阵列
的磁盘之间的多个路径，向磁盘存储添加附加的容错。路径是计算机与存储阵列的
磁盘之间的连接，它包括主机适配器和与一个或多个 SCSI 磁盘的 SCSI 总线连接，
或与集线器、交换机或阵列连接的光纤通道。 因此，可以通过使用 SCSI 或光纤电
缆将两个或更多主机总线适配器连接到存储阵列来创建多个路径。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软件管理多个路径，以便主机计算机能够访问
阵列的每个磁盘上的数据。如果通往某个磁盘的一条路径发生故障，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将自动通过备用路径将数据传入和传出该磁
盘。
阵列上的路径可以设置为按以下两种方式工作 -“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模式，
该模式可在多条路径之间实现数据负载平衡；“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模式，
该模式中只有一条路径是活动路径，其余所有路径都是备用路径。
SFW 以 DMPW DSM（设备特定模块）形式提供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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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WMI) 是 MPIO 功能正常工作所需
的必要服务。 如果没有此服务，MPIO 提供程序将无法加载，MPIO 对象也不会显
示在 VEA 控制台或 CLI 命令输出中。 如果没有 WMI 服务，MPIO 操作也无法执
行。
DMPW DSM 旨在支持使用 Microsoft 多路径 I/O (MPIO) 解决方案设置的多路径磁
盘存储环境。DMPW DSM 可以有效地与 Windows 一起使用，提供容错多路径磁
盘存储环境。DMPW DSM 具有以下优点：
■

支持光纤通道 StorPort Miniport HBA 驱动程序

■

支持 iSCSI HBA

■

支持 Microsoft iSCSI Software Initiator

■

支持从 SAN 引导

■

具有集群支持的主动/主动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

DMPW DSM 负载平衡支持
负载平衡支持包括：
■

支持轮循负载平衡（主动/主动）

■

仅故障转移（主动/被动）

■

支持动态最小队列深度负载平衡

■

支持轮循使用子集负载平衡

■

支持最小块负载平衡

■

支持加权路径负载平衡

■

支持平衡路径负载平衡

如果没有为 DMPW DSM 启用 SCSI-3 注册表支持，则支持基本磁盘。如果为挂接
的阵列的 DMPW DSM 启用了 SCSI-3 注册表，则应将现有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
盘，然后才能将其置于 DMPW DSM 的控制之下。
对于 DMPW DSM，如果按照 Microsoft 的建议从 SAN 引导，则在非集群服务器的
相同总线/HBA 上将支持引导卷和数据卷。光纤通道端口驱动程序、光纤通道 SCSI
Miniport 驱动程序或相同总线/HBA 上的引导/集群磁盘不支持 DMPW DSM。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的主
要功能
本节介绍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的主要功能。
这些菜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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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错
通过每个磁盘多条路径来为磁盘系统提供容错功能。 当主路径出现故障（不管
是在卡级别出现故障，还是从卡到磁盘之间的布线出现故障），将会自动使用
辅助路径。

■

“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配置中的负载平衡
如果系统配置为“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模式，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将利用磁盘的所有路径与该磁盘相互传输 I/O。

■

支持多条路径
使用 DMP DSM 时，每个阵列 LUN 可以拥有的最大 I/O 路径数为 16。

■

动态恢复
如果磁盘的某条活动路径出现故障，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将自动为该出现故障的路径添加标志，并且不再尝试在该路径上传输
数据。出现故障的路径将受到监视，当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检测到该路径工作正常时，该路径将自动恢复工作。当某个路径出现
故障或者恢复工作时，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会在用户
屏幕上自动更新路径状态。

■

动态路径识别
向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配置中添加新路径后，如果
运行重新扫描或重新启动系统，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将检测到该新路径并显示其状态。如果出现故障的路径或已禁用的路径恢复工
作，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将自动检测状态更改并更新
显示内容。

“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
动/被动)”设置
对于阵列的路径，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提供两种操作模
式：“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
这些模式也适用于阵列的磁盘，其定义如下：
■

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
在此模式下，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会在所有可能的路
径之间分配数据传输，从而实现理想的负载平衡功能。使用此模式时，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实施轮循算法，即，对于进出磁盘的每次
连续数据传输，按顺序选择每条路径。例如，如果有两条主动路径，分别是 A
和 B，那么，第一次磁盘传输发生在路径 A 上，第二次发生在路径 B 上，第三
次又发生在路径 A 上。
除了轮循算法外，DMPW DSM 还提供下列负载平衡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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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mic Least Queue Depth (动态最小队列深度)
选择队列中 I/O 请求数最少的路径用于下一次数据传输。
例如，如果有两条主动路径，分别是 A 和 B，路径 A 有一个 I/O 请求，路径
B 没有请求，那么，DMPW DSM 将选择队列中 I/O 请求数最少的那条路径
（即路径 B）用于下一次数据传输。

■

Balanced Path (平衡路径)
该策略可以优化磁盘驱动器和 RAID 控制器中缓存的使用。 缓存大小取决于
特定硬件的特性。 一般而言，磁盘和 LUN 已按逻辑方式分割成了许多的区
域或分区。 与指定区域之间发生的 I/O 只通过其中一条活动路径进行发送。
有利的做法是调整区域大小使之与缓存大小相符，以便传往该区域的 I/O 的
所有连续块都使用相同的主动路径。 通过调整可调参数 Block Shift 的值可
以更改分区大小的值。
Block Shift 表示切换到下一个可用路径之前，沿着某一条路径发送到“主动/
主动”阵列的连续 I/O 块的数目。 Block Shift 值表示 2 的整数次幂。例如，
如果 Block Shift 值为 11，则表示 2 的 11 次方（即 2048）个连续 I/O 块。
如果该值设置为大于缓存大小，则该策略不具有优势。 当主动路径存在故障
时，该策略也不具有优势。 在此情况下，会在剩余的路径之间自动重新分布
I/O。
Block Shift 参数的默认值设置为 11，这样，在通过某一条路径发送连续 I/O
的 2048 个块 (1MB) 之后，再切换到另一条路径。 根据您的硬件调整此参数
可能会带来更好的 I/O 吞吐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硬件文档。
注意：Block Shift 只影响平衡路径策略的行为。 使用值 0 时，除非已使用
vxdmpadm 命令为阵列指定了不同的分区大小，否则将针对该策略禁用多径
处理功能。

■

Weighted Paths (加权路径)
使用数字权重最小的路径。 用户会为每条路径分配一个权重，以指定优先选
择哪条路径用于数据传输。 如果有两条或多条路径的权重相同，并且在所有
路径中权重最小，那么，将会以轮循的方式，轮流使用这些权重最小的路径
来进行数据传输。
例如，如果有三条主动路径，分别是 A、B 和 C，路径 A 和 B 的权重都是
0，路径 C 的权重是 9，那么，DMPW DSM 将使用路径 A 进行一次数据传
输，再使用路径 B 进行下一次数据传输。路径 C 将处于备用模式，在路径
A 和 B 出现故障时使用。

■

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
以轮循方式轮流使用路径子集。 用户将会指定构成该子集的路径，用于数据
传输。 余下的路径处于备用模式。
例如，如果有三条主动路径，分别是 A、B 和 C，而您指定子集包含路径 A
和 B，那么，DMPW DSM 将使用路径 A 进行一次数据传输，再使用路径 B

385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设置

进行下一次数据传输。路径 C 将处于备用模式，在路径 A 和 B 出现故障时
使用。
■

■

Least Blocks (块数最少)
选择队列中 I/O 块数最少的路径用于下一次数据传输。
例如，如果有两条主动路径，分别是 A 和 B，路径 A 有一个 I/O 块，路径 B
没有块，那么，DMPW DSM 将选择队列中 I/O 块数最少的那条路径（即路
径 B）用于下一次数据传输。

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
在此模式下，指定为“首选路径”或“主路径”的某条路径始终是主动的，其
他一条或多条路径充当后备（备用）路径，仅在当前工作路径出现故障时才投
入使用。

操作模式“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显示为本
程序“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和“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窗口中“Load
Balancing (负载平衡)”区段的选项。 “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模式启用了负
载平衡，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模式不提供负载平衡（“Fail Over Only
(仅限故障转移)”负载平衡策略除外）。
注意：如果存储阵列无法使用其中一条路径配置传输数据，则屏幕上的“Load
Balancing (负载平衡)”选项将会灰显，您也无法访问这些设置。
可以通过“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屏幕在阵列级别配置路径的负载平衡设置，
或者接受默认设置。 默认设置取决于特定的阵列。 请查阅存储阵列的相关文档，
以确定阵列的默认设置及其支持的任何其他设置。
完成相应的阵列设置后，阵列中的所有磁盘将与该阵列使用相同的负载平衡设置。
如果阵列设置为“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您可以使用“Device Settings (设备
设置)”屏幕更改单个磁盘上的设置，使它与阵列使用不同的负载平衡设置。 如果
阵列设置为“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则不会启用负载平衡，数据传输仅限
于一条首选路径或主路径。
对于受 DMPW DSM 控制的所有“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阵列：
■

指向磁盘的所有路径都是当前的主动 I/O 路径。 在 VEA GUI 中，每条主动路径
以带有绿色圆圈的路径图标表示。

■

对于“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负载平衡设置，在 GUI 中，主路径以包含
复选标记的绿色圆圈路径图标表示。

■

DMPW DSM 无法指示每条路径连接到的阵列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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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受 DMPW DSM 控制的所有主动/被动并行 (A/PC) 阵列和非对称逻辑单元访问
(ALUA) 阵列，负载平衡设置仅应用到当前的主动 I/O 路径。如果所有的主动 I/O 路
径发生更改或出现故障，负载平衡设置将自动应用到阵列新的当前主动 I/O 路径。
此外，对于 A/PC 阵列和 ALUA 阵列：
■

在 VEA GUI 中，当前主动路径以带有绿色圆圈的路径图标表示。

■

对于“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负载平衡设置，在 VEA GUI 中，主路径以
包含复选标记的绿色圆圈路径图标表示。

■

DMPW 自动选择主路径用于“主动/被动”负载平衡。

■

“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和“Weighted Paths (加权路径)”
负载平衡设置只能在设备级别使用，而不能在阵列级别使用。

■

主动路径将连接到相同的阵列控制器。

群集环境中的“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
动/被动)”设置
本节提供有关 DMPW DSM 设置的信息，以及有关启用或禁用 SCSI-3 PGR 的信
息。

DMPW DSM
对于集群环境中的 DMPW DSM，可以使用“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或
“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负载平衡设置。对于拥有 SCSI-2 保留的磁盘，
DMPW DSM 自动将负载平衡设置为“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对于集群环境
中的“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负载平衡，阵列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SCSI-3 PGR)。
注意：Symantec 会在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维护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6.0 for Windows 产品的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
HCL 提供了在每个支持的阵列上测试过的 HBA、固件和交换机的相关信息。 使用
DMPW DSM 之前，请查看 HCL 以了解有关硬件的详细信息。
存储阵列可能需要执行其他配置步骤或更新，才能配合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MPIO 使用。请与存储阵列制造商联系，以了解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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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I-3 PGR 技术
SCSI-3 PGR 支持多个节点访问一个设备，同时又可阻止对其他节点的访问。 SCSI-3
PGR 支持主机与磁盘之间存在多条路径，每次 SCSI 总线重置后，SCSI-3 PGR 保
留都是持久性的。
相比之下，SCSI-2 保留只能由一个主机使用，并且只支持一条路径。 这意味着，
当出于数据完整性的考虑而需要阻止访问时，只有一个主机和一条路径保持活动状
态。 这样，对设备的访问权限仅限于一条路径，即使有多条路径可供使用，用户也
无法使用。
SCSI-3 PGR 使用注册和保留的概念。 访问设备的系统在 SCSI-3 设备上注册一个
密钥。 每个系统都需要注册自身的密钥。 注册密钥的多个系统会形成成员关系。
然后，注册的系统可以建立保留。 保留类型设置为“Exclusive Access - Registrants
Only (独占访问 - 仅限注册者)”。 这意味着只允许执行某些命令，并且只存在一个
持久性保留持有者。 通过 SCSI-3 PGR 技术，可通过从设备中删除注册来阻止写访
问权限。
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实施中，节点将会针对设备的所
有路径注册相同的密钥。
对于 DMPW DSM，“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设置可通过将 SCSI reserve/release
命令转换为 SCSI-3 PGR 命令来实现。

启用 SCSI-3 PGR
使用 DMPW DSM 的“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设置之前，必须启用 SCSI-3 支
持。（默认情况下，SCSI-3 支持处于禁用状态。）
注意：在启用 SCSI-3 PGR 支持之前，应将所有集群磁盘组移动到另一个节点或逐
出集群磁盘组。
在 SFW 5.1 和更高版本中，可以选择 SFW 对集群环境的支持以便通过
SFW“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执行 SCSI-2 或 SCSI-3 保留。
■

如果在 SFW“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中选择了 SCSI-3，则无需启用 SCSI-3
PGR 对 DMPW DSM 的支持。
选择 SCSI-3 之后，必须执行以下 CLI 命令以完成设置：

■

■

net stop vxsvc

■

net start vxsvc

如果在 SFW“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中选择了 SCSI-2，则可以通过运行下
表所列的文件之一更新 Windows 注册表或使用 vxdmpadm CLI 命令以启用 SCSI-3
PGR 对 DMPW DSM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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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651 页的“vxdmpadm”。
请参见第 486 页的“对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的其他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497 页的“对 SFW VCS 支持的其他注意事项”。
使用下表中提供的文件可为支持的存储阵列类型启用或禁用 SCSI-3 支持。这些文
件位于产品光盘中的以下路
径：..\Tools\storage_foundation_for_windows\DMP_DSM_SCSI3_reg
请将这些文件复制到您的系统，并针对您的存储阵列运行相应的 .reg 文件。
注意：使用 DMPW DSM 的“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设置之前，必须确保您的
存储阵列支持 SCSI-3 PGR。另外，请检查以确定阵列制造商是否要求进行任何特
殊设置才能为 SCSI-3 PGR 启用 LUN。
表 13-1
阵列类型
■

■

■

■

EMC
Symmetrix
8000 系列
EMC
Symmetrix
DMX 系列

用于启用/禁用 SCSI-3 PGR 的文件
启用 SCSI-3 PGR

禁用 SCSI-3 PGR

EnableSupportSCSI3EMC.reg

DisableSupportSCSI3EMC.reg

IBM
EnableSupportSCSI3IBMDS.reg
TotalStorage™
ESS800/ESS750
IBM
TotalStorage™
DS8000

DisableSupportSCSI3IBMDS.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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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类型
■

■

■

■

■

■

启用 SCSI-3 PGR

Hitachi
EnableSupportSCSI3HDS.reg
TagmaStore 通
用存储平台
（USP100、
USP600 和
USP1100）
Hitachi
TagmaStore
Network
Storage
Controller
(NSC55)
Hitachi
TagmaStore 可
调整模块化存储
（AMS200 和
AMS500）
Hitachi
TagmaStore
Workgroup
Modular
Storage
(WMS100)
Hitachi 9900
Lightning 系列
（9900 和
9900V）
Sun StorEdge
SE9900 系列
（SE9910、
SE9960、
SE9970V、
SE9980V 和
SE9990）

禁用 SCSI-3 PGR
DisableSupportSCSI3HDS.reg

390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设置

阵列类型
■

■

■

■

启用 SCSI-3 PGR

禁用 SCSI-3 PGR

HP
EnableSupportSCSI3HPXP.reg
StorageWorks
XP128 磁盘阵
列
HP
StorageWorks
XP1024 磁盘阵
列
HP
StorageWorks
XP10000/XP12000
磁盘阵列

DisableSupportSCSI3HPXP.reg

HP
StorageWorks
企业虚拟阵列
（EVA4000、
EVA6000 和
EVA8000）

DisableSupportSCSI3HPEVA.reg

EnableSupportSCSI3HPEVA.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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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类型
■

■

■

■

■

■

启用 SCSI-3 PGR

禁用 SCSI-3 PGR

Network
EnableSupportSCSI3NETAPP.reg DisableSupportSCSI3NETAPP.reg
Appliance F800
系列
Network
Appliance
FAS200 系列
（FAS250 和
FAS270）
Network
Appliance
FAS900 系列
（FAS920、
FAS940、
FAS960 和
FAS980）
Network
Appliance
FAS3000 系列
（FAS3020 和
FAS3050）
Network
Appliance
NearStore 系列
NetApp V 系列
（GF980c、
GF960c、
V3050c、
V3020c 和
GF270c）

注意：在所有
Network Appliance
阵列中，只有那些
配置为主动/主动硬
件类型的阵列才受
支持（cfmode：每
个 Network
Appliance 文件管
理器为备用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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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W DSM
本节介绍对 Microsoft 多路径输入/输出解决方案 (Microsoft MPIO) 的支持。 该支持
由 DMPW DSM 提供。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

请参见第 393 页的“DMPW DSM 菜单”。

■

请参见第 397 页的“添加和删除路径”。

■

请参见第 398 页的“指定负载平衡设置和主路径”。

■

请参见第 405 页的“查看阵列、磁盘和路径状态”。

■

DMPW DSM 菜单
本节介绍 DMPW DSM 菜单。
这些菜单包括：
■

请参见第 393 页的“显示阵列菜单”。

■

请参见第 393 页的“用于阵列的命令”。

■

请参见第 394 页的“显示磁盘的菜单”。

■

请参见第 395 页的“用于磁盘的路径的命令”。

显示阵列菜单
此处提供受 DMPW DSM 控制的阵列的上下文菜单，通过该菜单可以访问阵列的设
置和属性。该菜单在您在 VEA GUI 中选择阵列时可用。
显示阵列菜单

1

在 VEA GUI 中，打开 DMPW DSM 文件夹。

2

选择您感兴趣的阵列，随后将出现该阵列的上下文菜单。

用于阵列的命令
本节介绍 DMPW DSM 菜单命令。
菜单命令包括：
阵列设置
Propertie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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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设置
执行“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命令将启动“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向导。
通过该向导，可为“Load Balance Policy (负载平衡策略)”区段中的阵列路径选择
操作模式设置。“Control Timer Settings (控制计时器设置)”区段中包含用于测试
路径状态或运行状况的可调参数。
在屏幕底部有一个选项，用于将所有设置应用于受 DMPW DSM 控制的所有阵列。
该选项可以将所有设置应用于受特定 DMPW DSM 驱动程序控制的所有阵列。选择
该选项后，该阵列的当前设置将应用于受此特定 DMPW DSM 驱动程序控制的所有
阵列。
注意：存在可以与特定硬件阵列系列配合使用的特定 DMPW DSM。如果您的环境
中包含不止一个在 DMPW DSM 控制之下的硬件阵列系列，则每个硬件阵列系列都
将与特定 DMPW DSM 配合使用。如果选择将所有设置应用于在 DSM 控制之下的
所有阵列选项，则会将这些设置仅应用于可以与该特定 DMPW DSM 配合使用的阵
列。
有关特定 DMPW DSM 支持的硬件阵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ymantec 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此外还提供有关阵列设置的其他信息。
请参见第 406 页的“阵列状态”。
注意：如果选择了“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阵
列负载平衡设置并且尚未设置主路径，则 DMPW DSM 将设置主路径。通常，DMPW
DSM 会将主路径设置为第一条能够传输数据的路径。可以使用“Set Primary Path
(设置主路径)”命令手动设置主路径。

Properties (属性)
“Properties (属性)”命令可打开“Properties (属性)”屏幕，其中显示有关选定阵
列的信息，包括阵列名称、阵列类型、负载平衡策略和该阵列中包含的设备列表。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阵列、磁盘和路径设置的其他信息。
请参见第 405 页的“查看阵列、磁盘和路径状态”。

显示磁盘的菜单
突出显示连接到磁盘的路径时，可以使用磁盘的上下文菜单。 该菜单要求“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处于活动状态。

394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DSM

显示磁盘上下文菜单

1

在树视图中打开 DMPW DSMs 文件夹。

2

选择感兴趣的磁盘。
请注意，打开 Disks 文件夹并单击处于 DMPW DSM 控制之下的磁盘是选择磁
盘的另一种方法。

3

在右窗格中选择“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此选项卡显示指向
选定磁盘的路径。
将显示每个路径及其属性。 Port (端口)、Channel (通道)、Target ID (目标 ID)、
LUN 和 Load Balance Policy (负载平衡策略) 是其中一些显示的属性。
路径的名称源自路径属性的某个组合。 例如，如果路径具有以下属性：Port
Number (端口号) = 2，Channel (通道) = 1，且 Target ID (目标 ID) = 1，则路
径名称为 2-1-1。

4

右键单击路径，将显示上下文菜单。

用于磁盘的路径的命令
本节介绍 DMPW DSM 菜单命令。
菜单命令包括：
Statistics monitoring (统计信息监视)
Clear performance statistics (清除性能统计信息)
设备设置
设置主路径
Properties (属性)

Statistics monitoring (统计信息监视)
“Statistics monitoring (统计信息监视)”命令可打开“Path Statistics (路径统计信
息)”屏幕，其中显示选定路径的 I/O 统计信息。
以下是选定路径的 I/O 统计信息：
■

Number of read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秒读取操作数)

■

Number of write operations per second (每秒写入操作数)

■

Number of bytes read per second (每秒读取的字节数)

■

Number of bytes written per second (每秒写入的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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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信息会在指定的轮询时间间隔更新并显示。轮询时间间隔的范围是 2 到 900
秒。可通过在“Polling Interval (轮询时间间隔)”字段中输入秒数，然后单击“Set
Polling Interval (设置轮询时间间隔)”来设置轮询时间间隔。

Clear performance statistics (清除性能统计信息)
执行“Clear Performance Statistics (清除性能统计信息)”命令将打开“Clear
Performance Statistics (清除性能统计信息)”屏幕，通过该屏幕可以清除当前针对
单个设备、某个阵列或者受 DMPW DSM 控制的所有阵列监视的性能统计信息。在
选择要清除的性能统计信息项目后，单击“OK (确定)”完成清除操作。

设备设置
执行“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命令将打开“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屏
幕，其中显示在 DMPW DSM 选项卡中选择了路径的磁盘的 DMPW DSM 特性。该
屏幕包含一个 Load Balance Policy (负载平衡策略) 区段，可用于设置应用于所选
磁盘的操作模式。
请参见第 407 页的“设备状态”。
注意：如果选择了“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设
备负载平衡设置并且尚未设置主路径，则 DMPW DSM 将设置主路径。通常，DMPW
DSM 会将主路径设置为第一条能够传输数据的路径。可以使用“Set Primary Path
(设置主路径)”命令手动设置主路径。

设置主路径
使用 DMPW DSM 菜单上的“Set Primary Path (设置主路径)”命令，可以将当前
选定的路径指定为磁盘或阵列的主路径。
可以使用下列选项：
■

Set primary path for device (为设备设置主路径)
仅当磁盘路径的操作模式指定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并且当前选定的路径不是主路径时，该菜单选项才可用。主路径
是用于传输与磁盘往来的数据的唯一路径。单击此菜单选择项可使选定路径成
为磁盘的主路径。
请参见第 403 页的“为阵列或磁盘指定主路径”。

■

Set Primary Path for array (为阵列设置主路径)
该选项使您能够将当前选定路径指定为阵列的主路径。主路径是用于传输与阵
列往来的数据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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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阵列的当前负载平衡设置如何，都可以设置阵列的主路径。也就是说，如
果阵列中某个磁盘设置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
被动))”，则该阵列的主路径将成为该磁盘的主路径。如果该设置已设置为任何
其他负载平衡选项，则不使用阵列的“Primary Path (主路径)”设置。但是，如
果阵列中的磁盘被设置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
被动))”，则阵列的主路径会成为磁盘的主路径。
例如，如果阵列具有“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 (主动/主动))”负载平
衡设置且阵列的主路径被设置为路径 2-1-1，则阵列中所有具有“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负载平衡设置的磁盘的主路径都会
设置为路径 2-1-1。
请参见第 403 页的“为阵列或磁盘指定主路径”。

Properties (属性)
“Properties (属性)”命令可打开“Properties (属性)”屏幕，其中显示有关选定路
径的信息，包括路径名称、状态和 SCSI 地址。
请参见第 408 页的“路径状态”。

添加和删除路径
本节介绍如何添加和删除路径。
在使用 DMPW DSM 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要向阵列中添加更多磁盘，或者想通过拥
有另一个路径来为阵列提供额外的容错能力，则可能需要向阵列中添加路径。此
外，如果要重新配置系统，则可能需要删除路径。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添加路径
删除路径

添加路径
当您向阵列添加更多磁盘或者要提升阵列的容错能力时，可能需要添加路径。
向阵列添加路径

1

通过以物理方式连接新电缆来添加路径。

2

要查看添加路径后发生的屏幕更改，请在树视图中打开 Disks (磁盘) 文件夹，
选择一个磁盘。 然后，在右侧窗格中选择 DMPW DSM 选项卡。

3

从 VEA 中选择“Actions (操作)”>“Rescan (重新扫描)”。
DMPW DSM 将会扫描路径并更新屏幕，以反映您在物理安装中所做的任何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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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一个磁盘与另一个磁盘共享某条路径，则它必须与另一个磁盘共享所有
路径。如果阵列中的一个磁盘未与该阵列中的任何其他磁盘共享路径，则它将不能
与阵列中的任何其他磁盘共享所有路径。

删除路径
通过以物理方式断开电缆的连接来删除路径。 系统会监视现有的路径，并检测断开
的路径是否不再正常工作。 SFW 显示将会更新，以指示此状态，同时，数据传输
将按顺序故障转移到下一条路径。
注意：从受 DMPW DSM 控制的阵列上删除一条路径后，您可能需要执行重新扫
描，以更新屏幕。从 VEA 中选择“Actions (操作)”>“Rescan (重新扫描)”可以
显示您对配置所做的更改。

指定负载平衡设置和主路径
本节提供为阵列中的路径及各个磁盘指定负载平衡设置的分步指导。
提供了这些负载平衡设置的一般论述。
请参见第 384 页的““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设置”。
仅当为阵列或磁盘选择“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
负载平衡设置时，“Primary Path (主路径)”设置才可用。
首次在 DMPW DSM 下设置阵列时，必须确保对阵列中的路径进行所需的负载平衡
设置。完成此操作之后，默认情况下阵列中的所有磁盘都会具有相同的负载平衡设
置。 然后，可以根据需要为各个磁盘更改此设置。 负载平衡设置位于“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向导和“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屏幕的“Load Balance
Policy (负载平衡策略)”部分。
除“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之外的所有负载平
衡设置都会在活动路径之间启用负载平衡。 “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
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设置不提供负载平衡，原因是仅会在一个活动路径“Primary
Path (主路径)”上进行数据传输。
注意：阵列或磁盘的类型决定哪些负载平衡设置可用。 不支持的负载平衡设置在
VEA GUI 中显示为灰色。有关支持的负载平衡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阵列或磁盘
的文档。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为阵列指定负载平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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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磁盘指定负载平衡设置
为阵列或磁盘指定主路径

为阵列指定负载平衡设置
接下来将介绍使用“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向导指定负载平衡设置的方法。
为阵列指定负载平衡设置

1

要启动“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向导，请在树视图中打开 DMPW DSM 文
件夹。

2

右键单击感兴趣的阵列，将显示阵列上下文菜单。

3

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

4

将出现“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欢迎使用屏幕。 单击“Next (下一步)”
继续。

5

将出现“Select Array Settings parameters (选择阵列设置参数)”屏幕。
通过单击相应的单选按钮选择负载平衡选项。
除“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外，所有的负
载平衡设置都需要 SCSI-3 保留支持。 选择其中任何负载平衡设置之前，请参
考阵列文档以确定阵列是否支持 SCSI-3 保留。
■

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 (主动/主动))
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阵列往来的数据传输。 通过使用此设置，
DMPW DSM 可将阵列中的所有路径都配置为主动路径，且会以循环的方式
依次在每个路径上进行 I/O 传输。

■

Dynamic Least Queue Depth (动态最小队列深度)
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阵列往来的数据传输。 使用此设置，DMPW
DSM 将阵列的所有路径配置为主动的，并选择其队列中具有最少 I/O 请求
数量的路径进行数据传输。

■

Balanced Path (平衡路径)
该策略可以优化磁盘驱动器和 RAID 控制器中缓存的使用。 缓存大小取决
于特定硬件的特性。 一般而言，磁盘和 LUN 已按逻辑方式分割成了许多的
区域或分区。 与指定区域之间发生的 I/O 只通过其中一条活动路径进行发
送。 有利的做法是调整区域大小使之与缓存大小相符，以便传往该区域的
I/O 的所有连续块都使用相同的主动路径。 通过调整可调参数 Block Shift
的值可以更改分区大小的值。
提供了关于此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84 页的““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
设置”。

■

Weighted Paths (加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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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阵列往来的数据传输。 使用此设置，DMPW
DSM 将阵列的所有路径配置为主动的，并选择具有最低权重的路径进行数
据传输。权重由用户分配，用于指定优先使用哪个路径。 如果有两条或多
条路径的权重相同，并且在所有路径中权重最小，那么，将会以轮循的方
式，轮流使用这些权重最小的路径来进行数据传输。
注意：此设置仅在设备级别上对 A/PC 和 ALUA 阵列可用。 它在阵列级别
上不可用。

■

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
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阵列往来的数据传输。 通过使用此设置，
DMPW DSM 可将阵列的所有路径都配置为主动路径，并使用路径子集。会
以循环方式依次使用其中每个路径进行数据传输。 路径子集由用户指定。
余下的路径处于备用模式。
注意：此设置仅在设备级别上对 A/PC 和 ALUA 阵列可用。 它在阵列级别
上不可用。

■

Least Blocks (块数最少)
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阵列往来的数据传输。 使用此设置，DMPW
DSM 将阵列的所有路径配置为主动的，并选择其队列中具有最少 I/O 块数
量的路径进行数据传输。

■

仅故障转移（主动/被动）
此选项有一个主路径，其余的一个或多个路径为备用（备份）路径，供主
路径出现故障时使用。 主路径是用于传输数据的唯一路径。 此选项不提供
路径之间的负载平衡。 DMPW DSM 会将某个路径设置为主路径。但您可
以选择某个特定路径作为主路径。
请参见第 403 页的“为阵列或磁盘指定主路径”。

如果要将选定的负载平衡设置用作此特定 DMPW DSM 驱动程序所控制的所有
阵列的设置，请选中“All arrays under the DSM (DSM 下的所有阵列)”的复
选框。此选项意味着会将该阵列的当前负载平衡设置及其他设置应用于此特定
DMPW DSM 驱动程序所控制的所有阵列。
存在可以与特定硬件阵列系列配合使用的特定 DMPW DSM。如果您的环境中
包含不止一个在 DMPW DSM 控制之下的硬件阵列系列，则每个硬件阵列系列
都将与特定 DMPW DSM 配合使用。如果选择将所有设置应用于在 DSM 控制
之下的所有阵列选项，则会将这些设置仅应用于可以与该特定 DMPW DSM 配
合使用的阵列。
有关特定 DMPW DSM 支持的硬件阵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ymantec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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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阵列的默认负载平衡设置取决于特定的阵列。 请参考有关存储阵列的文档，确
定默认设置及其支持的其他任何设置。
在如下所示的示例屏幕中，选中了“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 (主动/
主动))”设置。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6

将出现“Array Settings summary (阵列设置摘要)”屏幕，显示阵列的设置。
查看这些设置，单击“Finish (完成)”应用这些设置并退出向导。
对于某些负载平衡策略，如“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需
要附加的规定。“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向导会在摘要屏幕之前显示一个
屏幕以收集这些规定。 设置这些规定之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转到摘
要屏幕。

为磁盘指定负载平衡设置
如果尚未为单个磁盘指定设置，则该磁盘会采用与阵列所用的设置相同的负载平衡
设置。 但是，可以通过使用“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屏幕为单个磁盘更改负
载平衡选项，使其不同于阵列的设置。
对于 SCSI-2 保留下的磁盘，DMPW DSM 会自动将负载平衡设置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SCSI-2 保留下的磁盘上会始终
使用“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设置，系统会忽
略可能设置的其他负载平衡设置。
SCSI-2 保留下的磁盘有：
可能处于集群环境下的磁盘。
具有“Private Disk Group Protection (专用磁盘组保护)”的磁盘。
为磁盘指定负载平衡设置

1

在 VEA 控制台的树视图中打开 DMPW DSMs 文件夹。

2

选择要更改其负载平衡设置的磁盘。
请注意，打开 Disks 文件夹并单击处于 DMPW DSM 控制之下的磁盘是选择磁
盘的另一种方法。

3

确保在右窗格中选中“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右键单击其中
一个显示的路径，然后从路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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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出现“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欢迎使用屏幕。 单击“Next (下一步)”
继续。

5

此时将显示“Select Device Settings parameters (选择设备设置参数)”屏幕。
选择以下负载平衡选项之一：
■

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 (主动/主动))
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磁盘往来的数据传输。 使用此设置，DMPW
DSM 将磁盘的所有路径配置为主动的，并以循环方式依次启用每个路径以
进行数据传输。

■

Dynamic Least Queue Depth (动态最小队列深度)
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阵列往来的数据传输。 使用此设置，DMPW
DSM 将阵列的所有路径配置为主动的，并选择其队列中具有最少 I/O 请求
数量的路径进行数据传输。

■

Balanced Path (平衡路径)
该策略可以优化磁盘驱动器和 RAID 控制器中缓存的使用。 缓存大小取决
于特定硬件的特性。 一般而言，磁盘和 LUN 已按逻辑方式分割成了许多的
区域或分区。 与指定区域之间发生的 I/O 只通过其中一条活动路径进行发
送。 有利的做法是调整区域大小使之与缓存大小相符，以便传往该区域的
I/O 的所有连续块都使用相同的主动路径。 通过调整可调参数 Block Shift
的值可以更改分区大小的值。
提供了关于此选项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84 页的““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
设置”。

■

Weighted Paths (加权路径)
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阵列往来的数据传输。 使用此设置，DMPW
DSM 将阵列的所有路径配置为主动的，并选择具有最低权重的路径进行数
据传输。权重由用户分配，用于指定优先使用哪个路径。 如果有两条或多
条路径的权重相同，并且在所有路径中权重最小，那么，将会以轮循的方
式，轮流使用这些权重最小的路径来进行数据传输。

■

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
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阵列往来的数据传输。 使用此设置，DMPW
DSM 将阵列的所有路径配置为主动的，并以循环方式依次使用路径子集中
的每个路径进行数据传输。路径子集由用户指定。 余下的路径处于备用模
式。

■

Least Blocks (块数最少)
此选项确保将负载平衡用于与阵列往来的数据传输。 使用此设置，DMPW
DSM 将阵列的所有路径配置为主动的，并选择其队列中具有最少 I/O 块数
量的路径进行数据传输。

■

仅故障转移（主动/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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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项有一个主路径，其余的一个或多个路径为备用（备份）路径，供当
前主路径出现故障时使用。 主路径是用于传输数据的唯一路径。 此选项不
提供路径之间的负载平衡。 DMPW DSM 选择某条路径作为主路径。但您
可以选择某个特定路径作为主路径。
请参见第 403 页的“为阵列或磁盘指定主路径”。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6

此时将出现“Device Settings summary (设备设置摘要)”屏幕，显示阵列的设
置。 查看这些设置，单击“Finish (完成)”应用这些设置并退出向导。
对于某些负载平衡策略，如“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需
要附加的规定。“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向导会在摘要屏幕之前显示一个
屏幕以收集这些规定。 设置这些规定之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转到摘
要屏幕。

为阵列或磁盘指定主路径
如果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操作配置了一
个阵列，则可以指定用于进行数据传输的路径。 指定的路径称为主路径，是用于进
行数据传输的唯一路径。
为阵列或磁盘指定主路径

1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显示“Set Primary Path (设置主路径)”屏幕：
■

确保在右窗格中选择“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
要显示“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请使用左窗格中的树视图
选择 DMPW DSMs 文件夹下的磁盘，或者选择已启用 DMPW DSM 的 Disks
文件夹下的磁盘，然后单击右窗格中显示的“DMPW DSMs (DMPW DSM)”
选项卡。

■

在“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中，右键单击需要成为阵列主路
径的路径，然后从路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Set Primary Path (设置主路
径)”。

将出现“Set Primary Path (设置主路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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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为设备还是阵列设置主路径，如下所示：
■

Primary Path for device (为设备设置主路径)
只有将磁盘路径的操作模式指定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
障转移 (主动/被动))”且当前选定路径不是主路径时，“Primary Path for
device (为设备设置主路径)”才可用。主路径是用于传输与磁盘往来的数据
的唯一路径。单击此菜单选择项可使选定路径成为磁盘的主路径。磁盘的
其他路径被置于备用状态，可供进行故障转移。

■

Primary Path for array (为阵列设置主路径)
该选项使您能够将当前选定路径指定为阵列的主路径。主路径是用于传输
与阵列往来的数据的唯一路径。
无论阵列的当前负载平衡设置如何，都可以设置阵列的主路径。这意味着
如果阵列的负载平衡设置被设置为“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 (主
动/主动))”或其他主动/主动负载平衡设置，则不会使用阵列的“Primary
Path (主路径)”设置。但是，如果阵列中的磁盘被设置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则阵列的主路径会成为磁盘
的主路径。
例如，如果阵列具有“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 (主动/主动))”负
载平衡设置且阵列的主路径被设置为路径 2-1-1，则阵列中所有具有“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负载平衡设置的磁
盘的主路径都会设置为路径 2-1-1。

3

单击“OK (确定)”保存设置并退出屏幕。
主路径用一个蓝色的复选标记图标进行标识。

指定阵列的控制计时器设置
阵列的控制计时器设置是一组可调参数，这些参数会影响对路径状态或运行状况的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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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阵列的控制计时器设置

1

要启动“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向导，请在树视图中打开 DMPW DSM 文
件夹。

2

右键单击感兴趣的阵列，将显示阵列上下文菜单。

3

从路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

4

将出现“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欢迎使用屏幕。 单击“Next (下一步)”
继续。

5

将出现“Select Array Settings parameters (选择阵列设置参数)”屏幕。
编辑参数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控制计时器设置的参数如下：
Test Path Retry
DMPW DSM 测试某条路径以确定它是否已从错误状态中恢复的次
Count (测试路径重 数。默认值为 0。最大值为 50。
试计数)
SCSI Command
Timeout (SCSI 命
令超时)

SCSI 命令等待设备响应的时间长度。默认值为 30 秒。 最大值为
120 秒。

Kernel Sleep Time DMPW DSM 内核在两次尝试从错误状态中恢复路径之间等待的时
(内核休眠时间)
间间隔。默认值为 200 毫秒。 最大值为 10000 毫秒。
Failover Retry
当前路径出现故障时，DMPW DSM 尝试故障转移到另一条路径的
Count (故障转移重 次数。默认值为 0。最大值为 50。
试计数)

6

将出现“Array Settings summary (阵列设置摘要)”屏幕，显示阵列的设置。
查看这些设置，单击“Finish (完成)”应用这些设置并退出向导。
对于某些负载平衡策略，如“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需
要附加的规定。“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向导会在摘要屏幕之前显示一个
屏幕以收集这些规定。 设置这些规定之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转到摘
要屏幕。

查看阵列、磁盘和路径状态
DMPW DSM 提供阵列、磁盘以及磁盘路径的状态信息。可以通过路径上下文菜单
访问状态显示。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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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状态
设备状态
路径状态

阵列状态
要使用“Array Properties (阵列属性)”查看阵列状态，请执行下列步骤：
查看阵列状态

1

在树视图中打开 DMPW DSMs 文件夹。

2

右键单击感兴趣的阵列，将显示阵列上下文菜单。

3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

4

此时出现“Properties (属性)”屏幕。
“Properties (属性)”屏幕包含以下内容：
Array Name (阵列
名称)

显示阵列的名称。 该名称由阵列确定，不能由用户定义。

Array Type (阵列类 显示对阵列有效的负载平衡策略类型。
型)
Control Timer
包括下面的一组可调参数，它们影响对路径状态或运行状况的测
Settings (控件计时 试。
器设置)
■ Test Path Retry Count (测试路径重试计数) - DMPW DSM 测
试路径以确定路径是否已从错误情况恢复的次数。默认值为
0。最大值为 50。
■ SCSI Command Timeout (SCSI 命令超时) - SCSI 命令等待设
备对其做出响应的时间。默认值为 30 秒。 最大值为 120 秒。
■ Kernel Sleep Time (内核休眠时间) - DMPW DSM 内核在两次
尝试从错误情况恢复路径之间等待的时间间隔。默认值为 200
毫秒。 最大值为 10 秒。
■ Failover Retry Count (故障转移重试计数) - 当前路径出现故障
时，DMPW DSM 尝试故障转移到另一个路径的次数。默认值
为 0。最大值为 50。单击“OK (确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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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Balance
显示有效的负载平衡设置。 “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
Policy (负载平衡策 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选项不提供负载平衡。 所有其他选项都提
略)
供负载平衡。
提供了选项说明。
请参见第 384 页的““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
动/被动)”设置”。
此外，还介绍了用于指定设置的过程。
请参见第 399 页的“为阵列指定负载平衡设置”。
Devices in the
Array (阵列中的设
备)

显示阵列中磁盘的数量，并按名称列出它们。

设备状态
查看设备状态的方法如下所示。
查看设备状态

1

在树视图的 DMPW DSMs 文件夹下，选择要查看其状态的磁盘。

2

在右窗格中，单击该磁盘的“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

3

右键单击路径，然后从出现的路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Device Settings (设备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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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出现“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欢迎使用屏幕。 单击“Next (下一步)”
继续。
将出现“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屏幕。
“Device Settings (设备设置)”屏幕包含磁盘的“Load Balance Policy (负载
平衡策略)”设置。
Load Balance Policy (负载平衡策略) - 指示对单个磁盘有效的设置。 “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被动))”选项不提供负载平衡。
其他选项提供负载平衡。
提供了选项说明。
请参见第 384 页的““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和“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设
置”。
还介绍了指定设置的过程。
请参见第 401 页的“为磁盘指定负载平衡设置”。

5

单击“Cancel (取消)”退出。

路径状态
查看路径状态的方法如下所示。
查看路径状态

1

确保要查看状态的路径显示在 VEA 控制台右窗格中的“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中。
如果未显示“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请在树视图的 Disks 文
件夹下选择使用该路径的磁盘。然后在右窗格中单击该磁盘的“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

2

在“DMPW DSMs (DMPW DSM)”选项卡中选择该路径。
从出现的路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Properties (属性)。
此时将显示 Path Properties (路径属性) 屏幕。
该屏幕显示选定路径的以下信息：
Name (名称)

选定路径的名称。

Status (状态)

DMPW DSM 有两个路径状态指示器：
■

Healthy (运行良好) - 路径正常运行。

■

Unhealthy (运行不良) - 路径无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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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主路径)

路径是否为主路径。

Port Number (端口 选定路径连接到的存储阵列上的物理端口的编号。
号)
Channel (通道)

与路径关联的通道。

Target ID (目标 ID) 该编号与 LUN 相结合，可唯一地标识端口上的磁盘。
LUN

逻辑单元号，该编号与“Target ID (目标 ID)”相结合，可唯一地
标识端口上的磁盘。

Load Balancing
当前有效的负载平衡策略。
Policy (负载平衡策
略)

3

单击“OK (确定)”关闭该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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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概述

■

配置 CVM 集群

■

管理 CVM

■

取消配置 CVM 集群

■

命令传送

■

关于 I/O 防护

概述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是在集群环境中执行存储管理的新方法。 有了
CVM，现在可以在卷级别实现故障转移功能。 CVM 下的卷允许跨集群的多个节点
实现独占写入权限。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现在可在共享磁盘外部创
建集群存储，以便在卷级别共享卷配置并启用快速故障转移支持。每个节点识别相
同的逻辑卷布局，更重要的是，节点将识别所有卷资源的相同状态。在所有节点上
都有相同的磁盘配置逻辑视图以及视图的任何更改。
注意：只有 Microsoft Hyper-V 环境支持 CVM（以及相关的集群共享磁盘组）。物
理环境不支持。
每个集群中都存在 CVM 主节点，并且该主节点使用 GAB (Group Atomic Broadcast)
和 LLT (Low Latency Transport) 传输其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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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 基于“主/从节点”体系结构模式。在任何指定时间，该集群中的一个节点将
用作主节点，而其余节点会用作从节点。 该主节点负责维护卷管理配置信息。 每
次主节点发生故障，都会从未发生故障的节点中选择一个新的主节点。

配置 CVM 集群
配置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集群包含下列两项任务：
■

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基于 GUI 的 SFW 配置向导或基于 CLI 的
ffconfigcli 实用程序为 CVM 准备集群。
注意：此向导或实用程序服务器有双重功能。用于为 Hyper-V 环境配置 CVM。
还可用于为物理环境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启用快速故障转移。
如果 CVM 集群中的节点位于多子网集群网络中，则需要使用基于 CLI 的
SFWConnectionManager 实用程序为节点配置 CVM 链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请参见第 418 页的“为多子网集群网络配置 CVM 链接”。

■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和集群共享卷。

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可为 CVM 集群设置一种通过底层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网络进行通信的配置。
CSDG 下创建的动态卷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中自动配置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
注意：对于 CVM 集群，Symantec 建议您将物理磁盘用作仲裁资源。

注意：配置 CVM 之前，请确保已经注册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否则，您
需要手动注册它。有关手动注册资源的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准备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本节介绍有关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基于 GUI 的 SFW 配置向导和
基于 CLI 的 ffconfigcli 实用用程序为 CVM 准备集群的信息。由此可准备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的 SFW。
请注意以下有关向导或实用程序的重要信息：
■

参与 CVM 集群的所有节点均必须已经是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组成部分。

■

必须在参与 CVM 的所有节点上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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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VCS) 不
支持用于配置 CVM。

■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服务 (ClusSvc) 应运行在该集群的所有节点上。

■

如果配置 CVM 之后您对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集群网络配置进行了任何更
改，则需要取消配置 CVM 集群，并使用向导或 ffconfigcli 实用程序重新配
置。
警告： 请注意这将要求应用程序停机。

■

如果启用了 UAC，即使已登录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也应在“以管理员身份
运行”模式下运行程序或命令。或者，以管理员身份（默认管理员帐户）登录
来执行任务。

有关取消配置 CVM 集群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427 页的“取消配置 CVM 集群”。
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

1

在“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键入 Run，
然后按 Enter 键打开“运行”对话框。
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 scc，然后单击“确定”以启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SCC)。

2

从 SCC 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视图中，单击“SFW Configuration Wizard
for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
向导)”启动此向导。

3

“SFW Configuration Wizard for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面板显示集群和系统（节点）信息，并可以
让您配置或取消配置 CVM 集群系统，如下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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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Cluster Name (集
群名称)

为 CVM 集群配置自动分配的名称。此名称与 Microsoft 故障转移
集群的名称相同。

System Name (系
统名称)

此表列出了可参与 CVM 集群的所有系统（节点）。选择您要为
CVM 配置的必需集群节点。

Configuration
Status (配置状态)

显示以下配置状态：
■

Configured (已配置)：已在 CVM 集群中配置节点。

■

Not Configured (未配置)：未在 CVM 集群中配置节点。

■

Invalid Configuration (配置无效)：节点的配置存在问题。

■

Not Supported (不支持)：不支持的配置。未安装 SFW，或
SFW 安装时未选择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件。

Configuration
显示所选系统的 CVM 配置状态信息。
status details (配置
状态详细信息)

要配置 CVM，请选择尚未配置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并单击“Configure (配置)”
为所选系统配置 CVM 支持。
注意：确保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和 CVM 成员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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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首次配置 CVM 时，即使选择了一个系统，向导也会配置所有节点，包
括没有选中的节点。

4

单击“Done (完成)”退出该向导。

使用 ffconfigcli 配置 CVM
本节介绍有关使用基于 CLI 的 ffconfigcli 实用程序为 CVM 准备集群的信息。从
CLI 使用 ffconfigcli 实用程序，您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注意：在下列命令中，您可以在命令末尾使用可选的 -verbose 选项来显示有关命
令所执行任务的信息。例如，在下列命令中使用 -verbose 选项将显示有关为自动
配置 CVM 执行的任务的信息：ffconfigcli -autoconfigure -verbose

注意：在下列命令中，不管何处需要提供节点名称，都不能选择性地提供节点的 IP
地址，因为不支持此操作。
有关取消配置 CVM 集群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427 页的“取消配置 CVM 集群”。
■

自动配置 CVM 集群：运行下列命令可自动设置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相同
名字的 CVM 集群：
ffconfigcli -autoconfigure

如果配置新的 CVM 集群，必须首先使用此命令。
■

向 CVM 集群添加节点：运行下列命令向已配置的 CVM 集群添加节点：
注意：只有在使用 ffconfigcli -autoconfigure 命令配置 CVM 集群后，才
使用此命令。并且，为确保成功向 CVM 集群添加节点，必须先将节点添加到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
ffconfigcli -addnode <NodeName>

其中，<NodeName> 是要添加到 CVM 集群的节点的名称。这是一个强制性参
数。
向 CVM 集群添加多个节点：使用 -addnode 命令一次只能添加一个节点。可使
用下列方式之一通过多次运行此命令来添加多个节点：
■

将节点逐一添加至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和 CVM。
例如：将节点 X 首先添加至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然后添加至 CVM；将
节点 Y 首先添加至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然后添加至 CVM，以此类推。

■

将所有节点首先添加至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然后逐个添加至 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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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节点 X、Y 和 Z 首先添加至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然后，将这
三个节点添加至 CVM。
然而，如果使用此方法，CVM 将仅在最后一个节点添加后自动启动（在示例
中是指节点 Z）。但是，对于之前添加的其他节点，需要重新启动 CVM。有
关重新启动 CVM 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550 页的“重新启动 CVM”。
注意：或者，要轻松添加多个节点，可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基
于 GUI 的 SFW 配置向导。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和卷
运行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或其 CLI 等效工具 ffconfigcli
实用程序后，需使用 VEA GUI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和集群共享卷以完成
CVM 集群配置。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之后，需创建集群共享卷来完成 CVM 集群配置。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

1

打开并连接到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2

在 VEA GUI 中，可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Disk Groups (磁盘组)”文件夹，然
后单击“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或者单击工具栏上
的“New Group (新建组)”。

3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随即显示。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

4

在下一个面板上，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Group Name (组名称)”输入框中键入新磁盘组的名称。

■

选择“Create Cluster Shared Disk Group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选项。

■

使用“Select (选择)”按钮将要添加至新磁盘组的基本磁盘从左窗格移至右
窗格，以此来选择这些磁盘。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5

在下一个面板上，单击“Next (下一步)”确认要包含在集群共享磁盘组中的磁
盘集。

6

在下一个面板上，单击“Finish (完成)”来创建新集群共享磁盘组。

415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配置 CVM 集群

集群共享磁盘组创建之后，该磁盘组将显示在 VEA GUI 树视图的“Disk Groups
(磁盘组)”文件夹下。
注意：如果您收到错误“V-76-58645-20098: Configuration error.Check if GAB/LLT
is properly configured”，则需要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
向导来配置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如果已经配置 CVM 集群，则
再次运行此向导来查找和解决任何配置相关问题。

创建集群共享卷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之后，需在新 CSDG 下创建集群共享卷来完成 CVM
集群配置。CSDG 下创建的动态卷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中自动配置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
注意：必须确保为新集群共享卷选择的驱动器盘符可用，且未用于任何集群节点。

注意：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中，可在资源属性的“Policies (策略)”选项卡下
定义卷资源出现故障时重新启动尝试次数。为此，建议不要更改“Period for restarts
(重新启动时间)”选项 15 分钟的默认值。将此值更改为不足 5 分钟将导致卷资源联
机操作挂起。而且，如果将“Maximum restarts in the specified period (指定期间
的最大重新启动次数)”选项的值更改为大于 5，可能会导致在任何之前的重新启动
尝试失败的情况下使卷资源联机会出现 2 分钟以上的延迟。
有关创建集群共享卷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53 页的“创建动态卷的步骤”。

手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
创建集群共享卷之后，集群共享卷将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中自动配置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
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后，它将立即在包含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可
用存储组的节点上联机。可使用基于 GUI 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管理器管理单元验
证创建的资源。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中，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创建在“存
储”下（在 Windows Server 2012 中，“存储”>“磁盘”下）。资源创建并在可
用存储组中联机后，可使用该资源创建虚拟机，或将其移动至其他虚拟机或服务
组。
但是，在下列情况下不会自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
■

将磁盘组升级至最新版本，并将磁盘组导入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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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 VEA GUI 创建集群共享卷，且选择不格式化卷（通过清除“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复选框）。

■

如果使用 SFW CLI 创建集群共享卷，则不会自动创建资源，因为此命令默认创
建 RAW 未格式化的卷。

在这些情况下，需要使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对 CSDG 中的所有卷手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下列程序介绍有关使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手动为集群共享
卷创建资源的信息。
注意：在手动创建这种资源前，必须使用 VEA GUI 通过 NTFS 对集群共享卷格式
化，然后将其装入尝试在其上创建此资源的节点。
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中手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

1

从“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单击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通过单击“Failover Cluster Manager (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启动故障转移
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

2

在 Windows Server 2012 上，右键单击“Roles (角色)”。选择“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Create Empty Role (创建空角色)”。此操作将创建一个新的
角色。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和 2008 R2 上，右键单击“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选择“More Actions (更多操
作)”>“Create Empty Service or Application (创建空服务或应用程序)”。
此操作将创建一个服务组。

3

右键单击新角色（在 Windows Server 2008 或 2008 R2 中称为服务组）并从
上下文菜单中选择“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More Resources (更
多资源)”>“Add Volume Manager Shared Volume (添加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
使用默认名称的新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现已创建。

4

右键单击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并单击“Properties (属性)”。在
“Properties (属性)”窗口中完成以下操作：
■

在“General (常规)”选项卡下，将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的默认名
称更改为所选的名称。例如，CSDG1。

■

在“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下，为 MountPoint 属性提供集群共享卷的
装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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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Apply (应用)”关闭窗口。

5

右键单击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并选择“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此资源联机)”使资源在具有可用存储组所有权的节点上联机。此操作将自
动使集群共享卷在 VEA GUI 中联机。

管理 CVM
本节提供有关下列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管理任务的信息：
■

使用 CLI 管理 CVM
请参见第 550 页的“使用 CLI 管理 CVM”。

■

集群共享卷的访问模式
请参见第 419 页的“集群共享卷的访问模式”。

■

支持在卷联机时运行的命令
请参见第 430 页的“卷联机时支持运行的操作”。

■

存储连接断开与 CVM 磁盘分离策略
请参见第 421 页的“存储连接断开与 CVM 磁盘分离策略”。

注意：如果您在使用 CVM 时遇到问题，请参考故障排除一节以获得帮助。请参
见第 543 页的“CVM 问题”。

为多子网集群网络配置 CVM 链接
本节介绍有关使用基于 CLI 的SFWConnectionManager 实用程序为多子网集群网络
上的节点配置 CVM 链接的信息。要成功创建 CVM 集群，参与的集群节点必须共
享一个公用集群网络。然而，在节点跨不同集群网络的跨子网配置中，需要使用
SFWConnectionManager 实用程序创建 CVM 链接，以便在构成 CVM 集群的节点间
建立集群和网络通信。
必须首先使用 SFWConnectionManager 创建或删除 CVM 链接，然后才能运行适用
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或其等效 CLI ffconfigcli）。如果
在运行向导（或 ffconfigcli）之后使用 SFWConnectionManager 对 CVM 集群的
现有 CVM 链接进行了任何更改，则需要取消配置并重新配置 CVM 以反映更改。
从 CLI 使用 SFWConnectionManager 实用程序可执行如下操作：
■

创建 CVM 链接：运行下列命令以跨集群网络创建 CVM 链接：
SFWConnectionManager -createlink <ClusterNetworkName
1>,<ClusterNetworkName 2>,...<ClusterNetworkName n>

使用此命令可为提供的集群网络列表创建 CVM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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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集群网络的名称中包含空格，则必须将其放在双引号内。

■

删除 CVM 链接：运行下列命令删除现有的 CVM 链接：
SFWConnectionManager -deletelink <CVMLinkName>

注意：要取代 <CVMLinkName>，请在命令末尾使用 -all 选项删除所有 CVM 链
接。

■

显示 CVM 链接信息：运行下列命令显示有关 CVM 链接及其集群网络的信息：
SFWConnectionManager -displaylinks

集群共享卷的访问模式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体系结构允许从两个不同节点访问两个不同的卷，
但不能从不同节点访问同一个卷。可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多个节点独占共
享来自同一集群共享磁盘组的卷。
集群中所有节点均可访问磁盘组的共享存储池中，使用卷访问模式可避免数据损
坏。从节点角度来讲，卷访问权限是指仅为给定集群中的一个节点授予访问卷的权
限。
当某个卷在某节点联机后，该节点被授予访问该卷的权限，其他节点无法访问该
卷。要授予其他节点访问同一卷的权限，必须首先在卷处于联机的节点上使卷脱
机，然后使卷在另一个节点上联机。
下列状态适用于集群共享卷：
■

Online (Read/write) (联机 [读/写])
允许从存储池的共享卷读取数据，或写入存储池的共享卷。

■

Offline (Read-only) (脱机 [只读])
此状态意味着无法访问此卷的数据。

使用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设置访问模式
在 VEA GUI 的集群共享动态磁盘组 (CSDG) 上创建共享卷时，Microsoft 故障转移
集群中的可用存储下将自动创建对应的卷资源。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中，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创建在“存储”下（在 Windows Server 2012 中，“存
储”>“磁盘”下）。
有关该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416 页的“手动创建 Volume Manager 共享
卷资源”。
使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可使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联机或脱机，进而使
共享卷联机或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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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UI 设置访问模式
使用 VEA GUI 可更改作为集群共享磁盘组一部分的共享卷的访问模式。
从 VEA GUI 的“Volumes (卷)”选项卡中，右键单击卷，然后根据要求更改访问
模式（“Online (联机)”或“Offline (脱机)”）。

使用 CLI 设置访问模式
使用 CLI 命令可更改作为集群共享磁盘组一部分的共享卷的访问模式，如下文所
述。

对于卷访问：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online | offline>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使卷在节点上联机或脱机。使卷联机，以便为节点授予访问卷的权限。可应用以下
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参数时才需要使用此属
性）。
online

使卷在节点上联机，为节点授予访问卷的权限。

offline

使卷在节点上脱机，节点将无法访问卷。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必须为本
地 NTFS 卷上的空文件夹。

示例：使卷在节点上联机，为节点授予访问卷的权限：
vxassist online x:
vxassist -gDG1 online Volume1

检查卷状态
使用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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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EA GUI 可检查节点上的卷状态（处于联机还是脱机状态）。状态显示在
“Volume (卷)”选项卡视图的“State (状态)”列中。您也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卷，
并选择“Properties (属性)”来查看卷状态。
使用 CLI：
使用 CLI 时，可使用下列命令检查节点上的卷状态，确定卷处于联机还是脱机状
态。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volinfo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参数时才需要使用此属
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必须为本
地 NTFS 卷上的空文件夹。

例如：
vxvol -gDG1 volinfo Volume1
vxvol volinfo i:

命令输出的“Online (联机)”属性提供了有关节点上卷的当前状态信息。值“Yes
(是)”表示卷联机，“No (否)”表示卷脱机。

存储连接断开与 CVM 磁盘分离策略
当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检测到通往一个或多个数据磁盘上的一个或多
个 plex 的连接出故障时，CVM 会根据如下所述的四种存储连接故障决定如何处理
此连接故障。
本节提供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
■

存储连接故障的类型

■

CVM 如何使用局部分离策略处理本地存储断开连接

■

CVM 存储断开连接方案

■

集群节点和集群共享磁盘组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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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共享的磁盘组故障策略

存储连接故障的类型
CVM 根据故障范围来确定存储连接断开故障的类型。CVM 会确定故障是影响全部
节点（全局故障）还是仅影响部分节点（局部故障）。CVM 还会确定故障是否影响
卷的一个或多个 Plex。如果故障影响所有 plex，则会将其视作完全故障。否则，会
将其视作部分故障。
CVM 定义了下列类型的存储连接断开情况：

全局部分故障
图 14-1 显示了全局部分故障的情形。
图 14-1

全局部分故障

所谓“全局部分故障”，指的是全部节点都受到影响，但并非卷中的所有 Plex 都受
影响。在上述示例中，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已失去对阵列 B 的访问权限，而阵列 B
拥有卷的 plex B。

全局完全故障
图 14-2 显示了全局完全故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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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全局完全故障

全局完全故障是指所有节点以及卷中的所有 plex 均受影响。

局部部分故障
图 14-3 显示了局部部分故障的情形。
图 14-3

局部部分故障

局部部分故障是指该故障并非对所有 plex 均有影响，且该故障发生在一个或多个节
点上，而非所有节点上。

局部完全故障
图 14-4 显示了局部完全故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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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局部完全故障

局部完全故障是指该故障对所有 plex 均有影响，且该故障发生在一个或多个节点
上，而非所有节点上。

CVM 如何使用局部分离策略处理本地存储断开连接
如果某个节点在访问 plex 时因本地连接问题发生 I/O 故障，则局部分离策略将指示
使本地卷上的 I/O 失败。不会针对整个集群分离此 plex。 此行为确保可在其他节点
上将所有 plex 用于 I/O。 只有发生故障的一个或多个节点才会受到影响。
此策略的优点在于尽可能保护卷的冗余。 在卷的冗余远远比可访问该卷的节点数重
要的大型集群中，局部分离策略支持故障转移应用程序。 换句话说，您宁愿一个或
多个节点失去对卷的 I/O 访问权限，也不希望集群中的所有节点失去对该卷的 plex
的访问权限。
表 14-1

本地磁盘分离策略下发生镜像卷 I/O 故障时的集群行为

故障类型

局部分离策略

全局部分故障

分离 plex

全局完全故障

禁用卷

局部部分故障

从无法访问 plex 的节点对卷执行 I/O 操作失败

局部完全故障

从无法访问 plex 的节点对卷执行 I/O 操作失败

CVM 存储断开连接方案
对于上一节中讨论的存储断开连接故障，本节提供有关 CVM 如何使用局部分离策
略处理这些存储故障的信息：

全局部分故障
图 14-5 显示了 CVM 如何使用局部分离策略处理全局部分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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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用于处理全局部分故障的局部分离策略

所谓“全局部分故障”，指的是全部节点都受到影响，但并非卷中的所有 plex 都受
影响。在上述示例中，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已失去对阵列 B 的访问权限，而阵列 B
拥有卷的 plex B。在这种情况下，将分离 plex B。任何节点都无法访问该 Plex，因
此必须分离该 Plex 才能保持镜像的一致性。在卷中继续执行其他 Plex 的 I/O。这
种情形会影响卷的冗余。

全局完全故障
图 14-6 显示了 CVM 如何使用局部分离策略处理全局完全故障。
图 14-6

用于处理全局完全故障的局部分离策略

全局完全故障意味着所有节点和卷中的所有 plex 都将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将禁
用卷。由于无法使用任何 Plex，因此卷无法用于任何 I/O。如果所有节点同时发生
故障，将不会分离任何 plex。

局部部分故障
图 14-7 显示了 CVM 如何使用局部分离策略处理局部部分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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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用于处理局部部分故障的局部分离策略

如果出现局部部分故障，则 CVM 将无法以局部方式向卷中写入 I/O。局部分离策略
指示 CVM 应确保本地连接错误仅影响本地节点。当在本地使卷上的 I/O 失败时，
应用程序需要故障转移到其他节点。

局部完全故障
图 14-8 显示了 CVM 如何使用局部分离策略处理局部完全故障。
图 14-8

用于处理局部完全故障的局部分离策略

如果卷中的所有 plex 出现局部完全故障，则 CVM 将无法以局部方式向卷中写入
I/O。从无法访问 Plex 的节点无法执行卷的 I/O。从其他节点继续执行卷的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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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节点和集群共享磁盘组的可用性
默认情况下，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要求加入集群的节点必须能够访问所
有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中的所有磁盘。此要求也适用于已从集群删除的节点。
在磁盘访问权限恢复前，此节点无法重新加入该集群。
同样，除非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可以访问集群共享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否则无法
导入该磁盘组。

集群共享的磁盘组故障策略
如果断开了与 CVM 主节点中集群共享磁盘组的所有磁盘的连接，则主节点将离开
集群，以允许其他节点成为主节点。

取消配置 CVM 集群
本节提供有关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基于 GUI 的 SFW 配置向导和
基于 CLI 的 ffconfigcli.exe 实用程序取消配置 CVM 集群的信息。该节提供关于
取消配置整个集群以及从 CVM 集群删除一个或多个节点的信息。
使用向导或实用程序取消配置 CVM 集群之前，请注意下列重要信息：
■

取消配置 CVM 集群时，所有 CVM 资源在任何集群节点上都不应处于联机状
态。类似地，在删除节点时，任何资源在您要删除的节点上都不应处于联机状
态。

■

要在节点上运行向导，CLUSSVC 服务必须处于运行状态，而不管当前正在执行
什么操作。但如果在一个不打算删除的节点上运行该向导，则 CLUSSVC 服务
可以在要删除的节点上停止。
而另一方面，CLI 实用程序的作用又不同于向导。为添加节点和配置集群，此实
用程序要求 CLUSSVC 服务处于运行状态。而对于删除节点和取消配置集群，
CLUSSVC 服务在任意节点上是正在运行还是已停止并不重要。

■

取消配置 CVM 集群不会删除向导（或实用程序）自动填充或管理用户手动创建
的任何 CVM 链接信息。

有关配置 CVM 集群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411 页的“配置 CVM 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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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

1

在“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键入 Run，
然后按 Enter 键打开“运行”对话框。
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 scc，然后单击“确定”以启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SCC)。

2

从 SCC 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视图中，单击“SFW Configuration Wizard
for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
向导)”启动此向导。

3

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面板显示了集群和系统（节
点）信息，并可让您为 CVM 集群配置或取消配置系统。
要取消配置 CVM，请选择一个或多个已配置的系统，然后单击“Unconfigure
(取消配置)”以取消配置对选定系统的 CVM 支持。
选择所有系统可取消配置整个 CVM 集群。

4

单击“Done (完成)”退出该向导。

使用 ffconfigcli 取消配置 CVM
本节提供了有关使用基于 CLI 的 ffconfigcli 实用程序删除节点或取消配置 CVM
集群的信息。
注意：在下列命令中，您可以在命令末尾使用可选的 -verbose 选项来显示有关命
令所执行任务的信息。

注意：在下列命令中，不管何处需要提供节点名称，都不能选择性地提供节点的 IP
地址，因为不支持此操作。
有关配置 CVM 集群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411 页的“配置 CVM 集群”。
■

取消配置 CVM 集群：运行以下命令以取消配置和删除 CVM 集群：
注意：建议您先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取消配置 CVM 集群，然后运行此命
令。
ffconfigcli -unconfigure

■

从 CVM 集群删除节点：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删除节点后，请运行以下命
令将其从 CVM 集群删除：
ffconfigcli -removenode <Nod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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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odeName> 是您要从 CVM 集群删除的节点的名称。这是一个强制性
参数。

命令传送
Clustered Volume Manager (CVM) 将其中一个集群节点指定为集群的主节点，所
有其他节点则成为从属节点。CVM 体系结构允许针对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执
行管理操作，例如仅主节点上的磁盘组创建和卷创建。利用命令传送功能，用户能
够从集群的任何节点执行支持的命令。
在 CVM 集群中，SFW 配置视图可能在各个节点间有所不同。例如，在集群共享磁
盘组中，磁盘的磁盘访问 (DA) 名称可能在各个节点间有所不同。所以，不能使用
该节点上的 &ProductNameShort_SF 配置视图从从属节点运行命令。
请注意以下源自从属节点且 CVM 在主节点上执行的命令的错误处理：
■

如果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在从属节点或主节点上失败，该命令会退出。该
命令在主节点上的实例也会退出。要确定命令是否已成功执行，请使用 vxprint
命令检查 VxVM 对象的状态。

■

如果在主节点执行该命令时，传送该命令的从属节点或者主节点脱离了集群，
则该命令会在主节点和从属节点上退出。要确定命令是否已成功执行，请使用
vxprint 命令检查 VxVM 对象的状态。

命令传送支持的操作
本节提供了命令传送功能支持的 SFW 操作列表。因此，可从从属节点运行支持的
命令来实现这些操作。
使用命令传送功能时，对于任何从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的从属节点发起的命
令，CVM 均可自动在主节点上执行。
表 14-2

命令传送支持的操作

Operations

支持的命令

vxassist

vxassist growby
vxassist shrinkby
vxassist snapback
vxassist snapshot

vxcache

vxcache enable
vxcache 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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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支持的命令

vxdg

vxdg import
vxdg join
vxdg reclaim
vxdg reclaimcancel
vxdg split

vxsnap

vxsnap create
vxsnap reattach
vxsnap restore

卷联机时支持运行的操作
本节提供了仅在卷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支持的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SFW 操
作的列表。
表 14-3

卷联机时支持运行的操作

Operations

支持的命令

vxassist

vxassist growby
vxassist shrinkby

vxsnap

vxsnap create
vxsnap reattach
vxsnap restore

vxvol

vxvol growfs
vxvol reclaim
vxvol reclaimcancel

关于 I/O 防护
注意：I/O 防护是完全自动化的。您不需要手动配置任何设置便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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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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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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分区的情形下，SFW I/O 防护技术利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仲裁过程来
选择哪些节点允许访问共享存储以及哪些节点从集群中排除。

关于使用 I/O 防护防止数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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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供高可用性，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会在节点发生故障时采取纠正措施。在这
种情况下，SFW 也会更新其组件来反映更改过的 CVM 成员集。
但当用于检测故障的机制失败时，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这种机制失败时呈现的症
状与故障节点的症状相同。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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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W 使用 I/O 防护来消除与裂脑相关的风险。I/O 防护允许活动集群成员对存储进
行写入访问，并阻止非成员访问存储。

关于 I/O 防护操作
I/O 防护在发生节点故障或通讯故障时执行相同的操作。当节点上的 Microsoft 故障
转移集群变得能够发觉集群成员集中的更改时，它会立即开始执行仲裁进程。根据
仲裁进程的结果，获胜的节点会将脱离的节点从数据磁盘中排除。在裂脑方案中，
拆分的两方将竞争证明多数的控制权。能够证明多数的一方将赢得控制权，并防护
失败的一方。

关于 I/O 防护组件
SFW 的共享存储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才能启用 I/O 防护。SFW 将数据磁
盘作为共享存储来存储共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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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单
元 (LUN)。这些磁盘必须支持 SCSI-3 PR，且属于标准 CVM 磁盘组的一部分。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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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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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校园集群的可识别站
点分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概述

■

关于可识别站点的读取策略

■

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

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磁盘

■

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卷

■

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镜像 plex

概述
在校园集群或远程镜像配置中，集群的主机和存储将在两个或多个站点间进行分
配。 这些站点通常通过实现访问存储和集群节点之间通信的冗余高容量网络或光纤
通道进行连接。
如果磁盘组在多个站点配置了存储且站点间通信中断，则可能出现严重的裂脑情
况。 当每个站点在不知道站点中断的情况下不断更新本地磁盘组配置副本时，便会
发生这种情况。 要在其他站点中断通信的情况下启动一个站点上的服务，需要数据
的完整副本（至少需要每个卷的一个完整 plex）。 目前，没有任何机制可确保所有
卷在每个站点都有一个完整的数据 plex。 在调整卷大小、重定位磁盘或添加新卷
时，数据 plex 都会不断变化。
可识别站点分配功能包含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6.0
版本中。利用此功能，可以在其他站点不可访问时允许一个站点的应用程序和服务
正常工作。 这意味着，即使在站点中断过程中，也可确保每个站点至少有卷的一个
完整 plex。 这种分配类型称为基于站点的分配。 用户可以在创建卷或镜像时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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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对于卷增长、子磁盘移动和磁盘重定位等操作，将保留站点边界限制。 如果
某个 plex 并非完全位于一个站点内，而该 plex 的分配跨越了可用站点边界，则会
超出站点边界限制。
可识别站点分配可支持以下基于站点的分配类型：
■

“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制)”分配

■

“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分配

下表说明了可识别站点分配的术语和定义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表 15-1。
表 15-1

可识别站点分配及相关术语

术语

说明

Site (站点)

主机集合和阵列或磁盘阵列集合的逻辑表示。

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

可以从创建卷时指定的一个或多个站点获得
卷的存储。 此分配类型支持从多个站点获得
存储。
分配卷存储的方式会确保卷的每个 plex 完全
位于同一个站点上，即，如果某个“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卷有两个 plex，位
于两个站点 A 和 B 上，那么每个 plex 将完全
位于一个单独的站点上。
卷的调整大小、重定位、重新布局或任何此
类操作都会使 plex 保留在自己的站点上。
多个 plex 可位于同一个站点上

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制)

只能从创建卷时指定的一个站点获得卷的存
储。 对于这种卷分配，不能分配多个站点。
卷完全位于同一个站点上。
调整大小、重定位、重新布局或任何此类操
作都将仅使用同一个站点上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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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说明

Siteless (无站点)

指未标记任何站点信息或站点属性的卷。 默
认情况下，所有卷均为“Siteless (无站点)”
类型。

注意：从早期版本升级到 SFW 6.0 时，所有
卷类型均默认为“Siteless (无站点)”。升级
后，可以将卷的属性手动更改为“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制)”或“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前提是满足类似“卷需要完
全位于同一个站点上”或“卷的每个 plex 完
全位于一个站点上”的条件。
Site boundary (站点边界)

如果某个 plex 并非完全位于一个站点内，而
该 plex 的分配跨越了可用站点边界，则视为
超出站点边界限制。
热重定位、卷自动增长等自动操作不受站点
边界限制的约束，对于配置了此类自动操作
的存储，一旦超出站点边界限制，便会变为
“Siteless (无站点)”类型。
当卷变为“Siteless (无站点)”类型时，系统
将通知用户并在事件查看器日志中显示日志
以验证此情况。

对校园集群设置启用可识别站点的分配的先决条件
下面列出了为校园集群设置配置可识别站点的分配的先决条件：
■

可为包含在校园集群设置中的每个主机分配一个站点名称（可选要求）。
可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或 vxassist 命令行选项向
站点添加主机。
请参见第 435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

SFW 动态磁盘必须以站点名称标记，以便能够使用可识别站点的分配功能。可
通过 VEA GUI 或 vxdisk 命令行选项向站点添加动态磁盘。
请参见第 437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磁盘”。

关于可识别站点的读取策略
可识别站点的读取策略是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6.1
版本中新增的一项功能，可增强 I/O 读取性能。为增强读取性能，SFW 将从运行应
用程序的本地站点上的 plex 执行读取 I/O 服务。I/O 写入将写入到所有站点的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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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用站点信息对主机进行标记，SFW 可识别哪些主机属于哪一个站点。然后，
标记有相同站点的磁盘将会满足由某个站点的主机启动的 I/O 读取操作。利用正确
的站点信息标记主机和磁盘可让您通过可识别站点的读取策略功能最大程度地提高
读取性能。
注意：可识别站点的读取策略功能仅适用于站点分隔的卷。
只有对主机进行了标记，且站点分隔卷上至少有一个 plex 驻留在与主机标记相同的
磁盘上时，可识别站点的读取策略功能才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对主机进行了标
记，但是没有可用的本地站点磁盘，则按照循环方式顺序读取 plex。当存在多个本
地 plex 时，将不在这些 plex 中使用循环方式，而是将其中一个 plex 选为可识别站
点的读取策略的首选 plex。
注意：如果将任何 plex 设为首选 plex 以改进 I/O 性能，则不实施可识别站点的读
取策略功能。
如果卷故障转移至没有本地 plex 的站点，则可识别站点的读取策略将变成循环读取
策略，且故障转移之前设置的首选 plex 将不再适用。

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对于基于站点的分配，可通过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或命令行选
项在站点中添加或删除主机。
注意：站点名称可包含任意字母数字值，如 0 至 9, a...z, A....Z 和有效的字符，如
句点 (.)、短划线 (-) 和下划线(_)。它最多可包含 31 个字符。站点名称不区分大小
写，将以小写形式保存在注册表中，即使用户以大写形式指定站点名称也是如此。
请参见第 435 页的“通过 GUI 管理用于可识别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请参见第 436 页的“通过 CLI 管理用于可识别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注意：如果存储以站点信息标记，但主机未以任何站点名称标记，则仍可以对此类
存储使用站点可识别的分配功能。不过，如果存储未以任何站点信息标记，则不能
使用基于站点的分配。

通过 GUI 管理用于可识别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可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为主机添加站点名称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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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站点添加主机
要通过 VEA 向站点添加主机，请执行下列步骤：
通过 GUI 向站点添加主机

1

在 VEA 控制台中，选择“localhost”，然后在菜单中单击“Actions (操
作)”>“Add Host to Site (向站点添加主机)”。
此外，也可以右键单击“localhost”，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Site (站
点)”>“Add Host to Site (向站点添加主机)”。

2

在“Add Host to Site (向站点添加主机)”对话框中，输入要向其添加主机的站
点的名称。例如，输入 site1 作为站点名称。单击“OK (确定)”。
此时便会将主机添加到站点 site1 中。

从站点中删除主机
要从站点中删除主机，请通过 VEA 控制台执行下列步骤：
通过 GUI 从站点中删除主机

1

从 VEA GUI 中，右键单击“local host”，然后选择“Site (站点)”>“Remove
Host from Site (从站点中删除主机)”选项。
此外，也可以选择菜单选项“Actions (操作)”>“Remove Host from Site
(从站点中删除主机)”。

2

随即便会显示一条消息，要求您确认是否从站点中删除主机。单击“Yes (是)”
即可删除主机。

通过 CLI 管理用于可识别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使用 vxassist 命令选项可以添加、删除或显示站点的主机。
请参见第 639 页的“vxassist（特定于 Windows）”。
运行 vxassist taghost site=<sitename> 可向名为 site1 的站点添加主机。
请参见第 642 页的“vxassist taghost”。
使用 vxassist showtag 可列出主机所属的站点名称。
请参见第 642 页的“vxassist showtag”。
使用 vxassist untaghost 可删除主机的站点名称。
请参见第 642 页的“vxassist unta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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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磁盘
对于基于站点的分配，可以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或命
令行选项在站点中添加或删除 SFW 动态磁盘。
注意：站点名称可包含任意字母数字值，如 0 至 9, a...z, A....Z 和有效的字符，如
句点 (.)、短划线 (-) 和下划线(_)。它最多可包含 31 个字符。 站点名称不区分大小
写，磁盘将以小写形式标记，即使用户以大写形式指定站点名称也是如此。
请参见第 437 页的“通过 GUI 管理站点的磁盘”。
请参见第 439 页的“通过 CLI 管理站点的磁盘”。
请参见第 119 页的“查看磁盘属性”。

通过 GUI 管理站点的磁盘
可使用 VEA GUI 在站点中添加或删除 SFW 动态磁盘。

向站点添加磁盘
要通过 VEA 控制台向站点添加一个或多个磁盘，请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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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站点添加磁盘

1

在 VEA 控制台中，选择磁盘，然后在菜单中单击“Actions (操作)”>“Add
Disk to Site (向站点添加磁盘)”。
此外，也可以右键单击需要添加到站点中的磁盘，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Add Disk to Site (向站点添加磁盘)”。
从可由主机识别的站点列表中选择站点或指定一个新站点名称。

2

在“Add Disk to a Site (向站点添加磁盘)”上完成下列选项：
Available Sites (可用站点)

如果要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站点，请启用此
选项。
此列表包含已向其添加主机或磁盘的站点
列表。

Select a new site (选择新站点)

如果要指定新站点名称（例如 site2），请
启用此选项。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从此列中，选择要添加到站点中的一个或
多个磁盘。 单击“Select > (选择 >)”或
“Select All >> (全选 >>)”，可相应地向
站点中添加所选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要取消选择，请单击“< Unselect (< 取消
选择)”或“<<Unselect All (<<全部取消
选择)”选项。

单击“OK (确定)”确认磁盘选择。

从站点中删除磁盘
请注意，当有任意站点受限制的卷或站点分隔的卷位于磁盘上时，从站点中删除磁
盘的操作将失败。
要通过 VEA GUI 从站点中删除磁盘，请执行下列步骤：
从站点中删除磁盘

1

在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需要从站点中删除的一个或多个磁盘。从上下文
菜单中选择“Remove disk from Site (从站点中删除磁盘)”选项。

2

在“Remove disk from Site (从站点中删除磁盘)”窗口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磁
盘，然后相应地单击“Select >(选择 >)”或“Select All >> (全选 >>)”。
单击“OK (确定)”确认选择并从站点中删除选定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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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CLI 管理站点的磁盘
可使用 vxdisk 命令选项在站点中添加或删除一个或多个磁盘。
可以使用下列 vxdisk 命令选项：
■

要以站点名称标记 SFW 动态磁盘，请运行以下命令：
vxdisk setsite site=<sitename> <disklist>

其中 sitename 是站点的名称，disklist 是标记的磁盘数。
请参见第 608 页的“vxdisk setsite”。
■

要显示磁盘的站点信息或属性，请运行以下命令：
vxdisk diskinfo

请参见第 598 页的“vxdisk diskinfo”。
■

vxdisk list
请参见第 600 页的“vxdisk list”。

■

要从站点中删除磁盘，请运行以下命令：
vxdisk rmsite

注意：如果有站点受限制的卷或站点分隔的卷位于磁盘上，则 vxdisk rmsite
命令在该磁盘上将失败。
请参见第 608 页的“vxdisk rmsite”。

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卷
可以通过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GUI 或命令行选项重置或设置
SFW 动态卷的“Sitetype (站点类型)”属性。
在对基于站点的卷执行子磁盘移动和磁盘迁移之类的操作时，存储必须来自于该卷
所属的同一站点；否则，操作将失败。 如果要镜像站点受限制的卷或尝试增大基于
站点的卷（站点受限制的卷或站点分隔的卷），则存储还必须来自于原始卷所属的
同一站点。
注意：热重定位操作不受站点边界的限制。 如果热重定位导致数据越过了站点边
界，则会将卷的“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属性更改为“Siteless (无站点)”。
这样更改是为了不禁用热重定位。 以后如果要还原站点边界，可以将越过站点边界
的数据重定位回原站点上的磁盘，然后将受影响卷的属性改回来。
请参见第 133 页的“扩展动态卷”。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热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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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或重置用于站点分配的“Sitetype (站点类型)”属性
已将新属性“Sitetype (站点类型)”添加到 SFW 动态卷。
请参见第 131 页的“检查分区或卷的属性”。
“Sitetype (站点类型)”卷属性可以采用下列值：
■

Siteless (无站点)

■

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制)

■

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

请参见第 433 页的表 15-1。

通过 GUI 设置或重置“Sitetype (站点类型)”卷属性
要通过 VEA 设置或重置卷属性，请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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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UI 设置或重置卷属性

1

在 VEA 控制台的树视图中选择一个卷，然后从菜单中选择“Actions (操
作)”>“Change Volume Sitetype (更改卷站点类型)”。
此外，也可以右键单击卷，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Change Volume
Sitetype (更改卷站点类型)”以设置“Sitetype (站点类型)”卷属性。
在“Change Volume Sitetype properties (更改卷站点类型属性)”对话框中选
择以下选项：
Siteless to Site Separated (无站点到站点
分隔)

默认情况下，所有卷都是无站点卷。可以
将此类卷的“Sitetype (站点类型)”属性设
置为“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
如果无站点卷的每个 plex 完全位于一个站
点上，则该卷将会成功转换为站点分隔的
卷。

Siteless to Site Confined (无站点到站点受 可以将无站点卷的“Sitetype (站点类型)”
限制)
属性设置为“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
制)”。
如果无站点卷的所有 plex 都位于同一站点
上，则该卷将会成功转换为站点受限制的
卷。

2

选择所需的选项后，单击“OK (确定)”。
此外，也可以将站点受限制的卷或站点分隔的卷的“Sitetype (站点类型)”卷
属性设置为“Siteless (无站点)”，方法是：右键单击此类卷，然后从上下文菜
单中选择所需的选项。

通过 CLI 设置或重置“Sitetype (站点类型)”卷属性
要通过 CLI 设置或重置“Sitetype (站点类型)”卷属性，可以使用下列命令选项：
使用 vxassist set sitetype 命令可以将无站点卷的“Sitetype (站点类型)”卷属
性设置为“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制)”或“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sitetype={confined |
separated}

使用 vxassist resetsitetype 可以将站点受限制的卷或站点分隔的卷转换为无站
点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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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setsitetype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请参见第 643 页的“vxassist set sitetype”。
请参见第 643 页的“vxassist resetsitetype”。

创建动态卷
要创建基于站点的卷（站点受限制的卷或站点分隔的卷），先决条件是存储必须以
站点标记。
请参见第 437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磁盘”。
使用 VEA GUI 或 CLI 选项为基于站点的分配创建 SFW 动态卷：
通过 GUI 创建卷
通过 CLI 创建卷

通过 GUI 创建卷
有关通过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或 GUI 创建以站点属性标
记的可识别站点卷的信息，请参见第 53 页的“创建动态卷的步骤”。

通过 CLI 创建卷
可以使用 vxassist make 命令为基于站点的分配创建卷。
vxassist [-b]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make
[<VolumeName>] <length>[type={mirror|raid5|stripe}[,log]]
[<alloc_attributes...>] [Column=N] [StripeUnit=<width>]
[Site=<sitename1>[,<sitename2>,...]][DriveLetter={A|B|..|Z}|DrivePath=<DrivePath>]
[<[!]diskname | p#c#t#l#> ...]

请参见第 610 页的“vxassist make”。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vxassist -g testdg make testvol1 100M Site=s1

上一命令将在属于站点 (s1) 的磁盘上创建一个站点受限制的卷 (testvol1)。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vxassist -g testdg make testvol1 100M type=mirror mirror=3 Site=s1

上一命令将创建一个站点受限制的卷 (testvol1)，该卷有三个 plex，所有这些 plex
所在的磁盘均属于站点 (s1)。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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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g testdg make testvol1 100M type=mirror mirror=3
Site=s1,s2,s3

上一命令将创建一个站点分隔的卷 (testvol1)，该卷有三个 plex，其中每个 plex
所在的磁盘分别属于站点 s1、s2 和 s3。

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镜像 plex
如果要一次创建多个镜像，则可能会在进度条上看到不一致的信息。而且，多个镜
像的生成确实会影响系统资源。创建某个镜像之后，可能需要等待该镜像完成生
成，然后才能开始创建另一个镜像。
请参见第 60 页的“动态卷类型”。
注意：向卷添加镜像需要一定数量的时间来进行镜像重新同步。请注意在命令完成
之前，不要在卷上执行操作。而且，如果在镜像重新同步完成之前，无意间关闭了
服务器或逐出了包含卷的磁盘组，则当包含卷的磁盘组再次处于联机状态时，将会
删除所有正在向卷添加的镜像。

通过 GUI 向基于站点的卷添加镜像
如果要向未以站点标记的磁盘或存储添加镜像 plex，则应将卷的“Sitetype (站点类
型)”属性更改为“Siteless (无站点)”。
对于站点受限制的卷，只能在同一站点（例如 Site1）中添加镜像。 如果要向其他
站点（例如 Site2）添加镜像 plex，则应将卷的“Sitetype (站点类型)”属性更改为
“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或“Siteless (无站点)”。
对于站点分隔的卷，可以向其他站点添加镜像。 启动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卷在所有
指定站点上必须具有一个完整的 plex。 就像标准镜像卷一样，会将写入操作写入指
定站点中。
请参见第 440 页的“设置或重置用于站点分配的“Sitetype (站点类型)”属性”。
要添加镜像，请执行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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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基于站点的卷添加镜像

1

右键单击要镜像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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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Mirror (镜像)”>“Add (添加)”。
随即便会显示“Add Mirror (添加镜像)”向导。 指定要向卷添加的镜像的数量，
然后根据需要手动为这些镜像分配目标磁盘。

在此屏幕上完成下列选项：
Name of the Volume (卷名)

显示要向其添加镜像的卷的名称。

Number of mirrors to add (要添加的镜像
数)

从此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的镜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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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site from (从以下范围内选择站点)

如果卷是站点分隔的卷，则将显示此列表。
可根据需要选择站点。 对于指定站点，将
在“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中显示相
应的磁盘。
如果卷为无站点卷，则此列表会处于灰显
状态，并将显示所有可用磁盘以供选择。
如果卷为站点受限制的卷，则此站点选择
列表会处于灰显状态，并将显示与该卷来
自同一站点的磁盘。

Auto select disks (自动选择磁盘)

如果要自动分配磁盘，请启用此选项。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如果要手动分配磁盘，请启用此选项。
根据系统自动选择，将显示卷站点类型，
即“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制)”或“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
从“Available disk (可用磁盘)”列表中选
择一个或多个磁盘，然后相应地单击
“Select (选择)”或“Select All (全
选)”。

单击“Next (下一步)”。

3

在“Specify the attributes (指定属性)”对话框中，选择“Concatenated (连
续)”或“Striped (条带)”卷布局类型。 如果要创建条带镜像，则需要在
“Columns (列)”框和“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元大小)”框中输入值。系统会
提供默认值。
还可以为跨磁盘镜像的镜像指定以下属性：
■

Connected by port (通过端口连接)

■

Identified by target (通过目标标识)

■

Contained in an enclosure (包含在磁盘阵列中)

■

Connected by channel (通过通道连接)

此外，对于条带布局，可以指定通过以下方式完成跨磁盘条带化：
■

Port (端口)

■

Target (目标)

■

Enclosure (磁盘阵列)

■

Channel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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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源支持选定属性跨越磁盘进行镜像，则创建新动态卷的操作
会失败。

4

在摘要页上，单击“Finish (完成)”可添加镜像。

通过 CLI 向基于站点的卷添加镜像
使用 vxassist mirror 命令可以向基于站点的现有卷添加镜像。
vxassist [-b]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mirror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type=stripe]
[<alloc_attributes ...>] [Column=N] [StripeUnit=<width>]
[Site=<sitename1>[,<sitename2>,...]] [<[!]diskname | p#c#t#l#> ...]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vxassist -g testdg mirror testvol Site=s1

其中，testvol 是位于站点 s1 中的站点受限制的卷。 此命令将在属于站点 (s1) 的
磁盘上为卷 (testvol) 创建一个镜像。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vxassist -g testdg mirror testvol mirror=2 Site=s2,s3

其中，testvol 是位于站点 s1 中的站点分隔的卷。 此命令将为卷 (testvol) 创建
两个镜像，其中一个 plex 位于属于站点 (s2) 的磁盘上，另一个 plex 位于属于站点
(s3) 的磁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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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Hyper-V 虚拟机的
SFW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适用于 Hyper-V 环境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解决方案简介

■

SFW 动态磁盘组的实时迁移支持

■

管理 SFW 和 Hyper-V 虚拟机卷的存储迁移

■

面向 Hyper-V 环境的可选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

适用于 Hyper-V 环境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解决方案简介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

在 Hyper-V 父分区中运行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的优势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如何管理虚拟机存储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相关文档

在 Hyper-V 父分区中运行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的优势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是一个主机级别的卷管理器，提供了一种虚
拟化存储方法，这种存储可通过该管理器在其上运行的主机看到。SFW 提供对该存
储空间的中心点控制。
通过在 Microsoft Hyper-V 父分区中运行 SFW，SFW 的特性和功能可扩展到虚拟
机 (VM)，从而提供以其他方式无法在来宾级别获得的优势。

适用于 Hyper-V 虚拟机的 SFW
适用于 Hyper-V 环境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解决方案简介

当 SFW 在 Hyper-V 父分区中运行时，SFW 增添了下列特性和功能以专门支持
Microsoft Hyper-V VM：
■

SFW 实时迁移支持
您可以配置 VM 所驻留的 SFW 存储，以支持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节点之间
的 VM 实时迁移。
有关如何为 SFW 存储上的 VM 实施实时迁移，我们提供了详细说明。

■

VM 的 SFW 存储迁移
SFW 存储迁移功能可让您查看和选择要迁移到不同存储的 VM。
有关如何为 VM 实施存储迁移解决方案，我们提供了详细说明。

SFW 也提供多路径、复制和快照等高级特性和功能，它们进一步扩展了数据中心内
Windows 的功能。有关如何使用它们在 Hyper-V 环境中提供的下列特性和优势，
我们提供了详细信息：
■

使用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为在子分区中托管 VM 的 LUN 提供故障转
移和负载平衡（“DMP Device Specific Modules (DMP 设备特定模块)”选项）

■

在站点之间复制 VM（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选件）

■

维护 VM 的 快速恢复快照（FlashSnap 选件）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如何管理虚拟机存储
在虚拟环境中，管理来宾使用的存储并非易事。通常，来宾存储与物理存储是分开
的。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让虚拟机的存储
要求管理变得更为简单。
使用 Hyper-V 时，来宾位于虚拟硬盘 (VHD) 文件上，而这些文件位于物理存储上
的卷上。来宾无法直接访问这些卷或这些卷所在的 LUN。VHD 文件通过位于通过
父分区访问的存储上的父项进行置备。随着来宾 VHD 中存储需求的更改，它们可
能需要额外的空间。有效管理空间要求或将来宾从一个存储位置重新定位至另一个
存储位置可能非常困难。
在父分区中运行 SFW 为 VHD 提供以下存储管理解决方案：
■

SFW 存储迁移功能可让您查看和选择要迁移到不同存储的 VM。
有关使用 SFW 将 VM 迁移至新存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459 页的“关于存储迁移”。

■

SFW 允许动态增长托管来宾 VHD 的卷。由于 SFW 允许所有卷类型增长，因此
托管 VHD 文件的卷可以通过 RAID-5、条带化或镜像条带进行配置以提高性能。

■

在使用精简置备存储的环境中，SFW 可以配置为基于用户定义的空间阈值和策
略自动增长卷，这些阈值和策略可以设置卷的增长量以及这种增长是应该限制
还是取消限制。这样的话，由于允许在精简存储中创建小卷，因此会对精简环
境中 NTFS 非控制增长趋势的影响形成反击，如此，此精简存储将会根据需要
自动增长，从而触发硬件中也出现对应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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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主机级别的卷管理器，SFW 还允许跨阵列镜像卷，而且由于它支持在
集群中执行动态磁盘操作，因此还允许创建扩展或校园集群。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相关文档
下表列出了与使用 SFW 部署 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有关的 SFW 文档列表。
表 16-1

SFW 解决方案相关文档

有关信息

请参考

安装信息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Installation and Upgrade
Guid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
南》）

有关所有 SFW 功能的信息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
理指南》）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相关信息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为应用程序实施 SFW 快照解决方案

SFW 快速恢复解决方案指南。指南可用于：
■

Microsoft Exchange 2007 和 2010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2008 R2、
2012、2012 R2
Enterprise Vault

■

使用 SFW 为物理机上的应用程序实施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

SFW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指南。指南可用
于：
■

Microsoft Exchange 2007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2008 R2、
2012、2012 R2

此外，下列指南为其他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
色提供了将 Microsoft 集群与 SFW 存储搭配
使用的常规指南：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olutions Guide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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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W 动态磁盘组的实时迁移支持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

为 Hyper-V 虚拟机部署实时迁移支持的任务

■

关于在 SFW 存储上实施 Hyper-V 虚拟机实时迁移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的要求

■

安装 Windows Server

■

准备主机

■

安装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件

■

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获得 Hyper-V 实时迁移支
持

■

配置 SFW 存储

■

创建虚拟机服务组

■

设置虚拟机对 VMDg 资源的依赖关系

为 Hyper-V 虚拟机部署实时迁移支持的任务
要在主机端部署 SFW 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实时迁移，请按如下顺序执行以下
任务。
表 16-2

配置 SFW Hyper-V 虚拟机实时迁移的过程

操作

说明

查看要求

请参见第 452 页的“关于在 SFW 存储上实施
Hyper-V 虚拟机实时迁移”。
请参见第 453 页的“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的要求”。

安装 Windows Server

请参见第 453 页的“安装 Windows Server”。

准备主机

■

■

■

添加 Hyper-V 角色
请参见第 454 页的“添加 Hyper-V 角色”。
在主机端添加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
能
请参见第 454 页的“添加 Microsoft 故障转
移集群功能”。
在主机端配置故障转移集群节点
请参见第 454 页的“配置故障转移集群节
点”。

451

适用于 Hyper-V 虚拟机的 SFW
SFW 动态磁盘组的实时迁移支持

操作

说明

安装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件

请参见第 454 页的“安装 SFW Microsoft 故障
转移集群选件”。

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配置 SFW 来获得 Hyper-V 实时迁
移支持

请参见第 455 页的“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
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获得 Hyper-V 实时
迁移支持”。

配置存储

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创建磁盘组和卷。
■

■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请参见第 456 页的“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创建动态卷
请参见第 456 页的“创建动态卷”。

创建虚拟机服务组

请参见第 456 页的“创建虚拟机服务组”。

设置虚拟机对 VMDg 资源的依赖关系

请参见第 458 页的“设置虚拟机对 VMDg 资源
的依赖关系”。

关于在 SFW 存储上实施 Hyper-V 虚拟机实时迁移
本章提供了在高度可用的故障转移集群磁盘组资源上配置 SFW 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实时迁移的步骤。
使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能可以实现 Hyper-V 虚拟机 (VM) 实时迁移。在计
划内和计划外的停机时间内，实时迁移大大提高了虚拟机的可用性。
实时迁移可以大大减少正在迁移的虚拟机的停机。用户可以对正在迁移的虚拟机进
行无中断访问。正在迁移的虚拟机中的来宾操作系统察觉不到迁移正在进行。此
外，还可以在不影响虚拟机可用性的情况下进行物理主机维护；此维护可以在正常
工作时间进行。
您可以配置虚拟机 (VM) 所驻留的 SFW 存储，以支持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节点
间的 VM 实时迁移。
注意：如果要升级 SFW，并且存在已在集群中配置的磁盘组资源，则升级后，必须
使该磁盘组资源脱机，然后重新启动集群服务。磁盘组资源的 FastFailOver 属性
显示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中。要成功地将其设置为 True，请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配置 SFW Fast Failover 配置，以获得集
群节点之间的实时迁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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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的要求
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之前，请查看以下要求：
■

查看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Installation
and Upgrade Guid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中提供的有关安装 SFW 的常规安装要求。

■

对 SFW 而言，每个服务器的内存至少必须为 4 GB RAM。

■

处理器可以是基于 x64 体系结构的计算机，采用支持 Intel Extended Memory
64 Technology (Intel EM64T) 的 Intel 处理器或支持 AMD64 平台的 AMD 处理
器；不支持 Intel Itanium 系列 IA64 处理器。

■

必须将磁盘分区格式化为 NTFS 文件系统。

■

对 SFW HA 而言，每个服务器的内存至少必须为 4 GB RAM。

■

请勿在分配了域控制器角色的服务器上安装 SFW。不支持在域控制器上配置集
群。

■

您必须是域用户。
对于要在其上执行安装操作的所有节点，您必须是“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
管理员)”组的成员。

■

至少需要两个 NIC。其中一个 NIC 专用于集群节点间的专用网络通信。 第二个
NIC 将既用于专用集群通信，又用于对集群的公共访问。Symantec 建议使用三
个 NIC。

■

确保用于高度可用解决方案的所有系统都有共享存储。

■

在主机之间设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节点至少需要两个系统。

■

确保防火墙设置允许访问 SFW 向导和服务所使用的端口。有关 SFW 所用端口
和服务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Installation and Upgrade Guid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向导》）。

安装 Windows Server
在所需的主机系统上安装 Windows Server。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
档。

准备主机
要获得虚拟机实时迁移支持，需要添加 Hyper-V 角色并在主机上配置 Microsoft 故
障转移集群。按如下顺序执行下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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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Hyper-V 角色
在安装 Windows Server 以后，接下来要添加 Hyper-V 角色以启用实时迁移功能。
要启用 Hyper-V 角色，请参考 Microsoft Hyper-V 文档了解详细信息。

添加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能
使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中的“Add Features (添加功能)”选项在所有主
机系统上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能。有关安装故障转移集群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如果要在安装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的服务器上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
移集群功能，则您必须通过运行下列 CLI 命令手动重新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VxSVC)：
■

net stop vxsvc

■

net start vxsvc

配置故障转移集群节点
针对所有主机节点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有关如何添加故障转移集群节点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确保您满足了集群网络要求，然后再开始创
建故障转移集群节点。
注意：确保您有至少三个网络适配器（两个 NIC 专门用于专用网络，另一个用于公
用网络）。但当仅使用两个 NIC 时，可降低其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使用优先级
较低的 NIC 进行公共和专用网络通信。

安装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件
要安装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ProductNameLong_SF; Cluster Option，
需要具有主机和来宾操作系统上的管理权限。
安装 SFW 之前，必须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能并在属于实时迁移配置一部
分的所有系统上配置故障转移集群节点。
安装 SFW 需要重新启动，但在活动集群节点上重新启动会导致节点发生故障转移。
因此，建议使用“滚动安装”过程先将 SFW 安装在非活动集群节点上。然后，将
集群资源移动到另一节点并将其安装在非活动节点上。
在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安装 SFW 期间，请进行以下选择：
■

选择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作为要安装的产品。

■

当从服务器组件中选择可用选项时，确保要选择“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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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客户端组件保持选中状态（默认）。

有关使用产品安装程序或命令行安装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Installation and Upgrade Guide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
南》）。

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获得 Hyper-V
实时迁移支持
配置集群后，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设置 SFW 组件
以启用实时迁移支持。SFW 对 Hyper-V 实时迁移的支持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
内的网络上受支持。此向导还启用了对集群中 SFW 磁盘组资源的快速故障转移支
持。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启用 Hyper-V 实时迁移支持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

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配置 SFW 来获得 Hyper-V
实时迁移支持

■

启用 SFW VMDg 资源的 FastFailover 属性

您可以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SCC) 的“Solutions (解决方案)”选项卡
启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可以从添加了 Hyper-V 角
色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任何节点运行此向导。
您可以将向导用于下列方案：
■

首次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或向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添加新节点后

■

为 SFW VMDg 资源启用 FastFailover 属性

■

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移除节点之后

■

网络属性发生任何更改时重新配置实时迁移支持

有关使用向导启用 Hyper-V 实时迁移支持以及为 SFW VMDg 资源设置 FastFailover
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175 页的“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启用
磁盘组快速故障转移”。
有关这方面的更多相关、有用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411 页的“准备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注意：在同步复制模式下，如果设置快速故障转移，则在磁盘组故障转移到其他节
点时无法停止和启动 RVG。如果 RLINK 处于硬同步模式，则在卷到达时无法与此
卷连接，并且 I/O 可能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中，事件查看器会显示 NTFS 错误，并
且文件系统会将卷报告为 RAW。因此，如果 RLINK 处于硬同步模式，则不支持快
速故障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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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FW 存储
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时，需要按照如下描述为集群环境创建动态集
群磁盘组和卷。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您需要在共享存储上创建一个包含卷的动态集群磁盘组，以便在集群中的节点之间
进行共享。创建动态磁盘组的过程中需要为其分配名称。您选择的名称必须在环境
中唯一。记录下该名称，稍后将需要该名称。
注意：设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磁盘创建物理磁盘
资源。要在创建 SFW 集群磁盘组时使用这些磁盘，必须先从集群删除物理磁盘资
源。否则，会出现保留冲突。 创建 SFW 集群磁盘组后，您要将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而不是物理磁盘资源添加到集群。
若要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请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VEA
可以在一台服务器上调用，并可用于连接到其他所有服务器。然而，VEA 还可以在
客户端系统上启动，并可用于远程管理所有服务器。
注意：要获得 SFW Hyper-V 实时迁移支持，需要满足每个磁盘组只有一个虚拟机
(VM) 这项强制性要求。
新建磁盘组时，需要选择“Create cluster disk group (创建集群磁盘组)”选项。有
关创建磁盘组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48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的步骤 ”。

创建动态卷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后，需要为其创建卷。有关创建卷的信息，请参见请参
见第 53 页的“创建动态卷的步骤”。
注意：为卷分配驱动器盘符时，请确保所分配的驱动器盘符可用于所有节点。

创建虚拟机服务组
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后，继续在活动故障转移集群节点上添
加虚拟机。
注意：虚拟机和虚拟硬盘 (.vhd) 必须存储在 VMDg 资源中。这样可以使虚拟机高度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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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共享存储（即 VMDg 资源）供虚拟机使用，必须在拥有该存储的集群节点上创
建虚拟机。您可以按照如下所示过程使用现有的 .vhd 创建新的虚拟硬盘 (.vhd)，也
可以后再创建。
创建虚拟机

1

单击“开始”>“管理工具”>“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
如果未连接至拥有共享存储的集群节点，请进行连接。

2

从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左窗格的“Service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
应用程序)”>“Virtual Machine (虚拟机)”>“New (新建)”>“Virtual
Machine (虚拟机)”。

3

新建虚拟机向导随即启动。查看欢迎页面上的信息。
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pecify Name and Location (指定名称和位置)”页面中，为虚拟机指定名
称，例如 VM1。

5

选中复选框“Store the virtual machine in a different location (将虚拟机存
储在不同位置)”，然后键入完整路径或单击“Browse (浏览)”，将虚拟硬盘
(VHD) 文件复制到在本文档前面章节中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1)
资源，用于存储虚拟机。

6

在“Memory (内存)”页面上，指定在此虚拟机上运行的操作系统所需的内存
量。

7

在“configure Networking (配置网络)”页面上，选择配置用于 Hyper-V 的网
络适配器。

8

在“Connect Virtual Hard Disk (连接虚拟硬盘)”页面上，显示了如下三个选
项：
■

Create a new virtual hard disk (新建虚拟硬盘)

■

Use existing virtual hard drive (使用现有虚拟硬盘)

■

Create virtual hard disk later (稍后创建虚拟硬盘)

在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上选择所需的选项并指定指向 VHD
(.vhd) 文件的路径。
VHD (.vhd) 文件必须存储在 VMDg 资源所在的位置。

9

单击“Finish (完成)”关闭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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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虚拟机对 VMDg 资源的依赖关系
当虚拟机配置和虚拟硬盘 (VHD) 文件位于 VMDg 资源上时，需要设置虚拟机资源
对 VMDg 资源的依赖关系，以使其高度可用并对其进行实时迁移。
执行以下步骤以在虚拟机上设置对 VMDg 资源的依赖关系：
在虚拟机上设置对 VMDg 资源的依赖关系

1

从“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的中央窗格中，右键单击 VMDg 资源。从
菜单中选择“Actions (操作)”>“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Move this
resource to another service group or application (将此资源移至其他服务
组或应用程序)”。
VMDg 资源现已移至选定的虚拟机。

2

从控制台中央窗格中，选择并展开虚拟机资源，以显示“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Resource (虚拟机配置资源)”。
右键单击并选择“Properties (属性)”>“Dependency (依赖关系)”选项卡，
以使此虚拟机配置资源依赖于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
选择显示的 VMDg 资源并单击“Ok (确定)”以设置依赖关系。
现在，虚拟机已准备好实时迁移至其他集群节点。
有关实时迁移虚拟机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管理 SFW 和 Hyper-V 虚拟机卷的存储迁移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存储迁移

■

关于存储迁移的性能可调参数

■

设置存储迁移的性能可调参数

■

关于执行联机存储迁移

■

存储迁移限制

■

关于在执行卷迁移时更改布局

■

迁移属于 SFW 动态磁盘组的卷

■

迁移属于 Hyper-V 虚拟机的卷

■

将数据从一个磁盘阵列的 SFW 动态磁盘迁移到另一个磁盘阵列

■

将现有 Hyper-V 配置转换为支持实时迁移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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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储迁移
SFW 提供了通过存储迁移向导将卷迁移至新存储位置的功能。存储迁移功能简化了
在卷仍联机时将多个卷移到不同磁盘组的操作。当卷处于联机状态时，可以在一个
管理操作中移动与 Hyper-V 虚拟机 (VM) 或 SFW 磁盘组相关联的卷，而不必停止
应用程序或 Hyper-V VM。
在部署新阵列或将阵列移到具有更好性能配置的 LUN 时，存储迁移为管理员提供
了极大的灵活性。
注意：在存储迁移期间，卷布局和站点边界约束将保持不变。
请参见第 439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卷 ”。

关于存储迁移的性能可调参数
提供性能可调参数，以优化执行存储迁移操作所用的时间。使用性能可调参数，可
以在将数据从源磁盘迁移到目标磁盘的过程中提高存储迁移的性能。这些新性能可
调参数使您在交换存储迁移性能和应用程序性能时具有灵活性。
性能可调参数仅限用于存储迁移操作。
引入以下新性能可调参数：
■

I/O 大小

■

任务线程

可通过“VEA”>“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Task Settings (任务设
置)”>“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选项卡
访问这些可调参数。
有关这些可调参数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59 页的“设置存储迁移的性能可调参数”。

设置存储迁移的性能可调参数
性能可调参数设置为默认值。但是，用户可定义以下值，以优化存储迁移性能：
I/O 大小

在迁移过程中，在磁盘中读取或写入数据。
在应用程序性能和存储移动性能之间进行权衡。
如果没有更改布局，则 I/O 大小优化将不适用于条带卷的迁移。
IO 大小，默认值（单位为扇区）= 4096，下限 = 128，上限 = 1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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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线程

执行子磁盘移动
可为各存储迁移任务分别指定
通过阵列迁移向导和存储迁移向导启动的操作使用在存储迁移可调参数下指
定的任务线程值。
任务线程，默认值 = 1，下限 = 1，上限 = 20

任务控制

没有将新参数添加到“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选项卡。但是，要在存
储迁移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应用程序性能，则可以修改 MirrorCreate（对于卷
重新布局）和 SDMove（未执行卷重新布局和阵列迁移）的参数。“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选项卡中提供了这些参数。

在装入存储（磁盘组卷或磁盘阵列）和存储联机的系统中执行以下步骤：
设置存储迁移性能可调参数

1

从“开始”>“程序”> Symantec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
连接到本地系统。

2

单击左侧面板中的“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然后双击右侧窗格中的
“Task Settings (任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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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localhost - Task Settings (localhost - 任务设置)”窗格中，单击
“Configuration task performance tuning (配置任务性能优化)”选项卡，以
查看新的性能可调参数。

4

在“Storage migration tunable (存储迁移可调参数)”框中，定义新可调参数、
I/O 大小和任务线程的相应值，然后单击“OK (确定)”。
属性值会立即生效并应用于所有后续运行的存储迁移操作。
这些设置不适用于正在进行的存储迁移操作。

关于执行联机存储迁移
通过移动卷以及选择性更改卷的布局，存储迁移向导可将磁盘上的数据从一个磁盘
阵列迁移到另一个磁盘阵列。在卷联机时无需停止应用程序即可在一个管理操作中
完成此迁移操作。
以下操作可用于执行联机操作迁移：
■

迁移属于 SFW 动态磁盘组的卷。
请参见第 462 页的“迁移属于 SFW 动态磁盘组的卷”。

■

迁移属于 Hyper-V 虚拟机的卷。
请参见第 464 页的“迁移属于 Hyper-V 虚拟机的卷”。

■

将数据从一个磁盘阵列的 SFW 动态磁盘迁移到另一个磁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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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67 页的“将数据从一个磁盘阵列的 SFW 动态磁盘迁移到另一个磁盘阵
列”。

存储迁移限制
执行存储迁移时，限制如下所示：
■

对于进行迁移的卷，选择进行迁移的目标磁盘必须属于同一磁盘组。

■

如果 Hyper-V 虚拟机配置跨越多个磁盘组，则将逐个磁盘组地执行存储迁移。

■

不支持 RAID-5 卷进行迁移。

关于在执行卷迁移时更改布局
可以在迁移卷时更改卷的布局，从连续卷更改为条带卷，反之亦然。此外，您还可
以更改列的数量或条带卷的条带单元大小。
对于镜像卷，特定目标布局适用于特殊卷的所有 plex（快照就绪 plex 除外）。

迁移属于 SFW 动态磁盘组的卷
使用此过程执行 SFW 动态磁盘组的存储迁移。
请确保在运行此过程的系统上导入要迁移的磁盘组。
迁移属于 SFW 动态磁盘组的卷

1

从“开始”>“程序”> Symantec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
连接到本地系统。

2

在左侧面板中，展开“Disk Groups (磁盘组)”，然后右键单击并选择“Migrate
Storage (迁移存储)”，或从菜单栏中单击“Actions (操作)”>“Migrate
Storage (迁移存储)”，以启动“Storage Migration Wizard (存储迁移向导)”。

3

查看“Welcome (欢迎)”面板中的先决条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torage Component Selection (存储组件选择)”面板上，选择“Migrate
disk group volumes (迁移磁盘组卷)”，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磁盘
组，并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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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Disk Group Volume Selection (磁盘组卷选择)”面板中，可以选择一个或
多个卷进行联机迁移。默认情况下，“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选
项处于选中状态。如果要选择一个或多个卷进行联机迁移，请清除“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选项并在单击的同时按 Ctrl。单击“Next (下一步)”。

6

在“Disk Group Volume Target Selection (磁盘组卷目标选择)”面板上，可以
选择源卷以及要迁移卷的相应目标磁盘。默认情况下，“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如果需要，清除“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复选框，将目标磁盘映射到各个卷，然后清除“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复选框。单击的同时按 Ctrl 以选择多个目标磁盘。
■

如果“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选项处于选中状态，则所有选定
源卷都可以迁移到任何目标磁盘。

■

如果选择“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选项，您将不会具有更改布
局的选项。仅可以在选择单个卷时更改布局。

■

如果选中“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复选框并选择更改卷的布局，则会
用所选布局填充目标布局列，否则将显示“Unchanged (未更改)”。

单击“Next (下一步)”转到“Summary (摘要)”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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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所有卷的验证状态都显示“Success (成功)”，GUI 才会导航到下一个面
板。在单击“Disk Group Volume Target Selection (磁盘组卷目标选择)”面板
上的“Next (下一步)”后，将填充验证状态列。

7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上，根据在上一个面板上所做的选择显示源卷和目
标磁盘的映射。“Storage Migration Summary (存储迁移摘要)”面板显示磁盘
组的名称、源卷、目标布局和目标磁盘。
如果“Select All (全选)”选项处于选中状态，则会以源卷和目标磁盘分组的形
式显示摘要。如果未选中“Select All (全选)”选项，则根据所选的选择在
“Summary (摘要)”面板中显示各个选定的卷和分配的目标磁盘。
“Summary (摘要)”面板上的“Save Summary (保存摘要)”按钮用于将用户
选择摘要保存在 HTML 文件中。
默认摘要文件名为 StorageMigration_Summary_yyyy_MM_dd_HH_mm_ss.html。
文件的默认位置为 %allusersprofile%\veritas。

8

单击“Finish (完成)”以开始卷迁移。

9

现在，通过完成 VEA 上的下列选项，检查存储迁移状态（是成功还是失败）：
■

在 VEA 的底部面板上，单击“Console (控制台)”选项卡。

■

验证是否为每个子磁盘分别了创建了子磁盘移动任务。

■

单击 VEA 上的“Tasks (任务)”选项卡，检查显示在控制台底部面板中的
任务进度。

■

等待所有“Subdisk move (子磁盘移动)”任务完成。

■

在“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中，验证所有选定的卷现在是否已迁移
到所选目标磁盘。

迁移属于 Hyper-V 虚拟机的卷
使用此过程迁移属于 Hyper-V 虚拟机的卷。
请确保在运行此过程的系统上导入要迁移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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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属于 Hyper-V 虚拟机的卷

1

从“开始”>“程序”> Symantec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
连接到本地系统。

2

启动存储迁移向导。
右键单击 localhost，然后单击“Migrate Storage (迁移存储)”。
或者，选择 localhost，然后在菜单栏上单击“Actions (操作)”>“Migrate
Storage (迁移存储)”。

3

查看“Welcome (欢迎)”面板中的先决条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torage Component Selection (存储组件选择)”面板中，选择“Migrate
volumes used by Microsoft Hyper-V virtual machines (迁移 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使用的卷)”，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虚拟机。

5

单击“Next (下一步)”，导航到“Disk Group Volume Selection (磁盘组卷选
择)”面板。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卷进行联机迁移。默认情况下，“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选项处于选中状态。如果要选择一个或多个卷进行联
机迁移，请清除“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选项并在单击的同时按
Ctrl。单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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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Disk Group Volume Target Selection (磁盘组卷目标选择)”面板上，可以
选择源卷以及要迁移卷的相应目标磁盘。默认情况下，“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如果需要，清除“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复选框，将目标磁盘映射到各个卷，然后清除“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复选框。单击的同时按 Ctrl 以选择多个目标磁盘。
■

如果“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选项处于选中状态，则所有选定
源卷都可以迁移到任何目标磁盘。

■

如果选择“Select all volumes (选择所有卷)”选项，您将不会具有更改布
局的选项。仅可以在选择单个卷时更改布局。

■

如果选中“Change layout (更改布局)”复选框并选择更改卷的布局，则会
用所选布局填充目标布局列，否则将显示“Unchanged (未更改)”。

单击“Next (下一步)”转到“Summary (摘要)”面板。
直到所有卷的验证状态都显示“Success (成功)”，GUI 才会导航到下一个面
板。在单击“Disk Group Volume Target Selection (磁盘组卷目标选择)”面板
上的“Next (下一步)”后，将填充验证状态列。

7

在“Summary (摘要)”面板上，根据在上一个面板上所做的选择显示源卷和目
标磁盘的映射。“Storage Migration Summary (存储迁移摘要)”面板显示磁盘
组的名称、源卷、目标布局和目标磁盘。
如果“Select All (全选)”选项处于选中状态，则会以源卷和目标磁盘分组的形
式显示摘要。如果未选中“Select All (全选)”选项，则根据所选的选择在
“Summary (摘要)”面板中显示各个选定的卷和分配的目标磁盘。
“Summary (摘要)”面板上的“Save Summary (保存摘要)”按钮用于将选择
摘要保存在 HTML 文件中。
默认摘要文件名为 StorageMigration_Summary_yyyy_MM_dd_HH_mm_ss.html。
文件的默认位置为 %allusersprofile%\veritas。

8

单击“Finish (完成)”以开始卷迁移。

9

现在，通过完成 VEA 上的下列选项，检查存储迁移状态（是成功还是失败）：
■

在 VEA 的底部面板上，单击“Console (控制台)”选项卡。

■

验证是否为每个子磁盘分别了创建了子磁盘移动任务。

■

单击 VEA 上的“Tasks (任务)”选项卡，检查显示在控制台底部面板中的
任务进度。

■

等待所有“Subdisk move (子磁盘移动)”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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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中，验证所有选定的卷现在是否已迁移
到所选目标磁盘。

将数据从一个磁盘阵列的 SFW 动态磁盘迁移到另一个磁盘阵列
使用此过程将数据从一个磁盘阵列的 SFW 动态磁盘迁移到另一个磁盘阵列。
将数据从一个磁盘阵列的 SFW 动态磁盘迁移到另一个磁盘阵列

1

从“开始”>“程序”> Symantec >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启动 VEA，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
“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VEA。
连接到本地系统。

2

启动存储迁移向导。
右键单击“Enclosures node (磁盘阵列节点)”，然后在菜单栏上单击“Actions
(操作)”>“Migrate Storage (迁移存储)”。
或者，右键单击“Enclosures node (磁盘阵列节点)”或各个磁盘阵列，然后
选择“Migrate Storage (迁移存储)”。

3

查看“Welcome (欢迎)”面板中的先决条件，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4

在“Storage Component Selection (存储组件选择)”面板中，选择“Migrate
data from an array (从阵列迁移数据)”，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源磁盘阵列。

5

单击“Next (下一步)”，导航到“Enclosure Disk Selection (磁盘阵列选择)”
面板。
磁盘可能位于其他磁盘组。通过手动选择一个或多个要迁移的源磁盘，或者通
过选择“Select all disks (选择所有磁盘)”选项，选择所需源磁盘的数量。
注意：仅 SFW 动态磁盘可选择作为源磁盘。
选择源磁盘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6

在“Enclosure Disk Target Selection (磁盘阵列目标选择)”面板上选择目标磁
盘阵列，并将源磁盘映射到目标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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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下两种目标磁盘选择模式的选项：“Automatic (自动)”和“Manual
(手动)”。
■

在“Automatic (自动)”模式下，将自动映射源磁盘和目标磁盘。

■

在“Manual (手动)”模式下，可以手动将源磁盘映射到目标磁盘。此处，
源磁盘与目标磁盘的映射关系为 1:1。

在选择所需选项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7

“Summary (摘要)”面板显示映射的摘要。
“Summary (摘要)”面板上的“Save Summary (保存摘要)”按钮用于将选择
摘要保存在 HTML 文件中。
摘要中将显示以下详细信息：
■

“Automatic (自动)”模式：源磁盘阵列、目标磁盘阵列以及源磁盘与目标
磁盘的比例关系。此处显示通过自动磁盘选择执行的磁盘分组。

■

“Manual (手动)”模式：源磁盘阵列、目标磁盘阵列以及源磁盘与目标磁
盘的比例关系。此处显示源磁盘与目标磁盘的映射关系为 1:1。

默认摘要文件名为 StorageMigration_Summary_yyyy_MM_dd_HH_mm_ss.html。
文件的默认位置为 %allusersprofile%\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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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查看摘要，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开始磁盘阵列的迁移操作。

9

现在，通过完成 VEA 上的下列选项，检查存储迁移状态（是成功还是失败）：
■

在 VEA 的底部面板上，单击“Console (控制台)”选项卡。

■

验证是否为每个子磁盘分别了创建了子磁盘移动任务。

■

单击 VEA 上的“Tasks (任务)”选项卡，检查显示在控制台底部面板中的
任务进度。

■

等待所有“Subdisk move (子磁盘移动)”任务完成。

■

在“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中，验证所有选定的卷现在是否已迁移
到所选目标磁盘。

将现有 Hyper-V 配置转换为支持实时迁移的配置
通过存储迁移向导，可以将现有的 Hyper-V 虚拟机 (VM) 配置转换为支持实时迁移
的配置（每个磁盘组各有一个 Hyper-V 虚拟机）。
注意：如果每个磁盘组都要使用超过一个虚拟机，请升级到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或使用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将现有 Hyper-V 虚拟机配置转换或更改为支持实时迁移的配置之前，本文假定您已
完成下列过程：
■

创建磁盘组和动态卷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请参见第 51 页的“创建动态卷”。

■

将虚拟硬盘 (VHD) 复制到卷

■

至少创建两个 Hyper-V 虚拟机 (VM)

将 Hyper-V 配置转换为支持实时迁移的配置

1

要将属于 Hyper-V 虚拟机的卷迁移到空磁盘中，请确保已完成属于 Hyper-V 虚
拟机的卷的迁移操作。
请参见第 464 页的“迁移属于 Hyper-V 虚拟机的卷”。

2

现在，通过完成 VEA 上的下列选项，检查存储迁移状态（是成功还是失败）：
■

在 VEA 的底部面板上，单击“Console (控制台)”选项卡。

■

验证是否为每个子磁盘分别了创建了子磁盘移动任务。

■

单击 VEA 上的“Tasks (任务)”选项卡，检查显示在控制台底部面板中的
任务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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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等待所有“Subdisk move (子磁盘移动)”任务完成。

■

在“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中，验证所有选定的卷现在是否已迁移
到所选目标磁盘。

在存储迁移成功完成后，将磁盘组拆分为两个磁盘组，这需要选择已在上述部
分中创建的动态磁盘组。 右键单击该磁盘组以启动拆分动态磁盘组向导
或
在 VEA 上，右键单击磁盘组以选择“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拆分动态磁
盘组)”选项。
请参见第 269 页的“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单击“Next (下一步)”。

4

指定“New dynamic disk group name (新建动态磁盘组名称)”（即 DG2）。

选择“Split dynamic disk group by disks (按磁盘拆分动态磁盘组)”选项。
选择迁移 Hyper-V 卷的目标磁盘。
单击“Next (下一步)”。

5

随即便会显示“Summary (摘要)”页面。 单击“Finish (完成)”退出该向导。
现在，配置将更改为每个磁盘组各有一个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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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Hyper-V 环境的可选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在 Hyper-V 父分区中使用可选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

■

适用于虚拟环境的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

复制虚拟机

■

虚拟机卷快照

■

校园集群

关于在 Hyper-V 父分区中使用可选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
在 Microsoft Hyper-V 父分区中运行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可在来
宾级别为虚拟机 (VM) 提供以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优势。
SFW 还能够以产品选件形式提供高级特性和功能，例如多路径、复制和快照。有关
如何使用以下功能以及利用在 Hyper-V 父分区中运行 SFW 时提供的优势，我们提
供了更多信息：
■

使用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为在子分区中托
管 VM 的 LUN 提供故障转移和负载平衡（“DMPW Device Specific Modules
(DMPW 设备特定模块)”选项）
请参见第 471 页的“适用于虚拟环境的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

在站点之间复制 VM（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选件）
请参见第 472 页的“复制虚拟机”。

■

维护 VM 的 快速恢复快照（FlashSnap 选件）
请参见第 473 页的“虚拟机卷快照”。

此外，在父分区中运行 SFW 将会促进在 Hyper-V 环境中实施校园集群（扩展集
群）。
请参见第 474 页的“校园集群”。

适用于虚拟环境的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提供了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功能。DMPW 为 Hyper-V 环境提供了一种高级多路径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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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径软件提供了在服务器和存储子系统之间管理多个 I/O 路径所需的智能。这在
虚拟环境中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在虚拟环境中，单个物理服务器托管多个操作系统
实例和应用程序。如果因 HBA、电缆或控制器故障而无法访问存储，可能会产生广
泛的影响，可能比使用单个物理系统时产生更为严重的中断。
在虚拟环境中，管理程序将 VM 与物理硬件分离开来，从而造成难以将来宾中的虚
拟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直接映射至服务物理主机的物理 HBA，进而在来宾系统
中难以实施真正的多路径解决方案。在父分区中安装 DMPW 将允许实施真正的多
路径解决方案，进而可以向子分区中托管 VM 的 LUN 进行故障转移和负载平衡。
多数多路径解决方案由存储供应商针对其特定的存储品牌开发，因此通常无法为可
共存于当今异构 SAN 环境的多种存储提供服务。相比之下，DMPW 是一个真正的
异构解决方案。DMPW 与 Microsoft 多路径 I/O (MPIO) 体系结构完全集成。DMPW
包括多个设备特定模块 (DSM)，可为目前多种最通用的阵列系列提供特定于阵列的
支持。

复制虚拟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提供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选件提供了一种复制虚拟机 (VM) 数据的方法。
虽然存在基于主机的技术可以跨距离复制数据，但这些技术通常价格昂贵，不仅需
要更多存储，而且还需要在两端采用完全相同的硬件。此外，这些技术也存在局限
性，它们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仅要考虑数据，还要考虑访问数据的应用程序。
Volume Replicator 在主机级别上运行，可以跨距离复制数据卷，从而提供了一种更
广泛的灾难恢复方法，同时不要求两端的硬件完全相同，而且需要的存储通常也要
少。虽然这种技术可以出色地保护来宾中的应用程序数据，从而可在 DR 站点进行
恢复，不过运行在来宾中时，没有任何措施来保护 VM。
通过将 SFW 和 Volume Replicator 安装在父分区中，可以通过 IP 网络将包含用于
VM 和/或应用程序数据的 VHD 文件的卷有选择性地复制到 DR 站点，可以同步复
制，也可以异步复制。Volume Replicator 使用复制器日志按照正确顺序存储对卷的
所有写入（在所谓的复制卷组中进行分组），并将其复制到 DR 站点，从而保持写
入顺序的精准性，进而保持其一致性。由于是从主站点对服务进行有意迁移，或是
由于主站点出现中断，要求 DR 站点接管服务，因此复制的 VM 在 DR 站点仍保持
脱机状态，直到要求变为联机状态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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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父分区中的 Volume Replicator

如果主站点出现计划内中断（可能是维护时段造成的），主站点角色可以迁移至 DR
站点，从而允许已经复制的 VM 变为联机状态，进而使在这些 VM 上运行的应用程
序可以访问已复制到 DR 站点的数据。
如果主站点出现计划外停机，操作可以通过接管移至 DR 站点执行，这样可以将 DR
站点转为活动的主站点，从而允许 VM 联机。根据复制模式的不同，这些站点可以
完全是最新的，也可以在上一个主站点之后。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会保持一致性，
并且应用程序能够成功挂接到其数据。主站点可以在原始站点可用后迁移回原始站
点。

虚拟机卷快照
快照技术可用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FlashSnap 选件。当在来宾
上运行时，可以创建数据卷的快照副本，从而可以快速进行灾难恢复或执行脱离主
机操作，这些操作可以在其他虚拟机 (VM) 上或连接到与该来宾共享存储的物理服
务器上（当来宾使用直通磁盘时）执行。SFW 还支持 Microsoft 的 VSS 框架，以
创建一致的快照。
但是，此功能对在 VM 级别可能发生的灾难不提供任何保护。如果存放 VM 的 VHD
文件遭到破坏，托管 VHD 文件的卷丢失，或是托管 VHD 文件所使用卷的 LUN 出
现故障，则来宾中的快照将变得无用，直到可以重建 VM 并重新安装应用程序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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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父分区运行 SFW，您能够创建包含 VHD 的卷的快照，这是一项优势。如果
发生灾难，可以使用这些快照快速恢复整个 VM。此外，还会将这些快照移至另一
个服务器并使其联机，以进行备份或用来执行其他操作，例如测试。

校园集群
作为一个基于主机的卷管理器，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提供了跨阵
列镜像卷的功能。依赖共享存储的集群可进行扩展，距离可超出单个数据中心与 DR
站点数据中心的距离限制，只要两个数据中心之间的距离不超出光线通道延迟限制
即可。这些扩展集群（又称校园集群）提供了可承受整个站点故障的高可用性。
运行于父分区的 SFW 可以通过其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集群资源支持动态磁盘，
从而便于故障转移集群扩展到其他站点。由于现在动态磁盘在集群中是可用的，因
此可以跨位于不同数据中心的阵列镜像卷，并且位于其各自数据中心的集群节点可
以查看和共享这些卷。如果活动站点出现故障，则在该站点运行的虚拟机可以故障
转移到其他数据中心的集群节点，并且这些虚拟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可以重新回到
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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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
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概述

■

SFW 如何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一起使用

■

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

■

创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法定仲裁时间设置

■

对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的其他注意事项

概述
您可以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来管理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支持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配置。集
群由两个或多个节点组成，这些节点是链接服务器，它们支持一组共同的资源并为
客户端提供单个系统的映像。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拥有故障转移功能，因此，当
其中一个节点发生故障或脱机时，其他节点会获得故障节点所拥有的对所有资源的
访问权限，进而将使用这些资源的应用程序的停机时间降至最短。
通过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可以在集群存储上创建镜像卷、
RAID-5 卷及其他高级动态卷。
若要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一起
使用，请执行以下主要任务：
■

设置集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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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要求是通过网络连接的两台服务器。 服务器必须在共享 SCSI 或光纤通道
总线上。 需要在用作新集群成员的每台计算机上安装并配置 Microsoft 故障转移
集群。
■

安装 SFW 并创建一个或多个集群磁盘组。
其过程与在 SFW 中创建普通动态磁盘组几乎相同，不同之处是创建集群磁盘组
时，程序会对该组进行设置，以便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可以访问该组并将其
用作集群中的一个资源。在集群磁盘组中创建所需动态卷的方式与在普通动态
磁盘组中完全一样。
请参见第 478 页的“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

■

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向集群中添加集群磁盘组
作为资源。
完成此步骤后，该存储即会成为集群的一部分，并且与集群中的某个特定节点
关联。 如果该节点发生故障或脱机，则其中的集群存储会被转移到集群中的其
他节点。
如果您正在使用应用程序，可能需要为该应用程序设置单独的资源组。
注意：有关通过应用程序设置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并将其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集成的详细说明，
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
案指南》中的步骤。该“解决方案指南”还提供了有关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设置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说明。

SFW 如何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一起使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提供一组标准资源，例如物理磁盘、文件和打印共享，以及
网络地址和名称。可以使用资源 DLL 和扩展 DLL 访问每个资源。资源 DLL 可以实
现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与资源之间的通信。扩展 DLL 允许用户设置资源属性。
Microsoft 还允许供应商通过使用自定义资源 DLL 和扩展 DLL，将特定于产品的资
源集成到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中。SFW 特定于产品的资源是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磁盘组资源，它具有两个 DLL，分别是磁盘组资源 DLL
和 Cluster Administrator 扩展 DLL。
以下框图显示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集群组件与 Microsoft
集群服务之间的关系。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初始安装程序会同时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磁盘组资源 DLL 和 Cluster Administrator 扩展
DLL，但前提是您选择了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能选项，并且安装程序检测到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已安装在服务器上并且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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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添加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则会启用 SFW 以安装这些资源和扩展
DLL。
请参见第 477 页的“在安装 SFW 后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
如果要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客户端版本，可以选择
客户端安装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能选项。这种组合可以在客户端计算机上
安装远程集群支持，而且不需要在该计算机上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但是，
必须在客户端管理的所有服务器上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

在安装 SFW 后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
本节介绍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后在服务器上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所需执行的步骤。您需要执行“滚动安装”，即先在集
群的一个或多个不活动节点上安装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选件。接下
来，通过将集群资源移动到其他节点使活动集群节点处于不活动状态，然后在该节
点上进行安装。
注意：在完成下面所提供的步骤后，您必须确保已注册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否则，您需要手动注册它。有关手动注册资源的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安装 SFW 后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件

1

首先，必须在要安装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选件的每台服务器上设置并
运行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此外，还必须在集群中的每台服务器上运行
SFW。

2

在集群的不活动节点上，在 Windows“控制面板”中选择“添加或删除程序”。

3

从位于“添加或删除程序”窗口左侧的菜单中，选择“更改或删除程序”。

4

突出显示“SFW Server Components (SFW 服务器组件)”项，然后单击
“Change (更改)”。

5

此时出现安装程序窗口。 选择“Add or Remove (添加或删除)” 以添加或删
除功能。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6

此时出现“Option Selection (选件选择)”窗口。 选中“Cluster Option for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 (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集群选件)”。
如果此选件显示为灰色，请遵循以下步骤添加其许可证密钥：
■

单击位于窗口最右侧的“Add License (添加许可证)”链接，为选件添加许
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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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现的弹出窗口中，输入选件的许可证密钥，然后单击“OK (确定)”。
单击复选框以添加选件。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7

此时出现“Validation (验证)”窗口。 安装程序会检查所选系统是否满足先决
条件并显示结果。查看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8

此时出现“Summary (摘要)”窗口。查看信息，然后单击“Update (更新)”
开始产品更新。
此时出现“Update Status (更新状态)”窗口。 此时显示状态消息和更新进度。
完成更新后，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9

此时出现一个对升级进行总结的报告。 查看信息，然后单击“Next (下一步)”
继续。

10 添加或删除功能后，会出现“Thank You (非常感谢)”窗口。 单击“Finish (完
成)”完成此过程。

11 此时出现一个消息框。 单击“Yes (是)”重新启动系统并完成更新。
12 在所有其余节点上重复此序列以完成安装。
对于活动节点，在安装之前结合使用“Move (移动)”命令和 Windows Server
的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将集群资源移动到其他节点。

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
本节包含创建集群磁盘组所需步骤的摘要。
要创建集群磁盘组，请按照以下部分中的创建新动态磁盘组的步骤操作：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在定义属性的步骤中，确保选中“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组)”复选框。
在此过程中，请注意以下事项：
■

创建集群磁盘组以用作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时，请确保在整个集群内
该磁盘组名称是唯一的。如果集群软件尝试将某个磁盘组故障转移到包含同名
磁盘组的另一个节点，或者将磁盘组移动到包含同名磁盘组的另一个节点，则
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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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将成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磁盘组资源一部分的新卷
指定驱动器盘符时，确保指定的驱动器盘符在所有其他节点上可用。否则，当
将此资源移动或故障转移到其他节点时，可能会导致驱动器盘符发生更改。

■

SFW 通常不允许使用与集群节点的系统或引导磁盘位于同一总线上的磁盘创建
集群动态磁盘组，但现在可以通过从 SFW 命令行界面运行 vxclus 命令消除此
限制。用户已请求此更改，以便于从 SAN 进行引导。 如果计划将系统设置为从
SAN 进行引导，请小心执行以确保遵循正确的步骤。
请参见第 594 页的“vxclus”。

■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设置集群磁盘组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磁盘
创建物理磁盘资源。之后，为 SFW 集群磁盘组创建资源。执行此操作之前，必
须针对集群磁盘组中使用的磁盘删除所有物理磁盘组资源。 否则，会出现保留
冲突。

创建集群磁盘组后，请在集群磁盘上创建所需的动态卷。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中将集群磁盘组设置为集群资源
下列步骤说明如何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集群磁盘组设置
为集群中的资源。
将集群磁盘组设置为集群资源

1

从“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单击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通过单击“Failover Cluster Manager (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启动故障转移
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

2

从左窗格中的树视图展开集群，显示“Roles (角色)”。

3

右键单击“Roles (角色)”，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Create Empty Role
(创建空角色)”。
将在“Roles (角色)”窗格下的中央位置创建新角色。

4

右键单击刚创建的角色，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
此时将显示“New Role Properties (新角色属性)”窗口。

5

在“Name (名称)”字段中输入新角色的名称，然后单击“OK (确定)”继续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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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请右键单击该角色，然后选择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More Resources (更多资源)”>“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在“Roles (角色)”窗格下的窗格中，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以查
看有关新 VMDg 资源的信息。

7

在“Roles (角色)”窗格下的窗格中，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右
键单击“New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
将出现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对应的“Properties (属性)”窗口。

8

在“General (常规)”选项卡下的“Name (名称)”字段中，输入该新资源的名
称，然后单击“OK (确定)”继续操作。

9

在“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下，查看和修改此资源的专用属性。
“Properties (属性)”面板中的表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名称

值

DiskRunChkDsk 指定每次集群资源联机时 SFW 是否都会在磁盘上执行文件系统检
查。在处于启用状态时，如果在使资源联机的卷上设置非正常位，则
通过在该卷上运行 chkdsk /x /f 命令，SFW 将自动清除文件系
统。
值 1（已启用）表示 SFW 执行文件系统检查，值 0（已禁用）表示
SFW 不执行文件系统检查。默认值为 0（禁用）。
FastFailover

指定是否应为快速故障转移启用 VMDg 资源。指定 true 以启用，指
定 false 以禁用。默认值为 true。

DiskGroupName 指定要配置为集群资源的 SFW 集群磁盘组的名称。

注意：如果值设置为 1，则在使用 chkdsk 实用程序验证 VMDg 资源中的所有
卷之后，才可将该资源标记为联机。

10 “Summary (摘要)”选项卡显示新的集群资源。集群资源的状态应为联机状
态。如果不是联机状态，请右键单击该集群资源，然后选择“Bring Online (联
机)”以使资源联机。

11 在“Failover Cluster Manager (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的树视图中，展开
“Storage (存储)”节点以查看新集群资源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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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SFW 使用 Windows 临时文件夹（通常为 C:\Windows\temp）存储 chkdsk 命
令的输出。
如果磁盘空间不足，或者登录的用户不具有临时目录的写权限，则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会因 chkdsk 错误而失败。
集群日志显示以下消息：
ERR [RES]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FORCHKDSK>: RunChkDsk: Failed
to get the temporary file.

需要手动运行 chkdsk，使资源联机。
■

chkdsk 无法在正在复制的磁盘组上执行并且不会联机。

如果 chkdsk 在正在复制的卷上运行，则集群日志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Windows 无法在此卷上运行磁盘检查，因为它受到了写保护。
在此方案中，复制锁定了卷，因此无法执行 chkdsk，并且因 chkdsk 失败而将
VMDg 资源标记为失败。
因此，VMDg 将不会联机。
请不要启用正在复制的磁盘组上的 chkdsk。
请删除脱离复制的磁盘组，并手动运行 chkdsk。
■

如果 VMDg 资源具备脏卷，则在装入卷时 Windows 会显示一个弹出窗口。将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下的 VMDg 资源的 chkdsk 属性设为 1，以执行卷的自
动验证。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中显示集群磁盘组资源属性
下面介绍如何显示集群磁盘组资源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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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集群磁盘组资源属性

1

从“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单击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通过单击“Failover Cluster Manager (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启动故障转移
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

2

展开左窗格中的树视图，显示“Storage (存储)”节点。
展开“Storage (存储)”节点，然后选择“Disks (磁盘)”。集群磁盘组资源将
显示在“Disks (磁盘)”窗格中。
将出现“Summary of Storage (存储摘要)”窗口，其中显示集群磁盘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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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键单击该集群磁盘组资源，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
此时将显示“Properties (属性)”窗口，您可以在其中查看集群磁盘组资源的属
性。

创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在安装集群的第一个节点时，您应为物理磁盘资源（又称为仲裁资源）指定基本磁
盘卷。 该资源包含集群日志，并且可用于确定集群中的哪个节点对集群拥有控制
权。 如果物理磁盘仲裁资源出现故障或受损，则集群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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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动态镜像仲裁资源可以避免仲裁资源出现故障，而无需使用物理磁盘仲裁
资源。 与包含单个磁盘的物理磁盘仲裁资源不同，动态镜像仲裁资源将通过允许镜
像仲裁磁盘，提供更高级别的冗余。 强烈建议在动态镜像仲裁资源中包含三个磁
盘，因为除非大部分磁盘均可用，否则无法使集群磁盘资源联机。 对于包含两个磁
盘的组中的仲裁卷，某一个磁盘丢失将导致仲裁卷无法联机，同时使集群不可用。
如果您在使用运行 SQL Server 的系统，则迁移到动态镜像仲裁卷时可能会出现问
题。
注意：对于 CVM 集群，Symantec 建议您将物理磁盘用作仲裁资源。

创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下面介绍如何创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创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1

从“开始”菜单（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的“开始”屏幕）中，单击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通过单击“Failover Cluster Manager (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启动故障转移
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

2

右键单击集群节点，并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More Actions (更多操
作)”>“Configure Cluster Quorum Settings (配置集群仲裁设置)”。
将出现 Configure Cluster Quorum Wizard (配置集群仲裁向导)。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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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相应的仲裁配置。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4

确保 VMDg 资源属于可用存储。

5

选中要指定为仲裁资源的存储卷。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6

确认集群的仲裁设置。
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7

查看向导生成的报告，然后单击“Finish (完成)”完成操作。

确认 VMDg 资源是否与网络名称和 IP 资源一同移动到“集群组”。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法定仲裁时间设置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选择了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选件，则会出现一条消
息，提醒您可以调整最长法定仲裁时间，以确保装有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动态卷保持最佳工作状态。
法定仲裁时间设置用于设置允许法定仲裁的时间段限制。当集群的控制节点不再处
于活动状态，并且集群的其他节点尝试获取仲裁资源的控制权并由此控制集群时，
就会发生法定仲裁过程。
您可能需要设置动态仲裁资源。
请参见第 483 页的“创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动态仲裁的优势在于，可以进行镜像，以便为仲裁资源提供容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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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 Windows Server 2012 中，要使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故障转移集
群命令界面 (cluster.exe) 功能，必须在 Windows Server 2012 安装期间，在“故障
转移集群工具”功能下选择“故障转移集群命令界面”选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考 Microsoft 文档。
动态仲裁的最佳法定仲裁时间设置为：
最长时间 - 120 秒
要指定此设置，请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cluster.exe /prop QuorumArbitrationTimeMax=120

如果您不打算使用动态仲裁，而是想要在基本磁盘上保留仲裁资源，则可能需要指
定 Windows Server 推荐用于基本仲裁的默认设置。
基本仲裁的 Windows Server 法定仲裁时间设置为：
最长时间 - 60 秒
要重置此设置，请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命令：
cluster.exe /prop QuorumArbitrationTimeMax=60

恢复原始设置的好处是可以加速法定仲裁过程。

对 SFW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的其他注意事项
本节包含有关使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和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其他重要信息。
请注意以下注意事项：
■

当集群磁盘组资源脱机时，或者当非故障转移集群资源的集群磁盘组处于
“Deported (已逐出)”状态时，不会保护其免受其他计算机的访问。要获得最
大程度的数据保护，请保持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请注
意，SFW 磁盘组资源仍保留 Volume Manager 名称。

■

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创建磁盘组资源时，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Parameter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参数)”
屏幕可能不会在下拉列表中列出所有可用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集群磁盘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退出“New Resource (新建资
源)”向导，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选择要为其
分配资源的集群组。接下来，将集群组移动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集群磁盘组当前处于联机状态的集群节点。然后创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磁盘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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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以下情况下，在执行刷新之前，“VEA Disk View (VEA 磁盘视图)”可能不会
反映磁盘的最新状态：
■

在一个节点上更改集群磁盘资源的状态并尝试从同一集群上的另一个节点查
看此资源下的磁盘。

■

在一个节点上更改集群磁盘资源的状态并尝试从远程计算机查看此资源下的
磁盘。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的 SFW 支持允许选择 SCSI-2 保留模式或 SCSI-3
保留模式。为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选择 SCSI 支持的类型是通过使用
SFW“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的“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部分完成
的。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选择 SCSI 支持的类型时，了解存储阵列是否
支持 SCSI-3 十分重要。SFW SCSI-3 集群支持不允许将支持 SCSI-3 的存储阵
列与不支持 SCSI-3 的存储阵列混合使用。如果混合使用存储阵列，则必须使用
SFW SCSI-2 集群支持。有关支持 SCSI-3 的阵列，请参考 HCL。
注意：Symantec 会在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维护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6.0 for Windows 产品的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
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选择 SCSI 支持的类型之前，请检查 HCL 以
获取有关存储阵列的详细信息。
选择 SCSI 支持的类型之后，必须执行以下 CLI 命令以完成对系统的设置：
■

net stop vxsvc

■

net start vxsvc

注意：如果在系统上导入集群磁盘组，则必须在执行这些 CLI 命令之前将集群
磁盘组逐出或移动到另一个系统。
如果选择了 SFW SCSI-2 集群支持且需要主动/主动负载平衡，则必须为 DMPW
DSM 启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SCSI-3 PGR) 支持模式。
■

属于集群资源的集群动态磁盘组不能是“join (结合)”命令的源磁盘组。 但是，
它可以是该命令的目标磁盘组。

■

在使双磁盘集群组联机方面的变化
在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中，可以在仅有一个磁盘可用时使
双磁盘集群磁盘组联机。 如果集群将要失去所有网络通信，这会使磁盘组能够
同时在两个集群节点上联机，每个节点拥有一个磁盘，这有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或产生某个已分区的集群。 尽管对于大多数客户来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很小，但如果确实发生了，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但最新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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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再支持此功能，并且在 Volume Manager 中，除非双磁盘集群磁盘组符合
正常的多数算法（这意味着这两个磁盘必须都可用），否则不能使其联机。
正常的多数算法为 (n/2 +1)。
■

不允许逐出同时也是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的
集群磁盘组。

■

连接到集群节点
如果通过 VEA GUI 使用虚拟名称或虚拟 IP 地址连接到计算机，则 VEA GUI 将
显示当前拥有该虚拟名称和 IP 资源的集群节点的计算机名称。因此，建议在通
过 SFW HA 连接和管理集群节点时，不要使用虚拟名称或虚拟 IP 地址。
请改用集群节点的实际计算机名称或 IP 地址。

■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不支持在 Microsoft 故
障转移集群下使用基本磁盘作为集群资源。
将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基
本磁盘集群资源一起使用时，故障转移可能无法正常工作。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考 Symantec 支持站点上的技术说明 251662。
如果要将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与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一起使用，则必须将任何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基本磁盘集群资
源转换为动态磁盘集群资源，然后才能激活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初始设置要求将基本磁盘用作仲裁磁
盘。安装 SFW 之后，应通过将基本磁盘包含在动态集群磁盘组中以将基本磁盘
升级为动态磁盘，然后将仲裁资源从基本磁盘资源转换为动态磁盘资源。
注意：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环境中，当仲裁磁盘为基本磁盘时，DMP DSM
不支持“Active/Active (主动/主动)”设置。

■

没有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对包含 iSCSI 磁盘的集群动态磁盘组设置持久性登
录。
SFW 可确保对包含 iSCSI 磁盘的集群动态磁盘组的 iSCSI 目标配置持久性登
录。如果没有对该目标配置持久性登录，则 SFW 会自动配置。
仅会在创建包含 iSCSI 磁盘的集群动态磁盘组的节点上对这些磁盘组自动配置
持久性登录。 集群中的其他节点没有启用持久性登录。 需要手动为集群中的其
他每个节点设置持久性登录。

■

将策略文件、VxVolPolicies.xml 复制到另一个节点
如果第二个节点的配置与第一个节点的配置相同，且将在第二个节点上保留第
一个节点的“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策略设置，则需要将第
一个节点的 VxVolPolicies.xml 文件复制到第二个节点。将 VxVolPolicies.xml 文
件复制到第二个节点上与第一个节点相同的路径位置。 VxVolPolicies.xml 文件
的默认路径是 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Veritas。
提供了有关策略文件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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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01 页的“配置自动卷增长”。
■

提供了有关通过使用 FlashSnap 脱离主机备份过程在共享集群环境中使用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81 页的“对共享存储上的集群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

如果要在安装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服务器上安装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功能，则您必须通过运行下列命令手动重新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VxSVC)：
■

net stop vxsvc

■

net start vxs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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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概述

■

SFW HA 如何与 VCS 配合使用

■

集成步骤

■

对 SFW VCS 支持的其他注意事项

概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FW HA) 提供内置
的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支持，能够为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的
VCS 集群设置集群磁盘组。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是用于集群环境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它监视集群
上的系统和服务，并在发生系统崩溃或服务故障时将服务故障转移到其他系统。
VCS 提供以策略为基础、以应用程序为重点的故障转移管理，这使得应用程序能够
根据需要故障转移到集群或 SAN 环境中的任何服务器以及故障转移到连续服务器。
在 SAN 和传统客户端-服务器环境中，VCS 最多支持 32 个节点的集群。
通过 SFW HA，可以在 VCS 集群存储上创建镜像卷、RAID-5 卷及其他高级动态
卷。
本章概括介绍了如何使用 VCS 软件设置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来管理集群的存储。有关设置各种 SFW HA 配置的详细分步
信息，请参考 VCS 文档和《SFW HA 解决方案指南》。
有关使用 SFW HA 设置集群的步骤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有关使用 SFW HA 的
更多详细信息，可以参考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指南。例如，如果将 SQL
Server 与 SFW HA 配合使用，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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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
解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SQL 版本）》）。

SFW HA 如何与 VCS 配合使用
VCS 使用特定于应用程序的程序（称为代理）来管理高可用性集群环境中的硬件和
软件实体。受管理的实体称为资源。 特性相似的资源统称为一种资源类型。 资源
可分组到一起，成为服务组的一部分，服务组是相关资源的有序分组。
VCS 提供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和 MountV 代理，用于管理集群磁盘组
以及在集群磁盘组上创建的装入点。
注意：尽管 Volume Manager 程序的名称已更改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但名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仍然有效。

关于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代理
VMDg 代理可以导入、监视和逐出通过 SFW HA 配置的集群磁盘组。该代理使磁盘
组具有高可用性。VMDg 代理支持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并在 SAN 环境下工作。
该代理由 VMDg 资源类型表示。

关于 MountV 代理
MountV 代理可以在使用 SFW HA 导入的集群磁盘组上装入、监视和卸载卷。该代
理支持 NTFS、FAT 和 FAT32 格式的卷。 当某个集群磁盘组故障转移到另一个系
统时，MountV 代理可确保新系统通过故障转移之前所用的相同路径访问该磁盘组。
MountV 代理通过在新系统上使用相同的装入点（驱动器盘符）装入磁盘组来确保
设备路径一致。 此外，当资源或组脱机时，该代理可以从发生故障的系统卸载该磁
盘组。 该代理支持以 NTFS 文件夹的形式装入磁盘组。
该代理以 MountV 资源类型表示。
有关代理、代理资源类型和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VCS 文档。

集成步骤
要将 SFW HA 与 VCS 一起使用，必须执行下列任务。
有关使用 SFW HA 安装和配置集群的详细分步过程，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491

SFW HA 中的 VCS 支持
集成步骤

设置集群硬件
根据 VCS 文档中的建议，设置 VCS 的硬件。有关具体的硬件安装详细信息，请参
考硬件制造商提供的相应说明。

安装并配置 Windows
在所有集群节点上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并配置必要的网络设置。 有关特定的建
议，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
案指南》。

安装 SFW HA
通过 SFW HA 安装程序，可以同时在多个节点上为用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的 Symantec 产品安装该
软件。SFW HA 安装程序将自动安装 SFW、VCS 和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Enterprise Agent。
有关说明，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设置 VCS 集群
使用 VCS 配置向导 (VCW) 设置 VCS 集群。
从“开始”>“程序”> Symantec >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集群配置向导)”启动向
导，或者在 Windows 2012 操作系统上，从“开始”屏幕的“应用程序”菜单启动
向导。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中
提供了此向导的完整步骤。

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和卷
此时，将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为共享存储器中的应用
程序创建磁盘组和动态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和卷

1

在 SFW 中创建一个或多个集群磁盘组，如下所示：
■

为要加入集群的每个应用程序创建一个具有唯一名称的单独集群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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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共享磁盘的所有系统都可以识别每个磁盘组的设备路径。

■

在定义属性的步骤中，请确保选中了“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
组)”复选框。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创建集群磁盘组以用作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时，请确保在整个集群内
该磁盘组名称是唯一的。 如果集群软件尝试将某个磁盘组故障转移到包含同名
磁盘组的另一个节点，或者将磁盘组移动到包含同名磁盘组的另一个节点，则
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测的结果。

2

在 SFW 中，为每个集群磁盘组创建一个或多个动态卷。
请参见第 51 页的“创建动态卷”。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如果要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那么，本节所述的内容正好与该任务有关。
VCS 要求将该应用程序文件安装在所有群集节点的相同本地驱动器中，并要求使用
在上一任务中设置的集群磁盘组和动态卷将应用程序数据和日志文件或与该应用程
序数据相关的其他文件安装在共享存储中。
应用程序可能具有一些用于在集群上运行的内置过程。 请查阅应用程序文档以确定
这些过程是否可用。 请确保已导入磁盘组和卷以便在安装应用程序前装入服务器
中。

将集群磁盘组和卷配置为 VCS 资源
本节介绍通过 VCS 服务组将集群磁盘组和卷配置为 VCS 的过程。您可以为这些资
源创建一个新服务组，或者将这些资源添加到现有的服务组。 必须将磁盘组和卷分
别配置为 VMDg 类型和 MountV 类型的资源。 您必须创建资源依赖关系，使 MountV
资源依赖于 VMDg 资源。
将磁盘组配置为 VCS 资源后，VCS 将接管导入和逐出磁盘组以及装入和卸载磁盘
的任务。
请注意，VCS 可提供多种方法用于创建服务组。例如，如果要将 Microsoft SQL
Server 与 VCS 配合使用，则您需要使用适用于 SQL 的 VCS 服务组向导。有单独
的向导用于设置文件共享和打印共享，另外还有应用程序向导、Web GUI 向导和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 还可以使用命令行来配置 VCS 服务组。请参考
VCS 文档，确定最适合用于配置服务组的向导。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创建和配置服务组。 各种创建服务组的方法所涉及的步骤是类似的。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创建服务组
向服务组添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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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资源属性
创建资源依赖关系
使资源联机

创建服务组
服务组是指协同工作、为客户端提供应用服务的一组资源。 服务组通常包含为生成
单一服务而协同工作的多个硬件和软件资源。 例如，数据库设备组可能包含逻辑网
络 (IP) 地址、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 (DBMS)、基础文件系统、逻辑卷和由 SFW HA
管理的一组物理磁盘。如果为了进行恢复，将服务组迁移到另一节点，则必须同时
迁移该服务组的所有资源以在另一节点上重新创建该组，而不会影响其他服务组。
本节介绍创建新服务组的步骤。
您还可以在现有服务组中添加资源。
请参见第 494 页的“向服务组添加资源”。
创建新服务组

1

启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并登录到集群。

2

在“Edit (编辑)”菜单中，单击“Add (添加)”，然后单击“Service Group
(服务组)”。 此时会出现“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窗口。

3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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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单击向右箭头将所选系统移到“System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系统)”
框中。

6

要基于模板添加新服务组，请单击“Templates (模板)”。

7

在出现的“Templates (模板)”对话框中单击合适的模板名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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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单击“OK (确定)”。
您可以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查看最新创建的服务组。

向服务组添加资源
按照下列步骤向服务组添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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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服务组添加 MountV 和 VMDg 资源类型的资源

1

启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并登录到集群（如果尚未执行此操作）。

2

从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选择将要向其添加资源的服务组。

3

从 Cluster Explorer 的“Edit (编辑)”菜单中，选择“Add (添加)”>“Resource
(资源)”。

4

在“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对话框中，为该资源输入唯一名称。

5

从“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列表中，选择“MountV”资源类型。

6

选中“Critical (关键)”和“Enabled (已启用)”复选框，然后单击“OK (确
定)”。

7

重复步骤 3 至 6 以添加“VMDg”资源类型的资源。
添加资源后，必须根据您的配置定义资源的属性值。
请参见第 495 页的“编辑资源属性”。

编辑资源属性
本节介绍配置 MountV 和 VMDg 资源需要定义的属性以及定义这些属性的过程。

MountV 类型资源的属性
MountV 资源具有一些属性。
这些菜单包括：
■

MountPath – 将指定给待装入卷的空 NTFS 文件夹的驱动器盘符或路径。 VCS
将在此路径装入卷。可以将该属性指定为 X、X:、X:\、X:\Directory 或
X:\Directory\。

■

VolumeName – 要装入的卷的名称。 例如，该名称可以是 Raid1、Stripe2、
Volume01 等。

■

VMDgResName – MountV 资源所依赖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
源的名称。

VMDg 类型资源的属性
DiskGroupName – 集群磁盘组的名称。可以通过运行命令 vxdg list 或使用 VCS
VMGetDrive 实用程序从 VEA 控制台中检索磁盘组名称。
定义 MountV 和 VMDg 类型资源之前，请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请不要将系统磁盘配置为 Mount 或 MountV 类型的资源。

■

使用 Mount 或 MountV 代理将资源配置为文件夹装入，您还必须将根文件夹配
置为 VCS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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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从要配置为 Mount/MountV 资源的卷中删除 EVERYONE=READ 权限，
请确保系统帐户具有该卷的 READ 权限 (SYSTEM=READ)。

编辑资源属性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单击要编辑其属性的对象。

2

在“View (视图)”面板中，单击“Properties (属性)”选项卡。如果属性未出
现在“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中，请单击“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
所有属性)”。此时将打开“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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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对话框中，输入对属性值的更改并单击“OK
(确定)”。
对所有 MountV 和 VMDg 属性重复上述步骤。
请参见第 495 页的“编辑资源属性”。

创建资源依赖关系
VCS 要求您在 MountV 和 VMDg 类型的资源之间创建依赖关系。
创建资源依赖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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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击 MountV 和 VMDg 资源所述的服务组。

3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Resources (资源)”选项卡。这将打开资源依赖关系
图。

4

单击 MountV 资源。

5

将黄线拖到 VMDg 资源并单击该资源。

6

在“Confirmation (确认)”对话框中，单击“Yes (是)”。
现在您可以使这些资源联机。
请参见第 496 页的“使资源联机”。

使资源联机
将 MountV 和 VMDg 类型的资源联机时，VCS 将在集群中的活动系统上导入磁盘
组，并在指定的装入路径上装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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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资源联机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
击 MountV 类型的资源。

2

在弹出式菜单中，单击“Online (联机)”，然后单击要在其上使该资源联机的
系统。
完成命令后，资源将在选定的系统上联机。在 Cluster Explorer 的 View (视图)
面板中可以查看资源的状态。

测试集群
您可以通过在 VCS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中切换节点来验证安装。要对
集群的故障转移功能进行最完整测试，请关闭目前处于联机状态的计算机。 在集群
故障转移后使该计算机重新联机。

对 SFW VCS 支持的其他注意事项
本节介绍在使用 VCS 和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时非常重要的
附加信息。
包括以下内容：
■

属于集群资源的集群动态磁盘组不能是“join (结合)”命令的源磁盘组。 但是，
它可以是该命令的目标磁盘组。

■

通过 VEA GUI 连接到集群节点
如果通过 VEA GUI 使用虚拟名称或虚拟 IP 地址连接到计算机，则 VEA GUI 将
显示当前拥有该虚拟名称和 IP 资源的集群节点的计算机名称。 因此，建议在通
过 SFW HA 连接和管理集群节点时，不要使用虚拟名称或虚拟 IP 地址。
请改用集群节点的实际计算机名称或 IP 地址。

■

没有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对包含 iSCSI 磁盘的集群动态磁盘组设置持久性登
录。
SFW 可确保对包含 iSCSI 磁盘的集群动态磁盘组的 iSCSI 目标配置持久性登
录。如果没有对该目标配置持久性登录，则 SFW 会自动配置。
仅会在创建包含 iSCSI 磁盘的集群动态磁盘组的节点上对这些磁盘组自动配置
持久性登录。 集群中的其他节点没有启用持久性登录。 需要手动为集群中的其
他每个节点设置持久性登录。

■

将策略文件、VxVolPolicies.xml 复制到另一个节点
如果第二个节点的配置与第一个节点的配置相同，且将在第二个节点上保留第
一个节点的“Automatic Volume Growth (自动卷增长)”策略设置，则需要将第
一个节点的 VxVolPolicies.xml 文件复制到第二个节点。将 VxVolPolicies.xml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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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复制到第二个节点上与第一个节点相同的路径位置。 VxVolPolicies.xml 文件
的默认路径是 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Veritas。
提供了有关策略文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01 页的“配置自动卷增长”。
■

SFW 对 VCS 环境的支持允许选择 SCSI-2 保留模式或 SCSI-3 保留模式。可通
过使用 SFW“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的“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部
分来选择 VCS 环境的 SCSI 支持的类型。
在 VCS 环境中选择 SCSI 支持的类型时，了解存储阵列是否支持 SCSI-3 十分
重要。SFW SCSI-3 集群支持不允许将支持 SCSI-3 的存储阵列与不支持 SCSI-3
的存储阵列混合使用。如果混合使用存储阵列，则必须使用 SFW SCSI-2 集群
支持。有关支持 SCSI-3 的阵列，请参考 HCL。
注意：Symantec 会在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维护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产品的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在
VCS 环境中选择 SCSI 支持的类型之前，请检查 HCL 以获取有关存储阵列的详
细信息。
选择 SCSI 支持的类型之后，必须执行以下 CLI 命令以完成对系统的设置：
■

net stop vxsvc

■

net start vxsvc

注意：如果在系统上导入集群磁盘组，则必须在执行这些 CLI 命令之前将集群
磁盘组逐出或移动到另一个系统。
如果选择了 SFW SCSI-2 集群支持且需要主动/主动负载平衡，则必须为 DMPW
DSM 启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SCSI-3 PGR) 支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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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Volume Replicator 实
施灾难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概述

■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设置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步骤总结

■

Volume Replicator 术语

概述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选件是一种
数据复制工具，旨在作为有效地实施灾难恢复计划的一部分，在远程站点上维护应
用程序数据的一致副本。如果数据中心处于关闭状态，可以立即使用远程站点上的
应用程序数据，而且可以在远程站点上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Volume Replicator 用作 SFW 或 SFW HA 的完全集成组件。Volume Replicator 受
益于 SFW 或 SFW HA 的稳健性、易用性和高性能，同时还增加了复制功能。Volume
Replicator 可以使用现有的 SFW 或 SFW HA 配置，但具有一些限制。可以将任何
应用程序（即使包含现有数据）配置为透明地使用 SFW。
有关 Volume Replicator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功能亮点
Volume Replicator 包含许多功能亮点。
这些菜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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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支持跨任何 IP 网络、LAN 或 WAN 的数据复制。

■

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支持的所有存储硬件上运行。

■

支持通过防火墙复制。

■

提供卷级别的应用程序复制或文件系统数据复制（包括支持商业数据库管理系
统）。

■

以异步或同步模式复制数据，确保在任一模式下数据的整体完整性和一致性。

Volume Replicator 工作原理
Volume Replicator 的用途是将主站点上的数据复制到一个或多个辅助站点。为此，
它将 SFW 磁盘组中的复制卷组 (RVG) 用作复制单位。
以下是 Volume Replicator 工作原理的摘要：
■

通过 Volume Replicator 软件将要复制的主站点上的卷标识为 RVG 的一部分，
RVG 由 SFW 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个卷组成。如果需要复制多个磁盘组中的卷，
则每个磁盘组都必须拥有一个独立的 RVG。 一个磁盘组可能有多个 RVG。

■

通过每个 RVG，还可以设置复制器日志卷。
主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卷会保留要发送到辅助站点的写入内容。

■

还会设置辅助站点上相应的 RVG 和复制器日志组。
在辅助节点上创建相同的磁盘组和卷设置。 磁盘组和卷必须与主站点上的磁盘
组和卷大小相同，并且名称也相同。 卷类型可以不同。
辅助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卷的名称必须与主站点上的相同，但大小可以不同。
但是，Symantec 建议使两个日志卷大小相同。
辅助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会被保留，以便在主站点发生故障或要被迁移而辅助
站需要成为新的主站点时使用。

■

主站点上的 RVG 和辅助站点上的相应 RVG 称作复制数据集 (RDS)。 多数
Volume Replicator 命令在 RDS 上运行。通常，您可以从 RDS 中的任一主机执
行 Volume Replicator 操作。

■

正确安装并配置 Volume Replicator 组件后，可以开始进行复制。
Volume Replicator 使用主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卷跟踪对应用程序或文件系统执
行的所有写入操作，以便接收这些写入内容，然后将其传输到辅助站点。对主
站点上的 RVG 下的数据卷的每次写入都将生成两份写入内容： 第一份写入内容
发送给复制器日志，发送完成后，会将另一份写入内容发送给应用程序数据卷，
同时发送给辅助站点。
当辅助系统收到写入内容后，会将原始接收确认发送回主站点，即使未将写入
内容写入磁盘。 这称作“网络确认”。 当辅助站点将写入内容写入磁盘后，会
向主系统发送第二次确认，称作“数据确认”。 主系统上的复制器日志卷在收
到数据确认后会丢弃该写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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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是一个单向过程。 主节点主机上的更新被发送到辅助节点主机，但在辅助
主机上访问复制卷中的数据为只读方式。
■

复制的三种模式（同步、异步和同步改写）的工作原理如下：
■

同步模式等待收到来自辅助节点主机的网络确认后，再对应用程序执行写入
操作。 因此，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具有相同的数据。

■

异步模式在写入内容写入到主站点复制器日志卷之后再对应用程序执行写入
操作。
如果主站点出现故障，则辅助站点仍有一部分写入内容没有收到。 此模式性
能较好，但存在数据丢失的风险。

■

同步改写模式在网络可用时执行同步复制，当网络不可用时，继续以异步模
式进行复制。

■

如果主站点发生灾难并且其中的数据被损坏，则辅助节点主机可以接替主节点
主机的角色提供数据。 此时您可以在此主机上重新启动该应用程序。

■

您还可以在复制操作所涉及的应用程序处于不活动状态时将正常运行的主节点
主机手动迁移到辅助节点主机。 维护时可能需要进行此操作。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设置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步
骤总结
本节高度概括了使用 SFW 设置 Volume Replicator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步骤。有关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
南》。
这些说明并未给出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设置集群的所有步骤。有关使用 SFW
HA 设置集群的步骤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有关如何使用 SFW HA 的更多详细信
息，可以参考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指南。例如，如果将 SQL Server 与 SFW
HA 配合使用，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A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SQL 版本）》）。
产品光盘中包含所有这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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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设置集群：

1

在每个站点上设置和配置硬件。
对于 Volume Replicator，安装至少需要两台运行 SFW 的服务器，而且这两台
服务器之间必须有网络连接：一台作为主站点上的主服务器，另一台作为辅助
站点上的辅助服务器。同时还可以有其他辅助站点。
如果计划用 SFW HA 或用 SFW 和 Microsoft Failover Clustering 设置集群，则
有多个配置选择。最常用的选择可能是每个站点配备四台服务器，每两台组成
一个集群。 还可以设置一个具有两台服务器的集群：一个主站点节点和一个辅
助站点节点。 另一种变换形式是主站点具有一个双节点集群，而辅助站点具有
一台独立的服务器用于复制。

2

安装操作系统并配置网络。

3

安装 SFW 或 SFW HA。
请务必选择 Volume Replicator 选件。
对于 SFW HA，建议您同时购买并安装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GCO
有助于在站点发生故障之后提供复制支持。

4

安装完成后，将启动“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 Configuration
(Volume Replicator 安全服务配置)”向导 (VxSAS)。
请按照 Volume Replicator 文档中的说明配置此服务，只有安装此服务后，
Volume Replicator 命令才能正常工作。

5

在主系统的 SFW 或 SFW HA 中创建一个或多个磁盘组。然后在每个磁盘组内
创建若干卷。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动态磁盘组”。
请参见第 51 页的“创建动态卷”。
创建要复制的卷。 可以现在创建 Volume Replicator Replicator Log 卷，或者
等待运行 Volume Replicator 向导以在系统上设置复制数据集。
可以通过该向导标识日志卷的现有卷，或通过该向导打开创建卷的屏幕，以便
在界面中创建卷。

6

如果计划使用系统上的应用程序，则需要在此时安装和配置该应用程序。

7

在辅助系统上，创建主系统上磁盘组和卷的副本。 可以按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来
执行此步骤：
■

重复相同的手动过程以设置先前在主系统上使用的磁盘组和卷。

■

等待运行 Volume Replicator RDS 向导，并允许 Volume Replicator 为您创
建磁盘组和卷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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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磁盘组和卷应与相应的主磁盘组和卷的名称相同。 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卷应
与主站点上相应数据卷大小相同。 辅助站点上的日志卷可以具有不同的大小，
但 Symantec 建议采用相同的大小。
如果已在主站点上安装某个应用程序，则还需要在辅助站点上安装该应用程
序。

8

如果具有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请创建用于复制的虚拟 IP 资源。
需要为每个复制的磁盘组创建一个将用于复制的虚拟 IP 资源。 此外，如果使
用 VCS，则需要指定一个 NIC 资源。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不需要此 NIC 资
源。同时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创建 IP 资源。 每个站点都需要有自己的 IP 地
址。 此虚拟 IP 应链接到每个站点中服务器所用的 NIC。

9

为 Volume Replicator 设置复制数据集。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考《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管
理指南》或《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解决方案指南》。

Volume Replicator 术语
本节提供最常用的 Volume Replicator 术语的定义供用户参考。

复制卷组 (RVG)
RVG 由 SFW 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个卷组成。对主节点主机上的 RVG 所做的更新
会被发送到配置的辅助节点主机。 因此，有一个相应 RVG 的磁盘组和卷的名称均
相同。 数据卷大小应该相同，而复制器日志卷大小可以不同。 为提高冗余性，您
可以有选择性地配置多个辅助主机，每个辅助主机都具有与主节点主机相同的相应
RVG 备份。
磁盘组中的 RVG 是用于复制的容器，因此，如果您具有多个磁盘组，则需要为每
个磁盘组创建单独的 RVG。 一个磁盘组中可以具有多个 RVG，但 RVG 不能跨越
磁盘组。

复制数据集 (RDS)
复制数据集 (RDS) 由主节点主机上的 RVG 和辅助主机上的相应重复 RVG 组成。

复制器日志
每个 RVG 都必须具有关联的复制器日志。主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卷会保留发送到
辅助站点的任何写入数据的副本。辅助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会被保留，可在主站点
无法正常工作而辅助站点接替主站点的角色时使用。这两个站点上的日志的名称必
须相同；但是，日志的大小可以不同。Symantec 建议使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复
制器日志卷大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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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模式
有三种复制模式 - 同步、异步和同步改写，其工作如下所示：
■

同步模式等待收到来自辅助节点主机的网络确认后，再对应用程序执行写入操
作。因此，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具有相同的数据。

■

异步模式在写入内容写入到主站点复制器日志卷之后再对应用程序执行写入操
作。
如果主站点出现故障，则辅助站点仍有一部分写入内容没有收到。此模式性能
较好，但存在数据丢失的风险。

■

同步改写模式在网络可用时执行同步复制，当网络不可用时，继续以异步模式
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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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与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概述

■

使用磁盘和卷状态信息

■

SFW 错误符号

■

解决常见的问题情况

■

故障排除和恢复时使用的命令或过程

■

其他故障排除问题

■

CVM 问题

■

调整 VDS 软件提供程序日志记录

概述
本章介绍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SFW) 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并从中恢
复的方法。
注意：建议使用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创建 Microsoft 文件共享。

使用磁盘和卷状态信息
如果磁盘或卷出现故障，应尽快修复磁盘或卷以避免数据丢失，这非常重要。 由于
时间紧迫，可以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快速方便地找出
问题。在“Disks (磁盘)”选项卡视图或“Volumes (卷)”选项卡视图的“Status (状
态)”列中，可以查看磁盘或卷的状态。您还可以在树视图或“Disk View (磁盘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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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选项卡中查看异常状态的指示。 如果卷的状态为不是“Healthy (运行良好)”、
动态磁盘的状态不是“Imported (已导入)”，或者基本磁盘的状态不是“Online (联
机)”，请使用本节确定问题，然后进行修复。
主题包括：
磁盘状态描述
卷状态说明
注意：如果磁盘或卷有问题，还可以查看“Events (事件)”选项卡视图中有关可能
出现的问题的消息。

磁盘状态描述
在控制台窗口右侧窗格的磁盘的“Status (状态)”列中，始终会显示下列磁盘状态
描述之一。如果磁盘存在故障，可以使用此故障排除图表来诊断和更正问题。注
意：采取建议的操作可能会使磁盘转为“Imported (已导入)”状态，但这些操作并
不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表 20-1
状态

磁盘状态描述
含义

必需的操作

Imported (已导入) 该磁盘可访问且不存在已知问题。 无需用户采取任何措施。
这是动态磁盘的正常磁盘状态。
Online (联机)

该磁盘可访问且不存在已知问题。 无需用户采取任何措施。
这是基本磁盘的正常磁盘状态。

No Media (无介质) CD-ROM 或可移动驱动器中未插入 在 CD-ROM 或其他可移动驱动器
介质。只有 CD-ROM 或其他可移 中插入适当的介质后，磁盘状态将
动磁盘类型显示“No Media (无介 变为“Online (联机)”。如果磁盘
质)”状态。

状态未立即更改，请使用“Refresh
(刷新)”命令刷新 GUI。

Foreign (外来)

只有动态磁盘显示此状态。在以下 请参见第 515 页的“使外来磁盘恢复
三种情况下，磁盘可能标记为
为联机状态”。
“Foreign (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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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含义

必需的操作

情况 1

情况 1

磁盘在其他计算机上已创建为动态 使用“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磁盘，现在已移至您的计算机，但 (导入动态磁盘组)”将磁盘组变为
尚未设置以供使用。
可用。
在“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对话框中，确
保单击复选框清除其他系统的主机
ID。
情况 2

情况 2

磁盘包含辅助磁盘组（即，与包含
计算机引导盘或系统盘的磁盘组不
同的其他磁盘组)，系统为双引导系
统。当您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切换
时，有辅助磁盘组的磁盘被标记为

使用“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将辅助磁盘组
变为可用。当在操作系统之间切换
时，主磁盘组将自动导入。

“Foreign (外来)”并且不会自动导 在“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对话框中，确
入。
保单击复选框清除其他系统的主机
ID。
情况 3

情况 3

磁盘最初在此计算机上创建，之后 使用“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
被移动或删除。现在，要将其作为 来磁盘)”命令将磁盘还原为其先前
最初创建时所在的磁盘组的成员加 磁盘组的成员。
回至此计算机。
No Disk Signature 新磁盘显示此状态。磁盘因为没有 右键单击磁盘并从菜单中选择
(无磁盘签名)
签名而无法使用。
“Write Signature (写入签名)”。
磁盘类型将变为“Basic Disk (基本
磁盘)”，并且可以访问或升级。
Offline (脱机)

只有动态磁盘显示此状态。在以下
两种情况下，磁盘可能显示为
“Offline (脱机)”状态：
情况 1

情况 1

磁盘是系统磁盘配置的一部分，但 确保磁盘已连接至计算机。然后，
目前找不到该磁盘。
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将磁盘
联机。
请参见第 512 页的“使脱机的动态磁
盘恢复导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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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含义

必需的操作

情况 2

情况 2

磁盘不可访问。磁盘可能损坏或间 确保磁盘已连接至计算机。然后，
歇不可用。脱机磁盘上会显示错误 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将磁盘
图标。
联机。
如果磁盘状态是“Offline (脱

请参见第 512 页的“使脱机的动态磁
机)”，并且磁盘名称变为“Missing 盘恢复导入状态”。
Disk (#) (缺少磁盘 (#))”，则虽然
该磁盘最近曾在系统上可用，但现
在已找不到或无法识别该磁盘。
Disconnected (已 系统再也无法找到的动态磁盘显示 重新连接磁盘。
断开连接)
此状态。磁盘名称变为“Missing
Disk (缺少磁盘)”。
Import Failed (导
入失败)

导入包含磁盘的动态磁盘组失败。 检查配置以确定可能的故障。
动态磁盘组中所有导入失败的磁盘
都将显示此状态。

Failing (失败)

“Failing (失败)”是磁盘状态后面
的括号内显示的辅助消息。此状态
表示在磁盘的某个区域检测到 I/O
错误。磁盘上的所有卷将显示

右键单击状态为“Failing (失败)”
的磁盘，然后选择“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使磁盘处于
“Online (联机)”状态，并使磁盘

“Failed (故障)”、“Degraded

的所有卷处于“Healthy (运行良
(降级)”或者“Failing (失败)”状 好)”状态。
态，并且可能无法在该磁盘上创建
新卷。只有动态磁盘显示此状态。

卷状态说明
以下卷状态说明之一将始终显示在卷的图形视图中以及列表视图中卷的“Status (状
态)”列中。如果卷有问题，可以使用此故障排除图表来诊断和纠正问题。
警告：建议的操作可能会使卷进入“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但不保证数据的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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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
状态

卷状态说明
含义

所需操作

Healthy (运行良好) 卷可以访问，没有已知问题。这是 不需要用户执行任何操作。
正常的卷状态。 动态卷和基本卷都
可以显示“Healthy (运行良好)”状
态。
Resynching (正在 卷的镜像正在重新同步，因此两个 不需要用户执行任何操作。
重新同步)
镜像包含相同的数据。 动态镜像卷
尽管您可以在正在进行重新同步的
和基本镜像卷都可以显示
过程中安全地访问镜像卷，但应避
“Resynching (正在重新同步)”状 免在重新同步期间执行配置更改
态。
（如断开镜像）。
重新同步完成后，镜像卷的状态将
恢复为“Healthy (运行良好)”。重
新同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
决于镜像卷的大小。
Regenerating (正
在重新生成)

正在为 RAID-5 卷重新生成数据和 不需要用户执行任何操作。
奇偶校验。 动态 RAID-5 卷和基本
您可以在重新生成数据和奇偶校验
RAID-5 卷都可以显示
的过程中安全地访问 RAID-5 卷。
“Regenerating (正在重新生成)”
状态。
重新生成完成后，RAID-5 卷的状
态将恢复为“Healthy (运行良
好)”。

Degraded (退化)

“Degraded (退化)”状态仅适用于 采取以下操作可解决这些情况：
基本磁盘或动态磁盘上的镜像卷或
RAID-5 卷。 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
能会出现“Degraded (退化)”状
态：
情况 1

情况 1

卷上的数据可能不再容错，因为某
个基础磁盘未处于联机状态。 如果
某个磁盘脱机或出现故障，则
RAID-5 卷会失去冗余功能。如果
包含镜像卷的其中一个子磁盘的某
个磁盘出现故障，则镜像卷会失去
冗余功能。

您可以继续使用其余的联机磁盘访
问该卷，但应尽快修复该卷。
修复该卷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包含
该卷的另一个磁盘出现故障，将会
失去该卷及其数据。
请参见第 517 页的“使动态卷恢复正
常状态”。
请参见第 516 页的“使基本卷恢复正
常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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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含义

所需操作

情况 2

情况 2

如果以物理方式移动了包含 RAID-5 要纠正该问题，必须将包含该卷的
卷或镜像卷的磁盘，也会显示
所有磁盘都移动到新位置，或使移
动的一个或多个磁盘恢复到原始位
“Degraded (退化)”状态。
置。
情况 3

情况 3

该卷上的数据不再容错，并且在基 为了使基础磁盘恢复“Online (联
础磁盘上检测到 I/O 错误。 如果在 机)”状态，请重新激活该磁盘（使
某个磁盘的任何部分检测到 I/O 错
用“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
误，则该磁盘上的所有卷都会显示
盘)”命令）。 磁盘恢复到“Online
“At Risk (有危险)”状态。 只有动
(联机)”状态后，卷状态应变为
态镜像卷或 RAID-5 卷可以显示
“Degraded (退化)”。
“Degraded (At Risk) (退化 (有危
险))”状态。

必要时执行进一步的操作，使该卷
回到“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
请参见第 517 页的“使动态卷恢复正
常状态”。

Failed (故障)

故障卷会自动启动。 故障卷上显示 采取以下操作可解决这些情况：
错误图标。 动态卷和基本卷都可以
显示“Failed (故障)”状态。 在以
下两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Failed
(故障)”状态：
情况 1

情况 1

对于跨越两个或多个磁盘的卷，有 更换或修复一个或多个故障磁盘或
一个或多个磁盘出现故障。 条带 功能失常的磁盘。
卷、简单卷、跨接卷或扩展分区会
因某个磁盘故障而出现故障。
RAID-5 卷会因两个磁盘故障而出
现故障。 当包含镜像卷或镜像条带
卷中的所有镜像的磁盘出现故障
时，该卷会出现故障。
情况 2

情况 2

包含跨越多个磁盘的卷的一个或多 移动包含该卷的子磁盘的所有磁
个磁盘被移动到其他计算机。
盘，或将一个或多个移动的磁盘恢
复到原始位置。
Formatting (正在
格式化)

正在使用选择的格式化规范对该卷 不需要用户执行任何操作。
进行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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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含义

所需操作

Stopped (已停止)

该卷位于未导入的动态磁盘组中。 导入包含该卷的动态磁盘组。

Missing (丢失)

如果卷的任何子磁盘位于显示

重新激活脱机卷并重新扫描。 如果

“Offline (脱机)”状态的磁盘上， 卷状态变为“Stopped (已停止)”
则卷状态将为“Missing (丢失)”。 或“Failed (故障)”，请重新激活
该卷。
Failing (出错)

“Failing (出错)”是在卷状态之后 确定哪个磁盘出错，并采取纠正措
施。
显示在括号中的附属消息。
“Failing (出错)”意味着 Symantec 请参见第 506 页的“磁盘状态描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至少在一个包含该卷的子磁盘的磁
盘上遇到了一些 I/O 错误；但是，
这些错误未损害特定卷上的数据。
“Failing (出错)”会发送消息，说
明磁盘完整性正在恶化。 当卷状态
为“Degraded (At Risk) (退化 (有
危险))”时，基础磁盘的状态通常
为“Online (Failing) (联机 (出
错))”。

SFW 错误符号
当计算机的存储子系统出现问题时，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会向用户发送错误消息，并在磁盘或卷图标的顶部放置错误符号，以显示问题的来
源。
下表列出了这些错误符号，对其含义进行了说明，还给出了用法示例。
表 20-3
符号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错误符号
含义

示例

警告。 黄色警告符号指示存在潜在 容量警告、性能降低警
问题，但系统仍然可以正常运行。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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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含义

示例

信息性。 蓝色信息符号表示对象不
完全可供访问或不能完全正常运行；
同时还指示各种信息性事件。此状
态通常由用户操作引起。 不会降低
性能或丢失数据；系统仍然可以正
常运行。

磁盘组已被逐出、磁盘没
有签名、磁盘组中有些旧
对象（如 DCO、快照
卷）在升级磁盘组之前无
法正常运行、共享卷在节
点上未联机、服务器已启
动、设备就绪等。

故障。 红色圆圈上的 X 符号指示发 故障卷、缺少磁盘。
生了严重的存储故障。 用户需要查
看问题的来源并尽快修复问题。
任何访问该对象的尝试都会产生错
误。

解决常见的问题情况
本节提供有关如何解决用户在使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
理其存储时遇到的常见的问题情况的信息。
本节包括下列主题：
使脱机的动态磁盘恢复导入状态
使基本磁盘恢复到联机状态
从计算机中删除磁盘
使外来磁盘恢复为联机状态
使基本卷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使动态卷恢复正常状态
在计算机之间移动磁盘之后修复包含降级数据的卷
处理启动时的提供程序错误

使脱机的动态磁盘恢复导入状态
脱机的动态磁盘可能已损坏，也可能是间歇性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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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脱机的动态磁盘恢复导入状态

1

修复所有磁盘或控制器问题，并确保磁盘已接通电源、插入并连接到计算机。

2

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重新扫描 SCSI 总线上的所有设备，使磁盘恢
复联机。
从“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Rescan (重新扫描)”，或者右键单击树视
图中的 StorageAgent 节点以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从菜单中选择“Rescan
(重新扫描)”。如果计算机的 SCSI 总线上有许多设备，重新扫描总线可能需
要较长时间。
请参见第 521 页的“Rescan (重新扫描) 命令”。
如果某个磁盘发生故障并且有镜像卷或 RAID-5 卷，则修复时将在其他位置重
新创建部分卷。
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26 页的“动态 RAID-5 卷的“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
请参见第 526 页的“用于动态镜像卷的修复卷命令”。

3

如果重新扫描后磁盘未恢复联机状态，请选择该磁盘并使用“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命令手动使磁盘恢复联机状态。
在树视图或“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视图中单击磁盘的标签以显示磁盘
的上下文菜单，然后从菜单中选择“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命令。
请参见第 524 页的“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 命令”。
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
活磁盘)”命令。
如果重新激活磁盘未能更改磁盘状态，则一定是磁盘或其连接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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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在重新激活后磁盘恢复联机状态，请检查其卷运行是否正常。如果不正
常，请在卷上尝试“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命令。
请参见第 525 页的“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 命令”。
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Volume (重新
激活卷)”命令。

5

运行 Chkdsk.exe 以确保磁盘上的基础数据未损坏。
要运行 Chkdsk，请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并输入以下命令：
chkdsk x:/f

其中 x 是要检查的卷的驱动器盘符。/f 选项将指示 Chkdsk 修复发现的任何错
误。如果忽略 /f 选项，Chkdsk 将以只读模式运行。
虽然 Chkdsk 将清理文件系统结构，但是如果用户在磁盘有问题时执行操作，
磁盘上仍然可能存在无效数据。强烈建议您运行实用程序以检查数据的完整
性。如果数据发生损坏，将需要从备份存储替换这些数据。

使基本磁盘恢复到联机状态
如果基本磁盘受损或不可用，则不会显示在 VEA GUI 中。
使基本磁盘恢复到联机状态

1

修复任何磁盘或控制器问题，并确保已打开磁盘、将磁盘插入计算机且已将其
挂接到计算机上。

2

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可重新扫描 SCSI 总线上的所有设备，从而使
磁盘恢复为联机状态。
从“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Rescan (重新扫描)”，或右键单击树视图
中的 StorageAgent 节点以获取上下文菜单，并从该菜单中选择“Rescan (重
新扫描)”。如果计算机的 SCSI 总线上有许多设备，则重新扫描总线可能需要
一些时间。
请参见第 521 页的“Rescan (重新扫描) 命令”。

514

故障排除与恢复
解决常见的问题情况

3

如果重新扫描后磁盘恢复到联机状态，请检查其卷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则需要使卷恢复到正常状态。
请参见第 516 页的“使基本卷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4

运行 Chkdsk.exe 以确保磁盘上的基础数据未被损坏。
即使磁盘和卷恢复联机状态，检查基础数据是否完好也很重要。
要运行 Chkdsk，请打开一个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输入以下命令：
chkdsk x:/f

其中，x 是要检查的卷的驱动器盘符。/f 选项告诉 Chkdsk 解决其发现的任何
错误。如果省略了 /f 选项，则 Chkdsk 将在只读模式下运行。
如果数据受损，则需要使用备份存储器中的数据进行替换。

从计算机中删除磁盘
作为故障排除的一部分，可能需要从计算机中删除基本磁盘或动态磁盘。此信息会
在有关磁盘任务的主题中进行介绍。
请参见第 515 页的“从计算机中删除磁盘”。

使外来磁盘恢复为联机状态
使外来磁盘恢复为联机状态取决于磁盘的原始上下文。
注意：因为卷可以跨多个磁盘（如对于镜像卷或 RAID-5 卷），所以首先验证磁盘
配置，然后移动属于卷的所有磁盘是很重要的。如果不移动所有磁盘，则卷将出现
“Degraded (退化)”或“Failed (故障)”错误情况。
下面介绍各种上下文：
■

如果外来磁盘属于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创建并已移动到当前计算机中的动态磁盘
组，则使用“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使该磁盘联机。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
盘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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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在另一台计算机上创建的外来磁盘

1

右键单击磁盘，选择“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
随即便会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2

按如下所示指定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

如果要保留原来的名称，请单击“OK (确定)”。

■

如果需要一个新的动态磁盘组名称，请在“New name (新名称)”输入框中
键入一个新的组名称，然后单击“OK (确定)”。

3

如果要从其他系统导入动态磁盘组，则单击复选框以清除其他系统的主机 ID。
随后会导入磁盘组。磁盘上的所有现有卷将可见并可访问。
提供了有关导入和逐出动态磁盘组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导入和逐出动态磁盘组”。
■

如果外来磁盘有一个辅助动态磁盘组（即，除包含计算机的引导磁盘或系
统磁盘的动态磁盘组之外的动态磁盘组），且已在一台双引导计算机上在
操作系统之间进行切换，请使用“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
盘组)”。
如果在双引导环境中的一个磁盘上有一个或多个辅助动态磁盘组，则在操
作系统之间切换时，会将该磁盘标记为“Foreign (外来)”，因为不会自动
导入辅助磁盘组。在此情形下，会自动导入磁盘上的共享主动态磁盘组。

■

如果磁盘最初是在当前计算机上创建的，但被删除，而现在已将其重新挂
接到当前计算机，并需要将其还原到其作为其原始动态磁盘组成员的状态，
请使用“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
请参见第 522 页的““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使基本卷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执行以下步骤可使基本卷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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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基本卷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1

修复任何磁盘或控制器问题，并确保已打开磁盘、将磁盘插入计算机且已将其
挂接到计算机上。

2

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重新扫描 SCSI 总线上的所有设备，使卷所属
的磁盘恢复联机状态。
从“Actions (操作)”菜单中选择“Rescan (重新扫描)”，或右键单击树视图
中的 StorageAgent 节点并从上下文件菜单中选择“Rescan (重新扫描)”。如
果计算机的 SCSI 总线上有许多设备，则重新扫描总线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请参见第 521 页的“Rescan (重新扫描) 命令”。

使动态卷恢复正常状态
执行下列步骤可以将动态卷恢复到正常状态。

517

故障排除与恢复
解决常见的问题情况

使动态卷恢复正常状态

1

首先需要通过执行“Rescan (重新扫描)”以及“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
盘)”（如果必要）来尝试使卷所属的磁盘处于联机状态。
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
活磁盘)”命令。
请参见第 521 页的“Rescan (重新扫描) 命令”。
请参见第 524 页的“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 命令”。
如果其中某个磁盘出现故障，并且您已有镜像卷或 RAID-5 卷，则此修复过程
包括在其他位置上重新创建该卷的一部分。
请参见第 526 页的“动态 RAID-5 卷的“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
请参见第 526 页的“用于动态镜像卷的修复卷命令”。

2

当磁盘已重新激活并重新联机后，查看其卷运行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请尝
试在其卷上执行“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命令。
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Volume (重新
激活卷)”命令。
请参见第 525 页的“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 命令”。

3

运行 Chkdsk.exe 以确保基础文件系统结构保持不变。
要运行 Chkdsk，请打开一个命令提示符窗口，然后输入以下命令：
chkdsk x:/f

其中，x 是要检查的卷的驱动器盘符。/f 选项告诉 Chkdsk 解决其发现的任何
错误。如果省略了 /f 选项，则 Chkdsk 将在只读模式下运行。
尽管 Chkdsk 可以清理文件系统结构，但如果磁盘出现问题时用户正在工作，
则清理后磁盘上仍会存在无效数据。强烈建议您运行相应的实用程序来检查数
据完整性。如果数据受损，您需要使用备份存储将其替换。

在计算机之间移动磁盘之后修复包含降级数据的卷
如果您使用了“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盘组)”和“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命令在计算机之间移动磁盘，并且这些磁盘包含的
镜像卷或 RAID-5 动态卷具有降级数据，则可以执行本节中所述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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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卷中包含降级数据的问题，请执行下列操作：

1

将磁盘从它们当前所在的计算机上逐出，然后以物理方式将这些磁盘移回到它
们最初所在的计算机上。

2

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确保所有磁盘安装正确。
如果移动磁盘之前，卷显示“Degraded (退化)”状态，则移回磁盘之后，卷仍
会显示“Degraded (退化)”状态。

3

确保包含退化镜像或奇偶校验信息的磁盘的状态不是“Offline (脱机)”。
如果状态是“Offline (脱机)”，请检查是否存在任何硬件问题，必要时重新连
接磁盘。

4

使用“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命令使磁盘重新联机。
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
活磁盘)”命令。
如果硬件问题已更正，则磁盘将会显示“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该磁盘上
的所有镜像卷将会重新同步，并且所有 RAID-5 卷将会重新生成奇偶校验。

5

如果任一卷仍显示“Degraded (退化)”状态，请对该卷使用“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命令。
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Volume (重新
激活卷)”命令。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将尝试使卷恢复联机。您可能会
看到一条警告消息，指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可能无
法恢复该卷上的所有数据。
如果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成功使卷恢复联机，卷状态
将变为“Healthy (运行良好)”。

6

现在，您可以逐出动态磁盘组，并将该动态磁盘组的所有磁盘移至第二台计算
机。
请务必同时移动该磁盘组涉及的所有磁盘，确保第二台计算机上卷的状态为
“Healthy (运行良好)”。

处理启动时的提供程序错误
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提供程序与驱动程序类似。每
个提供程序管理一个特定的硬件或软件存储组件。 例如，磁盘提供程序管理 Windows
操作系统视为磁盘的所有磁盘。 提供程序发现现有物理和逻辑实体，并将该信息存
储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分布式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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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启动时收到提供程序无法加载
错误，可以检查提供程序状态，方法是右键单击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树视图中的托管服务器节点，然后从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Properties (属性)”。
窗口的顶部显示加载的提供程序。 窗口的底部显示所有未能加载的提供程序。 底
部通常是空白。
如果某个提供程序在 SFW 启动时未能加载，则在 SFW 中将不能使用该提供程序
提供的功能。必须确定该提供程序未能加载的原因，然后再次启动应用程序。 要获
取帮助，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网址为：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故障排除和恢复时使用的命令或过程
本节介绍用于执行故障排除和恢复的方式。
本节包含下列主题：
Refresh (刷新) 命令
Rescan (重新扫描) 命令
“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命令
“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 命令
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 命令
动态 RAID-5 卷的“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
用于动态镜像卷的修复卷命令
启动和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
访问 CLI 历史记录

Refresh (刷新) 命令
如果您认为磁盘或卷没有问题，但 VEA GUI 尚未更新最近所做的更改，请尝试
“Refresh (刷新)”命令。“Refresh (刷新)”可刷新当前计算机中的驱动器盘符、
文件系统、卷和可移动介质信息。此命令还会检查以前不可读的卷现在是否可读。
如果已更改的磁盘上没有发生 I/O 操作，此命令可能无法获取自上次重新启动或重
新扫描以来所进行的磁盘更改。
从 VEA 的“Actions (操作)”或“View (视图)”菜单中选择“Refresh (刷新)”，或
者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 StorageAgent 节点以获得上下文菜单并从该菜单中选择
“Refresh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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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Refresh (刷新)”命令仅适用于 StorageAgent 节点及其任何子节点。

Rescan (重新扫描) 命令
“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重新扫描 SCSI 总线以找出磁盘更改。它还具有与
“Refresh (刷新)”命令相同的作用，可更新驱动器盘符、文件系统、卷和可移动介
质信息。
建议在每次进行磁盘更改（如删除或添加磁盘）时使用“Rescan (重新扫描)”。重
新扫描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具体取决于 SCSI 总线上的设备数目。
从工具栏中，依次选择“Actions (操作)”和“Rescan (重新扫描)”。
单击位于下窗格中的“Tasks (任务)”选项卡，将出现一个进度条，显示重新扫描
过程完成的百分比。完成“Rescan (重新扫描)”后，应该会看到关于系统的准确信
息。
如果错误标志仍然存在，则可能需要重新激活磁盘或卷。
注意：“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仅在 StorageAgent 节点及其子节点上有效。

有关“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节提供有关重新扫描如何影响冗余卷和非冗余卷的其他信息。
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

冗余卷（镜像和 RAID-5）
如果 RAID-5 卷或镜像卷处于“Degraded (退化)”状态，则执行重新扫描还将
自动触发重新激活磁盘并重新同步磁盘上的卷的尝试。此操作是在后台完成，
这也是并非始终有必要调用“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命令和
“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命令的原因。

■

非冗余卷（简单、跨接和条带）
如果有发生故障的简单卷、跨接卷或条带卷，则重新扫描将不会自动尝试重新
激活磁盘和卷。这些故障卷上的数据可能已经损坏。
对于发生故障的简单卷、跨接卷或条带卷，必须手动重新激活磁盘和卷。收到
的错误消息可能会提示您有关发生此问题的原因。手动重新激活磁盘和卷之后，
磁盘可能会恢复为“Online (联机)”状态，且卷会恢复为“Healthy (运行良好)”
状态，但是不能认为基础数据未受到影响。
这种情况下，还应运行 Chkdsk。尽管 Chkdsk 将清理文件系统结构，但如果磁
盘发生问题时用户在工作，则磁盘上仍可能存在无效数据。强烈建议您运行相
应的实用程序来检查数据完整性。如果数据受损，您需要使用备份存储将其替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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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有镜像卷或 RAID-5 卷处于“Failed (故障)”状态，则重新扫描将不会自
动重新激活磁盘并重新同步磁盘上的卷。冗余卷发生故障后，将遵循与故障非冗余
卷相同的条件。

“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命令
借助此命令，可以将故障磁盘替换为空的基本磁盘。将在新磁盘上重新创建卷配
置。 不保证非冗余卷的内容。 冗余卷将自动重新同步。 只能对指定为“Missing
(丢失)”的磁盘执行此命令。
请参见第 116 页的“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place Disk (替换磁
盘)”命令。

“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如果从服务器中删除磁盘，同时还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将其删除，然后又决定将其作为同一个动态磁盘组的成员重新挂接到服务器，则
需要使用“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此命令会将该磁盘恢复到
其原来的状态，作为该服务器上其先前所在动态磁盘组的成员。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Merge Foreign Disk (合
并外来磁盘)”命令。
此外，如果在不使磁盘的磁盘组脱机的情况下删除该磁盘，将磁盘移动到其他服务
器，然后尝试在原始服务器中重新安装它，也需要使用此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该
命令是必要的，因为磁盘具有其他服务器的磁盘组 ID。
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可能不需要经常使用此命令，
因为如果从计算机中删除的磁盘具有冗余卷（如 RAID-5 卷或镜像卷）中的子磁盘，
则“Hot Relocation (热重定位)”命令将在该卷上自动重建丢失的子磁盘。但是，如
果热重定位功能已关闭，则您可能需要此命令。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热重定位”。
如果您具备的动态磁盘组中有一个磁盘标记为“Missing (丢失)”，并且将该组中的
其余磁盘恢复为基本磁盘，则动态磁盘组将不再存在，并且标记为“Missing (丢
失)”的磁盘也会从 VEA GUI 中消失。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关动态磁盘组的
信息存储在驻留在该组中的每个磁盘上的数据库中。 动态磁盘组信息在恢复为基本
磁盘的磁盘中不再可用，并且“Missing (丢失)”磁盘未连接。如果重新连接“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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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磁盘并重新扫描，则该磁盘将显示为“Foreign (外来)”。现在，磁盘的数
据库可用，但该组中的其余磁盘已消失。
提供了有关从计算机中删除动态磁盘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15 页的“从计算机中删除磁盘”。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热重定位。

注意：属于 SAN 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热重定位。
使用“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1

将磁盘重新挂接到原始服务器。

2

在 VEA 控制台中，执行重新扫描（选择“Actions (操作)”菜单中的“Rescan
(重新扫描)”）。该磁盘将显示在树中，并带有一个红色的 X。其动态磁盘组
将显示为“Unknown Group (未知组)”。

3

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磁盘标签，以打开磁盘上下文菜单。

4

从磁盘上下文菜单中选择“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

5

阅读 Merge Foreign Disk Wizard (合并外来磁盘向导) 的第一个屏幕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6

在出现的“Merge Foreign Disk Wizard (合并外来磁盘向导)”屏幕中，选择要
合并的磁盘。
使用“Add (添加)”按钮，将该磁盘从屏幕的左窗格移动到右窗格，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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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下一个屏幕中，如果磁盘上的数据状况为“Healthy (运行良好)”，则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操作。
此时将显示“Merge Foreign Disk Wizard (合并外来磁盘向导)”的最后一个屏
幕。
下面显示了卷状况类型：
Failed (故障)

卷无法正常运行。 卷将被合并，但可能无法使用。

Failed Redundancy 卷内容不是最新的。 卷将被合并。
(故障冗余)
Missing (丢失)

卷在合并的磁盘上没有子磁盘。

如果卷状况类型为“Failed (故障)”，则不保证数据完好（尽管可能完好）。
请参见第 517 页的“使动态卷恢复正常状态”。
如果磁盘为“Missing (丢失)”状态，请确保正确连接磁盘。

8

单击“Finish (完成)”完成将外来磁盘合并到服务器的过程。
合并后的磁盘现在应与从服务器中删除它之前的状态相同。 现在应显示为处于
先前所在的动态磁盘组中。

9

如果磁盘仍具有错误符号，请右键单击该磁盘并在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单击
“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
该磁盘现在应显示为正常。
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
活磁盘)”命令。

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 命令
有时，“Rescan (重新扫描)”不会清除动态磁盘上的错误标志。发生这种情况时，
可以使用“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来清除这些标志。此命令会对磁盘执
行手动重新启动。标记为“Missing (丢失)”或“Offline (脱机)”的动态磁盘可被重
新激活。重新激活之后，已挂接且未处于“Failed (故障)”情况下的磁盘应被标记
为“Online (联机)”。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
活磁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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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命令清除错误标志

1

右键单击带有错误标志的磁盘，并从出现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
将出现一个包含一条确认消息的对话框。

2

单击“Yes (是)”重新激活磁盘。
重新激活之后，除非存在机械问题或其他严重问题，否则磁盘应被标记为
“Online (联机)”。
请参见第 521 页的“有关“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的其他重要信息”。

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 命令
如果动态卷出现错误，则必须尝试使该卷所在的任何磁盘都重新联机，方法是先使
用“Rescan (重新扫描)”，如果该选项不可用，再使用“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
活磁盘)”。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
活磁盘)”命令。
一个或多个磁盘重新联机后，如果卷未恢复“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请使用
“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命令。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Reactivate Volume (重
新激活卷)”命令。
右键单击卷以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单击“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
如果任何卷或镜像卷的 plex 仍处于不正常状态，则需要执行此操作。同样的情况适
用于 RAID-5 卷；可能需要使用“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来重新生成
卷。
如果卷的基础磁盘正常，则卷极有可能恢复“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但其中的
数据可能损坏或失效。建议您在使用该卷之前运行 Chkdsk.exe。如果 Chkdsk 失败
或发现过多错误，则可能需要重新格式化卷并从备份中还原其内容。
“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和“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之间的差
别在于，“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重新同步卷以使其在现有位置进入
“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而“Repair Volume (修复卷)”则会删除卷中已损坏
的部分，并在正常的动态磁盘上的其他位置重新创建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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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21 页的“有关“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的其他重要信息”。

动态 RAID-5 卷的“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
如果 RAID-5 卷处于“Degraded (退化)”状态，并且如果在其他动态磁盘上有足够
的未分配空间可供重新创建该卷的退化子磁盘，则可以修复 RAID-5 卷。 为避免数
据丢失，应尽快尝试修复该卷。
注意：在磁盘发生故障之后，可能需要重新扫描，然后此菜单选项才可用。
“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和“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之间的差
别在于，“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重新同步卷以使其在现有位置进入
“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而“Repair Volume (修复卷)”则会删除卷中已损坏
的部分，并在正常的动态磁盘上的其他位置重新创建该部分。
使用“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修复动态 RAID-5 卷

1

右键单击退化卷。 从显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pair Volume (修复卷)”。
此时将显示“Repair Volume (修复卷)”对话框。

2

默认设置用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自动指定目标磁盘。
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Manually assign destination disks (手动指定目
标磁盘)”单选按钮，然后选择要指定为目标磁盘的磁盘。 还可以选中“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重新创建的卷禁用磁道对齐。

3

如果对选择满意，请单击“OK (确定)”。

用于动态镜像卷的修复卷命令
当镜像卷所在的磁盘发生故障时，此卷显示“Degraded (退化)”状态。磁盘的名称
更改为“Missing Disk (丢失的磁盘)”，同时“Missing Disk (丢失的磁盘)” 图标上
出现一个 (X) 图标。磁盘的状态将为“Offline (脱机)”。
“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和“Repair Volume (修复卷)”命令之间的差
别在于，“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重新同步卷以使其在现有位置进入
“Healthy (运行良好)”状态，而“Repair Volume (修复卷)”则会删除卷中已损坏
的部分，并在正常的动态磁盘上的其他位置重新创建该部分。

使用修复卷命令
下面介绍了如何使用修复卷命令修复镜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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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修复卷命令修复镜像卷

1

右键单击退化卷。从显示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Repair Volume (修复卷)”。
此时将显示“Repair Volume (修复卷)”对话框。

2

通过单击对应的复选框，选择要修复的镜像。此外，还可以选中“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重新创建的镜像禁用磁道对齐。

3

单击“OK (确定)”。
将在其他动态磁盘上的可用磁盘空间上创建新的镜像。

修复卷并手动选择目标磁盘
下面介绍如何修复卷并为新的镜像手动选择目标磁盘。
修复卷并为新的镜像手动选择目标磁盘

1

右键单击退化卷。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Mirror (镜像)”，然后从子菜单中选
择“Remove (删除)”。
此时将显示“Remove Mirror (删除镜像)”对话框。

2

删除退化镜像。
请参见第 213 页的“删除镜像”。
请注意，保留的磁盘（位于右窗格中）上的镜像不会被删除。

3

再次右键单击该卷。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Mirror (镜像)”，然后从子菜单中
选择“Add (添加)”。

4

手动选择要向其中添加镜像的目标磁盘，然后单击“OK (确定)”。
请参见第 210 页的“向卷添加镜像”。

启动和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
进行排除故障时，了解如何启动和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很有用。例如，如果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服务器上
停止运行，则可以尝试重新启动该服务而不必重新启动系统。有时，停止然后重新
启动该服务可以解决一些临时问题。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还称为 vxsvc。
注意：对于当前版本，要启动或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应启动或停止 vxsvc 服务（或 Windows Services GUI 中的 Veritas Storage
Agent）。

527

故障排除与恢复
其他故障排除问题

以下内容介绍了如何启动和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
■

启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
打开命令窗口，并输入以下命令：
net start vxsvc

注意：如果重新启动系统，则会自动重新启动该服务。

■

停止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
打开命令窗口，并输入以下命令：
net stop vxsvc

访问 CLI 历史记录
系统发出的 CLI 命令的历史记录和系统响应的历史记录包含在命令行日志 vxcli.log
中。它通常位于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logs。
当您尝试了解运行或创建 CLI 脚本可能会引发的问题时，此历史记录非常有用。
日志中的每个条目都以命令或系统响应的日期和时间为前缀，后面是进程标识和线
程标识。 每个 CLI 命令在日志中都是一个单独的条目，每个命令均以 ---------Command : 加以标识。 每个系统响应在日志中也是一个单独的条目，跟在 CLI 命
令之后。
注意：帮助消息不会记录在命令行日志中。

其他故障排除问题
本节介绍其他故障排除问题。
主题是按以下各个区域组织的：
磁盘问题
卷问题
磁盘组问题
连接问题
与引导或重新启动相关的问题
集群问题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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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nap 问题
其他问题

磁盘问题
本节介绍以下磁盘问题。
磁盘类型显示无签名
标记为外部磁盘的磁盘
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时出错

磁盘类型显示无签名
如果磁盘类型显示“No Signature (无签名)”，则需要向磁盘写入签名。安装新磁
盘时，为了使该磁盘可供使用，软件必须向其写入签名。系统不会自动写入签名，
这是因为磁盘可能是从另一个操作系统导入的，其配置信息需要保留不变。
请参考以下操作：
■

要将配置数据写入磁盘，请在“Disks (磁盘)”节点下面，右键单击该磁盘，然
后选择“Write Signature (写入签名)”。

标记为外部磁盘的磁盘
本节提供有关外部磁盘的信息。
请参见第 515 页的“使外来磁盘恢复为联机状态”。
请参见第 506 页的“磁盘状态描述”。

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时出错
本主题介绍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时的已知问题。

基本磁盘具有超过 32 个逻辑驱动器
如果您尝试在其扩展分区中升级具有超过 32 个逻辑驱动器的基本磁盘，它不会升
级到动态磁盘。您将收到错误消息“Disk cannot be partitioned after it has been
upgraded (磁盘在升级后无法分区)”。要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其逻辑驱动
器的数量必须限制在 16 个以下。

基本磁盘具有不含系统文件的“活动”卷
如果将基本镜像卷（不包含当前系统文件）标记为活动状态，则计算机将无法重新
启动。包含不可引导的活动卷的基本磁盘不能升级到动态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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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有关磁盘几何结构的错误
如果您在尝试将基本磁盘升级到动态磁盘时收到有关磁盘几何结构的错误，且磁盘
没有升级，则磁盘上的几何结构与当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中使用的磁盘几何结
构不一致。 如果磁盘没有升级，则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将
使用其当前的分区结构来维护磁盘；但是，如果采用任何方式更改了分区结构，则
磁盘分区及其数据将不可访问。
下面介绍了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
■

从受影响的磁盘中备份所有数据。

■

删除该磁盘上的所有分区。

■

将该磁盘升级到动态磁盘。

■

在该磁盘上创建卷。

■

将数据还原到该磁盘。

很有可能在 NT 4.0 下创建的磁盘具有分区，且该磁盘具有不同的几何结构，因为
它是在 BIOS 和映射功能都关闭的情况下挂接到辅助主机总线适配器的。
完成上述步骤后，磁盘将具有正确的几何结构，而且仍然可以在 BIOS 和映射功能
关闭的情况下连接到辅助主机适配器。 几何结构问题是由从 NT 4.0 改为 Windows
2000 引起的。这是已知问题，在 Microsoft 网站上有详细讨论。

卷问题
本节包含有关卷的信息。
本节介绍下列问题：
故障转移之后，VEA 有时不显示成功装入的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文件夹路径
无法创建 RAID-5 卷
无法创建镜像
无法扩展卷
无法扩展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
跨一个磁盘组中的多个磁盘创建跨接卷时，无法自定义每个磁盘上的子磁盘的大小
尝试镜像引导卷或系统卷时失败或出现错误消息

故障转移之后，VEA 有时不显示成功装入的卷的驱动器盘符或
装入文件夹路径
这与故障转移有关，在这种情况下 VEA 有时不显示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文件夹
路径，即使该卷已成功通过预期的驱动器盘符或文件夹路径装入。在故障转移期
间，当导入磁盘组时，SFW 会使用 Microsoft API

530

故障排除与恢复
其他故障排除问题

GetVolumePathNamesForVolumeName() 查询装入点，以此来装入磁盘组的所有
卷。有时，此 API 会无法返回正确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的文件夹路径，因此 VEA
无法更新上述内容。
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在几毫秒过后重新尝试该操作，以便 Microsoft API
GetVolumePathNamesForVolumeName() 返回正确的信息，但也会影响性能。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您需要通过创建如下所述的注册表项来启用重试逻辑。
注意：请注意，使用此解决方法会影响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时执行磁盘组逐出操作
的性能。对性能的影响最高为 n/2 秒，其中 n 是磁盘组中卷的数量。
已为 GetVolumePathNamesForVolumeName() API 添加重试逻辑，以便在返回的
装入路径为空时重试该操作。它会在每 100 毫秒后重试，尝试 n 次，其中 n 可通过
注册表配置。
要启用此重试逻辑，请在以下注册表项下创建名为 RetryEnumMountPoint、类型为
REG_DWORD 的注册表值，并将其值设置为 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VxSvc\CurrentVersion\VolumeManager.

要指定重试尝试次数，请在以下注册表项下创建名为 RetryEnumMPAttempts、类
型为 REG_DWORD 的注册表值，并将其值设置为 5。您可以根据需要变更其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VxSvc\CurrentVersion\VolumeManager.

无法创建 RAID-5 卷
本节包含有关无法创建 RAID-5 卷的信息。
请参考以下操作：
■

是否在三个或更多个磁盘上具有足够的未分配空间？您必须至少有三个磁盘才
能创建 RAID-5 卷，必须具有四个磁盘才能创建包含日志的 RAID-5 卷。

无法创建镜像
本节包含有关无法创建镜像的信息。
请参考以下操作：
■

是否在两个或多个动态磁盘上具有足够的未分配空间？必须具有两个或多个磁
盘才能创建镜像卷。

请参见第 532 页的“尝试镜像引导卷或系统卷时失败或出现错误消息”。

无法扩展卷
无法扩展卷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找不到与卷关联的 RAID-5 或 DRL 日志，原因可能是
磁盘有故障或处于脱机状态。解决方法是从故障磁盘中删除日志，或使丢失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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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联机状态，然后应该就可以扩展卷了。如果卷具有引导磁盘或系统磁盘，请参
见下一节。

无法扩展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
下面是可能导致此问题的原因：
■

如果在引导卷或系统卷的后面没有足够的连续空间可供完成所需的扩展，则无
法进行扩展。 如果磁盘上有另一个卷，您不能使用该卷之前和之后的空间进行
扩展。

■

如果扩展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需要调整已扩展分区的边界，则不允许进行扩展。
否则会返回错误消息 Requeste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不支持请求的操作)。

■

对于最初在逻辑驱动器上创建、后来升级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动态卷的引导卷或系统磁盘卷，无法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扩展。

跨一个磁盘组中的多个磁盘创建跨接卷时，无法自定义每个磁
盘上的子磁盘的大小
跨多个磁盘创建跨接卷时，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不允许使
用“Custom (自定义)”模式在该卷中的磁盘上创建指定大小的子磁盘。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会自动使用第一个磁盘中的所有可用磁盘空间，
然后移动到第二个磁盘，并以类似方式使用第二个磁盘中的所有可用磁盘空间，之
后移动到第三个磁盘，依此类推。
要解决此问题，请在第一个磁盘上创建指定大小（大小是所需的总大小的一小部
分）的简单卷。 创建此卷后，使用 Expand Volume (扩展卷) 和 Custom (自定义)
模式在其他磁盘上指定附加空间。 对正在使用的所有磁盘重复上述过程。
通过此技术，可以在组中的每个磁盘上创建特定子磁盘大小的跨接卷。

尝试镜像引导卷或系统卷时失败或出现错误消息
下面是出现此问题的可能原因：
■

大小足以用于镜像的唯一可用动态磁盘具有两个以上的保留分区
如果尝试向系统磁盘或引导磁盘添加镜像，但是具有足够空间的仅有动态磁盘
包含了两个以上的保留分区，那么，“Add Mirror (添加镜像)”操作将会失败。
即使该磁盘上具有足够的空间，也会出现错误消息“insufficient disk space (磁
盘空间不足)”。

■

可用动态磁盘的偏移与原始引导磁盘或系统磁盘的偏移均不相同
要从镜像的系统卷引导，该卷与磁盘起点之间的偏移所在的位置，必须与原始
系统卷的相应偏移所在的位置相同。 如果尝试向系统卷添加镜像，但该卷中的
动态磁盘的偏移不可能位于同一位置，那么，应用程序将会发出有关此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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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同时询问您是否继续。 可以选择继续，以便使用不同的偏移创建镜像。
该镜像将会正确镜像数据，但您无法从该镜像引导。

磁盘组问题
本节包含有关磁盘组的信息。
本节介绍下列问题：
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并立即逐出其动态磁盘组后出现未知组
卸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后，不能使用磁盘管理中的 SFW
磁盘组
卸载并重新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后会删除专用动态磁
盘组保护
未释放 SCSI 保留前，无法导入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的集群动态磁盘组或辅助
磁盘组
如果您遇到了与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命令有关的问题，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283 页的“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的故障排除提示”。

无法将现有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故障转移到新添加的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节点
注意：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和复制卷组 (RVG) 资源也可能会发生此问
题。以下信息也适用于这两种资源。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操作系统上，将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的现有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故障转移到新添加到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后又添加到 CVM
集群的节点时，会发生此问题。该操作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Error Code: 0x80071398" The operation failed because either the specified cluster
node is not the owner of the group, or the node is not a possible owner of the group.
这是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问题。
解决方法：要解决此问题，您需要使用 Microsoft 的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管理单元
手动将新节点添加到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然后重试故障转移。在管理单
元 GUI 中，右键单击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然后选择“Properties (属
性)”。在资源属性窗口中，转到“Advanced Policies (高级策略)”选项卡，选择
新添加的节点，然后单击“OK (确定)”以将该节点添加为资源的可能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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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即使磁盘连接到共享总线，创建动态磁盘组操作还是失
败
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时会发生此情况。有时，即使磁盘（磁盘组所属）连接到共享
总线，但如果磁盘包含 OEM 分区，此操作还是失败。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此
问题：删除 OEM 分区并重新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VxSVC)
服务。

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并立即逐出其动态磁盘组后出现未
知组
升级基本磁盘并立即逐出其动态磁盘组后偶尔会出现名称为 Unknown (未知) 的动
态磁盘组。 刷新显示内容或尝试导入逐出的动态磁盘组将从屏幕中删除原始组，如
果导入逐出的动态磁盘组，还会生成找不到磁盘的错误。
不要尝试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对这些磁盘执行任何其
他操作。否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删除动态磁盘组及其内容需要重新启动计算
机。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动态磁盘组将作为逐出的组正确显示为“Offline, Foreign
(脱机，外部)”。然后，您就可以顺利地导入该动态磁盘组。

卸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后，不能使
用磁盘管理中的 SFW 磁盘组
卸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后，可能无法导入现有磁盘组并
且无法在磁盘管理中使用它。
卸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时，磁盘管理只会自动导入主磁
盘组。
如果由于系统或引导磁盘未封装而导致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没有主磁盘组，则在卸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时，磁盘
管理将无法导入一个或多个磁盘组，这是因为磁盘管理无法将辅助磁盘组作为主磁
盘组导入。如果没有主磁盘组，则无法合并外部磁盘组。
解决方法是在磁盘管理中创建新的动态磁盘组，然后就可以将外部磁盘组合并到动
态磁盘组中。

卸载并重新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后会删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如果卸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后再重新安装（通过升级或
出于其他目的），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会在卸载过程中被删除。如果重新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并希望之前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的磁盘组继续受到保护，请通过“Add Dynamic Disk Group Protection (添加动
态磁盘组保护)”命令将该功能添加回该磁盘组。专用动态磁盘组信息存储在注册表
中；卸载过程中必然会将相应的注册表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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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释放 SCSI 保留前，无法导入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的集
群动态磁盘组或辅助磁盘组
如果共享总线上的 Storage Foundation 服务器在集群动态磁盘组或辅助磁盘组被逐
出时未能释放 SCSI 保留，则可能无法导入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的集群动态磁
盘组或辅助磁盘组。执行清除 SCSI 保留操作会释放这些保留并允许导入集群动态
磁盘组或辅助磁盘组。
清除 SCSI 保留

1

在 VEA 树视图中选择 StorageAgent 节点，然后单击“Actions (操
作)”>“Clear SCSI reservation (清除 SCSI 保留)”。
您也可以右键单击 Storage Agent 节点，然后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Clear SCSI
reservation (清除 SCSI 保留)”。

2

查看显示窗口中的信息，然后单击“Yes (是)”以完成操作。

连接问题
本节介绍计算机连接问题。

尝试连接到远程计算机时被拒绝访问或收到错误消息
本主题介绍无法连接到远程计算机的情况。

最常见的情况
在 SFW 中，当您尝试连接到远程计算机但被拒绝访问时，您可能处于以下一种或
两种情况。
情况如下：
■

您登录到的本地服务器不属于任何域。

■

您已登录到某个域，但该域不包含该远程服务器。 另外，您所在的域与远程服
务器所在的域之间不存在信任关系。

此情况的解决方法是在本地计算机上创建一个帐户，使该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与远
程计算机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相同，然后使用此帐户登录本地计算机。

仅限客户端的安装
当您刚安装完 SFW（仅限客户端）、启动 SFW 客户端并尝试连接到具有磁盘管理
功能的远程服务器时，可能会收到错误消息，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假定其客户端首先连接运行 SFW 或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的远程服务器，然后再连接运行磁盘管理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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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安装了 SFW 或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的服务器后，您便可以成功
连接到运行磁盘管理的远程系统。
注意：Windows 磁盘管理是 Windows 操作系统附带的磁盘和卷管理程序。 由于磁
盘管理软件由 Symantec 和 Microsoft 联合开发，因此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可以连接到具有磁盘管理功能的远程服务器。

错误消息：The connection to RemoteComputer has terminated.
RemoteComputer will be removed from view. (与
RemoteComputer 的连接已终止。RemoteComputer 将从视图
中删除。)
您连接到的远程计算机已经从控制台上断开连接。 大多数情况下，这表示存在网络
连接问题并且传输超时。 如果重新启动了远程计算机或停止了远程计算机上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服务，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您有时
还可能收到 Connection Failed (连接失败) 的消息。
请参考以下操作：
■

请确保远程计算机已启动并可连接到网络，并且该服务已启动。

■

重新连接到远程计算机。

与引导或重新启动相关的问题
本节包含与引导或重新启动相关的问题的信息。
本节介绍下列问题：
重新启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类似于“驱动器损坏”的消息并且系统建议您运行自检
引导设备无法访问错误，bugcheck 7B
错误消息 vxboot- failed to auto-import disk group repltest_dg. all volumes of the
disk group are not available
其中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无法扩展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
请参见第 532 页的“无法扩展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

重新启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类似于“驱动器损坏”的消息并且
系统建议您运行自检
执行自检即可，无需担心该消息。自检将自动完成，随后会重新启动系统。该过程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系统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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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设备无法访问错误，bugcheck 7B
已知有两种情况可能会产生此消息：

具有引导设备的动态磁盘组被重命名后
导入动态磁盘组后，应当重命名包含引导卷的动态磁盘组。通常，SFW 不允许逐出
包含当前引导卷的动态磁盘组。但是，如果您将磁盘移至另一系统或从相同系统上
的其他动态磁盘组中的另一引导卷进行引导，则您可以逐出包含引导卷的动态磁盘
组。
在某些情况下，从重命名后的动态磁盘组中包含的引导卷进行引导会导致出现错误
消息 Bugcheck 7B, Inaccessible Boot Device (Bugcheck 7B，无法访问引导设备)。

尝试从过时或受损的引导 Plex 引导时
如果您收到错误消息“Bugcheck 7B, Inaccessible Boot Device (检测错误 7B，引
导设备无法访问)”且引导卷已镜像，请尝试引导其他镜像之一。不允许从过时镜像
引导。过时镜像是因在某时丢失或出现错误而已分离的镜像。

错误消息 vxboot- failed to auto-import disk group repltest_dg.
all volumes of the disk group are not available
以下情况会导致该错误消息：在没有逐出、删除或转换为基本磁盘的情况下从 SFW
中的动态磁盘组中删除了磁盘。下次重新启动计算机时，SFW 应该可以找到这些磁
盘以便可以自动导入该磁盘组，但找不到磁盘时，将会生成该错误消息。
即使已卸载 SFW 然后又重新安装了该产品，有关磁盘组的信息也仍会保留在注册
表中，因为程序在从某一版本升级到下一版本时需要使用该信息。
如果不打算再次使用该磁盘组，则需要从注册表中删除该磁盘组的记录，否则在重
新启动时仍会收到此消息。
若要从注册表中删除该磁盘组的记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运行命令 Regedit 以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窗口。

2

在注册表中找到该磁盘组的引用项。 它位于以下注册表项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vxio\Boot
Info\Disk Group 1, Disk Group 2, ...

3

磁盘组并不以实际名称列出，而是以类似于 Disk Group 1、Disk Group 2 等通
用名称列出。 要确定即将删除的磁盘组，请单击相应的通用名称以查看包含该
磁盘组实际名称的深一层列表。

4

确定要删除的磁盘组后，突出显示其通用名称（例如 Disk Group 2），然后单
击 Delet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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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问题
本节包含关于集群问题的信息。
本节介绍下列问题：
当磁盘组中有少数磁盘可用时无法使集群磁盘组联机
使包含少数磁盘的集群联机

当磁盘组中有少数磁盘可用时无法使集群磁盘组联机
安全措施已生效，因此，通常当磁盘组中有少数磁盘可用时，无法在节点上使集群
磁盘组联机。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想要强制导入磁盘组，或者设法通过一些其
他方法使磁盘组联机。 例如，具有双节点集群的校园集群情况，在此情况下，集群
中的每个节点都位于单独的物理位置，每个节点的磁盘数都为偶数，且磁盘均等分
布于两个站点之间。 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站点关闭，则另一个站点将不能访问集
群数据，因为该站点无法保留磁盘组中的大部分磁盘。
借助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和其他集群类型，包含少数磁盘的站点可通过某些方
法使磁盘组联机（如有必要），直到可以修复包含故障设备的站点为止。下一节将
介绍这些方法。

使包含少数磁盘的集群联机
在使包含少数集群磁盘的集群磁盘组联机时，确保在使该磁盘组联机之前和之后，
其他大多数磁盘组磁盘在其他任何集群节点上未处于联机状态。如果大多数磁盘组
磁盘在其他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则会发生数据损坏。
使集群联机的注意事项：
■

如果您使用了集群，请对该集群节点上的每个磁盘组执行 vxclus 命令：
vxclus enable -g<DynamicDiskGroupName>

系统将要求您确认使用此命令。
如果集群服务由于动态仲裁资源故障而停止运行，可以根据需要启动集群服务
(clussvc)。
然后，使用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使集群磁盘组联机。
其他章节提供了有关 vxclus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94 页的“vxclus”。
■

如果您使用其他任何集群类型，请在命令行中输入以下命令以获取有关在集群
磁盘组大多数磁盘不可用时如何强制导入集群磁盘组的信息。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s import

此时会出现一条消息，介绍强制导入命令并提供有关该命令的使用注意事项。
按照如下所示输入命令以强制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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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s -f import

系统将要求您确认使用此命令。

在 SFW 环境中使用 SCVMM 时的问题
注意：要确保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SCVMM) 能够支持对卷和
磁盘组资源的操作，Virtualization Server 必须安装所有最新的 Windows 更新。
■

在 SFW 环境中使用 SCVMM 创建虚拟机时的问题：
如果使用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SCVMM) 2008 R2 或 2008
R2 SP1 在 SFW 中的集群主机上创建虚拟机，则会出现此问题。
在 SFW 环境中的集群主机上创建虚拟机时，您会看到以下关于选择虚拟机位置
路径的错误消息：
Cannot create a highly available virtual machine because 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 could not locate or access the volume path

在使用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SCVMM) 2008 R2 或 2008
R2 SP1 在 SFW 中的集群主机上创建虚拟机之前，必须在所有集群主机上安装
以下四个 Microsoft 修补程序才能解决此问题：
KB968936、KB970520、KB971244 和 KB971403。
这些修补程序适用于 Windows Server 2008 SP1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SP2
系统，可在以下 Microsoft 网站上找到：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397711/en-us。
注意：会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P2 (x64) 系统上发现此问题。

■

向 SCVMM 2012 添加 Hyper-V 集群主机时出现的问题：
将包含 SFW 磁盘资源类型的 Hyper-V 集群主机添加到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SCVMM) 2012 时会出现此问题。
在 SFW 环境中添加 Hyper-V 集群主机时，您会看到以下错误消息：
Warning (13926)
Host cluster <Clustername> was not fully refreshed because not all
of the nodes could be contacted. Highly available storage and
virtual network information reported for this cluster might be
inaccurate。

要解决此问题，必须添加 System Center 2012 Update Rollup 2 修补程序，并
将以下 Microsoft 修补程序安装在配置了 SCVMM 服务器和 SCVMM Admin
Console 的主机上。在将集群主机添加到 SCVMM 2012 之前，必须安装下列修
补程序：
KB2723538、KB2724539 和 KB272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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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修补程序的信息可在 Microsoft 支持站点上的以下文章中找到：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706783。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问题
本节包含有关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问题的信
息。
本节介绍下列问题：
当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许可证不再有效时
当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环境中显示未知磁盘组时
注意：有关与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相关的其他问题的文
档，请参见《SFW 版本说明》。另外，请参考 Symantec 技术支持网站上的“硬件
兼容性列表”，查找经测试的与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配
合使用的设备列表。

当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许可证不再
有效时
如果您具有演示版许可证并已在阵列上安装 DMP DSM，但演示版许可证过期或者
您将演示版许可证密钥替换为不包含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的永久许可证密钥，则该程序不会允许您对设置进行更改。但当前的所有设置将仍
然有效。您需要购买允许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对您的设
置进行其他任何更改的许可证。

当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环境中显示
未知磁盘组时
如果未知磁盘组出现在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环境中，则
可能是存储阵列的路径存在问题，或者未将存储阵列置于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的控制范围中。请确保所有路径均正常并重新扫描所有
磁盘，重新检查磁盘组的状态。

vxsnap 问题
本节包含 vxsnap 的常规问题，以及 vxsnap 错误代码和针对每个错误代码建议采
取的操作的列表。
我们还提供了对 vxsnap CLI 命令的说明。
请参见第 670 页的“vx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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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snap 命令。

常见问题
执行前滚以恢复到至少具有 1,008 个日志文件的故障点时，您可能会遇到 Exchange
初始化错误。如果您遇到此问题，请将检查点文件重命名为原来的名称并使用
Exchange 系统管理器重新装入数据库。

在某些情况下，VEA 控制台中不显示更新的 VSS 组件
添加或删除 VSS 组件时或第一次连接到 VEA 控制台时，VEA 控制台中不会显示更
新后的 VSS 组件。 要查看更新后的 VSS 组件，必须手动刷新 VEA。 要手动刷新
控制台，请运行 vxsnap refresh 命令或通过 VEA 控制台执行“Refresh (刷新)”操
作。

在 VEA GUI 中，SQL 服务器数据库不显示装入的卷
此问题仅出现在 SQL Server 2012 中。要解决此问题，请确保已为每个节点上的
sysadmin 服务器角色（从 SQL Management Studio 控制台）授予 [NT
AUTHORITY\SYSTEM] 帐户。

vxsnap 命令错误代码
您偶尔会遇到 vxsnap 错误代码。例如，如果存在导致 vxsnap 操作失败的情况，
则以下命令会导致出现错误代码 8004230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vxsnap create source=A:
Failed to complete the operation...
8004230e:
错误代码 8004230e 可能是最常见的 vxsnap 错误代码，有数种不同原因可导致出
现该错误代码。下面的列表中列出了错误代码 8004230e 和其他代码，以及解决相
应错误状态的建议操作。

错误代码：8004230e
VSS snapshot is not supported for the volume(s) (卷不支持 VSS 快照)。
■

可能的原因： 使用了基本磁盘上的基本分区。
建议的操作：创建新的动态磁盘组或将磁盘添加到 SFW 的现有动态磁盘组中。

■

可能的原因：动态磁盘组的版本低于 4.0 版（从该版本开始引入 vxsnap 命令）。
建议的操作：将动态磁盘组升级到 6.0 或更高版本。

■

可能的原因： 不支持快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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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操作：安装 FlashSnap 选件。

错误代码：80042316
VSS snapshot already in progress.
可能的原因和建议的操作：
■

可能的原因： 另一个 VSS 作业正在运行。
建议的操作： VSS 一次仅支持一个作业。 请等待其他作业完成，然后重试该命
令。

■

可能的原因： VSS 作业突然终止，使得 VSS 服务处于过渡状态。
建议的操作： 至少等待 3 分钟，让 VSS 重置状态，或者，如果您确定没有其他
作业正在运行，则重新启动卷影复制服务。

错误代码：80042301
VSS 服务超时。
建议的操作：等待至少 3 分钟，然后重试。
建议的操作：强制使用 vxsnap 命令为多个卷创建快照时，请关闭 VEA GUI，然后
重试 vxsnap 命令。

错误代码：e5090008
无法使用该路径创建驱动器路径。
建议的操作：确保驱动器路径中使用的文件夹是本地计算机上的空 NTFS 文件夹。

其他问题
本节提供有关其他问题的信息。
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上，如果在作为文件夹装入而装入的 SFW 卷上托管
VM VHD，实时迁移将失败
选项灰显
镜像卷上的磁盘视图不显示 DCO 卷

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上，如果在作为文件夹装入而装
入的 SFW 卷上托管 VM VHD，实时迁移将失败
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操作系统上，执行 Hyper-V 虚拟机实时迁移时会出现
此问题。如果已将 SFW 卷作为文件夹装入而装入，且 Hyper-V 虚拟机中使用了此
卷的资源，则实时迁移该虚拟机将失败。这是因为，在实时迁移过程中，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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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V 虚拟机管理服务 (VMMS) 会在目标节点上创建资源装入文件夹，即使资源
尚未处于联机状态，导致资源出现故障，实时迁移失败，也会创建。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需要在执行实时迁移之前在所有集群节点上创建新的注册表
项。对于集群中的所有节点，请在以下位置创建名为 VMMSFolderDelete 的 DWORD
注册表项，并将其值设为 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VxSvc\CurrentVersion\VolumeManager.

选项灰显
当菜单中的某个选项灰显时，无法对相应的对象执行任务。某些操作仅对某些类型
的对象有效。如果当前有一个任务正在针对该对象运行，则请等到该任务完成，然
后再试。否则，该操作可能不合时宜。

镜像卷上的磁盘视图不显示 DCO 卷
如果 DCO 卷已移到某个磁盘中，而该磁盘不包含所选镜像卷的任何其他 plex，那
么，该镜像卷的磁盘视图将不会显示该 DCO 卷。用户可通过子磁盘移动操作手动
移动 DCO 卷，或当子磁盘 I/O 出错时通过热重定位功能自动进行移动。
为所有磁盘选择磁盘视图（通过选择磁盘文件夹然后单击右窗格中的“Disk View
(磁盘视图)”选项卡或通过选择磁盘文件夹上下文菜单中的“Disk View (磁盘视
图)”）后，便可以看到 DCO 卷。但是，如果您有大量的磁盘，则要找到所有磁盘
上的 DCO 卷可能不切实际。

CVM 问题
本节可帮助您对常见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存储断开连接后，将无法使卷资源在 CVM 集群节点上变为联机状态
在 CVM 集群中，存储断开连接并且所有节点重新加入集群后，您可能会在所有节
点上看到“Unknown DG (未知 DG)”错误，并且磁盘组将以“Deported (已逐出)”
状态显示在主节点上。因此，您无法使卷资源在集群节点上变为联机状态。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先将卷资源在主节点上变为联机状态。这将导入其他所有
节点上所需的磁盘组。然后，再将卷资源在 CVM 集群的其余节点上变为联机状态。

从 CVM 集群取消配置节点时可能出错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或基于 CLI 的
ffconfigcli.exe 实用程序从 CVM 集群取消配置或删除节点时可能会出错。
以下某个错误消息可能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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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V-194-311-256 Errors were encountered while removing the node
<node name> from the CVM cluster. 您可能需要清除节点上的 SFW 配置。
Error V-194-311-5 An Errors was encountered while stopping the
required service on one or more systems.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重新启动故障节点，然后使用向导或 CLI 实用程序取消配
置该节点。

关闭除一个节点之外的所有节点造成 CVM 挂起
在 CVM 集群中，如果除一个节点之外的所有节点都已关闭，CVM 将挂起。当所有
节点都打开并且尝试重新加入集群时，节点将以“Joining (正在加入)”状态挂起，
从而导致整个集群挂起并变得无法工作。这种情况会影响集群节点上 CVM 的功能，
但对操作系统上运行的其他所有进程均无任何影响。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请关闭挂起的节点并逐个打开它们，确保它们成为正在运行的
集群（CVM 和 Microsoft 集群）的一部分。

有时，“CSDG Deport (CSDG 逐出)”会因 IRP 在 QLogic 驱动程
序中停滞而导致主节点挂起
在某些情况下，当针对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执行磁盘组逐出操作时，可能会导
致 CVM 集群中的主节点挂起。如果 I/O 请求数据包 (IRP) 在 QLogic 驱动程序中停
滞，将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会影响集群节点上 CVM 的功能，但对操作系统
上运行的其他所有进程均无任何影响。
Symantec 需要 QLogic 协助解决此问题。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更新 QLogic 驱动程序。

将集群共享磁盘组从从属节点中拆分为集群磁盘组时在节点上看到的
未知磁盘组
自从属节点拆分集群共享磁盘组并选择目标磁盘组作为集群磁盘组时，从属节点上
的拆分操作会成功执行。然而，在其他节点上会看到未知磁盘组，因为磁盘组信息
未正确传达到这些节点。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重新扫描主节点，以便所有节点包含磁盘组相关的最新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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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自从属节点拆分集群共享磁盘组之后，会在目标辅助
动态磁盘组上看到缺失的磁盘
自从属节点拆分集群共享磁盘组并选择目标磁盘组作为辅助动态磁盘组时，从属节
点上的拆分操作会成功执行。然而，在其他节点上，如果磁盘组信息未正确传达到
这些节点上，则会在磁盘组中看到缺失的磁盘。
作为解决方法，请在看到磁盘缺失的主节点和从属节点上执行 vxassist refresh
命令。这将更新所有节点上的磁盘组信息并解决磁盘缺失问题。

如果 SFW 资源在节点上联机，则无法停止 VxSVC
使用 Service Control Manager 或 CLI 时，如果尝试停止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服务 (VxSVC)，而 SFW 资源在节点上是联机的，则不会停止
该服务。
要成功停止 VxSVC 服务，请使资源脱机，停止集群服务 (clussvc)，然后停止 VxSVC
服务。

如果同一名称的失效 CSDG 出现在从属节点上，则集群共享卷会在
该从属节点上联机
从主节点中，如果在 CVM 集群已停止的从属节点上删除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则不会在从属节点上更新此更改。现在，如果使用与从属节点上的失效 CSDG 相同
的名称创建新 CSDG，则从属节点上的集群共享卷无法联机。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按顺序执行以下命令，以在具有失效 CSDG 的节点上重新
启动集群服务 (clussvc) 和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服务 (VxSVC)：

1

net stop clussvc

2

net stop vxsvc

3

net start vxsvc

4

net start clussvc

如果所有集群节点均已关闭，并且之后未重新启动任何节点，则 CVM
不会启动
如果 CVM 集群的所有节点同时关闭，然后重新启动，但有一个或多个节点未出现，
则 CVM 不会启动。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使关闭的节点显示。如果节点无法显示，则可以通过运行
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向导先将其从 CVM 集群中删除，然后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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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注册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则在创建 CSDG 时会显示不
正确的错误
在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时，如果未注册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您
可能会看到类似于以下的不正确错误：
V-76-58645-20635: Failed to start CVM cluster on the node
并且节点状态信息可能显示以下不正确信息：
状态：超出集群
原因：检测到网络裂脑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手动注册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类型。有关手动注
册资源的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拆分或结合其镜像卷具有 DRL 的磁盘组时，如果卷移动到另一磁盘
组，则 VEA GUI 会显示不正确的卷文件系统
这与其镜像卷具有脏区记录 (DRL) 的动态磁盘组相关。在拆分或结合动态磁盘组
时，如果在操作期间其卷已移动至另一磁盘组，则在操作完成后 VEA GUI 会将卷
文件系统不正确地显示为 RAW。这对 I/O 操作或产品功能没有任何影响。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执行刷新操作以便 VEA GUI 显示正确的文件系统信息。

磁盘阵列级存储迁移会失败，但会在集群共享卷脱机时添加磁盘
这与将具有集群共享组磁盘组 (CSDG) 的磁盘的数据从一个磁盘阵列迁移到另一个
磁盘阵列相关。如果集群共享卷在磁盘组中脱机，则不会迁移整个磁盘组。如果迁
移了所有卷都联机的磁盘组，而未迁移另一个有一个或多个卷脱机的磁盘组，迁移
取得部分成功。而且，该操作会将磁盘添加到目标磁盘阵列。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手动从磁盘组中删除目标磁盘阵列中的已添加磁盘，使所
有集群共享卷联机，然后重试该操作。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无法联机，或者无法从故障转移集群管
理器中删除
您已使用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管理单元使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在从属节点
上脱机。然后，使用 VEA GUI 使其在主节点上联机。现在，如果尝试使用故障转
移集群管理器使其在从属节点上联机，则资源会保持“Pending (暂停)”状态几分
钟，然后失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卷已在主节点上联机。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Volume is already online on another node. 使卷从其他节点脱机，然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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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您要尝试在此期间删除资源并且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要重新启动资源，
则无法删除该资源。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Failed to delete <VolumeName>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通过 VEA GUI 使卷在已连接的节点上脱机，然后使用故
障转移集群管理器使其在从属节点上联机。要使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删除该资
源，请等待约 10 分钟，然后尝试该操作。

有时，结合两个集群共享磁盘组后会丢失源集群共享卷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将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与另一 CSDG 结合，则会在目标
磁盘组中丢失源磁盘组的集群共享卷。
解决方法是，根据需要执行以下其中一项操作：
■

如果已结合两个集群共享磁盘组，则需要更改缺少卷的内部名称才能使其变为
活动状态。

■

如果未执行结合操作，则会逐出源集群共享磁盘组并将其导入为动态磁盘组，
然后将其结合到目标集群共享磁盘组。

如果专用 CVM 链接已删除，则在重新连接网络后节点会保持在集群
外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集群中的跨节点专用 CVM 链接已删除，则在重新连接网络后，
这些节点可能会保持在集群外。事件查看器中会给出以下错误：
c00000fb
解决方法是，仅重新启动受影响的节点，或按顺序运行以下命令重新启动 CVM 堆
栈：

1

vxclustadm stopnode -f

2

net stop llt /y

3

net start vcscomm

4

vxclustadmn startnode

断开存储连接后会显示“Format (格式)”对话框
在断开存储连接的情况下，如果集群共享卷资源出现故障，您可能会看到针对该卷
的“Format (格式)”对话框。如果重新连接存储并且联机卷正在联机过程中，则会
显示该对话框。这对数据和产品功能没有任何影响，可以安全地将其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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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停止 clussvc 前已停止 VxSVC，则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
资源无法在故障转移节点上联机
不建议停止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VxSVC)。然而如果需要，您
必须先停止 clussvc 服务，然后再停止 VxSVC 服务。如果先在节点上停止 VxSVC，
然后再停止 clussvc，则 Volume Manager 共享卷资源可能无法在故障转移节点上
联机。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请在停止了 VxSVC 服务的节点上启动该服务。

一个或多个节点具有无效的配置、未在运行或不可访问
这与各种 CVM 集群配置相关问题有关，其中一个或多个节点具有无效的配置、未
在运行或不可访问。
本节提供有关以下两条错误消息的相关信息：
Error V-194-311-701: One or more systems in the cluster have an
invalid configuration. 有关详细信息，请选择一个系统并查看其状态详细信息或查看
日志文件。解决此类系统上的配置问题或将其从 Microsoft 故障排除集群删除，然后重试
该操作。

会因以下其中一个或多个原因发生此问题：
■

WMI 问题

■

连接/身份验证问题

■

一个或多个节点未在运行或无法访问

■

防火墙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适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 SFW 配置向导或 ffconfigcli 实用
程序不允许您执行任何进一步的操作。要解决这些问题，请根据需要执行以下其中
一项或多项操作：

1

建议的解决方案：尝试解决连接问题并显示受影响的节点。然后，重新启动向
导并执行所需的操作。

2

如果无法显示单个节点，请执行以下操作：

3

■

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中删除该节点。

■

通过运行 ffconfigcli -removenode <NodeName> 命令从 CVM 集群中删
除该节点。

■

如果您要再次使用此节点，您需要先在该节点上运行 ffconfigcli
-removenode <NodeName> 命令来清除配置。

如果无法显示多个节点，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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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中删除这些节点。

■

使所有运行中的应用程序脱机。

■

使用向导或通过运行 ffconfigcli -unconfigure 命令取消配置 CVM 集
群。

■

使用向导或通过运行 ffconfigcli -autoconfigure 命令重新配置具有运
行良好的节点的 CVM 集群。

■

使所有应用程序联机。

■

如果您要再次使用这些节点，您需要先在每个节点上运行 ffconfigcli
-removenode <NodeName> 命令来清除配置。

Warning V-194-311-256: Errors were encountered while removing the
node CVMCLUSNODE4 from the CVM cluster. 您可能需要清除节点上的 SFW 配置。
如果您要尝试删除的节点未在运行或无法访问，则会发生此错误。

如果您要尝试删除的节点未在运行或无法访问，则会发生此错误。
要解决此问题，请在显示节点后，通过在该节点上重新启动向导或运行 ffconfigcli
-removenode <NodeName> 命令删除故障节点。

在节点崩溃或网络断开连接后，卷资源会故障转移到其他节点，但驱
动器盘符会保留装入在故障节点上，即使在其成功加入集群之后亦是
如此
在 CVM 中，在节点崩溃或网络断开连接后，集群共享卷资源会故障转移到其他运
行良好的节点。如果更改该节点上卷的驱动器盘符并故障转移到原始节点（原始节
点显示时），则集群共享卷资源无法联机。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即使在其他节点
上更改装入点，受影响的节点也会保留旧的驱动器盘符。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可以从受影响的节点手动删除旧的驱动器盘符。

CVM 集群中主节点的关闭导致从节点在加入新的主节点时以“Joining
(正在加入)”状态挂起
当 CVM 集群的主节点关闭时，那么其中一个从节点会成为新的主节点。因此，剩
余的节点将尝试作为从节点重新加入新的主节点。如果在新的主节点和从节点之间
处理 GAB 消息时出现问题，则从节点将以“Joining (正在加入)”状态挂起。
当使用 vxclustadm [-v] nodestate 命令了解节点信息时，将会在输出中显示
“Vxconfigd in join (Vxconfigd 正在加入)”。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请在挂起的从节点上重新启动 VxSVC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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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和 CVM 集群网络因出现多个独立的网
络故障或断开连接而未能同步，则 CVM 将会停止
之所以会出现此问题，是因为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和 GAB 针对 CVM 集群节点
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集群网络。如果不同节点上存在多个独立网络故障或断开连接情
况，则不会形成一个公共 CVM 链接供这些节点在集群网络间共享。
因此，集群网络将不会同步，CVM 停止工作。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请执行以下操作：
■

解决网络连接问题。

■

如果必须建立新的网络链接，则执行如下操作：配置新的网络链接，取消配置
CVM 集群，然后重新配置 CVM 集群，以反映网络链接的变化。
请注意，执行此操作将需要关闭应用程序。

重新启动 CVM
有时，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才能反映特定更改。
使用命令行界面 (CLI) 按顺序运行下列命令，以停止 CVM 集群，然后将其重新启
动：
停止 CVM 的命令：
■

vxclustadm stopnode -f

■

net stop llt /y

启动 CVM 的命令：
■

net start vcscomm

■

vxclustadmn startnode

使用 CLI 管理 CVM
除 VEA GUI 之外，您可以使用命令行界面 (CLI) 执行 CVM 管理任务。在可用的命
令中，最有用的是 vxclustadm 命令，它可用于启动或停止 CVM 集群中的节点、
查看节点状态或者查看节点映射。
注意：建议您当且仅当有必要时再使用 vxclustadm 命令。
有关使用 vxclustadm 和其他命令来管理 CVM 的信息，请参见可以从命令行执行
的 SFW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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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VDS 软件提供程序日志记录
添加新的注册表项，以调整 Virtual Disk Service 软件提供程序日志记录。使用下列
详细信息可调整 VDS 软件提供程序：
■

位置： %vmpath%/log

■

文件名：vxvds.log 和 vxvdsdyn.log

以下两个注册表项用于调整 VDS 软件提供程序日志记录：
■

MAXSIZE 提供单个日志文件的最大大小（以 KB 为单位）。
在日志文件超过默认大小时创建备份日志文件。
MAXSIZE 的默认值是 16384 KB。不过，您可以自定义默认值。
运行命令 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在注册表中的以下项下查找 VDS 软件提供程序的 MAXSIZE：
SOFTWARE\Veritas\VxSvc\CurrentVersion\Tracing\vds\MaxSize。

■

MAXFILES 提供可同时存在的日志文件的最大数量。在日志文件数量超过文件
数量最大限制值时，旧的日志文件会被删除。
MAXFILES 的默认值为 5。不过，您可以自定义默认值。
运行命令 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在注册表中的以下项下查找 VDS 软件提供程序的 MAXFILES：
SOFTWARE\Veritas\VxSvc\CurrentVersion\Tracing\vds\MaxFiles

例如，默认日志文件为 vxvds.log。如果创建的日志文件超过 MAXSIZE，则会将
此文件复制到 vxvds1.log，然后删除 vxvds.log。新日志会追加到 vxvds.log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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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命令行界面概述

■

vxclustadm

■

vxvol

■

vxdg

■

vxclus

■

vxdisk

■

vxassist

■

vxassist（特定于 Windows）

■

vxevac

■

vxsd

■

vxstat

■

vxtask

■

vxedit

■

vxunreloc

■

vxdmpadm

■

vxcbr

■

vxsnap

■

vxfsyn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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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scrub

■

vxverify

■

vxprint

■

sfcache

■

调整 SFW

命令行界面概述
本节概述了命令行界面。

可以从命令行执行的 SFW 命令
本节介绍可供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使用的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关键的 SFW 命令既可以从命令行执行，也可以从 GUI 执行。
这些实用程序位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安装目录下（通常
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在命令提示符窗口
中，可以从任何目录运行这些命令。
注意：只能在服务器上运行 CLI 命令。不能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客户端上运行 CLI 命令。

注意：Storage Foundation Manager 不支持 CLI 命令。

注意：如已启用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必须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下运行
CLI 命令，即使登录的用户属于本地管理员组。或者，以管理员身份（默认管理员
帐户）登录来执行任务。
以下是可用命令：
■

vxvol
显示卷信息、修复 RAID-5 卷或镜像卷、启用和禁用快速重同步，以及重新激活
卷。 请参见第 559 页的“vxvol”。

■

vxdg
用于创建动态磁盘组并执行其他与动态磁盘组相关的功能。请参见第 570 页的
“vxdg”。

■

vxc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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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和禁用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控制的集群上强制导入磁盘组的功能。该
命令还具有一些关键字，从而使集群磁盘组能够与集群节点的系统和引导磁盘
驻留在同一总线上。 请参见第 594 页的“vxclus”。
■

vxclustadm
能够让您启动和停止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集群中的节点、查看节点
的状态以及查看节点的映射和角色（主节点还是从属节点）信息。请参
见第 558 页的“vxclustadm”。

■

vxdisk
提供有关动态磁盘的信息，使您可以重新激活动态磁盘，以及为磁盘启用磁道
对齐。请参见第 597 页的“vxdisk”。

■

vxassist
用于创建动态卷并执行其他与动态卷相关的操作，如缩小卷的大小。请参
见第 609 页的“vxassist”。

■

vxevac
将子磁盘从指定的磁盘迁移（移动）到指定的目标磁盘。 请参见第 643 页的
“vxevac”。

■

vxunreloc
反向执行热重定位过程。

■

vxsd
提供用于移动和拆分子磁盘以及结合两个子磁盘的命令。 请参见第 644 页的
“vxsd”。

■

vxstat
提供用于显示磁盘、卷和子磁盘的统计数据的命令。 请参见第 646 页的“vxstat”。

■

vxtask
提供显示任务完成百分比信息的命令。 请参见第 648 页的“vxtask”。

■

vxedit
提供用于重命名动态磁盘组、磁盘、卷、plex 和子磁盘或向其添加注释的命令。
请参见第 648 页的“vxedit”。

■

vxdmpadm
提供用于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DSM) 的命
令。请参见第 651 页的“vxdmpadm”。

■

vxcbr
提供用于备份和还原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配置信息的命
令。请参见第 668 页的“vxcbr”。

■

vx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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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执行多个快照。该实用程序可与作为 VSS 请求程序的 Windows 卷影复制
服务 (VSS) 集成在一起。 这样便可以创建与 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或 SQL
Server 数据库关联的所有卷的并发快照。 请参见第 670 页的“vxsnap”。
■

vxfsync
将快照卷中的单个文件重新同步回原始卷。它旨在还原数据库应用程序（包含
具有多个数据库文件的卷）中一个或多个损坏的文件。 请参见第 696 页的
“vxfsync”。

■

vxscrub
删除注册表中因添加和删除卷而产生的不需要的项。此命令可通过清除系统配
置单元来缩小注册表的大小。 请参见第 697 页的“vxscrub”。

■

vxverify
确定镜像卷的 plex 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差异。 请参见第 699 页的“vxverify”。

■

vxprint
显示有关 SFW 和 Volume Replicator 对象的信息。请参见第 700 页的“vxprint”。

命令行日志
对于捕获通过 CLI 发出的命令的日志，SFW 将提供相关的支持。该命令行日志还
可捕获对每个命令做出的系统响应。 日志文件 vxcli.log 通常位于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logs 下。
日志中的每个条目都以命令或系统响应的日期和时间为前缀，后面是进程标识和线
程标识。 每个 CLI 命令在日志中都是一个单独的条目，每个命令均以 ---------Command : 加以标识。 每个系统响应在日志中也是一个单独的条目，跟在 CLI 命
令之后。
注意：帮助消息不会记录在命令行日志中。
下面是日志内容的示例，这些内容是在输入 vxdg list 命令后记录的
03/28/06 22:59:37 [5376,2024]
03/28/06 22:59:38 [5376,2024]
03/28/06 22:59:38 [5376,2024]
03/28/06 22:59:38 [5376,2024]
03/28/06 22:59:38 [5376,2024]
03/28/06 22:59:38 [5376,2024]
03/28/06 23:00:08 [4212,5760]
03/28/06 23:00:09 [4212,5760]
FreeSpace(MB) Status
03/28/06 23:00:09 [4212,5760]
Uninitialized

---------- Command : vxdglist
Disk groups are....
Name : BasicGroup
Disk Group Type : Basic
DiskGroup ID : No ID
Status : Imported
---------- Command : vxdisklist
Name MediaName DiskgroupDiskStyle Size(MB)
Harddisk0 BasicGroup MBR117239 6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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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06 23:00:09 [4212,5760]
Uninitialized
03/28/06 23:00:09 [4212,5760]
MBR 10236 10236 Uninitialized
03/28/06 23:00:09 [4212,5760]
Uninitialized
03/28/06 23:00:09 [4212,5760]
MBR 10236 10236 Uninitialized
03/28/06 23:01:41 [1100,4728]
vxdg-g dg1 init harddisk1
03/28/06 23:01:47 [1100,4728]
disk group dg1

Harddisk1 BasicGroup MBR1019 917
Harddisk2 (No Signature)BasicGroup
Harddisk3 BasicGroup MBR1019 917
Harddisk4 (No Signature)BasicGroup
---------- Command :
Successfully createddynamic

命令行语法的约定
本主题介绍了在此 CLI 部分中用于命令行语法的书写约定。
约定如下：
■

命令语法的任何可选参数均括在方括号 ([ ]) 中。例如：
[-b] 或 [-o keepplex]

■

命令必需的命令单词和参数不能括在方括号中。例如：
vxvol volinfo 或 <VolumeName>

■

在命令语法中显示的、键入的命令单词和参数以 Courier 粗体字体显示。例如：
vxvol volinfo 或 [-b]

■

需要用户在其位置上输入值的参数以 Helvetica 斜体字体显示并括在尖括号中。
该参数是供用户输入信息的占位符。例如：
<VolumeName>
如果参数同时用尖括号和方括号括起来，则它是命令的可选参数。例如：
[<DiskName>]

■

| 字符是一个分隔符，用于分隔特定参数的二个或更多个选项。 用户可以针对命
令使用任一选项。例如：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olume|mirror|log]

■

参数后的省略号 (...) 表示具有更多选项。 例如，参数 <DiskName>... 表示输入
一个或多个磁盘名称。 参数 [DriveLetter={A|B|...|Z}] 表示输入 DriveLetter=
和 A 到 Z 范围内的驱动器盘符。

■

参数 !<DiskName> 与三个命令（vxassist break、vxassist remove 和 vxassist
snapshot）一起使用。 需要感叹号来使这些命令与 Volume Manager for UNIX
版本的相应命令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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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卷名
■

分配卷名
当您使用 vxassist make 创建卷时，<VolumeName> 参数是分配给卷的名
称。
注意：卷名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它不得包含空格、斜杠 (/)、反斜杠
(\)、感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而且，名称的第一个字符不能为句
点。
用命令行或 GUI 分配的卷名是卷的内部名称。 SFW 将该内部卷名变为操作
系统卷标签。但是，如果稍后通过操作系统更改卷标签，将不会更改内部
SFW 卷名。
注意：在 CLI 中创建卷时为 <VolumeName> 参数分配的名称相当于在 VEA
GUI 中使用“New Volume (新建卷)”命令创建卷时指定的卷名。
内部卷名提供了将保持不变的卷的标识符。操作系统可以重新分配驱动器盘
符。在脚本中，持久性名称尤其重要。如果要使用命令行中的内部卷名来指
示该卷，则必须在内部卷名前面加上其磁盘组参数
-g<DynamicDiskGroupName>，例如 -gDG1 Salesvolume。
如果您不分配卷名，SFW 将分配该名称，其格式为：volume1、volume2
等。程序仅将内部卷名分配给动态卷。

■

指定新卷的其他方法
也可以通过驱动器盘符 <DriveLetter> 指示基本卷或动态卷。 如果已在 NTFS
文件夹上装入卷，则通过驱动器路径参数 <DrivePath>（指向文件夹的路径）
指示卷名。

■

引用现有卷
在 CLI 中可通过四种方法引用现有卷：
■

卷的完整路径名，其语法如下：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amicDiskGroupName>\
<VolumeName>

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

使用驱动器盘符，如 D：

■

使用其内部卷名（需要磁盘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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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gDG1 Salesvolume 或 -gDG1 Volume1
■

如果在 NTFS 文件夹上装入卷，则使用 <DrivePath> 参数，如 D:\Sales。
注意：在涉及现有卷的命令中，在命令行语法中内部卷名称为
<VmName>。
可以通过 vxvolinfo 命令标识内部卷名，或者在选择卷时在 GUI 的右窗
格中查看内部卷名。

■

关于磁盘名称
可以在命令行中以不同的方式指定磁盘：
■

使用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

■

使用路径名称，如 \Device\Harddisk2

■

使用由 SFW 程序分配的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

■

使用 p#c#t#l#，其中 # 对应于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内部磁盘名称是持久性名称，即使操作系统更改了磁盘名称，内部磁盘名称仍
保持不变，因此，在脚本中它很有用。 只要使用内部磁盘名称，就需要使用磁
盘组参数（例如，-gDG1 Disk2）。 您不能分配该名称。 可以通过使用 vxdisk
diskinfo 命令标识磁盘的内部名称。 内部磁盘名称只会分配给动态磁盘，而不
会分配给基本磁盘。
在选择一个或多个磁盘时，还可以在 VEA GUI 的右窗格中查看设备名称和内部
磁盘名称。

vxclustadm
startnode

在节点上启动 CVM 集群。

stopnode

在节点上停止 CVM 集群。

nodestate

查看 CVM 集群中特定节点的状态。

nidmap

查看 CVM 集群中节点的节点映射和节点角色（主节
点还是从属节点）信息。

vxclustadm startnode
vxclustadm startnode

在运行此命令的节点上启动 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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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lustadm stopnode
vxclustadm [-f] stopnode

在运行此命令的节点上停止 CVM。

vxclustadm nodestate
vxclustadm [-v] nodestate

其中 -v 表示详细程度。
提供有关 CVM 集群中特定节点的状态信息。

vxclustadm nidmap
vxclustadm nidmap

提供有关 CVM 集群中节点的节点映射和角色（主节点还是从属节点）信息。

vxvol
volinfo

显示有关动态卷的信息。

repair

修复 RAID-5 卷。

set fastresync=on|off

启用和禁用快速重同步。

reactivate

重新激活卷（重新启动卷）。

rdpol prefer

对具有多个镜像的卷设置卷读取策略，指定一个特定
的 plex，以便从该卷执行读取操作时尽可能使用该
plex。

rdpol round

对具有多个镜像的卷设置卷读取策略，以便以“循
环”方式顺序读取 Plex。

growfs

增大文件系统。

access

将卷设置为只读或读取/写入访问模式。

reclaim

从卷回收存储空间 （部分卷必须位于精简置备磁盘
上）。

reclaimcancel

立即取消回收操作

capacitymonitor

设置动态卷的阈值，以便卷上已用的磁盘空间达到该
指定阈值时，会记录一条警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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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grow

允许在单个卷上的已用磁盘空间达到特定阈值时按用
户指定的容量自动增长（增加容量）。该阈值是由
“Capacity Monitoring (容量监视)”设置的。

每个关键字的后面为卷名或驱动器盘符。 针对每个关键字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
法说明：
vxvol <Keyword> -?

vxvol volinfo
vxvol [-v] [-g<DynamicDiskGroupName>] volinfo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返回有关卷的信息。
可应用以下属性：
[-v]

详细选项显示子磁盘的大小和偏移，以及由主
命令提供的其他信息。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称时才需要此属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
路径表示。

可能的信息类别包括：名称、动态磁盘组名称、大小、卷类型、是否为引导卷或系
统卷、是否包含页面文件 (pagefile.sys)、卷状态和访问模式（只读或读取/写入访问
模式）。 如果卷为动态卷，此命令可以返回与该卷关联的任何镜像 Plex 或 DCO
卷的其他信息。
示例
vxvol volinfo E:

此命令将返回有关卷 E 的指定信息的列表（如上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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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ol repair
vxvol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pair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如果 RAID-5 卷或镜像卷的状态为“Degraded (退化)”，而且其他动态磁盘上有未
分配的空间，则会修复该卷。 此命令通过在另一磁盘上放置该子磁盘的功能替代
项，来修复卷的损坏部分。可应用以下属性：
-o notrackalign

在目标磁盘上禁用磁道对齐。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称时才需要此属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
径表示。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磁道对齐。
示例
vxvol repair J:

在属于 RAID 集的磁盘出现故障后，此命令会修复 RAID-5 卷（指定为 J:）。

vxvol set fastresync=on|off
vxvol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
fastresync=on|off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为指定的镜像卷启用或禁用快速重新同步。可应用以下属性：
-o notrackalign

禁用日志所在的磁盘上的磁道对齐。 当
fastresync=on 时，可应用此项。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称时才需要此属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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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
路径表示。

RAID-5 卷不支持快速重新同步。如果已启动卷的快照操作，则无法关闭该卷的快
速重新同步。如果尝试执行此操作，则命令行界面会返回一条错误消息。
打开快速重新同步时会创建 DCO（磁盘更改对象）日志卷。 关闭快速重新同步时
会删除 DCO 日志卷。 可以对 DCO 日志卷执行有限数量的操作。
以下主题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快速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253 页的“磁盘更改对象 (DCO) 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磁道对齐。
示例
vxvol set fastresync=on J:

此命令将在驱动器盘符为 J 的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功能。
vxvol set fastresync=on\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此命令将在属于 DynDskGrp1 的卷 1 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功能。

vxvol reactivate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activate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手动重新启动卷。 在尝试重新激活卷之前，需要重新扫描磁盘，然后再将该磁盘重
新激活。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vol reactivate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参数时才需要使用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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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
径表示。

其他章节还提供了有关 CLI 版本的“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和“Reactivate (重
新激活)”（一个磁盘）命令的更多信息。
■
■

请参见第 609 页的“vxassist”。

■
■

请参见第 597 页的“vxdisk”。

示例
vxvol reactivate J:

此命令将会重新激活驱动器盘符为 J 的卷。

vxvol rdpol prefer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rdpol prefer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PlexName>

设置具有多个镜像的卷的卷读取策略，以指定用于读取操作的特定 Plex。 该 Plex
又称为“首选 Plex”。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vol rdpol prefer 命
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gt##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参数时才需要使
用此属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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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
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
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PlexName>

所需的首选 Plex 的名称或 GUID。
GUID 是分配给 Plex 的唯一内部编
号。 要确定指定 Plex 的 GUID，请对
包含该 Plex 的镜像卷使用 vxvol
volinfo 命令。

如果用于目标镜像的驱动器是高性能驱动器或者目标镜像位于物理上较近的磁盘
上，指定首选 Plex 可以提高系统的读取性能。
注意：当首选 plex 出现错误时，将由另一个 plex 完成读取操作。 该行为自动发
生，如同没有首选 Plex 一样。
示例
vxvol rdpol prefer J: Volume1-01

此命令会将镜像卷 J 上的 Plex Volume1-01 指定为首选 Plex。

vxvol rdpol round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rdpol round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设置具有多个镜像的卷的卷读取策略，以便以“循环”方式顺序读取每个 Plex。 顺
序访问可以实现一次只访问一个 Plex。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驱动器或控制器的预读缓
存。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参数时才需要使用此属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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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
径表示。

示例
vxvol rdpol round J:

此命令将卷 J 的镜像设置为以循环方式读取。

vxvol growfs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growfs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length>]

如果在调整卷的大小时无法对文件系统大小进行相应调整，请增大该文件系统。 如
果不能使用可选参数 [<length>]，则此命令会尝试将文件系统大小增大至整卷大小。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参数时才需要使用此属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
径表示。

<length>

卷的大小（以 MB 单位）。 如果未指定大小，卷
会增大至最大大小。

注意：每次运行此命令时，最多可将卷增大至 2 TB。 文件系统可用空间一般会略
小于原始卷大小，因为文件系统本身也占用空间。 仅当卷的大小与文件系统容量之
间有较大差异时，才使用此命令。
示例
vxvol growfs J: 1000

此命令可以将卷 J 的文件系统大小增大 1 GB。
vxvol growf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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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可以将卷 J 的文件系统大小增大至整卷大小。

vxvol access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f ]
access readonly|readwrite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设置卷的读取/写入访问模式。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参数时才需
要使用此属性）。

[-f]

“force (强制)”选项会强制将卷设置为指定的访问模
式。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
示。

示例
vxvol access readwrite E:

此命令将卷 E 设置为读取/写入访问。

vxvol reclaim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b]
reclaim<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从卷回收存储空间 （部分卷必须位于精简置备磁盘上）。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只有在使用卷的内部磁盘名
时才需要使用此属性）。

-b

在后台运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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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磁盘名，此属性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2）。

DrivePath

在其上装入卷的驱动器路径 （必须为本地 NTFS
卷上的空文件夹）。

注意：RAID-5 卷不支持从精简置备磁盘回收存储的操作。

注意：在缩小卷操作期间，应禁用回收存储操作。 在完成缩小卷操作后要启用回收
存储操作。
示例
vxvol -gDG1 reclaim Volume1

此命令从具有内部名 Volume1 的卷回收空间。

vxvol reclaimcancel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claimcancel<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立即取消回收操作。 只可以回收卷的部分存储空间。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只有在使用卷的内部磁
盘名时才需要使用此属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磁盘名，此属性要求使用 -g 选项（例
如 -gDG1 Volume2）。

DrivePath

在其上装入卷的驱动器路径 （必须为本地
NTFS 卷上的空文件夹）。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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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ol reclaimcancel F:

此命令会立即取消与驱动器盘符 F: 关联的卷的回收操作。

vxvol capacitymonitor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capacitymonitor<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enable=<yes|no> [critical=<# of volume capacity>] [warning=<# of
volume capacity>] [pollinginterval=<# of seconds>] [messageinterval=<#
of seconds>] [email=<email address>] [-A APPLYPOLICYTOFAILOVER]

设置动态卷的阈值，以便卷上已用的磁盘空间达到该指定阈值时，会记录一条警报
消息。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只有在使用卷的内部磁盘
名时才需要使用此属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磁盘名，此属性要求使用 -g 选项（例
如 -gDG1 Volume2）。

DrivePath

在其上装入卷的驱动器路径 （必须为本地
NTFS 卷上的空文件夹）。

Enable

启用或禁用容量监视。

Critial

严重阈值。 SFW 报告错误时卷容量的百分比。
容量的默认值为 90%。

Warning

警告阈值。 SFW 记录警告警报时卷容量的百
分比

Email

卷容量达到警告/严重阈值时用于发送通知电子
邮件的地址。

PollingInterval

检查容量的轮询间隔。 轮询间隔是以秒为单位
的时间间隔，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按此时间间隔检查卷容量。默认
值为 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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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Interval

两警报间的最短时间。 要保留事件日志文件的
完整形式，可以在卷容量达到卷的警告阈值后
限制警报消息产生的频率。 两消息间的间隔默
认值为 100

-A APPLYPOLICYTOFAILOVER

使容量监视策略在故障转移后可用于其它集群
节点。

vxvol autogrow
vxvol [-g<DynamicDiskGroupName>]
autogrow<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enable=<yes|no>
[growby=<length>] [-t tpdiskonly] [maxvolumesize=<#size>]
[email=<email address>] [<alloc_attributes...>]
[<diskname|p#c#t#l#>...] [-A APPLYPOLICYTOFAILOVER]

允许在单个卷上的已用磁盘空间达到特定阈值时按用户指定的容量自动增长（增加
容量）。 该阈值是由“Capacity Monitoring (容量监视)”设置的。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只有在使用卷的内部磁
盘名时才需要使用此属性）。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磁盘名，此属性要求使用 -g 选项
（例如 -gDG1 Volume2）。

DrivePath

在其上装入卷的驱动器路径 （必须为本地
NTFS 卷上的空文件夹）。

Enable

启用或禁用自动卷增长。

growby

每次达到增长阈值时卷要扩展的空间大小。
可以指定空间大小，其单位为 S（扇区）、
K (KB)、M (MB)、G (GB) 或 T (TB)。默认
计量单位为 MB。

-t tpdiskonly

仅为精简置备磁盘指定。

maxvolumesize

最大卷大小。 将卷增长限制于最大卷大小。
可以指定最大卷大小，其单位为 S（扇区）、
K (KB)、M (MB)、G (GB) 或 T (TB)。默认
值是无限制的卷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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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卷容量达到警告/严重阈值时用于发送通知电
子邮件的地址。

<alloc_attributes...>

指定镜像/条带卷的分配属性。属性的格式
为： mirror={diskclass}
wantmirror={diskclass} stripe={diskclass}
wantstripe={diskclass}

Mirror

指定用于镜像的 diskclass。

WantMirror

指定用于镜像的 diskclass。如果分配不可
用，则可以忽略此指定。

Stripe

指定卷要跨越 diskclass 的实例进行条带化。

WantStripe

指定卷要跨越 diskclass 的实例进行条带化。
如果分配不可用，则可以忽略此指定。

diskclass

要用于镜像/条带的磁盘分组类型。可用的类
型为“Channel (通道)”、“Enclosure (磁
盘阵列)”、“Port (端口)”或“Target (目
标)”。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例如，Harddisk2）或内部磁盘
名（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g MyDg
Disk2。

p#c#t#l#

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A APPLYPOLICYTOFAILOVER

使容量监视策略在故障转移后可用于其他集
群节点。

vxdg
list

显示计算机上动态磁盘组的列表。

list (CSDG)

显示计算机上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的列表。

dginfo

显示有关指定动态磁盘组的信息。

dginfo (CSDG)

显示有关指定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的信息。

init

创建动态磁盘组。

init (CSDG)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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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disk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基本磁盘。

rmdisk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并将其恢复为基本磁盘。

import

在计算机上导入指定的动态磁盘组。

import (CSDG)

在计算机上导入指定的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deport

在计算机上逐出指定的动态磁盘组。

destroy

在计算机上删除指定的动态磁盘组。

protect

添加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release

删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upgrade

将磁盘组版本升级到 Volume Manager 的当前版本（默
认版本）或早期版本。

repldisk

通过将所有子磁盘移至备用磁盘来替换指定的磁盘。

split

将指定的动态磁盘组拆分为两个动态磁盘组。

recover

恢复在动态磁盘组拆分操作中由于系统崩溃或其他问题
而发生故障的动态磁盘组。

join

将两个动态磁盘组结合为一个较大的动态磁盘组。

latestart

在系统启动后导入磁盘组以留出更多时间允许应用程序
使用存储。

reclaim

从动态磁盘组中的精简置备磁盘回收存储空间。

reclaimcancel

立即取消回收操作

refreshff

刷新系统的磁盘组状态，以支持用于快速故障转移的新
的“Deported Read-Only (以只读模式逐出)”状态。

动态磁盘组由 -g<DynamicDiskGroupName>（如 DynDskGrp1）或其动态磁盘组 ID
(DgID) 来标识。 DgID 是分配给磁盘组的内部编号， 可通过 vxdg list 或 vxdg
dginfo 命令进行查看。
要添加或删除的磁盘由其 <DiskName> 或 p#c#t#l#（其中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
口、通道、目标和 LUN）来标识。
在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中，使用 vxdg adddisk 向动态磁盘
组添加第一个基本磁盘会自动创建第一个动态磁盘组（称为主动态磁盘组）。 如果
随后使用 vxdg adddisk 来指定向具有新名称的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则会形成
辅助动态磁盘组。必须使用 vxdg init 命令创建动态磁盘组。现在，vxdg adddisk
命令只向已创建的动态磁盘组添加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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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主动态磁盘组是包含引
导磁盘或系统磁盘的动态磁盘组。它不一定是所创建的第一个动态磁盘组。

注意：在所有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中，有时在卷中执行完 import、init、adddisk
和 join 等命令后，接着执行其他命令（如关联某个驱动器盘符）可能失败。 但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这些命令将等到卷准备就绪可以
使用时再执行。如果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准备就绪（很少见的情况），则命令可能
超时以便脚本不会挂起。 用户可以使用 -o timeout=<n> 覆盖默认超时。
针对每个关键字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dg <keyword > -?

vxdg list
vxdg list

返回当前系统上的动态磁盘组的列表。此列表包括磁盘组的名称、类型、每个磁盘
组是已导入还是已逐出，以及 DgID。 动态磁盘组 ID (DgID) 是分配给磁盘组的内
部编号， 可以用来代替动态磁盘组名称。

vxdg list (CSDG)
vxdg -csdg list

返回当前计算机上的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的列表。此列表包括集群共享磁盘组
的名称、类型、每个磁盘组是已导入还是已逐出，以及 DgID。集群共享磁盘组 ID
(DgID) 是分配给磁盘组的内部编号，可以用来代替集群共享磁盘组名称。

vxdg dginfo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dginfo

返回有关在 -g<DynamicDiskGroupName> 中引用的动态磁盘组的信息。 提供动态
磁盘组中卷和磁盘的名称和编号。 它还包括动态磁盘组的名称、状态（“Imported
(已导入)”或“Deported (已逐出)”）、访问级别（“Read/Write (读取/写入)”或
“Read-Only (只读)”）及动态磁盘组 ID。动态磁盘组 ID (DgID) 是分配给磁盘组
的内部编号。可以用来代替动态磁盘组名称。
示例
vxdg -gSalesDynDskGrp dginfo

列出名为 SalesDynDskGrp 的磁盘组中卷和磁盘的名称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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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针对磁盘组 QDg1 的 FastFailover 设置磁盘组时 vxdg dginfo 的输出示例：
在主动节点上
C:\vxtool>vxdg -gQDg1 dginfo
Disk group information for the disk group QDg1
Name : QDG1
DiskGroup ID : cc33237e-266b-4b6e-84f6-455191dabdd9
Disk Group Type : Dynamic (Cluster)
:
Status : Imported
Access : Read/Write
:
:
Names of the Volumes are....
\Device\HarddiskDmVolumes\QDG1\QVol1 (Q:)
Names of the Disk are....
Harddisk4

在被动节点上
C:\>vxdg -g qdg1 dginfo
Disk group information for the disk group qdg1
Name : QDG1
DiskGroup ID : cc33237e-266b-4b6e-84f6-455191dabdd9
Disk Group Type : Dynamic (Cluster)
:
Status : Deported
Access : Read-Only
:
:
Names of the Volumes are....
\Device\HarddiskDmVolumes\QDG1\QV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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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 of the Disk are....
Harddisk4

vxdg dginfo (CSDG)
vxdg -g<ClusterSharedDiskGroupName> dginfo

返回有关在 -g<ClusterSharedDiskGroupName> 中引用的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的信息。提供集群共享磁盘组中卷和磁盘的名称和编号。它也包括集群共享磁盘组
名称、其状态（“Online (联机)”还是“Offline (脱机)”）、其访问级别
（“Read/Write (读取/写入)”还是其他）及其 DgID。集群共享磁盘组 ID (DgID)
是分配给磁盘组的内部编号，可以用来代替集群共享磁盘组名称。
示例
vxdg -gSalesClsShrDskGrp dginfo

列出名为 SalesClsShrDskGrp 的集群共享磁盘中卷和磁盘的名称和编号。
作者注：下列情况是否适用于 CSDG？
当针对磁盘组 QDg1 的 FastFailover 设置集群共享磁盘组时 vxdg dginfo 的输出
示例：
在主动节点上
C:\vxtool>vxdg -gQDg1 dginfo
Disk group information for the disk group QDg1
Name : QDG1
DiskGroup ID : cc33237e-266b-4b6e-84f6-455191dabdd9
Disk Group Type : Dynamic (Cluster)
:
Status : Imported
Access : Read/Write
:
:
Names of the Volumes are....
\Device\HarddiskDmVolumes\QDG1\QVol1 (Q:)
Names of the Disk are....
Harddis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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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动节点上
C:\>vxdg -g qdg1 dginfo
Disk group information for the disk group qdg1
Name : QDG1
DiskGroup ID : cc33237e-266b-4b6e-84f6-455191dabdd9
Disk Group Type : Dynamic (Cluster)
:
Status : Deported
Access : Read-Only
:
:
Names of the Volumes are....
\Device\HarddiskDmVolumes\QDG1\QVol1
Names of the Disk are....
Harddisk4

vxdg init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f] [-s|-R] [-TLDM] [-o timeout=<n>]
init [<medianame>=]<DiskName>... | <p#c#t#l# >...
[basename=<seedname>]

使用指定的磁盘创建新的动态磁盘组。
-g<DynamicDiskGroupName>

标识动态磁盘组名称。 动态磁盘组名称中最
多可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 它不应包含任
何空格。

-f

强制执行操作。

-s

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

-R

创建专用动态磁盘组，这是具有专用动态磁
盘组保护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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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DM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创建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注意：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仅允许一
个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并在创建该磁
盘组时自动为其分配名称。将 -TLDM 选项与
-g <diskgroupname> 属性的磁盘组名称
一起指定将导致出错。
-o timeout=<n>

允许操作在 <n> 秒后超时。

<medianame>

用户指定的内部磁盘名称。

注意：只允许 ASCII 字符。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可由设备名称指定（如
Harddisk2）。

<p#c#t#l#>...

用来指示磁盘名称的另一种方法；# 分别对
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seedname>

名称在附加了系统生成的编号后成为磁盘的
内部标识符。

注意：只允许 ASCII 字符。
动态磁盘组中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磁盘。 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具有相同的配置。 动
态卷是在动态磁盘组中创建的，而且只能使用该组中的磁盘。
使用此命令可以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专用动态磁盘组、与 Windows 磁盘管理兼
容的动态磁盘组或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3 页的“磁盘组概览”。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示例
vxdg -gSharedDg1 init -s -TLDM Harddisk0 Harddisk1
vxdg init -TLDM Harddisk5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此命令将创建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此动态
磁盘组中包括 Harddisk5。
vxdg -gDG1 init mediaName1=Harddisk1mediaName2=Harddisk2
Harddisk3 Harddis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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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将创建一个名为 DG1 的新动态磁盘组。 此动态磁盘组中包括 Harddisk1、
Harddisk2、Harddisk3 和 Harddisk4，名称 mediaName1 和 mediaName2 分别被
分配给 Harddisk1 和 Harddisk2。

vxdg init (CSDG)
vxdg -g<ClusterSharedDiskGroupName> [-f] [-s | -r | -csdg] [-TLDM]
[-o timeout=<n>]
init [<medianame>=]<DiskName>... | <p#c#t#l#>...
[basename=<seedname>]

使用指定的磁盘创建新的集群共享磁盘组。
-g<ClusterSharedDiskGroupName>

标识集群共享磁盘组名称。集群共享磁盘组
名称中最多可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它不
应包含任何空格。

-f

强制执行操作。

-s

创建集群共享磁盘组。

-R

创建专用集群共享磁盘组，这是具有专用集
群共享磁盘组保护的磁盘组。

-TLDM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创建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注意：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仅允许一
个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并在创建该磁
盘组时自动为其分配名称。将 -TLDM 选项与
-g <diskgroupname> 属性的磁盘组名称
一起指定将导致出错。
-o timeout=<n>

允许操作在 <n> 秒后超时。

<medianame>

用户指定的内部磁盘名称。

注意：只允许 ASCII 字符。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可由设备名称指定（如
Harddisk2）。

<p#c#t#l#>...

用来指示磁盘名称的另一种方法；# 分别对
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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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name>

名称在附加了系统生成的编号后成为磁盘的
内部标识符。

注意：只允许 ASCII 字符。
动态磁盘组中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磁盘。 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具有相同的配置。 动
态卷是在动态磁盘组中创建的，而且只能使用该组中的磁盘。
使用此命令可以创建集群动态磁盘组、专用动态磁盘组、与 Windows 磁盘管理兼
容的动态磁盘组或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请参见第 153 页的“磁盘组概览”。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示例
vxdg -gSharedDg1 init -s -TLDM Harddisk0 Harddisk1
vxdg init -TLDM Harddisk5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此命令将创建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此动态
磁盘组中包括 Harddisk5。
vxdg -gDG1 init mediaName1=Harddisk1mediaName2=Harddisk2
Harddisk3 Harddisk4

此命令将创建一个名为 DG1 的新动态磁盘组。 此动态磁盘组中包括 Harddisk1、
Harddisk2、Harddisk3 和 Harddisk4，名称 mediaName1 和 mediaName2 分别被
分配给 Harddisk1 和 Harddisk2。

vxdg adddisk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o timeout=<n>] adddisk
[<medianame>=]<DiskName>... | <p#c#t#l#>... [basename=<seedname>]

添加一个或多个在 <DiskName>... | <p#c#t#l#>... to the dynamic disk group
referenced in -g<DynamicDiskGroupName> 中引用的基本磁盘。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要将磁盘添加到的磁盘组的名称。

-o timeout=<n>

允许操作在 <n> 秒后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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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定的内部磁盘名称。

<medianame>

注意：只允许 ASCII 字符。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可由设备名称指定（如
Harddisk2）。

<p#c#t#l#>...

用来指示磁盘名称的另一种方法；# 分别对
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seedname>

名称在附加了系统生成的编号后成为磁盘的
内部标识符。

注意：只允许 ASCII 字符。
省略号表示可以指定多个磁盘。
不能再通过使用不同的动态磁盘组名称来隐式创建动态磁盘组。 动态磁盘组创建以
及与该操作关联的所有选项现在都改为通过 vxdg init 来完成。
示例
vxdg -gSalesDynDskGrp adddisk Harddisk4

将 Harddisk4 添加到 SalesDynDskGrp。
vxdg -gclustr_dyndskgrp1 adddisk Harddisk5

将 Harddisk5 添加到集群动态磁盘组 clustr_dyndskgrp1。

vxdg rmdisk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f] rmdisk <DiskName> | p#c#t#l#>

将 <DiskName> | p#c#t#l#> 中引用的磁盘从动态磁盘恢复为基本磁盘。
<DiskName> 可以是磁盘名称或设备的路径名，如 Harddisk2 或
\Device\Harddisk2。 磁盘在进行恢复时不得包含任何卷。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要从中删除磁盘的磁盘组的名称。

-f

强制执行命令；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DiskName>

要恢复的磁盘的磁盘名称，可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
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加 -g 选项
（例如 -gDG2 Dis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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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l#

用来指示磁盘名称的另一种方法；# 分别对应
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g rmdisk Harddisk2

将 Harddisk2 恢复为基本磁盘。

vxdg import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n<NewDynamicDiskGroupName>] [-s |-d]
[-f] [-C] [-o] timeout=<n>] import

导入 -g<DynamicDiskGroupName> 中引用的动态磁盘组以在此计算机上使用。 可
以使用其原始计算机中的名称，也可以使用 -n<NewDynamicDiskGroupName> 对其
重命名。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 vxdg import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要导入的磁盘组的名称。

-s

将磁盘组作为集群磁盘组导入。 将此命令与
-s 选项一起使用是可用来将常规辅助磁盘组
转换为集群磁盘组的唯一方法。
对于 SFW，仅在第一次创建集群磁盘组时需
要使用 -s。

-d

将集群磁盘组转换为常规磁盘组。

-f

强制执行命令；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当磁
盘组中只有少部分磁盘可用时，可以使用 -f
选项强制执行集群磁盘组的导入。
请参见第 538 页的“当磁盘组中有少数磁盘可
用时无法使集群磁盘组联机”。

-C

清除磁盘组的主机 ID。请参见下面有关主机
ID 的详细信息。

-o timeout=<n>

-o timeout=<n> 选项将允许操作在 <n>
秒后超时。 这对于编写脚本很有用。

关于磁盘组主机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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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或导入动态磁盘组时，该动态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都使用计算机的主机 ID 进
行标记。通常，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磁盘使用不匹配的主机 ID 进行标记，则无法导
入该动态磁盘组。在可以从多个主机访问磁盘的情况下，此机制提供了一种检查方
法。
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如果一台计算机正在使用某个
动态磁盘组，而另一台计算机再次尝试导入此动态磁盘组，导入将失败，因为这两
台计算机的主机 ID 不同。
如果已成功逐出某个动态磁盘组，则主机 ID 将被清除，该组可以安全地导入到其
他计算机。对于 SFW，不需要 -s 选项。集群磁盘组在导入后仍然是集群磁盘组。
如果希望将集群磁盘组更改回常规磁盘组，请逐出该磁盘组，然后使用 -d 选项导
入它。
要在未彻底逐出动态磁盘组时（例如，如果主机计算机崩溃）将该动态磁盘组从一
台计算机移至另一台计算机，必须指定 -C 选项以清除原始主机 ID 并将新的主机 ID
标记到该动态磁盘组上。
注意：当您将集群磁盘组作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导入时，必须使用 -C 选项。
示例
vxdg -gDynDskGrp1 -nAcctgDynDskGrp import

导入以前称为 DynDskGrp1 的动态磁盘组，并将其重命名为 AcctgDynDskGrp。

vxdg import (CSDG)
vxdg -g<DiskGroupName> [-n<NewDiskGroupName>] [-s | -d | -csdg] [-c] [-f]
[-o timeout=<n>] import

导入 -g<DiskGroupName> 中引用的动态磁盘组或集群磁盘组，作为集群共享磁盘
组 (CSDG)。使用 -n<NewDiskGroupName> 选项可以使用原始名称，也可以重命
名。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 vxdg import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iskGroupName>

要导入的磁盘组的名称。

命令行界面
vxdg

-s

将磁盘组作为集群磁盘组导入。 将此命令与
-s 选项一起使用是可用来将常规磁盘组转换
为集群磁盘组的唯一方法。
对于 SFW，仅在第一次创建集群磁盘组时需
要使用 -s。

-d

将集群磁盘组转换为常规磁盘组。

-csdg

将动态或集群磁盘组转换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c

清除磁盘组的主机 ID。请参见下文有关主机
ID 的更多信息。

-f

强制执行命令；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当磁
盘组中只有少部分磁盘可用时，可以使用 -f
选项强制执行磁盘组的导入。
请参见第 538 页的“当磁盘组中有少数磁盘可
用时无法使集群磁盘组联机”。

-o timeout=<n>

-o timeout=<n> 选项将允许操作在 <n>
秒后超时。 这对于编写脚本很有用。

例如：
vxdg -gDynDskGrp1 -nClsShrDskGrp1 import

将原名为 DynDskGrp1 的动态磁盘组导入为集群共享磁盘组，并将其重命名为
ClsShrDskGrp1。
关于磁盘组主机 ID：
创建或导入动态磁盘组后，动态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均使用计算机的主机 ID 进行
标记。通常，如果其中的任何磁盘标记了不匹配的主机 ID，则不能导入动态磁盘
组。使用这种机制，可在从多个主机访问磁盘时对主机进行检查。
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如果一台计算机正在使用某个
动态磁盘组，而另一台计算机再次尝试导入此动态磁盘组，导入将失败，因为这两
台计算机的主机 ID 不同。如果已成功逐出某个动态磁盘组，则主机 ID 将被清除，
该组可以安全地导入到其他计算机。对于 SFW，不需要 -s 选项。
集群磁盘组在导入后仍然是集群磁盘组。 如果希望将集群磁盘组更改回常规磁盘
组，请逐出该磁盘组，然后使用 -d 选项导入它。
要在未彻底逐出动态磁盘组时（例如，如果主机计算机崩溃）将该动态磁盘组从一
台计算机移至另一台计算机，必须指定 -C 选项以清除原始主机 ID 并将新的主机 ID
标记到该动态磁盘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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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您将集群磁盘组作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导入时，必须使用 -C 选项。

vxdg deport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f] deport

逐出 -g<DynamicDiskGroupName> 中引用的动态磁盘组，为将其导入到另一台计算
机做准备。 在导入动态磁盘组之前，无法访问磁盘和卷。 如果磁盘组的一个或多
个卷仍在使用中，使用 -f 选项可强制执行磁盘组的逐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不允许逐出作为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磁盘组资
源的集群磁盘组。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 vxdg deport 命令。
示例
vxdg -gDynDskGrp1 deport

逐出名为 DynDskGrp1 的动态磁盘组。

vxdg destroy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f] destroy

删除 -g<DynamicDiskGroupName> 中引用的动态磁盘组。-f 选项强制删除磁盘组。
示例
vxdg -gDynDskGrp1 destroy

删除名为 DynDskGrp1 的动态磁盘组。

vxdg protect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protect

向当前主机上的辅助动态磁盘组添加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允
许管理员在 SAN 或共享磁盘阵列中对存储分区并分配独占所有权。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 vxdg protect 命令。
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使用硬件锁定技术保护位于共享存储上的辅助动态磁盘组，不
让连接到该共享存储池的其他主机对其进行访问。 使用 SCSI 保留线程来维持受保
护组中每个磁盘的当前保留状态，即可实现硬件锁定。

583

命令行界面
vxdg

如果正在将磁盘添加到具有 SCSI 保留的动态磁盘组，则这些磁盘会自动得到保留。
只要动态磁盘组仍在同一主机上，就将启用保护，即使重新启动后也是如此。如果
动态磁盘组已被逐出并导入另一个主机，则将删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必须重新
执行此命令才能还原保护。
此外，如果卸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也将删除动态磁盘
组保护信息。如果随后重新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并且
希望还原动态磁盘组保护，必须重新执行该命令。
请参见第 166 页的“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机制的分区共享存储”。
示例
vxdg -gDynDskGrp2 protect

向 DynDskGrp2 添加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vxdg release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lease

删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 vxdg release 命令。
示例
vxdg -gDynDskGrp2 release

从 DynDskGrp2 中删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vxdg upgrade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T <version>] upgrade

将最初在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或其相关程序上创建的动态磁盘组升级到当
前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动态磁盘组版本。通过可选的 -T
<version> 参数可以将在磁盘管理或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下
创建的磁盘组升级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版本。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将希望升级现有磁盘组以便它可以充分利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动态磁盘组功能。
如果不计划对这些现有磁盘组进行更改，则不必对其进行升级；通过对其进行升级
可以使用影响磁盘组的其他功能，如 SFW 的 VSS 支持和卷影复制服务功能。SFW
将 VSS 支持融入到 FlashSnap 中。如果计划对这些现有磁盘组使用 FlashSnap 选
项，应将其升级到当前磁盘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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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将磁盘组升级到 SFW，将无法在运行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或
磁盘管理的其他服务器上导入磁盘组。升级一个磁盘组版本后，不能将它改回到更
低的磁盘组版本。
有关支持的磁盘组版本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169 页的“动态磁盘组属性”。
有关支持的磁盘组版本的信息，请参见
注意：SFW 不允许升级包含引导卷或系统卷的动态磁盘组。它必须保持在磁盘管理
磁盘组版本级别，以考虑到如果使用更高的磁盘组版本，程序可能被卸载且系统和
引导磁盘组可能变得无法访问的情况。
示例
vxdg -gDynDskGrp1 upgrade

此命令会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动态磁盘组 DynDskGrp1
升级到最新版本。
vxdg -gDynDskGrp2 -T60 upgrade

此命令会将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动态磁盘组 DynDskGrp2
升级到版本 60。
vxdg -gDynDskGrp2 -TSFW upgrade

此命令可用于将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转换为 SFW 动态磁盘组。如果转换磁盘
组，则它将不再受 Windows 磁盘管理的管理。它只能由 SFW 访问和管理。转换是
无法撤消的。
注意：当前不支持将使用 iSCSI 磁盘创建的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转换为 SFW
动态磁盘组。
需要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完成转换过程：
■

重新启动服务器。

■

使用 vxdg import 命令导入转换的磁盘组。
在命令中指定 -C 选项，以清除主机 ID。

■

如果需要高级磁盘组功能，请使用 vxdg upgrade 命令升级磁盘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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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g repldisk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pldisk <"Missing Disk (disk#)" |
DiskName |p#c#t#l# >=<SpareDiskName>

通过将所有子磁盘移至由 <SpareDiskName> 指定的磁盘，替换由 "Missing Disk
(disk#)" | DiskName |p#c#t#l# > 指定的丢失磁盘。 由 <SpareDiskName> 指定的磁
盘必须是基本空白磁盘。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dg repldisk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磁盘名称标识丢失的磁盘时，
才需要此参数。

"Missing Disk (disk#)"

指定丢失的磁盘。 此字符串表示程序标识丢失
磁盘的方式。 由于字符串 "Missing Disk
(disk#)" 包含空格，因此必须将该字符串括
在引号中。 程序指定 (disk#)，如 (disk2)。

DIskName

丢失磁盘的内部磁盘名称。 必须使用 -g 选项
（例如 -gDG1 Disk2）。

p#c#t#l#

用来指示磁盘名称的另一种方法；# 分别对应
于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SpareDiskName>

替换磁盘的名称。

此命令在动态磁盘组命令下列出，因为它仅适用于动态磁盘。
示例
vxdg repldisk "Missing Disk (disk2)"=Harddisk3

此命令会将指定为 "Missing Disk (disk2)" 的丢失磁盘的内容移至基本磁盘（在本例
中为 Harddisk3）。 在此过程中，Harddisk3 成为动态磁盘。 在磁盘替换之后，将
自动重新同步被替换的磁盘上的活动冗余卷（镜像和 RAID-5）。
vxdg -gDG1 repldisk Disk2=Harddisk3

这是使用内部磁盘名称参数的同一命令的示例。

vxdg split
vxdg -g<SourceDynamicDiskGroupName> -n<TargetDynamicDiskGrou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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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 [-s|-d] [-y] [-v] split [<Object>...]

将一个动态磁盘组拆分为两个动态磁盘组。 将位于拆分的磁盘组中的磁盘和卷必须
运行正常。 此外，将位于新磁盘组中的卷必须完整，此命令才能成功。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 vxdg split 命令。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动态磁盘组拆分 ”。
-g<SourceDynamicDiskGroupName>

当前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n<TargetDynamicDiskGroupName>

新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i

使新的动态磁盘组处于“已导入”
状态。

-f

强制执行拆分。 使用此命令时要
小心。

-s

使新的动态磁盘组成为集群动态磁
盘组。

-d

将目标磁盘组从集群磁盘组更改为
常规磁盘组。

-y

查询拆分是否结束。 请参见下面
第一个示例。

-v

拆分动态磁盘组中包含快照卷的所
有磁盘。 使用此选项时请不要使
用 <Object> 参数。

<Object>

磁盘或卷的名称，或驱动器盘符。
可以按磁盘或卷进行拆分。 使用
-v 选项时不需要使用此选项。
可以使用内部卷和磁盘名称。 卷
名支持 <DrivePath> 参数。 此
外，磁盘可由 p#c#t#l# 参数指
示；# 分别对应于端口、通道、目
标和 LUN。

无法拆分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创建的主动态磁盘组，
因为它包含引导驱动器或系统驱动器。如果有在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中创
建的动态磁盘组，则需要先将它们升级为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动态磁盘组兼容，才能使用 vxdg split 和 join 命令。要执行此操作，
请使用 vxdg upgrad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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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新的动态磁盘组在拆分后处于“已逐出”状态。 可以使用 -i 选项使
其处于“已导入”状态。 源动态磁盘组仍处于“Imported (已导入)”状态。
使用 VEA GUI 拆分命令时，如果源磁盘组是集群磁盘组或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
护的磁盘组，则生成的目标磁盘组将具有相同的磁盘组类型。要对这两种磁盘组类
型中的任何一种使用 CLI 拆分命令，必须使用 -i 选项。在对这些磁盘组类型的任
何一种执行 CLI 拆分操作时，目标磁盘组在其被导入之前不会采用源磁盘组的磁盘
组类型。
请参见第 269 页的“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注意：在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中，必须对涉及集群磁盘组的每个命令指定
-s 选项。但在 SFW 中，只在第一次指定集群磁盘组时使用 -s 选项。已添加 -d 选
项以允许将集群磁盘组更改为常规磁盘组。
在对共享存储上的集群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命令之前，应查看有关执行该操
作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281 页的“对共享存储上的集群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示例
vxdg -gDynDskGrp1 -y -nDynDskGrp2 split Harddisk5 Harddisk7

此命令会进行查询以确定名为 DynDskGrp1 的动态磁盘组中的 Harddisk5 和
Harddisk7 是否包含进行动态磁盘组拆分所需的全部磁盘（其中拆分的动态磁盘组
中的所有卷都是完整的）。 以下是此命令的输出：
Following is the Closure for the requested Splitoperation.
Names of the Disks are....
Harddisk7
Harddisk5
Harddisk6
Names of the Volumes are....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Stripe1

该输出表明，为了成功进行拆分（或所谓的“拆分结束”），必须添加 Harddisk6。
执行实际拆分的命令示例如下：
vxdg -gDynDskGrp1 -i -nDynDskGrp2 split Harddisk5 Harddisk6 Harddisk7

执行此命令将导致成功拆分动态磁盘组 DynDskGrp1 且目标动态磁盘组 DynDskGrp2
处于“已导入”状态。 新的动态磁盘组包含磁盘 Harddisk5、Harddisk6 和
Harddisk7。
后面的示例指定要包括在新目标磁盘组中的卷。 请注意卷所需的路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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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g -gDynDskGrp1 -i -nDynDskGrp2 split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mirrorvol1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mirrorvol2

执行此命令将导致成功拆分动态磁盘组 DynDskGrp1 且目标动态磁盘组 DynDskGrp2
处于“已导入”状态。 新的动态磁盘组包含卷 \Device\HarddiskDmVolumes
\DynDskGrp2\mirrorvol1 和 \Device\HarddiskDmVolumes
\DynDskGrp2\mirrorvol2。
vxdg -gtest -nnew split p1c0t1l0 p1c0t2l0

此命令将执行拆分操作。 新磁盘组的名称为 new。 此命令显示将 p#c#t#l# 和
<Object> 参数一起使用的示例。
vxdg -gtest -nnew split Disk1 Disk2

此命令将执行拆分操作。 此示例显示将内部磁盘名称和 <Object> 参数一起使用的
情况。
vxdg -gtest -nnew split Volume1 Volume2

此命令将执行拆分操作。 此示例显示将内部卷名和 <Object> 参数一起使用的情况。
vxdg -gtest -nnew split L:\Folder

此命令将执行拆分操作。 此示例显示将 <DrivePath> 和 <Object> 参数一起使用的
情况。
vxdg -gtest -nnew split Volume1 Volume2 -f

此命令将执行拆分操作。 此示例显示使用强制选项 -f 的情况。

vxdg recover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s|-d] recover

恢复在执行动态磁盘组拆分操作期间因系统崩溃或其他问题而出现故障的动态磁盘
组。当磁盘组要求手动恢复时，使用此命令可手动恢复该磁盘组。-s 选项会将磁盘
组恢复为“Imported (已导入)”状态的群集磁盘组。-d 参数用于将群集磁盘组更改
为常规磁盘组。
我们提供了有关自动和手动恢复模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76 页的“拆分命令的恢复”。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群集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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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vxdg -gDynDskGrp2 recover

恢复执行动态磁盘组拆分操作期间因系统崩溃而出现故障的 DynDskGrp2。

vxdg join
vxdg -g<SourceDynamicDiskGroupName> -n<TargetDynamicDiskGroupName>
[-C] [-P] [-o timeout=<n>] join

将两个动态磁盘组结合在一起。 如果某些磁盘丢失或无法正常运行，则 join 命令将
失败。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不支持 vxdg join 命令。
-g<SourceDynamicDiskGroupName>

源动态磁盘组（将添加到目标动态磁
盘组的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执行
结合后，源动态磁盘组将消失。

-n<TargetDynamicDiskGroupName>

目标动态磁盘组（执行结合后将产生
的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C

清除主机 ID。当您希望从其他节点
导入磁盘组且该磁盘组未正确逐出
时，应使用此参数。但有时可能不会
清除主机 ID，例如，当主机计算机
变得无法正常工作时。尚未清除主机
ID 时，SFW 将不允许在不使用“清
除主机 ID”覆盖的情况下执行结合。
使用此覆盖时要小心。

-P

允许部分结合。
请参见 PartialJoin 命令的说明：
请参见第 280 页的“关于部分磁盘组结
合”。

-o timeout=<n>

允许操作在 <n> 秒后超时。 此参数
对于编写脚本很有用。

结合后的磁盘组类型将是目标磁盘组的类型。 例如，如果结合之前的目标磁盘组类
型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则结合后得到的磁盘组将具有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此外，如果磁盘组受集群软件（如 VCS 或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的监视，则不
允许使用集群动态磁盘组作为 join 命令的源组。但是，集群磁盘组可以作为 join 命
令中的目标动态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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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69 页的“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示例
vxdg -gDynDskGrp2 -nDynDskGrp1 join

此命令会将 DynDskGrp2 结合回 DynDskGrp1 中。 还可以将最初未拆分的动态磁
盘组结合在一起。
vxdg join -gddg -ncdg -o timeout=200 join

此命令会将动态磁盘组 ddg 结合到动态磁盘组 cdg 中。 此示例显示使用 -o
timeout=<n> 参数的情况。

vxdg reclaim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b] reclaim
option=<volumes|freespaces|all>

从动态磁盘组中的精简置备磁盘回收存储空间。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b

在后台运行命令。

volumes

从卷回收存储空间。

freespaces

从磁盘回收空闲空间。

all

从卷回收存储空间和从磁盘回收
空闲空间 （默认选项）。

注意：RAID-5、DCO 或 Volume Replicator DCM 卷不支持从精简置备磁盘中回收
存储的操作。

注意：在缩小卷操作期间，应禁用回收存储操作。 在完成缩小卷操作后要启用回收
存储操作。
示例
vxdg -gDG1 reclaim option=freespaces

此命令仅回收 DG1 动态磁盘组中精简置备磁盘的空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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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g reclaimcancel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claimcancel
option=<volumes|freespaces|all>

立即取消回收操作。 可能只回收了动态磁盘组的部分存储空间。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volumes

从卷回收存储空间。

freespaces

从磁盘回收空闲空间。

all

从卷回收存储空间和从磁盘回收
空闲空间 （默认选项）。

示例
vxdg -gDG1 reclaimcancel

此命令将立即取消对 DG1 动态磁盘组中精简置备磁盘的卷和空闲空间执行的回收
操作（未指定任何选项，因此将使用卷和空闲空间的默认选项）。

vxdg latestart
vxdg -g<DynamicDiskGroupName> latestart on|off

包括下列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系统启动后可用的动态磁盘组的
名称。

on

允许在系统启动后导入指定的动
态磁盘组。

off

禁止在系统启动后导入指定的动
态磁盘组。

通常，会在系统启动期间自动导入动态（非集群）磁盘组。 但是，某些存储类型在
系统启动期间不可用，这可能导致导入失败。 在集群环境中，磁盘组由集群应用程
序导入，不需要启用 vxdg latestart。
在 vxdg latestart 命令中指定 on 将允许在系统启动后由 Veritas DG Delayed
Import Service (VxDgDI) 导入 -g<DynamicDiskGroupName> 中引用的动态磁盘组。
在使 VxDgDI 依赖于控制存储的服务后，VxDgDI 可以导入动态磁盘组。 这为存储
变得可用留出了所需的时间。 可能还需要使依赖由 VxDgDI 服务导入的存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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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依赖于 VxDgDI，以便这些应用程序可在其存储可用时继续执行。 使 VxDGDI
服务启动类型在每次启动系统时自动允许服务运行。
注意：要配置 iSCSI 的依赖关系，请在使 VxDgDI 依赖于控制存储的 iSCSI 服务
(MSiSCSI) 后使用 VxDgDI 导入动态磁盘组。
只要动态磁盘组仍在同一主机上，就会启用 vxdg latestart，即使重新启动后也
是如此。如果动态磁盘组已被逐出并在另一个主机上导入，则必须在新主机上重新
启用 vxdg latestart。
注意：对于 SFW，新创建的包含 iSCSI 磁盘的动态磁盘组或已添加 iSCSI 磁盘的
现有动态磁盘组会自动配置为在系统启动后导入。不必对这些动态磁盘组使用 vxdg
latestart 命令。
要设置 vxdg latestart，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编辑 Windows 注册表以使 VxDgDI 依赖于控制存储的服务。

2

在命令行上输入 vxdg latestart 命令。
例如
vxdg -gDynDskGrp2 latestart on

允许在系统启动后导入动态磁盘组 DynDskGrp2。

3

依赖由 VxDgDI 服务导入的存储的应用程序的存储将在 Veritas DG Delayed
Import Service 完成其启动进程后自动可用。 但是，对于作为 Windows 服务
启动的应用程序，则需要先使用 Windows 注册表编辑器使其依赖于 Veritas
DG Delayed Import Service，然后其存储才可用。

vxdg refreshff
vxdg -g<diskgroupname> refreshff

此命令用于刷新系统上磁盘组的状态以便支持快速故障转移的新磁盘组状态
“Deported Read-Only (以只读模式逐出)”。
有时，被动节点上的磁盘组不会反映新“Read-Only (只读)”状态，即使为 VMDg
资源启用 FastFailover 也是如此。 如果将新节点添加到已启用 FastFailover 的服务
组，通常会出现此情况。 要使新添加的节点支持快速故障转移磁盘组状态，必须在
该节点上运行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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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lus
使用 vxclus 实用程序可以使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磁盘组在具有磁盘组中少数磁
盘的节点上联机。vxclus 实用程序会在注册表中创建一个条目，以允许集群资源联
机。 执行 vxclus enable 后，便可以通过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
管理单元使资源联机。
对于 SFW，vxclus 实用程序已添加允许集群磁盘组位于集群节点的系统磁盘和引
导磁盘所在总线上的关键字。这些关键字是支持从 SAN 引导所必需的。 此外，您
的硬件阵列也必须支持从 SAN 引导。 有关从 SAN 引导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硬件阵
列制造商的说明和 Microsoft 网站。
注意：vxclus 命令仅用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
以下主题中详细介绍了使集群磁盘组在具有磁盘组少数磁盘的节点上联机的过程：
请参见第 538 页的“当磁盘组中有少数磁盘可用时无法使集群磁盘组联机”。
enable

允许在磁盘组中的少数磁盘可用时使集群磁盘组联机。

disable

禁用在磁盘组中的少数磁盘可用时使集群磁盘组联机的功能。

cleanup

对节点上的所有集群磁盘组禁用在磁盘组中的少数磁盘可用时
使磁盘组联机的功能。cleanup 选项不适用于 UseSystemBus
ON |OFF 支持。

UseSystemBus ON

设置允许创建可以位于集群节点的系统磁盘或引导磁盘所在总
线上的集群磁盘组的条件。

UseSystemBus OFF

删除创建可以位于集群节点的系统磁盘或引导磁盘所在总线上
的集群磁盘组的功能。

针对每个关键字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clus <Keyword> -?

警告：为了避免可能的数据损坏，请确保当某个磁盘组在具有该磁盘组少数磁盘的
一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时，该磁盘组的大多数磁盘在另一个节点上不可用且不会
联机。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clu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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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lus enable
vxclus enable -g<DynamicDiskGroupName> [-p]

对指定的集群磁盘组启用强制导入，以便在该磁盘组中的少数磁盘可用时可使该磁
盘组联机。 vxclus 实用程序会在 Windows 注册表中创建一个条目，以对集群资源
启用强制导入。 执行 vxclus enable 后，便可以通过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
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使资源联机。使资源联机后，将禁用 vxclus 强制导入功能。
但是，如果指定了 -p，则在 Windows 注册表中创建的条目会使 vxclus 强制导入
功能仍然处于启用状态。 这将允许对指定集群磁盘组执行持久性强制导入，以便始
终可以通过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使此资源联机。
可应用以下属性：
-g<SourceDynamicDiskGroupName>

要启用强制导入的集群磁盘组的
名称。

-P

允许对集群磁盘组执行持久性强
制导入。

示例
vxclus enable -gDG2 -p

允许在磁盘组中的少数磁盘可用时使 DG2 集群磁盘组在节点上联机。 此外，还启
用了 DG2 集群磁盘组，以便始终可以通过 Windows Server 的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
管理单元使其联机。

vxclus disable
vxclus disable -g<DynamicDiskGroupName>

禁用在磁盘组中的少数磁盘可用时使指定的集群磁盘组在节点上联机的功能。 只有
在以下情况下才需要执行此命令：已执行 vxclus enable 命令但尚未通过 Windows
Server 的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使磁盘组联机，且后来决定如果磁盘组中没
有很多磁盘则不需要使磁盘组联机。
示例
vxclus disable -gDG2

从 DG2 集群磁盘组删除在磁盘组中的少数磁盘可用时使该磁盘组联机的功能。

vxclus cleanup
vxclus clea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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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节点上的所有集群磁盘组禁用在磁盘组中的少数磁盘可用时使磁盘组联机的功
能。 只有在以下情况才需要执行此命令：已对多个集群磁盘组执行 vxclus enable
命令但尚未通过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管理单元使这些磁盘组联机，
且决定不需要使这些磁盘组联机。
示例
vxclus cleanup

在当前集群节点上，此命令将对已启用此功能的任何集群磁盘组关闭 vxclus 功能。

vxclus UseSystemBus ON
vxclus UseSystemBus ON

此命令对注册表做出必要的更改，以便能够在与群集节点的系统磁盘或引导磁盘所
在的同一总线上创建动态群集磁盘组。在早期版本的卷管理器中，程序会禁止出现
以上情况。此命令是针对那些希望引导磁盘/系统磁盘与群集磁盘组位于同一 SAN
上，以便通过该 SAN 执行引导的用户提供的。
警告：如果确定要使群集磁盘组与计算机节点的系统磁盘或引导磁盘位于同一总线
上，并希望通过 SAN 引导，则需要遵照阵列制造商的特定说明，以便从 SAN 引
导。有关从 SAN 引导所要考虑的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知识库文章 305547。
示例
vxclus UseSystemBus ON

使您可以在与群集节点的系统磁盘或引导磁盘所在的同一总线上创建群集磁盘组。

vxclus UseSystemBus OFF
vxclus UseSystemBus OFF

与 vxclus UseSystemBus ON 命令的功能相反，用于删除相应的注册表更改（做
出这些更改是为了创建能够与群集节点的系统磁盘或引导磁盘位于同一总线上的群
集磁盘组）。
示例
vxclus UseSystemBus OFF

去除在与群集节点的系统磁盘或引导磁盘所在的同一总线上创建群集磁盘组的功
能。

596

命令行界面
vxdisk

vxdisk
vxdisk 实用程序包含与磁盘相关的命令。
diskinfo

提供有关磁盘的信息。

attach

连接磁盘并允许访问磁盘。

detach

停止磁盘访问并断开与磁盘的连接。

list

提供有关托管服务器或指定磁盘组上所有磁盘的信息。

list (CSDG)

提供有关托管服务器或指定集群共享磁盘组上 (CSDG) 所有
磁盘的信息。

merge

合并外部磁盘。

reactivate

重新激活磁盘（重新启动磁盘）。

sig

在磁盘上放置磁盘签名。

convertdisk

将磁盘的分区机制转换为 MBR 或 GPT。

set track

设置数据存储的磁道对齐偏移。

trackaligninfo

显示主机的磁道对齐设置和所有阵列的磁道对齐偏移和设
置。

set hotreloc

此选项在主机或磁盘级别设置热重定位。

setsite

此选项用于将磁盘添加到特定站点。

rmsite

此选项用于将磁盘从站点中删除。

ping

标识物理磁盘。

offline
online
reclaim

从精简置备磁盘回收存储空间。

reclaimcancel

立即取消回收操作

每个关键字都后跟 <DiskName>（磁盘的名称），磁盘名称可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来表示。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加 -g
磁盘组选项（例如 -gDG1 Disk2）。 另一种指定磁盘的方法是使用 p#c#t#l# 参
数。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针对每个关键字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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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isk <Keyword> -?

vxdisk diskinfo
提供有关 <DiskName> 中引用的磁盘的信息。 此信息包括磁盘名称、与该磁盘关
联的动态磁盘组、容量（表示为 Length）、磁盘分区样式、空闲空间、设备类型、
端口、通道、目标 ID、LUN、磁盘签名、序列号、磁道对齐设置和精简置备类型
（对于精简置备磁盘，为 ThinNoReclaim 或 ThinReclaim）等。如果磁盘有子磁盘
与之关联，则将列出这些子磁盘。
vxdisk [-g <DynamicDiskGroupName>] diskinfo [-e] <DiskName>

可应用以下属性：
-e

这是一个可选参数。
除基本磁盘信息外，如果还需要显示阵列的扩展属性信息，请使用 -e
选项。可供显示的扩展属性信息取决于阵列类型。 其中可包括供应商
ID、产品 ID、版本 ID、机柜序列号、阵列卷 ID,、阵列 LUN 类型、阵
列 RAID 级别、阵列快照 LUN、阵列复制 LUN、阵列介质类型、阵列传
输协议、阵列端口 WWN 号、阵列端口序列号、阵列控制器 ID 和阵列
硬件镜像。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例如，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要求使用 -g 选项），
例如，-g MyDg Disk2。
只有在使用内部磁盘名称表示磁盘名称（如 -gDG1 Disk2）时，才需
要 -g 选项。
如果磁盘具有站点标记，则在指定磁盘名称的情况下将显示站点信息。
请参见第 437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磁盘”。

p#c#t#l#

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注意：并非所有精简置备磁盘的制造商都支持显示当前置备大小。
示例
vxdisk diskinfo Harddisk2

提供有关 Harddisk2 的信息。

vxdisk attach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attach <DiskName | p#c#t#l# >

挂接已分离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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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disk attach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此参数。

<DiskName>

丢失磁盘的内部磁盘名称，需要 -g 选项（例
如 -gDG1 Disk2）。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
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isk -gDG1 attach Disk2

将以前分离的磁盘 Disk2 挂接到磁盘组 DG1。

vxdisk detach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detach <DiskName | p#c#t#l# >

分离磁盘。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disk detach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此参数。

<DiskName>

丢失磁盘的内部磁盘名称，需要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
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isk -gDG1 detach Disk2

分离以前挂接的磁盘 -gDG1 Dis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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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isk list
列出托管服务器上所有磁盘的设备名称、内部磁盘名称、磁盘组、磁盘分区样式、
大小、空闲空间、LUN、状态、序列号、ThinProvisioningType（对于精简置备磁
盘，为 ThinNoReclaim 或 ThinReclaim）、ProvisionedSize（精简置备磁盘的当前
大小）、站点等。
请参见第 437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磁盘”。
vxdisk [-g <DynamicDiskGroupName>] [-v] list

可应用以下属性：
-g

-g 选项将磁盘列表限制为指定的磁盘组。

-v

-v（详细）选项显示列表中磁盘的签名、状态、总线类型、端口、目标、通道、
LUN、磁道对齐偏移和磁道对齐设置信息。

注意：并非所有精简置备磁盘的制造商都支持显示当前置备大小。
示例
vxdisk -gDB1 -v list

提供有关 DB1 磁盘组中所有磁盘的信息。 -v 选项包括签名、状态、总线类型、端
口、通道、目标和 LUN 信息。

vxdisk list (CSDG)
列出针对托管服务器上所有磁盘的设备名称、内部磁盘名称、集群共享磁盘组、磁
盘分区样式、大小、空闲空间、LUN、状态、序列号、ThinProvisioningType（对
于精简置备磁盘，为 ThinNoReclaim 或 ThinReclaim）、ProvisionedSize（精简置
备磁盘的当前大小）、站点等。
请参见第 437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磁盘”。
vxdisk [-g <ClusterSharedDiskGroupName>] [-v] list

可应用以下属性：
-g

-g 选项将磁盘列表限制为指定的集群共享磁盘组。

-v

-v（详细）选项显示列表中磁盘的签名、状态、总线类型、端口、目标、通道、
LUN、磁道对齐偏移和磁道对齐设置信息。

注意：并非所有精简置备磁盘的制造商都支持显示当前置备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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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vxdisk -gDB1 -v list

提供有关 DB1 集群共享磁盘组中所有磁盘的信息。-v 选项包括签名、状态、总线
类型、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信息。

vxdisk merge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merge <DiskName | p#c#t#l#>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disk merge 命令。
在 GUI 中，此命令称为“合并外部磁盘”。 如果从服务器中删除某个磁盘，同时
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删除它，然后决定将其作为同一
动态磁盘组的成员重新挂接到该服务器，则将需要使用此命令。此命令会将该磁盘
恢复为其原来的状态，即恢复为该服务器上其以前的动态磁盘组的成员。
此外，如果在不使磁盘的磁盘组脱机的情况下删除该磁盘，将磁盘移动到其他服务
器，然后尝试在原始服务器中重新安装它，也需要使用此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该
命令是必要的，因为磁盘具有其他服务器的磁盘组 ID。
请参见第 522 页的““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DiskName>

指定的硬盘，可由设备名称指定（如
Harddisk2）。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isk -gDB1 merge Harddisk3

将 Harddisk3 合并回其以前的磁盘组 DB1。

vxdisk reactivate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activate <"Missing Disk (disk#)"|
DiskName |p#c#t#l#>

重新激活已脱机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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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disk reactivate 命
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此参数。

"Missing Disk (disk#)"

指定丢失的磁盘。 此字符串表示程序标识丢失
磁盘的方式。 由于字符串 "Missing Disk
(disk#)" 包含空格，因此必须将该字符串括在
引号中。 程序指定 (disk#)，如 (disk2)。

<DiskName>

丢失磁盘的内部磁盘名称，需要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
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isk reactivate "Missing Disk (disk2)"

重新激活显示为 "Missing Disk (disk2)" 的已脱机的磁盘。 它假设该磁盘过去已脱
机，但现在已重新联机。

vxdisk set hotreloc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 hotreloc
<mode=<enable|disable|on|off>>
| <usage=<preferred|secondary|nohotuse|reserved> <diskname>>

在主机或磁盘级别设置热重定位。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disk set hotreloc 命
令。

注意：属于 SAN 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disk set hotreloc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指定动态磁盘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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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enable|disable|on|off>

指定用来设置热重定位的模式。
■

enable： 在主机级别启用热重定位。

■

disable： 在主机级别禁用热重定位。

■

on：在磁盘级别启用热重定位。

■

off： 在磁盘级别禁用热重定位。

usage=<preferred|secondary|nohotuse|reserved> 磁盘级别的热重定位设置。
■

■

■

■

preferred： 出现 I/O 故障时的首选目
标磁盘。
secondary： 在未指定首选磁盘或者
首选磁盘上没有可用空闲空间的情况
下，出现 I/O 故障时使用的目标磁盘。
nohotuse： 不允许将磁盘用于热重定
位。
reserved： 不允许将磁盘用于热重定
位或其他自动选择操作。

指定用于热重定位的磁盘名称。 （需要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DiskName>

示例
vxdisk set hotreloc usage reserved disk2

不允许将 disk2 用于热重定位。

vxdisk hotrelocinfo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hotrelocinfo [<diskname>]
vxdisk hotrelocinfo CLI 显示给定硬盘的热重位设置。

例如：
vxdisk hotrelocinfo harddisk1

提供有关 harddisk1 是保留以供手动使用还是可用作热重定位目标的信息。如果该
磁盘可用作热重定位目标，则该命令将提供有关其热重定位使用情况的信息。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指定动态磁盘组名称。
<DiskName>

指定用于热重定位的磁盘名称。 （需要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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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isk sig
vxdisk sig <"<DiskName> (no signature)
|p#c#t#l#> [diskstyle=<MBR|GPT>]

向新磁盘添加磁盘签名。 由于字符串 "<DiskName> (no signature)" 包含空格，
因此必须将该字符串括在引号中。
可应用以下属性：
<DiskName>

磁盘的内部磁盘名称。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
通道、目标和 LUN。

diskstyle=<MBR|GPT>

指定磁盘分区机制。 默认值为 MBR。

示例
vxdisk sig "Harddisk5 (no signature)"

向磁盘样式为 MBR 的 Harddisk5 添加签名。

vxdisk set track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 track align= <enable | disable
| yes | no> offset=offset# <[vid=<vendor id> pid=<product id>] |
<DiskName> | <p#c#t#l#>>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磁道对齐。
设置与主机连接的磁盘的数据存储的磁道对齐偏移。 如果用名称或 p#c#t#l# 指定
了磁盘，则将为与该磁盘的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匹配的所有磁盘设置磁道对齐。 如
果指定了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则将为与指定的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匹配的所有磁
盘设置磁道对齐。
如果未指定磁盘或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此命令将为与主机连接的所有磁盘设置磁
道对齐。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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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

启用或禁用磁道对齐。
（“Yes (是)”可启用磁道对齐，“No (否)”可
禁用磁道对齐。）

vid

存储设备的供应商 ID。

pid

存储设备的产品 ID。

offset

存储设备的磁道对齐偏移（范围：64 - 4096）。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
（需要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
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isk set track align=enable vid=DGC pid=EMC offset=128

对与主机连接的、其供应商 ID 与 DGC 匹配且产品 ID 与 EMC 匹配的所有磁盘启
用磁道对齐并将偏移设置为 128。
vxdisk set track align=enable vid=default pid=default offset=64

对与主机连接的、其供应商 ID 与 default 匹配且产品 ID 与 default 匹配的所有磁盘
启用磁道对齐并将偏移设置为 64。（default 规范是指 SFW 的磁道对齐功能未明确
支持的那些磁盘。使用 vxdisk trackaligninfo 命令可显示 SFW 支持的磁盘。）
vxdisk set track align=enable offset=67 harddisk6

对与主机连接的、其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与 harddisk6 的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匹配
的所有磁盘启用磁道对齐并将偏移设置为 67。
vxdisk -gdg1 set track align=enable offset=67 disk6

对与主机连接的、其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与磁盘组 dg1 中 disk6 的供应商 ID 和产
品 ID 匹配的所有磁盘启用磁道对齐并将偏移设置为 67。
vxdisk set track align=enable

对与主机连接的所有磁盘启用磁道对齐。

vxdisk trackaligninfo
vxdisk trackalig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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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主机的磁道对齐设置以及所有阵列（包括 VID 和 PID）的磁道对齐偏移和设
置。
例如
vxdisk trackaligninfo

显示主机级别的磁道对齐设置。此外，还显示所有阵列（由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标
识）的磁道对齐偏移和磁道对齐设置。

vxdisk ping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ping <DiskName | p#c#t#l# >

标识物理磁盘。 此命令会使故障灯闪烁，直到 5 分钟的 ping 持续时间结束为止。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disk ping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此参数。

<DiskName>

磁盘的内部磁盘名称，需要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
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isk ping -gDG1 Disk2

标识属于磁盘组 DG1 的 Disk2。

vxdisk reclaim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b] reclaim<DiskName | p#c#t#l#
>

从精简置备磁盘回收存储空间。-b（后台）选项在后台运行回收操作。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仅在使用磁盘的内部磁
盘名称时才需要。）

-b

在后台运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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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Name 可以是外部名称或内部名称。

<DiskName>

■

磁盘的外部名称（例如 Harddisk2）。

■

磁盘的内部磁盘名称，需要 -g 选项（例
如 -gDG1 Disk2）。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
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p#c#t#l#

注意：RAID-5、DCO 或 Volume Replicator DCM 卷不支持从精简置备磁盘中回收
存储的操作。

注意：在缩小卷操作期间，应禁用回收存储操作。 在完成缩小卷操作后要启用回收
存储操作。
示例
vxdisk reclaim Harddisk2 Harddisk3

此命令将回收外部名称为 Harddisk2 和 Harddisk3 的磁盘上的空间。

vxdisk reclaimcancel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claimcancel<DiskName | p#c#t#l#
>

立即取消回收操作。 可能只回收了该磁盘的部分存储空间。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仅在使用磁盘的内部磁盘
名称时才需要。）

<DiskName>

DiskName 可以是外部名称或内部名称。

p#c#t#l#

■

磁盘的外部名称（例如 Harddisk2）。

■

磁盘的内部磁盘名称，需要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
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isk reclaimcancel Harddisk2 Harddis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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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将立即取消外部名称为 Harddisk2 和 Harddisk3 的磁盘上的回收操作。

vxdisk setsite
要向站点添加 SFW 动态磁盘，请运行以下命令：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site site=<sitename> <diskname(s)
| p#c#t#l# >

请参见第 439 页的“通过 CLI 管理站点的磁盘”。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指定动态磁盘组名称。 对于 DG1
site=<sitename>

其中 site 是站点的名称，例如 site1。
Sitename 可采用任意字母数字值，最多可包含 31 个字符。

<diskname(s)>

已选择标记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例如，Harddisk1、Harddisk2，
依此类推。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此属性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例如：
vxdisk site1 Harddisk1 Harddisk2

此命令将磁盘 Hard disk 1、Hard disk2 添加到 site1。

vxdisk rmsite
使用 vxdisk rmsite 可以从站点中删除磁盘。
注意：如果磁盘所具有的关联卷是站点受限制的卷或站点分隔的卷，则 vxdisk
rmsite 命令在该磁盘上将失败。
vx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rmsite <diskname(s) | p#c#t#l#>

请参见第 439 页的“通过 CLI 管理站点的磁盘”。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仅当使用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此参数。
<DiskName>

丢失磁盘的内部磁盘名称，需要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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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ite
<diskname(s)

为输入的磁盘名称指定删除站点或取消标记站点选项。 例如，rmsite
Disk2。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此属性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例如：
vxdisk -gDG1 rmsite Disk2

此命令将从站点中删除 Disk2。

vxassist
vxassist 实用程序包含用于创建和更改卷以及用于执行与卷相关的操作的关键字

或操作数。
make

创建动态卷。

growby

扩展 NTFS 动态卷或未格式化的动态卷。

querymax

查询当前卷的最大可回收字节数。

shrinkby

减小 NTFS 动态卷或未格式化的动态卷的大小。

mirror

向现有卷添加镜像。

break

从现有卷断开镜像。

remove

删除卷、镜像或日志。

delete

删除分区或卷。

shred

粉碎并删除卷。

addlog

向卷添加日志 Plex。

Online
(Read/write) (联
机 [读/写])

设置对集群共享磁盘 (CSDG) 中卷的读/写访问（“Online (联机)”）
权限。

Offline
设置对集群共享磁盘 (CSDG) 中卷的只读访问（“Offline (脱机)”）
(Read-only) (脱机 权限。
[只读])
prepare

通过向卷添加镜像，为快照准备卷。

注意：在 CLI 中，可以使用 prepare 或 snapstart 关键字，但
建议使用 pre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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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从快照镜像创建单独的卷。

snapback

将快照镜像加回原始卷。

snapclear

清除原始卷和快照卷之间的关联，使它们成为单独的卷。

snapabort

中止在原始卷上准备快照的操作。

rescan

重新扫描计算机上的所有存储对象。

refresh

刷新卷、驱动器盘符和系统信息。

resetbus

对所有 SCSI 总线执行 SCSI 总线重置。

version

显示已安装的 SFW 版本和版本号。

Windows 特定命令
assign

分配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驱动器路径。

unassign

删除驱动器盘符或驱动器路径。

create_part

创建主分区。

create_ext

创建扩展分区。

create_drive

创建逻辑驱动器。

delete_ext

删除扩展分区。

针对每个关键字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assist <Keyword> -?

vxassist make
使用 vxassist make 命令创建卷。
vxassist [-b]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make
[<VolumeName>] <length>[type={mirror|raid5|stripe}[,log]]
[<alloc_attributes...>] [Column=N] [StripeUnit=<width>]
[Site=<sitename1>[,<sitename2>,...]]
[DriveLetter={A|B|..|Z}|DrivePath=<DrivePath>] [<[!]diskname |
p#c#t#l#> ...]

可应用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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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于在后台运行命令的选项。 此选项对于需要很
长时间的操作（如添加镜像或扩展卷）很有用。

-o notrackalign

在卷所在的磁盘上禁用磁道对齐。

-g<DynamicDisk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VolumeName>

卷的名称。 这是用于内部处理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特定的名称。
名称中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 它不得包含
空格、斜杠 (/)、反斜杠 (\)、感叹号 (!)、尖括号
(< >) 或等号 (=)。而且，名称的第一个字符不能
为句点。

<Length>

卷的大小；默认单位为 MB。 要表示 KB，请在
数字后添加 K (500K)；同样，添加 G 表示 GB，
添加 T 表示 TB。

type={mirror|raid5|stripe}
[,log]

要创建的卷的类型。 默认为跨接卷。 type 中的
[,log] 参数将在创建卷期间为 RAID-5 卷添加一
个 RAID-5 日志，或为镜像卷添加一个脏区日志
记录 (DRL) 日志。

<alloc_attributes>

用于镜像和条带卷的分配属性。
属性包括：
■

Mirror=n[, {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Wantmirror={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Stripe={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Wantstripe={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Mirror=<n>

要为镜像卷创建的镜像数。 （默认值为 2。）

或

可以选择指定要在镜像中使用的磁盘类。 例如，
Mirror=2,target 指定在 SCSI 目标地址之间
镜像卷。 每个镜像中可以包含来自任意数量磁盘
类实例的磁盘，但不同的镜像无法使用来自同一
磁盘类实例的磁盘。

Mirror=<n>, diskclass

Stripe=diskclass

跨越特定磁盘类的各实例条带卷。 例如，
Stripe=target 指定在 SCSI 目标地址之间将
卷条带化。 每列条带中可以包含来自任意数量磁
盘类实例的磁盘，但不同的列无法使用来自同一
磁盘类实例的磁盘。

Wantmirror=diskclass

指定要在镜像中使用的磁盘类。 但如果无法满足
请求的分配，将忽略此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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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stripe=diskclass

跨越特定磁盘类的各实例条带卷。 但如果无法满
足请求的分配，将忽略此约束。

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Diskclass 指定（或排除）特定类型的磁盘组。
例如，port 指定某个端口上的一组磁盘。
Instance 指定哪个组。 例如，p1 指定一个特定
的磁盘组。
每种类型的磁盘类都具有用于指定类实例的特定
格式。 可以用空格分隔的方式指定多个磁盘类实
例。
Diskclass 可以是下列项之一：
- target 或 t
指定具有同一端口的同一 SCSI 目标地址的磁盘。
目标以 p#t# 形式指定
- enclr, e 或 enclosure
指定属于特定磁盘阵列的磁盘。
- port 或 p
指定连接到特定端口的磁盘。
- channel 或 ch
指定连接到特定通道的磁盘。

Column=<n>

列数。 对于 RAID-5 和条带卷是必需的。

StripeUnit=<Width>

以块为单位的 RAID-5/条带卷的条带宽度 (512
KB)。 允许用户指定 RAID-5 和条带卷的条带单
元。

站点

要在其上创建或镜像基于站点的卷的站点的名
称。

DriveLetter={A|B|...|Z}

默认为不对卷分配驱动器盘符。

DrivePath=<DrivePath>

当您希望在本地 NTFS 卷上的文件夹中装入新卷
时使用。 您可以使用此属性代替驱动器盘符。

612

命令行界面
vxassist

[!]<DiskName>...

要包括或排除的一个或多个磁盘的名称，如
Harddisk2。 将使用参数来指定用于创建、镜像
和扩展卷的磁盘。
磁盘名称也可由内部磁盘名称或 p#c#t#l# 表
示，其中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
和 LUN。
如果未指定磁盘，SFW 将在指定的磁盘组内自
动选择磁盘。

注意：在使用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时，此
属性是必需的。

注意：默认卷类型是连续卷。 创建的卷未进行格式化（未在卷上创建文件系统）。
需要使用操作系统格式化命令格式化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磁道对齐。
示例
vxassist -gDG2 make 100 DriveLetter=E Harddisk1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在动态磁盘组 DG2 中创建一个 100 MB 的简单卷。 该卷的驱动
器盘符为 E。将在 Harddisk1 上创建该卷。
vxassist -gDG2 make 100 type=mirror,log DriveLetter=F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创建一个带 DRL 日志的 100 MB 镜像卷。 并为该卷分配驱动器
盘符 F。
vxassist -gDG2 make 120 type=raid5 DriveLetter=X Column=3
Harddisk2 Harddisk3 Harddisk5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创建一个驱动器盘符为 X 的 120 MB RAID-5 卷。该卷被条带化
到 Harddisk2、Harddisk3 和 Harddisk5。所有 RAID-5 卷都必须至少包含三列。 如
果不指示 RAID-5 卷的列数，此命令将失败。
vxassist -b -gDG2 make 100 type=stripe DriveLetter=X Column=3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创建一个已分配驱动器盘符 X 的条带卷。-b 选项允许该命令在
后台运行。
vxassist -gDG2 make DbVolume 100

生成的卷路径名为：

613

命令行界面
vxassist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2\DbVolume。
vxassist -gDG2 make Vol1 100m mirror=2, port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创建两个连接到同一端口的 100 MB 镜像卷。
vxassist -gDG2 make Vol1 100m mirror=2, port port:p2 port:p3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创建两个分别连接到端口 p2 和端口 p3 的 100 MB 镜像卷。
要为使用可识别站点分配功能的站点创建卷，请参考：
请参见第 442 页的“通过 CLI 创建卷”。
请参见第 439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卷 ”。

vxassist growby
vxassist [-b]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growby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Length>
[<alloc_attributes...>] [[!]<DiskName|p#c#t#l#>]...

将 NTFS 或未格式化卷的可用的空间扩展 <Length> 中指定的量。
可应用以下属性：
-b

在后台运行该命令。

-o notrackalign

在卷所在的磁盘上禁用磁道对齐。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
径表示。

<Length>

卷的大小；默认单位为 MB。 要表示 KB，请在
数字后添加 K (500K)；同样，添加 G 表示 GB，
添加 T 表示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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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_attributes>

用于镜像和条带卷的分配属性。
属性包括：
■

Mirror={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Wantmirror={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Stripe={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Wantstripe={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Mirror=diskclass

指定要在镜像中使用的磁盘类。 例如，
Mirror=target 指定在 SCSI 目标地址之间镜
像卷。 每个镜像中可以包含来自任意数量磁盘类
实例的磁盘，但不同的镜像无法使用来自同一磁
盘类实例的磁盘。

Stripe=diskclass

跨越特定磁盘类的各实例条带卷。 例如，
Stripe=target 指定在 SCSI 目标地址之间将
卷条带化。 每列条带中可以包含来自任意数量磁
盘类实例的磁盘，但不同的列无法使用来自同一
磁盘类实例的磁盘。

Wantmirror=diskclass

指定要在镜像中使用的磁盘类。 但如果无法满足
请求的分配，将忽略此约束。

Wantstripe=diskclass

跨越特定磁盘类的各实例条带卷。 但如果无法满
足请求的分配，将忽略此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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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Diskclass 指定（或排除）特定类型的磁盘组。
例如，port 指定某个端口上的一组磁盘。
Instance 指定哪个组。 例如，p1 指定一个特定
的磁盘组。
每种类型的磁盘类都具有用于指定类实例的特定
格式。 可以用空格分隔的方式指定多个磁盘类实
例。
Diskclass 可以是下列项之一：
- target 或 t
指定具有同一端口的同一 SCSI 目标地址的磁盘。
目标以 p#t# 形式指定
- enclr, e 或 enclosure
指定属于特定磁盘阵列的磁盘。
- port 或 p
指定连接到特定端口的磁盘。
- channel 或 ch
指定连接到特定通道的磁盘。

Column=<n>

列数。 对于 RAID-5 和条带卷是必需的。

StripeUnit=<Width>

以块为单位的 RAID-5/条带卷的条带宽度 (512
KB)。 允许用户指定 RAID-5 和条带卷的条带单
元。

[!]<DiskName>...

要包括或排除的将扩展其上的卷的磁盘的名称。
磁盘名称可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
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
前必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p#c#t#l#>

用来表示要包括或排除的磁盘的另一种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磁道对齐。
示例
vxassist growby J: 100

以上命令会将卷 J 扩展 100 MB。 只有 NTFS 或未格式化的卷才能扩展。 未格式化
的卷的文件系统类型显示为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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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g mydg growby vol1 100M port:p3 !Harddisk2

以上命令会将连接到端口 p3 的磁盘（排除 Harddisk2）上的 vol1 扩展 100 MB。

vxassist querymax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querymax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查询当前卷的最大可回收字节数。此命令只支持 NTFS 或未格式化的卷。 未格式化
的卷的文件系统类型显示为 RAW。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
径表示。

示例
vxassist querymax J:

上一命令查询卷 J 的最大可回收字节数。输出将显示可回收的字节数。
vxassist querymax 的输出可能不准确。该命令内部使用 Microsoft API 查询卷。

这些 API 有时返回的可回收字节数会比实际可用字节数多。
请参见 www.support.microsoft.com/kb/976436

vxassist shrinkby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hrinkby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Length>]

将 NTFS 或未格式化的卷 (RAW) 减小 [<Length>] 中指定的量。如果未使用可选参
数 [<Length>]，命令会将卷减小最大可回收字节数。在使用此命令之前，请查看缩
小动态卷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在缩小动态卷之前”。
可应用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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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
路径表示。

<Length>

要将卷缩小的大小。可接受的单位包括 S（扇
区）、K (KB)、M (MB)、G (GB)、T (TB)。默
认单位为 MB。例如，要将 30 GB 的卷减至 20
GB，应输入 10G。
如果未指定，则会使用 vxassist querymax
获得指定卷的最大可回收字节数。
vxassist querymax 内部使用 Microsoft API
查询卷。这些 API 有时返回的可回收字节数会
比实际可用字节数多。
请参见 www.support.microsoft.com/kb/976436
在这种情况中，shrinkby 操作可能会失败，
并显示以下错误：V-76-42261-7777: Shrink
volume Failed: No room to shrink.
要解决此问题，请再次运行 shrinkby 操作或
指定小于从 vxassist querymax 命令获取的
值的大小。

注意：在针对精简置备磁盘执行回收存储操作的过程中，缩小卷操作处于禁用状
态。在完成回收存储操作之后，缩小卷操作将被启用。

注意：在卷缩小操作期间，无论是用户还是因故障转移而执行的逐出磁盘组操作，
都将取消卷缩小操作。
示例
vxassist shrinkby J: 100

以上命令会将卷 J 缩小 100 MB。 此命令只支持 NTFS 或未格式化的卷。 未格式化
的卷的文件系统类型显示为 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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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shrinkabort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hrinkabort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vxassist shrinkabort 可取消指定卷的缩小操作。
可应用以下属性：
DynamicDisk
GroupName

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VolumeName

卷的名称。
示例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amicGroup\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示例
C: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
（需要使用 -g<DynamicDiskGroupName> 选项），
示例
-g MyDg Volume1

DrivePath

在其上装入卷的驱动器路径。
C:\TEMP
必须为本地 NTFS 卷上的空文件夹。

示例
vxassist shrinkabort z:
shrink 卷的操作将分两个阶段执行，首先执行 filesystem shrink 操作，然后执

行 volumeshrink 操作。
如果 filesystem shrink 操作已进行到一定程度而无法取消，则它会提交在
filesystem shrink 操作期间做出的更改，并且之后的 volumeshrink 操作也将会
中止。
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 vxvol growfs 扩展文件系统的卷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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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mirror
使用 vxassist mirror 命令可以向现有卷添加镜像。
vxassist [-b]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mirror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type=<typename>]
[<alloc_attributes ...>] [Column=N] [StripeUnit=<width>]
[Site=<sitename1>[,<sitename2>,...]] [<[!]diskname | p#c#t#l#> ...]

可应用以下属性：
-b

在后台运行该命令。

-o notrackalign

在卷所在的磁盘上禁用磁道对齐。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
路径表示。

Type=<Type>

卷布局的类型。
类型包括：
- Stripe
- Concatenate

<alloc_attributes>

用于镜像和条带卷的分配属性。
属性包括：
■

Mirror=n[, {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Wantmirror={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Stripe={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

Wantstripe={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620

命令行界面
vxassist

Mirror=<n>

要为镜像卷创建的镜像数。 （默认值为 2。）

或

可以选择指定要在镜像中使用的磁盘类。 例如，
Mirror=2,target 指定在 SCSI 目标地址之
间镜像卷。 每个镜像中可以包含来自任意数量
磁盘类实例的磁盘，但不同的镜像无法使用来
自同一磁盘类实例的磁盘。

Mirror=<n>, diskclass

Stripe=diskclass

跨越特定磁盘类的各实例条带卷。 例如，
Stripe=target 指定在 SCSI 目标地址之间
将卷条带化。 每列条带中可以包含来自任意数
量磁盘类实例的磁盘，但不同的列无法使用来
自同一磁盘类实例的磁盘。

Wantmirror=diskclass

指定要在镜像中使用的磁盘类。 但如果无法满
足请求的分配，将忽略此约束。

Wantstripe=diskclass

跨越特定磁盘类的各实例条带卷。 但如果无法
满足请求的分配，将忽略此约束。

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Diskclass 指定（或排除）特定类型的磁盘组。
例如，port 指定某个端口上的一组磁盘。
Instance 指定哪个组。 例如，p1 指定一个特定
的磁盘组。
每种类型的磁盘类都具有用于指定类实例的特
定格式。 可以用空格分隔的方式指定多个磁盘
类实例。
Diskclass 可以是下列项之一：
- target 或 t
指定具有同一端口的同一 SCSI 目标地址的磁
盘。 目标以 p#t# 形式指定
- enclr, e 或 enclosure
指定属于特定磁盘阵列的磁盘。
- port 或 p
指定连接到特定端口的磁盘。
- channel 或 ch
指定连接到特定通道的磁盘。

Column=<n>

列数。 对于 RAID-5 和条带卷是必需的。

StripeUnit=<Width>

以块为单位的 RAID-5/条带卷的条带宽度 (512
KB)。 允许用户指定 RAID-5 和条带卷的条带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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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指定要在其上创建或镜像基于站点的卷的站点
的名称。

[!]<DiskName>...

要在其上创建一个或多个镜像的一个或多个磁
盘的名称（如 Harddisk2）。
磁盘名称也可由内部磁盘名称表示，这需要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
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警告：向卷添加镜像需要一定数量的时间来进行镜像重新同步。 请注意在命令完成
之前，不要在卷上执行操作。 而且，如果在镜像重新同步完成之前，无意间关闭了
服务器或逐出了包含卷的磁盘组，则当包含卷的磁盘组再次处于联机状态时，将会
删除所有正在向卷添加的镜像。
SmartMove 功能有助于缩短镜像重新同步的时间。
请参见第 101 页的“SmartMove”。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磁道对齐。
示例
vxassist mirror -b Z: Mirror=2 Harddisk4 Harddisk5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向卷 Z 添加两个镜像。Harddisk4 和 Harddisk5 将用于创建镜像。
添加两个镜像的进程将在后台运行。 您可以提供路径名（而不使用驱动器盘符 Z），
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要为使用可识别站点分配功能的基于站点的卷创建镜像，请参考：
请参见第 447 页的“通过 CLI 向基于站点的卷添加镜像”。
请参见第 443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镜像 plex”。

vxassist break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break <VolumeName |DriveLetter>
<plex=PlexName>|<!Diskname |!p#c#t#l#>]
[DriveLetter={A|B|...|Z}|DrivePath=<Driv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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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卷断开镜像。 断开镜像时，该卷将成为单独的卷，您将丢失该镜像提供的容
错。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plex=<PlexName>

要断开的镜像或 Plex。 可以是 Plex 名称（如
Volume2-01）或镜像 Plex 的 GUID。 GUID 是
分配给 Plex 的唯一内部编号。 要确定指定 Plex
的 GUID，请对包含该 Plex 的镜像卷使用 vxvol
volinfo 命令。 如果使用脚本并具有多个快照
Plex，GUID 可以区分不同的快照 Plex。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
内部磁盘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您可以使用此属性代替 Plex 名称。
请参见此表后面关于感叹号的备注。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
口、通道、目标和 LUN。 它还需要 !。

DriveLetter={A|B|...|Z}

用于为从断开的 Plex 创建的新卷分配特定驱动器
盘符。 驱动器盘符不会自动分配。

DrivePath=<DrivePath>

当您希望在本地 NTFS 卷上的文件夹装入从断开
的 Plex 创建的新卷时使用。 您可以使用此属性
代替驱动器盘符。

注意：DiskName 属性前的感叹号是使该命令与命令的 Volume Manager for UNIX
版本兼容所必需的。
如果未记住 Plex 名称，可以通过使用 vxvol volinfo 命令确定该名称。 或者，如
果知道 Plex 所在的磁盘，可以使用 <!DiskName> 语法（例如 !Harddisk2）指定
Plex。
注意：如果希望删除镜像而不是断开它，请参见本节中的 vxremov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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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vxassist break H: plex=Volume1-01 DriveLetter=Z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从已分配驱动器盘符 H 的卷断开镜像。指定的 Plex 将成为新卷
并接收驱动器盘符 Z。驱动器盘符 H 由原始卷保留。
vxassist break\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plex=Volume1-01 DriveLetter=Z

以上命令行序列与上一个命令序列基本相同，只是使用路径名而不是驱动器盘符来
表示要从中断开镜像的卷。
vxassist break L: !Harddisk3 DriveLetter=M

这将从卷 L 断开位于 Harddisk3 上的镜像并向新创建的卷分配驱动器盘符 M。

vxassist remove
vxassist [-f]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move [volume|mirror|log]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LogType=<DRL|DCM |DCO>]
[nlog=<#>] [plex=<PlexName>|<!Diskname |!p#c#t#l#>]

删除卷、现有卷中的镜像，或现有卷中的 DRL 或 RAID-5 日志。 指定删除卷时，
该命令的作用与 vxassist delete 相同。 如果未指定卷、镜像或日志，该命令会
采用镜像 Plex 以向后兼容，因为该命令以前只删除镜像 Plex。
可应用以下属性：
-f

强制执行操作。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

volume|mirror|log

指定要从现有卷中删除的内容。 如果不使用此参数，将
删除镜像。 如果希望删除卷或日志，则必须放入 volume
或 log 关键字。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要对其执行操作的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LogType

在删除日志时指定日志类型（DCM、DRL 或 DCO 类
型）。

624

命令行界面
vxassist

nlog=<n>

在删除日志时指定日志数。
日志数。 (n>0)

plex=<PlexName>

要删除的镜像或 Plex。 可以是 Plex 名称（如
Volume2-01）或镜像 Plex 的 GUID。 GUID 是分配给
Plex 的唯一内部编号。 要确定指定 Plex 的 GUID，请
对包含该 Plex 的镜像卷使用 vxvol volinfo 命令。
如果使用脚本并具有多个快照 Plex，GUID 可以区分不
同的快照 Plex。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内部磁
盘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您
可以使用此属性代替 Plex 名称。 请参见此表后面关于
感叹号的备注。 如果有多个镜像或日志与卷关联，则需
要指示镜像 Plex 名称、日志 Plex 名称或磁盘名称。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
道、目标和 LUN。 它还需要 !。

注意：DiskName 属性前的感叹号是使该命令与命令的 Volume Manager for UNIX
版本兼容所必需的。
如果未记住 Plex 名称，可以通过使用 vxvol volinfo 命令确定该名称。 或者，如
果知道 Plex 所在的磁盘，可以使用 <!DiskName> 语法（例如 !Harddisk2）指定
Plex。
日志可以是 DRL 或 RAID-5 日志。 如果有多个日志，则需要标识日志 Plex。 不能
使用此命令删除 DCO 日志。 可使用命令 vxvol set fastresync=on 添加 DCO
日志，并可使用命令 vxvol set fastresync=off 删除 DCO 日志。
请参见第 559 页的“vxvol”。
示例
vxassist remove Z: plex=Volume1-01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从卷 Z 中删除镜像。指定的 Plex 上的数据将被破坏且无法恢复。
vxassist remove volume F: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删除卷 F。该卷上的数据将被破坏且无法恢复。
vxassist remove log H:

以上命令行序列将从卷 H 中删除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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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delete
vxassist [-f] [-g<DynamicDiskGroupName>] delete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删除卷或分区。可应用以下属性：
-f

强制执行操作。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 <VmName> 参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要对其执行操作的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
径表示。

示例
vxassist delete J:

以上命令将删除卷 J。该命令将破坏该卷上的所有数据。
vxassist delete\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以上命令将删除具有以下路径名的卷：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vxassist shred
vxassist [-f] [-g<DynamicDiskGroupName>] shred [shredtype=<0|1|2>]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用零重写整个卷，然后删除该卷。
SFW 提供下列用来重写卷的方法：
■

1 遍算法
用零模式重写卷。
由 shredtype=0 指定。

■

3 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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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卷总共重写 3 次。 第一次是用预先选择的数字模式重写卷，第二次是用该模
式的二进制补充模式重写卷， 最后一次是用随机选择的数字模式重写卷。 这个
3 遍方法基于美国国防部标准 5220.22-M (3) 中的规范。
由 shredtype=1 指定。
■

7 遍算法
对卷总共重写 7 次。 每一遍都涉及到用随机选择的数字模式或者上一个模式的
二进制补充模式来重写卷。 这个 7 遍方法基于美国国防部标准 5200.28-STD (7)
中的规范。
由 shredtype=2 指定。

未指定 shredtype 时，SFW 默认为“1 次通过”算法。
警告：在对卷进行粉碎之后，卷中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 请确保卷中的信息已备份
到其他存储介质上而且经过检验，或者确保卷中的信息不再需要。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assist shred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f

强制执行操作。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 <VmName> 参数时才需要。

-shredtype=<0|1|2>

指定用于重写卷的方法。
■

0 指定“1 次通过”算法

■

1 指定“3 次通过”算法

■

2 指定“7 次通过”算法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要对其执行操作的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
表示。

示例
vxassist shred J:

以上命令将粉碎卷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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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shred\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以上命令将粉碎具有以下路径名的卷：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vxassist addlog
vxassist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addlog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LogType=<DRL | DCM |
DCO>] [nlog=<n>] [[!]diskclass:instance] [[!]<DiskName|p#c#t#l#>...]

向卷添加 DRL、DCM、DCO 或 RAID-5 日志 Plex。
RAID-5 日志记录用于防止系统崩溃或故障期间出现错误卷。如果添加了多个日志，
则仅对日志进行镜像。 RAID 卷的 DRL 日志称为 RAID-5 日志，可提供相同的功
能。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assist addlog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o notrackalign

禁用日志所在的磁盘上的磁道对齐。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要对其执行操作的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LogType

要添加的日志的类型（DCM、DRL 或 DCO 类型）。

nlog=<n>

要添加的日志数。

[!]diskclass:instance 指定（或排除）一组磁盘。
Diskclass 指定特定类型的磁盘组。 例如，port 指定某个端
口上的一组磁盘。
Instance 指定哪个组。 例如，p1 指定一个特定的磁盘组。
每种类型的磁盘类都具有用于指定类实例的特定格式。 可以
用空格分隔的方式指定多个磁盘类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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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class

Diskclass 可以是下列项之一：
- target 或 t
指定具有同一端口的同一 SCSI 目标地址的磁盘。 目标以 p#t#
形式指定
- enclr, e 或 enclosure
指定属于特定磁盘阵列的磁盘。
- port 或 p
指定连接到特定端口的磁盘。
- channel 或 ch
指定连接到特定通道的磁盘。

[!]<DiskName>...

指定要包括或排除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如果不使用此参数，
程序将选择多个磁盘。
DiskName 参数可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
名称（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加 -g 选
项（例如 -gDG1 Disk2）。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
标和 LUN。

有关 DRL 和 RAID-5 日志记录高级功能的说明，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223 页的“脏区日志 (DRL) 和 RAID-5 日志记录”。
示例
vxassist -g mydg addlog vol1 logtype=DRL port:p2 !harddisk3

向连接到端口 p2 的磁盘（非 harddisk3）上的 vol1 添加 DRL 日志。

vxassist online (read/write)
vxassist [-g<ClusterSharedDiskGroupName>]
online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 VmName | DrivePath>

使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中的卷联机，并为其设置读/写访问权限。可应用以下属
性：
-g<ClusterSharedDiskGroupName> 集群共享磁盘组的名称。（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参数
时才需要使用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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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CS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
示。

例如：
vxassist -gCSDG1 online Volume1

此命令为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1 中的卷 Volume1 设置读/写访问权限，并使其联
机。

vxassist offline
vxassist [-f] [-g<ClusterSharedDiskGroupName>]
offline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 VmName | DrivePath>

使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 中的卷脱机。可应用以下属性：
-g<ClusterSharedDiskGroupName> 集群共享磁盘组的名称。（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参数
时才需要使用此属性）。
[-f]

强制选项，强制使卷脱机。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G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CS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
示。

例如：
vxassist -gCSDG1 offline Volume1

此命令使集群共享磁盘组 CSDG1 中的卷 Volume1 脱机。

630

命令行界面
vxassist

vxassist prepare
vxassist [-b]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prepare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
[Type=stripe][<alloc_attributes...>] [Column=<n>]
[StripeUnit=<Width>][Plex=<MirrorPlexName> | [!]<Diskname> | p#c#t#l#>
...]

向卷添加快照镜像。 它是在快照进程中断开的原始卷的镜像 Plex。 您可以添加新
的快照镜像，也可以转换已存在的卷镜像。 快照镜像也称为“快照 Plex”。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assist prepare 命令。

注意：在 CLI 中，可以使用 prepare 或 snapstart 关键字，但建议使用 prepare。
可应用以下属性：
-b

在后台运行该命令。

-o notrackalign

在镜像所在的磁盘上禁用磁道对齐。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卷的路径名，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DriveLetter>

现有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Type=<Type>

卷布局的类型。
类型包括：
- Stripe
- Spanned（Spanned 是默认值。）

<alloc_attributes>

用于镜像和条带卷的分配属性。
属性包括：
■

Mirror={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Wantmirror={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Stripe={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

Wantstripe={diskclass {[!]diskclass: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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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diskclass

指定要在镜像中使用的磁盘类。 例如，Mirror=target 指定
在 SCSI 目标地址之间镜像卷。 每个镜像中可以包含来自任意
数量磁盘类实例的磁盘，但不同的镜像无法使用来自同一磁盘类
实例的磁盘。

Stripe=diskclass

跨越特定磁盘类的各实例条带卷。 例如，Stripe=target 指
定在 SCSI 目标地址之间将卷条带化。 每列条带中可以包含来
自任意数量磁盘类实例的磁盘，但不同的列无法使用来自同一磁
盘类实例的磁盘。

Wantmirror=diskclass 指定要在镜像中使用的磁盘类。 但如果无法满足请求的分配，
将忽略此约束。
Wantstripe=diskclass 跨越特定磁盘类的各实例条带卷。 但如果无法满足请求的分配，
将忽略此约束。
diskclass
Diskclass 指定（或排除）特定类型的磁盘组。 例如，port 指
{[!]diskclass:instance} 定某个端口上的一组磁盘。
Instance 指定哪个组。 例如，p1 指定一个特定的磁盘组。
每种类型的磁盘类都具有用于指定类实例的特定格式。 可以用
空格分隔的方式指定多个磁盘类实例。
Diskclass 可以是下列项之一：
- target 或 t
指定具有同一端口的同一 SCSI 目标地址的磁盘。 目标以 p#t#
形式指定
- enclr, e 或 enclosure
指定属于特定磁盘阵列的磁盘。
- port 或 p
指定连接到特定端口的磁盘。
- channel 或 ch
指定连接到特定通道的磁盘。
Column=<n>

列数。 对于 RAID-5 和条带卷是必需的。

StripeUnit=<Width>

以块为单位的 RAID-5/条带卷的条带宽度 (512 KB)。 允许用户
指定 RAID-5 和条带卷的条带单元。

plex=<MirrorPlexName> 将指定的镜像 Plex 转换为快照 Plex。 可以是 Plex 名称（如
Volume1-01）或镜像 Plex 的 GUID。 GUID 是分配给 Plex 的
唯一内部编号。 要确定给定 Plex 的 GUID，请对包含该 Plex
的镜像卷使用命令 vxvol -v vol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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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Name>

要包括或排除的指定硬盘，可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
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
和 LUN。

如果未记住 Plex 名称，可以通过使用 vxvol volinfo 命令确定该名称。
当快照镜像与卷同步时，其状态将更改为“Snap Ready (快照就绪)”，“prepare
the volume for snapshot (为快照准备卷)”任务将退出。
请参见有关快照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快照命令”。
示例
vxassist -b prepare E:

在后台针对卷 E 运行“prepare the volume for snapshot (为快照准备卷)”进程。
vxassist prepare E: plex=Volume2-01

针对卷 E 运行“prepare the volume for snapshot (为快照准备卷)”进程，将现有
镜像 Plex Volume 转换为快照 Plex。
vxassist prepare e: plex=volume1-02

此命令会将名为 volume1-02 的 plex 从常规镜像 plex 转换为快照 plex。
vxassist prepare e: harddisk2 harddisk3

此命令将在 harddisk2 和/或 harddisk3 上创建新的快照 Plex。 您可以指示要用于
快照 Plex 的多个磁盘。
vxassist prepare d:\mount1

此命令会将快照 Plex 添加到在文件夹 d:\mount1 上装入的卷。
注意：在 CLI 中，可以使用 prepare 或 snapstart 关键字，但建议使用 prepare。

注意：不应使用 vxassist break 命令将快照镜像从其关联的卷断开，也不应使用
vxassist remove 命令删除快照镜像。 而应使用 vxassist snapshot 从关联的卷
断开快照镜像，或使用 vxassist snapabort 删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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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snapshot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napshot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plex=<SnapPlexName>|<!DiskName |!p#c#t#l# >] [access=readonly]
[DriveLetter={A|B|...|Z}]|DrivePath=<DrivePath>] [<NewVolumeName>]

分离快照镜像（也称为“快照 Plex”）并创建与该快照镜像关联的单独的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assist snapshot 命
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参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原始卷的路径名，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plex=<SnapPlexName>

快照镜像的名称。 可以是 Plex 名称（如 Volume1-01）或镜
像 Plex 的 GUID。 GUID 是分配给 Plex 的唯一内部编号。 要
确定给定 Plex 的 GUID，请对包含该 Plex 的镜像卷使用命令
vxvol -v volinfo。 只有在存在多个快照 Plex 时才需要
指定此属性。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内部磁盘名
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请参见此表
下面关于感叹号的备注。 您可以使用 !DiskName 代替 Plex 名
称。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
标和 LUN。 它还需要 !。

access=readonly

将新卷设置为只读访问。

DriveLetter={A|B|...|Z} 用于对新卷分配特定驱动器盘符。
DrivePath=<DrivePath> 用于对新卷分配驱动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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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VolumeName>

断开快照镜像时创建的卷的名称。 也称为 SnapVolumeName
参数。

示例
vxassist snapshot E: access=readonly DriveLetter=H

此命令将从卷 E 分离快照镜像。此快照卷将成为具有只读访问权限的卷 H。
vxassist snapshot E: plex=volume1-02 DrivePath=C:\ABC BackupVolume

此命令将从卷 E 分离快照镜像 volume1-02，并将名为 BackupVolume 的新卷装入
C 驱动器上名为 ABC 的空文件夹。 新卷的设备路径为：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BackupVolume.
vxassist snapshot d:\mp1 snap

这将为装入到 d:\mp1 文件夹的卷创建快照，并对该快照分配名称“snap”。

vxassist snapback
vxassist [-o resyncfromreplica] [-b] [-f] [-g<DynamicDiskGroupName>]
snapback <Snap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 |DrivePath>

将断开的 Plex 加回原始卷并重新同步这两个卷。 默认情况下，将从原始卷到快照
镜像进行同步。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assist snapback 命
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o resyncfromreplica

与重新同步相反，将快照镜像中的数据复制到原
始卷

-b

在后台执行该命令。

-f

强制执行快照合并。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确
保卷未在使用中。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时才需要。

<SnapVolumeName>

与快照 Plex 关联的卷的名称。

<DriveLetter>

快照卷的驱动器盘符。

635

命令行界面
vxassist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
径表示。

示例
vxassist snapback H:

此命令会将快照卷 H 加回原始卷。
vxassist snapback d:\mount1

此命令将对与 d:\mount1 文件夹上装入的卷关联的 Plex 进行快照合并。

vxassist snapclear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napclear
<VolumeName |SnapVolumeName | DriveLetter | VmName |DrivePath>
[plex=<SnapPlexName>] [<SnapshotName>]

清除原始卷和快照卷之间的关联，使快照卷和原始卷成为两个独立的卷。 只有在已
执行 vxassist snapshot 命令后才能指定 vxassist snapclear 命令。 在运行
vxassist snapclear 命令后，快照卷将成为常规卷并且无法快照合并到原始卷。
使用 SFW，可以对原始卷执行 snapclear 操作。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您可能希望清
除原始卷： 1) 快照卷已被逐出到第二个主机并随后在该主机上删除，2) 已对快照
卷执行 snapclear，但原始卷处于脱机状态，后来该卷进入联机状态。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assist snapclear 命
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使用内部卷名或原始卷名时需要。

<VolumeName>

原始卷的名称。

<SnapVolumeName>

与快照 Plex 关联的卷（通过 vxassist
snapshot 命令断开的卷）的名称。

<DriveLetter>

快照卷的驱动器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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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
径表示。

plex=<SnapPlexName>

镜像 Plex 的名称或 GUID。

<SnapshotName>

分配给快照卷的可选名称。

示例
vxassist snapclear H:

此命令将清除快照卷 H 和原始卷之间的关联。
vxassist snapclear e: plex=volume1-01

此项将清除 e:（快照卷）与其主卷的关联。
vxassist snapclear F: snapvolume01

此命令将清除主卷 (F:) 与其快照卷 snapvolume01 的关联。
注意：使用 snapback 命令清除主卷的关联时，必须使用 <SnapPlexName> 或
<Snapshot name> 指示快照卷。

vxassist snapabort
vxassist [-o keepplex] [-g<DynamicDiskGroupName>] snapabort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 | DrivePath> [plex=<SnapPlexName>]

通过删除已使用“prepare the volume for snapshot (为快照准备卷)”操作或
“snapback (快照合并)”操作挂接到某个卷的快照镜像 Plex 或将其转换为常规镜
像，来中止它。 如果删除的快照 Plex 是最后一个快照 Plex 且生成的卷是简单卷或
条带卷，vxassist snapabort 命令还将删除 DCO 日志卷。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assist snapabort 命
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o keepplex]

将快照 Plex 转换为镜像 Plex，而不是删除它。

-g<DynamicDiskGroupName> 只有在使用内部卷名称时才需要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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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Name>

原始卷的路径名，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plex=<SnapPlexName>

“prepare the volume for snapshot (为快照准备卷)”进程开
始时创建的镜像 Plex 的名称。 仅当以前已为快照准备卷，
并且再次为该快照准备卷，因此具有多个快照 Plex 并希望
中止其中的一个时，才需要它。
<SnapPlexName> 可以是 Plex 名称（如 Volume2-01）或
镜像 Plex 的 GUID。 GUID 是分配给 Plex 的唯一内部编号。
要确定给定 Plex 的 GUID，请对包含该 Plex 的镜像卷使用
命令 vxvol -v volinfo。

示例
vxassist snapabort E:

此命令将在卷 E 上中止“prepare the volume for snapshot (为快照准备卷)”操作。
vxassist -o keepplex snapabort H: plex=Concatvol1-03

此命令将在卷 H 上中止“prepare the volume for snapshot (为快照准备卷)”操作，
但它会将 Plex Concatvol1-03 转换为与原始卷类型相同的卷。 必须指定
SnapPlexName，这是因为已对卷 H 调用 vxassist prepare 命令两次，因此存在
两个快照 Plex。
vxassist snapabort E: plex=volume1-0

此命令将在具有指定 Plex 的卷 E 上中止“prepare the volume for snapshot (为快
照准备卷)”操作。

vxassist rescan
vxassist [-b] rescan

重新扫描计算机上的所有存储系统对象，包括磁盘、卷和文件系统。-b 选项在后台
运行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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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refresh
vxassist [-b] refresh

刷新卷、驱动器盘符和系统信息。-b 选项在后台运行该命令。

vxassist resetbus
vxassist resetbus

对所有 SCSI 总线执行 SCSI 总线重置。

vxassist version
vxassist version

显示已安装的 SFW 版本和版本号。

vxassist（特定于 Windows）
分配或更改卷的驱动器盘符或驱动器路径。如果需要在命令行界面中用到驱动器盘
符，始终必须分配该驱动器盘符。

vxassist assign
vxassist [-f] [-g<DynamicDiskGroupName>] assign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DrivePath>DriveLetter={A|B|...|Z}|DrivePath=<DrivePath>
-f

强制执行命令。 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g<DynamicDiskGroupName>

仅当使用内部卷名或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原始卷的路径名，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当前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

卷的现有驱动器路径。

DriveLetter={A|B|...|Z}

要指定的驱动器盘符。

DrivePath=<DrivePath>

要指定的驱动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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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指定驱动器盘符或驱动器路径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126 页的“添加、更改或删除驱动器盘符或路径”。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在空文件夹上装入卷（驱动器路径）”。
如果该卷已经具有驱动器盘符，则指定一个驱动器盘符将替换现有驱动器盘符。 此
外，如果将驱动器路径指定给已具有现有驱动器盘符的卷，则现有驱动器盘符会保
留。
示例
vxassist assign\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2\volume1
DriveLetter=E:

此命令将驱动器盘符 E 指定给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DskGrp2\volume1。

vxassist unassign
vxassist [-f] [-g<DynamicDiskGroupName>] unassign <VolumeName |
DriveLetter |VmName> [DrivePath=<DrivePath>]

删除卷的驱动器盘符或驱动器路径。可应用以下属性：
-f

强制执行命令。 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g<DynamicDiskGroupName>

仅当使用内部卷名时才需要。

<VolumeName>

原始卷的路径名，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
DynDskGrp1\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当前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Volume1）。

DrivePath=<DrivePath>

要取消指定的驱动器路径。

下列主题提供了有关取消指定驱动器盘符或驱动器路径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26 页的“添加、更改或删除驱动器盘符或路径”。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在空文件夹上装入卷（驱动器路径）”。
如果未指定驱动器路径和驱动器盘符，此命令将删除驱动器盘符。 如果要删除驱动
器路径，则必须指定它。
示例
vxassist unassig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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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从卷中删除驱动器盘符 E。

vxassist create_part
vxassist create_part <DiskName |p#c#t#l#> <Length>
[DriveLetter={A|B|...|Z}|DrivePath=<DrivePath>]

在 <DiskName> 上创建 <Length> MB 的主分区，并有选择性地向其分配驱动器盘
符或驱动器路径。要以 KB 为单位指定分区大小，请在数字后面添加 K（例如
500K）；同理，要指定 GB 和 TB，请分别添加 G 和 T。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创建主分区和扩展分区 ”。
也可以使用 p#c#t#l# 参数代替磁盘名称，其中 # 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
和 LUN。请注意，基本磁盘没有内部磁盘名称。
示例
vxassist create_part Harddisk0 100 DriveLetter=E

在 Harddisk0 上创建驱动器盘符为 E、大小为 100 MB 的主分区。

vxassist create_ext
vxassist create_ext <DiskName |p#c#t#l#> <Length>

在 <DiskName> 上创建 <Length> MB 的扩展分区。要以 KB 为单位指定扩展分区
大小，请在数字后面添加 K（例如 500K）；同理，要指定 GB 和 TB，请分别添加
G 和 T。可以使用 p#c#t#l# 参数代替磁盘名称，其中 # 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
目标和 LUN。
示例
vxassist create_ext Harddisk0 100

在 Harddisk0 上创建 100 MB 的扩展分区。

vxassist delete_ext
vxassist delete_ext <DiskName |p#c#t#l#>

删除 <DiskName> 上的扩展分区。此外，磁盘名称可以由 p#c#t#l# 参数代替，其
中 # 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assist delete_ext Harddisk0

删除 Harddisk0 上的扩展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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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create_drive
vxassist create_drive <DiskName |p#c#t#l#> <Length>
[DriveLetter={A|B|...|Z}]

在 <DiskName> 上的扩展分区中创建 <Length> MB 的逻辑驱动器。要以 KB 为单
位指定逻辑驱动器大小，请在数字后面添加 K（例如 500K）；同理，要指定 GB
和 TB，请分别添加 G 和 T。必须先创建扩展分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新建逻辑驱动器”。
也可以使用 p#c#t#l# 参数代替磁盘名称，其中 # 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
和 LUN。
示例
vxassist create_drive Harddisk0 100 DriveLetter=E

在 Harddisk0 上创建 100 MB 的逻辑驱动器。该逻辑驱动器的盘符为 E。
delete_part 命令不能单独使用。vxassist delete 命令（可删除卷）可用于删除

主分区或逻辑驱动器。需要使用 delete_ext 命令，因为扩展分区不提供 vxassist
delete 命令所用的名称。

vxassist taghost
运行命令 vxassist taghost site=<sitename> 可以向站点添加主机
vxassist taghost site=site1

此命令会为站点 site1 添加 localhost 标记。
请参见第 436 页的“通过 CLI 管理用于可识别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vxassist showtag
运行 vxassist showtag 命令可以显示主机所属的站点名称。
vxassist showtag
The host is tagged to site site1 (为站点 site1 添加主机标记)

请参见第 436 页的“通过 CLI 管理用于可识别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vxassist untaghost
使用 vxassist untaghost 命令可以从站点中删除主机。
例如，在主机上运行 vxassist untaghost 命令将显示：
vxassist unta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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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ly untagged host from its site.

请参见第 436 页的“通过 CLI 管理用于可识别站点的分配的主机”。

vxassist set sitetype
使用 vxassist set sitetype 命令可以将无站点卷的“Sitetype (站点类型)”卷属
性设置为“Site Confined (站点受限制)”或“Site Separated (站点已分离)”。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sitetype={confined |
separated}

请参见第 439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卷 ”。

vxassist resetsitetype
使用 vxassist resetsitetype 可以将站点受限制的卷或站点分隔的卷转换为无站
点卷。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setsitetype
<VolumeName|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请参见第 439 页的“管理用于基于站点的分配的卷 ”。

vxevac
vxevac 实用程序可将子磁盘从 <DiskName> 所指定的磁盘移到一个指定的目标磁

盘 <NewDiskName> 中。 如果未指定 <NewDiskName> 参数，可以将同一动态磁
盘组中的任意非易失性、非保留磁盘用作目标磁盘。 该目标磁盘必须位于同一动态
磁盘组中。
vxevac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DiskName
|p#c#t#l#> [<NewDiskName>]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evac 命令。
-o notrackalign

移到目标磁盘时禁用磁道对齐。

-g<DynamicDiskGroupName>

仅当使用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此选项。

<DiskName>

磁盘的名称，可以通过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
或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
前必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643

命令行界面
vxsd

p#c#t#l#

另一种表示磁盘的方法；#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
通道、目标和 LUN。

NewDiskName

要将子磁盘移动到的磁盘的名称。

示例
vxevac Harddisk0 Harddisk3

将 Harddisk0 中的所有子磁盘移到 Harddisk3。

vxsd
该命令用于移动、拆分和结合子磁盘。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sd 命令。
mv

移动子磁盘。

split

拆分子磁盘。

join

结合子磁盘。

针对每个关键字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sd <Keyword> -?

使用 vxvol volinfo 可显示子磁盘名称。 使用 vxvol -v volinfo 可显示子磁盘
的大小和偏移。 由于 <SubDiskName> 在不同的动态磁盘组中并无差异，因此需要
指定 -g<DynamicDiskGroupName>选项。

vxsd mv
vxsd [-o notrackalign] -g<DynamicDiskGroupName> [-f] [-b] mv
<SubDiskName>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将指定的子磁盘移到由 <DiskName |p#c#t#l#> 指定的磁盘中。 如果未指
定磁盘，移动操作将尝试在动态磁盘组内寻找空闲空间。 通过将子磁盘从频繁访问
的磁盘移到负载较轻的磁盘，移动子磁盘功能可用于实现负载平衡。
此命令还可用于将卷中位于故障磁盘或丢失磁盘中的那部分数据移动到运行良好的
磁盘中。 移动冗余卷（镜像卷或 RAID-5 卷）的子磁盘时需要使用冗余数据在正常
磁盘上重新创建子磁盘。 但是，对于非冗余卷（连续或条带卷），则无法重新创建
数据，因而移动子磁盘会丢失数据。如果能够修复磁盘，则这些数据可以恢复。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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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可能会丢失数据，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通常不允许您移
动非冗余卷的子磁盘。
可以通过使用 -o notrackalign 选项对此操作禁用磁道对齐。 如果不再需要这些
数据或者无法再恢复这些数据，还可以通过使用 -f 选项强制执行此操作。 这样做
将保留卷结构，但不保证可以恢复数据。 -b 选项用于在后台执行该命令。
将子磁盘从一个磁盘移至另一个磁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SmartMove 功能可以
帮助减少此操作所需的时间。
请参见第 101 页的“SmartMove”。
示例
vxsd -gDynDskGrp1 mv Disk1-01 Harddisk2

此命令将子磁盘 Disk1-01 移到 Harddisk2（属于 DynDskGrp1 动态磁盘组）。
vxsd -gDynDskGrp1 -f mv Disk1-01

此命令强制将子磁盘 Disk1-01 （在故障磁盘上）移到另一个具有足够空闲空间的磁
盘上。

vxsd split
vxsd -g<DynamicDiskGroupName> -s<Size> split <SubDiskName>

将一个子磁盘拆分为两个独立的子磁盘。
需要使用 -s 选项来指定要创建的两个子磁盘中第一个子磁盘的 <Size>（单位为
MB）。第二个子磁盘占用原始子磁盘所使用的剩余空间。
示例
vxsd -gDynDskGrp1 -s100 split Disk3-03

此命令将子磁盘 Disk3-03 拆分为两个子磁盘，其中第一个子磁盘的大小为 100 MB。

vxsd join
vxsd -g<DynamicDiskGroupName> join <SubDiskName>...

将两个或更多个现有子磁盘合并成一个子磁盘。要结合的子磁盘必须是在同一个磁
盘上相连续的。
示例
vxsd -gDynDskGrp1 join Disk3-03 Disk3-04

本例中的命令将两个子磁盘（Disk3-03 和 Disk3-04）结合成一个名为 Disk3-05 的
新子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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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tat
vxstat 实用程序的关键字和操作数可用于显示动态磁盘、动态卷以及动态卷的子磁

盘的统计信息。 该实用程序还可以按指定的时间间隔和指定的次数显示统计数据。
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stat <Keyword> -?
vxsta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 [-d] [-v] [-i<Interval>]
[-c<Count>] [<Object>...]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要从中选择记录的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例如
-gDynDskGrp1。

[<Object>...]

对象可以是磁盘或卷（通过卷名或驱动器盘符指
定）。 如果未指定任何对象，则统计信息将适用于
托管服务器上的所有卷。 多个对象之间以空格分
隔。

[-s]

显示指定对象上的子磁盘的统计信息。 如果指定的
对象是磁盘，将选择该磁盘上的所有子磁盘。 如果
指定的对象是卷，将选择该卷上的所有子磁盘。

[-d]

显示指定对象上的磁盘的统计信息。

[-v]

显示指定对象上的卷的统计信息。

[-i<Interval>]

每隔 <Interval> 秒显示一次统计信息。 显示统计信
息的实例之间的默认和最小时间间隔是 5 秒。

[-c<Count>]

在 <Count> 次之后，停止按时间间隔显示统计信
息。

如果指定了 -i<Interval> 选项但未指定 -c<Count> 选项，则将以指定的时间间隔
连续显示统计信息。 如果 -i<Interval> 选项和 -c<Count> 选项均未指定，则仅
显示一次统计信息。
每个对象的摘要统计信息显示在两个标题行之后的一行输出记录中。 该输出行包含
由空格分隔的对象类型字段和对象名称字段。
统计信息类型
统计信息类型如下：
■

Read Requests/Second (读取请求数/秒)
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象的读取请求数。

■

Write Requests/Second (写入请求数/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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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内针对所选存储对象的写入请求数。
■

Read Blocks/Second (读取块数/秒)
为选定存储对象处理的读取请求数据量（以块数/秒表示）。 它是读取请求产生
的吞吐量。

■

Write Blocks/Second (写入块数/秒)
为选定存储对象处理的写入请求数据量（以块数/秒表示）。 它是写入请求产生
的吞吐量。

■

Average Time/Read Block (平均时间/读取块)
从发出请求开始到返回数据为止处理一个读取块平均花费的时间（以微秒为单
位）。

■

Average Time/Write Block (平均时间/写入块)
从发出请求开始到返回数据为止处理一个写入块平均花费的时间（以微秒为单
位）。

■

Queue Depth (队列深度)
所选磁盘的队列中当前的读取和写入请求数。 它不适用于卷和子磁盘。

可以使用这些统计信息来改善系统的性能。
请参见第 229 页的“统计信息概述”。
示例
vxstat -s

显示托管服务器上所有子磁盘的统计信息。
vxstat -d Harddisk5 Harddisk6

显示 Harddisk5 和 Harddisk6 的统计信息。
vxstat -s E:

显示卷 E 的子磁盘的统计信息。
vxstat -i 10 -c 5 -d

以 10 秒为时间间隔显示托管服务器上所有磁盘的 5 组统计信息。
vxstat -d F:

显示与卷 F 相关联的磁盘的统计信息。
vxstat -v Harddisk5

显示与 Harddisk5 相关联的卷的统计信息。
vxstat -gDynDskGrp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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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DynDskGrp1 中所有卷的统计信息。
vxstat -s F: G: H: Harddisk7

显示卷 F、卷 G、卷 H 和 Harddisk7 的子磁盘统计信息。

vxtask
vxtask 实用程序的关键字和操作数可提供有关运行于托管服务器上的任务的完成百

分比信息。使用磁盘组选项和卷选项可以指定磁盘组或卷。
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task <Keyword> -?
vxta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v<VolumeName |Driveletter |
VmName>] list

可以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将显示任务信息的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例
如 -gDynDskGrp1。

[-v<VolumeName | Driveletter |
VmName>]

显示指定卷的任务信息。 <VolumeName>
是卷的路径名称。 <VmName> 参数需要使
用 -g 选项，例如，-gDG1 Volume1。

除非指定了 -g 或 -v 选项，否则，默认情况下将显示有关运行于托管服务器上的所
有任务的信息。
示例
vxtask list

显示有关运行于托管服务器上的所有任务的完成百分比信息。
vxtask -gDynDskGrp1 list

显示与磁盘组 DynDskGrp1 相关的任务的完成百分比信息。

vxedit
vxedit 命令的关键字可将注释与动态磁盘组、磁盘、卷、Plex 或子磁盘相关联或

者为磁盘阵列设置别名。
set comment

将注释与动态磁盘组、磁盘、卷、Plex 或子磁盘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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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alias

为磁盘阵列设置别名。

rename

更改卷、Plex 或磁盘介质的名称。

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edit <Keyword> -?

vxedit set comment
vxedi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 comment=<comment>[<Object>]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edit set comment 命
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将显示任务信息的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例如
-gDynDskGrp1。

<comment>

注释文本。 注释最大为 40 个字节。

<Object>

可以是动态卷、磁盘、Plex、磁盘介质、子磁盘
或磁盘阵列。 Plex 和子磁盘需要使用 -g 选项。
如果未指定任何对象，该命令默认使用动态磁
盘组（需要使用 -g 选项）。

通过此命令，用户可以向任何动态磁盘组、磁盘、卷、plex 或子磁盘添加注释。
示例
vxedit set comment=BootDisk Harddisk0

将 Harddisk0 的注释字段设置为 BootDisk。

vxedit set alias
vxedi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
alias=<EnclosureNewAlias><EnclosureName | EnclosureOldAlias>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将显示任务信息的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例
如 -gDynDskGrp1。

<EnclosureNewAlias>

磁盘阵列的新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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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阵列的名称或磁盘阵列的旧别名。

<EnclosureName | EnclosureOldAlias>

通过此命令，用户可以为磁盘阵列设置别名。
示例
vxedit set alias=ABC1 DEC0

将磁盘阵列 DEC0 的别名设置为 ABC1。

vxedit rename
vxedit [-g<DynamicDiskGroupName>] rename
<OldVolumeName><NewVolumeName> [-f] | <OldPlexName><NewPlexName>|
<OldDMName><NewDMName>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edit rename 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g<DynamicDiskGroupName>

将显示任务信息的动态磁盘组的名称。 例如
-gDynDskGrp1。

<OldVolumeName>

卷的旧名称。

<NewVolumeName>

卷的新名称。

-f

强制重命名卷。

<OldPlexName>

Plex 的旧名称。

<NewPlexName>

Plex 的新名称。

<OldDMName>

磁盘介质的旧名称。

<NewDMName>

磁盘介质的新名称。

通过此命令，用户可以将卷、plex 或磁盘介质的名称更改为新名称。
示例
vxedit rename Volume1 VolumeABC

将 Volume1 重命名为 Volume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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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unreloc
反向执行热重定位或迁移过程，并将已进行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回到在磁盘发生故
障之后替换的磁盘上。
vxunreloc [-g<DynamicDiskGroupName>] [-f] <DiskName |p#c#t#l#>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unreloc 命令。

注意：属于 SAN 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unreloc 命令。
-g<DynamicDiskGroupName>

仅当使用内部磁盘名称时才需要此选项。

-f

如果无法解除重定位到原始偏移，则将子磁盘解
除重定位到其他偏移。

DiskName

重定位到其他磁盘的磁盘名称。
示例：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者内部磁
盘名称，如 Disk2（需要使用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用来指示磁盘名称的另一种方法；# 分别对应于
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p#c#t#l#

此过程中涉及的所有磁盘必须位于同一动态磁盘组中。
示例
vxunreloc Harddisk0

此命令可将以前已重定位到其他硬盘的 Harddisk0 解除重定位。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热重定位”。

vxdmpadm
vxdmpadm 实用程序提供了用于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DSM) 的命令。
dsminfo

显示有关 DSM 的信息。

arrayinfo

显示有关阵列的信息。

deviceinfo

显示有关设备（即阵列中的硬盘）的信息。

651

命令行界面
vxdmpadm

pathinfo

提供有关路径的信息。

arrayperf

显示有关阵列的性能统计信息。

deviceperf

显示有关设备的性能统计信息。

pathperf

显示有关连接到设备的路径的性能统计信息。

allperf

显示有关所有设备的所有路径的性能统计信息。

iostat

显示单个磁盘、阵列中所有磁盘或主机中所有阵列的所有磁盘
的 I/O 统计数据。

cleardeviceperf

重置设备的性能 I/O 统计信息。

cleararrayperf

重置包含指定磁盘的阵列的性能 I/O 统计信息。

clearallperf

重置处于指定磁盘所属的 DMP DSM 控制下的所有阵列的性能
I/O 统计信息。

setdsmscsi3

启用或禁用对控制指定磁盘的 DMP DSM 的 SCSI3 支持。 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上，可以针对已安装但未连接存储的
Symantec DSM 启用或禁用 SCSI3 支持。

setarrayscsi3

在包含指定磁盘的阵列的注册表中启用或禁用 SCSI3 支持。

setattr dsm

设置 DSM 属性。

setattr array

设置阵列属性。

setattr device

设置设备属性。

setattr path

设置路径属性。

set isislog

动态更改 VEA/ISIS 日志的跟踪级别。

rescan

重新扫描计算机上的所有存储系统对象。

disk list

列出托管服务器上所有磁盘的详细信息。

getdsmattrib

显示已安装但没有存储连接的 Symantec DSM 的信息。

getmpioparam

显示已安装的 Symantec DSM 的 MPIO 参数

setmpioparam

设置已安装的 Symantec DSM 的 MPIO 参数

提供了有关 DMP DSM 软件和命令的完整说明。
请参见第 382 页的“DMPW 概述”。
每个关键字的后面为卷名或驱动器盘符。 针对每个关键字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
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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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mpadm<Keyword> -?

vxdmpadm dsminfo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dsminfo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显示 DSM 名称、DSM 中的阵列以及阵列负载平衡策略。DiskName 参数
可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来指定。内部磁盘名
称前必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p#c#t#l# 参数中的 # 分别对应于磁
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mpadm dsminfo Harddisk5

显示 Harddisk5 加入的 DSM 的信息。

vxdmpadm arrayinfo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arrayinfo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显示阵列名称、阵列中的设备和阵列负载平衡策略。它还显示影响路径测试
和故障转移的可调参数（控制计时器设置）。DiskName 参数可以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指定。必须在内部磁盘名称前面附加 -g
选项（例如，-gDG1 Disk2）。p#c#t#l# 参数中的 # 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
标和 LUN。
示例
vxdmpadm arrayinfo Harddisk5

显示 Harddisk5 所在阵列的阵列信息。

vxdmpadm deviceinfo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deviceinfo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显示设备名称、内部磁盘名称、路径数、状态和负载平衡策略。DiskName
参数可以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指定。必须在
内部磁盘名称前面附加 -g 选项（例如，-gDG1 Disk2）。p#c#t#l# 参数对应于磁
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mpadm deviceinfo Harddisk5 Harddisk6

显示 Harddisk5 和 Harddisk6 的 DMP DSM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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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mpadm pathinfo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pathinfo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显示路径状态、负载平衡策略、端口、目标和 LUN，以及设备名称、内部磁
盘名称和路径数。DiskName 参数可以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
称（如 Disk2）指定。必须在内部磁盘名称前面附加 -g 选项（例如，-gDG1
Disk2）。p#c#t#l# 参数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mpadm pathinfo Harddisk5 Harddisk6

显示 Hardisk5 和 Harddisk6 的路径信息。

vxdmpadm arrayperf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arrayperf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显示性能统计信息的日期和时间、阵列名称、阵列中的所有设备、每个设
备的路径和阵列中所有设备的性能统计信息。 这些统计信息按连接到设备的各个路
径分组。 DiskName 参数可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1 Disk2）。
p#c#t#l# 参数中的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这些性能统计信息表示阵列的聚合工作负载。
它包括：
■

读取次数

■

写入次数

■

读取字节数

■

写入字节数

示例
vxdmpadm arrayperf Harddisk5

显示 Harddisk5 加入的阵列中设备的性能统计信息。

vxdmpadm deviceperf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deviceperf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显示设备的性能统计信息、性能统计信息的日期和时间、设备名称和设备路
径。统计信息将按照连接到设备的每条路径进行分组。DiskName 参数可以由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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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指定。必须在内部磁盘名称前
面附加 -g 选项（例如，-gDG1 Disk2）。p#c#t#l# 参数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
目标和 LUN。
性能统计信息表示设备的聚合工作量。
它包括下列项目的数目：
■

读取

■

写入

■

读取字节

■

写入字节

示例
vxdmpadm deviceperf Harddisk6

显示 Harddisk6 的性能统计信息。

vxdmpadm pathperf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pathperf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显示设备的性能统计信息、性能统计信息的日期和时间以及设备名称。统计
信息将按照连接到设备的每条路径进行分组。DiskName 参数可以由设备名称（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如 Disk2）指定。必须在内部磁盘名称前面附加 -g
选项（例如，-gDG1 Disk2）。p#c#t#l# 参数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性能统计信息表示连接到该设备的路径的工作量。
它包括下列项目的数目：
■

读取

■

写入

■

读取字节

■

写入字节

示例
vxdmpadm pathperf Harddisk6

显示 Harddisk6 的性能统计信息。

vxdmpadm allperf
vxdmpadm allpe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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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显示所有设备的路径的性能信息。
对于设备，显示的信息包括：
■

计数器名称

■

路径名称

■

设备名称

■

阵列名称

■

计数器值

对于路径摘要，显示的信息包括：
■

计数器名称

■

路径名称

■

阵列名称

■

计数器值

vxdmpadm iostat
此命令显示单个磁盘、阵列中所有磁盘或主机中所有阵列的所有磁盘的 I/O 统计数
据。 统计数据可按设备或阵列分组。 如果未指定 groupby，则显示所有路径的统
计数据。 通过此 CLI 选项可以将统计数据设置为在指定秒数后按指定的次数显示。
vxdmpadm iostat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iostat
[showdevice|showarray] [interval=#] [count=#] <DiskName> | p#c#t#l#>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iostat [showdevice | showarray
| showall] [groupby=<device | array>] [-u <KB | MB | GB>]
[interval=seconds] [count=N] [<diskname | p#c#t#l#>]

可应用以下属性：
showdevice|showarray

显示 I/O 统计信息：
■

■

showall

showdevice 指定磁盘的路径。 （默
认值为 showdevice。）
showarray 指定包含磁盘的阵列的
所有路径。

显示连接到主机的所有阵列的所有路径
的 I/O 统计数据。不应使用此选项指定
Disk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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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统计数据按设备显示。

groupby=device

如果未指定 groupby，则显示所有设
备的统计数据。
groupby=array

I/O 统计数据按阵列显示

KB

读取或写入的数据以 KB/秒为单位显示

MB

读取或写入的数据以 MB/秒为单位显示

GB

读取或写入的数据以 GB/秒为单位显示

interval=#

# 指定显示 I/O 统计信息的间隔时间量
（秒）。
（显示 I/O 统计信息的间隔时间量的默
认值为 5 秒。）
# 指定显示 I/O 统计信息的次数。

count=#

（默认为显示无限次。）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例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
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
和 LUN。

vxdmpadm cleardeviceperf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cleardeviceperf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重置设备的性能 I/O 统计信息。
可应用以下属性：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例
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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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mpadm cleararrayperf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cleararrayperf<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重置包含指定磁盘的阵列的性能 I/O 统计信息。
可应用以下属性：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
（例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vxdmpadm clearallperf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clearallperf<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重置处于指定磁盘所属的 DMP DSM 控制下的所有阵列的性能 I/O 统计信
息。
可应用以下属性：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部磁盘名称
（例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vxdmpadm setdsmscsi3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dsmscsi3 scsi3support=0|1
<DiskName> | p#c#t#l#> | [dsmName=ALL | <DsmFileName>]

此命令可在控制指定磁盘的 DMP DSM 的注册表中启用或禁用 SCSI3 支持。
可应用以下属性：
scsi3support=0|1

■

0 可禁用 DMP DSM 中的 SCSi3 支持

■

1 可启用 DMP DSM 中的 SCSi3 支持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部
磁盘名称（例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
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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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Name=ALL |
<DsmFileName>

此属性在配置连接之前对已安装的 DSM 应用
scsi3support=0|1 选择以启用或禁用 SCSi3。可以应用于所
有已安装的 DSM，也可以应用于根据文件名指定的特定
DSM。 使用 vxdmpadm getdsmattrib 命令可获得 DSM
文件名的列表。

vxdmpadm setarrayscsi3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arrayscsi3 scsi3support=0|1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在包含指定磁盘的阵列的注册表中启用或禁用 SCSI3 支持。
可应用以下属性：
scsi3support=0|1

■

0 可禁用 DMP DSM 中的 SCSi3 支持

■

1 可启用 DMP DSM 中的 SCSi3 支持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部
磁盘名称（例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须附
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vxdmpadm setattr dsm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attr dsm
[loadbalancepolicy=FO|RR|LQ|LB|BP [blockshift=#]] [primarypath=#]
[testpathretrycount=# scsicmdtimeout=# kernalsleeptime=#
failoverretrycount=#]<DiskName> | p#c#t#l#> [dsmName=ALL |

<DsmFileName>]
此命令可设置指定磁盘所属的 DSM 的负载平衡策略和主路径，还可以用来设置影
响路径测试和路径故障转移的可调参数（控制计时器设置）。可应用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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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balancepolicy=

为 DSM 指定负载平衡策略，其中：

FO|RR|LQ|

■

FO 指定“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
转移 (主动/被动))”

LB|BP
■

RR 指定“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 (主动/
主动))”

■

LQ 指定“Dynamic Least Queue Depth (动态最小
队列深度)”

blockshift=#

■

LB 指定“Least Blocks (最少块)”

■

BP 指定“Balanced Path (平衡路径)”

# 指定在切换到下一个可用路径之前沿着到主动/主动阵
列的路径发送的连续 I/O 块数。
（默认值为 2048 块。）

primarypath=#

# 指定 DSM 的主路径。 例如，primarypath=1-1-1 可
将路径 1-1-1 设置为 DSM 的主路径。

testpathretrycount=#

范围： 0 ～ 50 次。默认值： 0。

scsicmdtimeout=#

# 指定 SCSI 命令等待设备响应 SCSI 命令的时间量。
默认值为 30 秒。 最大值为 120 秒。

kernalsleeptime=#

# 指定 DMP DSM 内核在从错误状态进行恢复的尝试之
间等待的时间间隔。默认值为 200 毫秒。 最大值为
10000 毫秒。

failoverretrycount=#

# 指定在当前路径发生故障时 DMP DSM 尝试故障转移
到其他路径的次数。 默认值为 0。最大值为 50 次。

注意：对于 DMP DSM，故障转移重试计数不会应用
到 EMC Symmetrix 阵列。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
内部磁盘名称（例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
前必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dsmName = ALL |<DsmFileName> 指定要将设置应用于所有已安装的 DSM 还是仅应用于
根据文件名指定的 DSM。 仅应用负载平衡策略设置。
如果指定了其他设置，命令将返回错误。

注意：无论是否具有存储连接，都可以应用此参数。
如果阵列先前未配置负载平衡设置，它将在连接后继承
为 DSM 指定的负载平衡设置。 但是，如果阵列先前已
连接并已在注册表中配置负载平衡设置，则在重新连接
阵列时，将保留先前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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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vxdmpadm setattr dsm loadbalancepolicy=FO
primarypath=1-1-0 scsicmdtimout=34 Harddisk6

将 DSM 的负载平衡策略设置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
动/被动))”，将主路径设置为路径 1-1-0，将 scsicmdtimeout 设置为 34 秒。

vxdmpadm setattr array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attr array
[loadbalancepolicy=FO|RR|RS [path#=state#] |LQ|WP
[path#=weight#]|LB|BP [blockshift=#]] [primarypath=#]
[testpathretrycount=# scsicmdtimeout=# kernalsleeptime=#
failoverretrycount=#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设置指定磁盘所属的阵列的负载平衡策略和主路径。还可以用来设置影响
路径测试和路径故障转移的可调参数（控制计时器设置）。可应用以下属性：
loadbalancepolicy=

为阵列指定负载平衡策略，其中：

FO|RR|RS

■

FO 指定“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
移 (主动/被动))”

|LQ|WP
■

|LB|BP

RR 指定“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主动/主
动))”

■

RS 指定“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

■

LQ 指定“Dynamic Least Queue Depth (动态最小队
列深度)”

■

WP 指定“Weighted Path (加权路径)”

■

LB 指定“Least Blocks (最少块)”

■

BP 指定“Balanced Path (平衡路径)”

注意：“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和
“Weighted Paths (加权路径)”仅在设备级别上适用于
A/PC 和 ALUA 阵列。而不能在阵列级别使用。
path#=state#

state# 将指定的 path# 的状态指定为“备用”(0) 或
“活动”(1)。 例如，1-1-1=0 表示将路径 1-1-1 的状态
指定为“备用”。
（路径的默认状态为“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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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eight#

weight# 指定分配给指定 path# 的权重。 例如，
1-1-1=10 表示为路径 1-1-1 分配的权重为 10。具有最小
权重的路径表示对 I/O 最有利的路径。
（weight# 的值范围：0 - 255。）

blockshift=#

# 指定在切换到下一个可用路径之前沿着到主动/主动阵列
的路径发送的连续 I/O 块数。
（默认值为 2048 块。）

primarypath=#

# 指定阵列的主路径。 例如，primarypath=1-1-1 可将路
径 1-1-1 设置为阵列的主路径。

testpathretrycount=#

# 指定 testpath 例程将重试测试路径运行状况的次数。
范围： 0 ～ 50 次。默认值： 0。

scsicmdtimeout=#

# 指定 SCSI 命令等待设备响应 SCSI 命令的时间量。范
围： 30 ～ 120 秒。默认值为 30 秒。

kernalsleeptime=#

# 指定 DMP DSM 内核在从错误状态进行恢复的尝试之间
等待的时间间隔。范围：200 ～ 10000 毫秒。默认值为
200 毫秒。

failoverretrycount=#

# 指定 failover 例程将重试故障转移该路径的次数。范围：
0 ～ 50 次。默认值： 0。

注意：对于 DMP DSM，故障转移重试计数不会应用到
EMC Symmetrix 阵列。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
部磁盘名称（例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
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mpadm setattr array loadbalancepolicy=FO primarypath=2-1-0
testpathretrycount=4 Harddisk6

将阵列的负载平衡策略设置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主动/
被动))”，将主路径设置为路径 2-1-0，将 testpathretrycount 设置为 4 次。
vxdmpadm setattr array loadbalancepolicy=RR Harddisk6

将阵列的负载平衡策略设置为“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主动/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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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mpadm setattr device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attr device
[loadbalancepolicy=FO|RR|RS [path#=state#] |LQ|WP
[path#=weight#]|LB|BP [blockshift=#]] [primarypath=#]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设置指定磁盘所属的设备的负载平衡策略和主路径。可应用以下属性：
loadbalancepolicy=

为设备指定负载平衡策略，其中：

FO|RR|RS|

■

FO 指定“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
移 (主动/被动))”

LQ| WP|LB
■

RR 指定“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主动/主
动))”

■

RS 指定“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

■

LQ 指定“Dynamic Least Queue Depth (动态最小队
列深度)”

path#=state#

■

WP 指定“Weighted Path (加权路径)”

■

LB 指定“Least Blocks (最少块)”

■

BP 指定“Balanced Path (平衡路径)”

state# 将指定的 path# 的状态指定为“备用”(0) 或
“活动”(1)。 例如，1-1-1=0 表示将路径 1-1-1 的状态指
定为“备用”。
（路径的默认状态为“活动”(1)。）

path#=weight#

weight# 指定分配给指定 path# 的权重。 例如，
1-1-1=10 表示为路径 1-1-1 分配的权重为 10。具有最小
权重的路径表示对 I/O 最有利的路径。
（weight# 的值范围：0 - 255。）

blockshift=#

# 指定在切换到下一个可用路径之前沿着到主动/主动阵列
的路径发送的连续 I/O 块数。
（默认值为 2048 块。）

primarypath=#

# 指定设备的主路径。 例如，primarypath=1-1-1 可将路
径 1-1-1 设置为设备的主路径。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
部磁盘名称（例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
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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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vxdmpadm setattr device loadbalancepolicy=FO primarypath=1-1-0
Harddisk6

将设备的负载平衡策略设置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
被动))”，将 Harddiskd6 的主路径设置为路径 1-1-0。

vxdmpadm setattr path
vxdmpadm [-g<DynamicDiskGroupName>] setattr path
[loadbalancepolicy=FO|RR|RS [path#=state#] |LQ|WP
[path#=weight#]|LB|BP [blockshift=#]] [primarypath=#] <DiskName> |
p#c#t#l#>...

此命令可设置指定磁盘的负载平衡策略和主路径。可应用以下属性：
loadbalancepolicy=

为设备指定负载平衡策略，其中：

FO|RR|RS|

■

FO 指定“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
移 (主动/被动))”

LQ|WP|LB
■

RR 指定“Round Robin (Active/Active) (轮循(主动/
主动))”

■

RS 指定“Round Robin with Subset (在子集中轮循)”

■

LQ 指定“Dynamic Least Queue Depth (动态最小队
列深度)”

path#=state#

■

WP 指定“Weighted Path (加权路径)”

■

LB 指定“Least Blocks (最少块)”

■

BP 指定“Balanced Path (平衡路径)”

state# 将指定的 path# 的状态指定为“备用”(0) 或
“活动”(1)。 例如，1-1-1=0 表示将路径 1-1-1 的状态
指定为“备用”。
（路径的默认状态为“活动”(1)。）

path#=weight#

weight# 指定分配给指定 path# 的权重。 例如，
1-1-1=10 表示为路径 1-1-1 分配的权重为 10。具有最小
权重的路径表示对 I/O 最有利的路径。
（weight# 值的范围：0 - 255。）

blockshift=#

# 指定在切换到下一个可用路径之前沿着到主动/主动阵
列的路径发送的连续 I/O 块数。
（默认值为 2048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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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path=#

# 指定设备的主路径。 例如，primarypath=1-1-1 可将路
径 1-1-1 设置为设备的主路径。

<DiskName>

指定的磁盘，可通过设备名称（例如 Harddisk2）或内
部磁盘名称（例如 Disk2）来指定。 内部磁盘名称前必
须附加 -g 选项（例如 -gDG2 Disk1）。

p#c#t#l#

# 分别对应于磁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示例
vxdmpadm setattr path loadbalancepolicy=FOprimarypath=1-1-0
Harddisk6

将设备的负载平衡策略设置为“Fail Over Only (Active/Passive) (仅故障转移 (主动/
被动))”，将 Harddiskd6 的主路径设置为路径 1-1-0。

vxdmpadm set isislog
vxdmpadm set isislog level=<#|default> [reg=<y|n>]

此命令会动态更改 VEA/ISIS 日志的跟踪级别。可应用以下属性：
level=#

reg=y|n

指定要设置为当前跟踪级别的跟踪级别，其中 # 可以是：
■

1 指定跟踪级别 Info1

■

2 指定跟踪级别 Info2

■

3 指定跟踪级别 Info3

■

4 指定跟踪级别 Info

■

5 指定跟踪级别 Warning

■

6 指定跟踪级别 Error（默认值）

指定是否在注册表中更新跟踪级别。
■

指定 reg=y 以在注册表中更新跟踪级别。

■

指定 reg=n 以在注册表中不更新跟踪级别。

默认情况下，如果没有指定此属性，则不会在注册表中更新跟踪级别。

示例
vxdmpadm set isislog level=default

将跟踪级别设置为 Error (6)，但不在注册表中更新跟踪级别。
vxdmpadm set isislog level=4 reg=y

将跟踪级别设置为“Info”(4)，并更新注册表中的跟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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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mpadm rescan
vxdmpadm [-b] rescan

重新扫描计算机上的所有存储系统对象，包括磁盘、卷和文件系统。-b 选项在后台
运行该命令。

vxdmpadm disk list
vxdmpadm 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v] list

列出托管服务器上所有磁盘的设备名称、内部磁盘名称、磁盘组、磁盘分区样式、
大小、空闲空间、LUN、状态、序列号、ThinProvisioningType（对于精简置备磁
盘，为 ThinNoReclaim 或 ThinReclaim）、ProvisionedSize（精简置备磁盘的当前
大小）等。
-g 选项将磁盘列表限制为指定的磁盘组。-v（详细）选项显示列表中磁盘的签名、

状态、总线类型、端口、目标、通道、LUN、磁道对齐偏移和磁道对齐设置信息。
注意：并非所有精简置备磁盘的制造商都支持显示当前置备大小。
示例
vxdmpadm disk -gDB1 -v list

提供有关 DB1 磁盘组中所有磁盘的信息。-v 选项包括签名、状态、总线类型、端
口、通道、目标和 LUN 信息。
vxdmpadm disk [-g<DynamicDiskGroupName>] [-v] list

vxdmpadm getdsmattrib
vxdmpadm getdsmattrib [dsmName=ALL | <DsmFileName>]
ALL 是默认值；获取所有已安装 Symantec DSM 的信息。
<DsmFileName>：仅获取具有该文件名的 DSM 的信息。

此命令显示系统中已安装的 Symantec DSM 的信息，不需要存储连接，这些信息如
下所示：
■

Symantec DSM 文件名

■

已注册到 MPIO 中的 Symantec DSM 全名

■

Symantec DSM 的当前负载平衡

■

Symantec DSM 的 SCSI3 支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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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mpadm getmpioparam
vxdmpadm getmpioparam [dsmName=ALL | <DsmFileName>]

如果指定了 DSM 文件名，该命令将显示指定 DSM 的 MPIO 参数设置。否则，该
命令将显示系统上已安装的所有 Symantec DSM 的 MPIO 参数。

vxdmpadm setmpioparam
vxdmpadm setmpioparam [default] |[PathVerifyEnabled=0|1]
[PathVerificationPeriod=#][PDORemovePeriod=#] [RetryCount=#]
[RetryInterval=#] [dsmName=ALL | <DsmFileName>]

此命令用于更改 MPIO 计时器参数或还原默认 MPIO 计时器参数。
警告：Symantec DSM 始终使用默认 MPIO 计时器参数。 因此，除非在需要调试
时 Microsoft 建议客户更改这些设置，否则不应使用此命令。尝试更改这些 MPIO
参数将会影响 DSM 针对 I/O 错误、路径故障转移的行为，还会影响 DSM 性能。
默认

还原这些 MPIO 参数的默认设置

PathVerifyEnabled=0|1 默认值： 0（不启用）
如果启用（值为 1），MPIO 将每隔 N 秒执行一次路径验证，其中 N
是在 PathVerificationPeriod 中设置的值。
PathVerificationPeriod=# 如果启用路径验证，则 # 指定 MPIO 执行路径验证的时间量。默认
值： 30 秒。 最大值： MAXULONG。
PDORemovePeriod=# # 指定在从系统删除所有磁盘路径后 MPIO 伪 LUN（表示受 MPIO 控
制的磁盘）停留在内存中的时间量。此外，它还指定从磁盘中删除所
有路径之后暂停 I/O 故障应持续多长时间。默认值： 20 秒。 最大值：
MAXULONG。
RetryCount=#

# 指定在出现 I/O 错误时 DSM 要求 MPIO 重试 I/O 的次数。默认值：
3。没有最大值。

RetryInterval=#

# 指定 MPIO 应重试失败 I/O 的时间量。默认值： 1 秒。

dsmName = ALL
|<DsmFileName>

指定是将这些设置应用于所有已安装的 DSM 还是仅应用于根据文件
名指定的 DSM。

注意：如果要查找已安装 DSM 的文件名，可以使用 vxdmpadm
getdsmattrib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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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br
vxcbr 实用程序使得用户可以备份和还原其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

此实用程序不备份和还原数据，仅备份和还原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配
置，即服务器上的磁盘组和逻辑卷的布局。
backup

备份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

restore

还原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

write_signature

手动将签名写入磁盘。

针对每个关键字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cbr <Keyword> -?

注意：vxcbr 实用程序不支持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要备份 Microsoft 磁盘管
理磁盘组的配置，请使用 Windows 的 Windows Server Backup 功能。

vxcbr backup
vxcbr [-a] [-p<Path>] backup [<DynamicDiskGroupName>...]

将配置备份到安装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软件的目录（通常
是 C:\Program 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或 -p<Path> 参数中
指示的目录。每个磁盘组中配置文件大约占用 1 MB 的空间。vxcbr 实用程序将仅
备份处于联机状态的磁盘组的配置。在备份时，将跳过任何处于脱机状态或被逐出
的磁盘组。
可应用以下属性：
[-a]

指示将备份服务器上的所有磁盘组。 建议使用此选项。

-p<Path>

指定要将配置信息存档到的目录的路径。 默认路径为
%ALLUSERSPROFILE%\Application
Data\VERITAS\VXCBR\ManualCBR。

<DynamicDiskGroupName>...

将配置限制到所指示的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必须指定有效的目标磁盘组。
示例
vxcbr -a backup

此命令将备份托管服务器上的所有联机 SFW 磁盘组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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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br restore
vxcbr [-i] [-p<Path>] restore [<DynamicDiskGroupName>...]

还原配置。 此还原命令只能将磁盘组配置还原到其原始磁盘，即该程序假定您尚未
更改或替换任何原始磁盘。 不过，如果某个磁盘丢失，可以指定 -i 参数以还原不
完整磁盘组的配置。 您执行不完整还原也许只是为了能够访问现有磁盘。 建议不
要进行不完整的配置还原。
可应用以下属性：
-i

指示您希望还原不完整的配置，即配置中的其中一个
磁盘丢失。 这是强制还原不完整的磁盘组。

-p<Path>>

要保存配置信息的位置的路径。

<DynamicDiskGroupName>...

还原指定的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示例
vxcbr restore Dg01 Dg02

还原 Dg01 和 Dg02 的磁盘组配置。

vxcbr write_signature
vxcbr [-f<FileName>] write_signature [<<DiskName>=<DiskSignature>>...]

如果磁盘上的签名不再可读，则必须手动将签名添加回磁盘，以便配置信息可以还
原到磁盘。 可以从磁盘的备份中找到签名信息。 如果您有一个或两个磁盘，可以
在命令行中指明磁盘名称和签名。 但是，如果您有多个磁盘，单独创建一个包含磁
盘名称和相应磁盘签名的文件可能会更加方便。 该实用程序将从指定的文件读取信
息。
可应用以下属性：
[-f<FileName>]

包含要应用“写入签名”操作的
每个磁盘的磁盘名称和签名的文
件名。请使用
<DiskName>=<DiskSignature>
格式。 例如，
Harddisk3=0x1234
Harddisk4=0xABCD。

[<<DisKName>=<DiskSignature>>...]

用于指示磁盘名称和签名的格
式。 请参见下面的示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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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br write_signature Harddisk3=0x1234Harddisk4=0xABCD

手动将 0x1234 签名添加到 Harddisk3，将 0xABCD 签名添加到 Harddisk4。

vxsnap
使用 vxsnap CLI 实用程序可同时执行多个快照。要使用 vxsnap，必须已安装 SFW
FlashSnap 选件。
注意：FlashSnap 仅对 Enterprise 版可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的“授权许
可”一节。

注意：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中的动态磁盘不支持 vxsnap 命令。
vxsnap CLI 实用程序利用 FlashSnap 和卷影复制服务 (VSS) 技术来创建高品质的

快照（可在应用程序文件打开时完成）。 创建快照时，VSS 可以暂时静默应用程
序，然后在完成快照创建后立即恢复应用程序的运行；但必须使用可识别 VSS 的
应用程序，例如 Microsoft SQL Server。vxsnap CLI 实用程序充当 VSS 请求程序，
使您可以随时使用 SFW 启动 VSS 快照。
请参见第 288 页的“卷影复制服务 (VSS)”。
vxsnap 实用程序专门用来创建和还原多个快照集。

使用 vxsnap CLI 实用程序可以命名快照卷。在使用 vxsnap CLI 实用程序之前，必
须先创建卷的镜像。 vxsnap prepare 命令可用于创建卷的镜像。
vxsnap CLI 实用程序支持传统的完全快照或 Microsoft 写入时复制 (COW) 快照。
Microsoft COW 快照具有比完全快照速度更快和占用更少存储空间的优点。
COW 快照创建差异式卷影副本。 原始卷发生更改时，会读取将要修改的块，然后
将其写入“差异区域”，此操作将在通过更改重写数据块之前保留数据块的副本。
因而，在更改块之前会生成该块的副本。 使用差异区域中的块和原始卷中未更改的
块构建该原始卷的副本，用来表示该卷在发生任何更改之前的状态。
由于 COW 快照只在给定时间写入更改的块，因此 COW 快照的优点是它能够非常
迅速地创建卷影副本。 使用差异区域中的块和原始卷中的未更改块，可以重新构建
原始卷的初始状态。
注意：在 CLI 中可以使用 prepare 或 start 关键字，但建议使用 pre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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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关使用 vxsnap 的分步示例，请参见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指南。例
如，对于 Microsoft SQL Server，请参考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icrosoft Clustering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SQL 版本）》）。

注意：要使用 vxsnap，磁盘组必须为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0 或更高版本。在使用 vxsnap 实用程序之前，必须先升级使用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创建的磁盘组。

注意：必须在本地系统上调用 vxsnap 命令。
prepare

创建指定组件中的卷的快照镜像。 快照镜像与原始卷保持挂接并保持
同步

注意：在 CLI 中可以使用 prepare 或 start 关键字，但建议使用
prepare。
create

创建指定组件中所有卷的并发快照，提供一个即时点快照集。

reattach

将现有快照集与原始数据库卷重新挂接并解除同步。

restore

从快照集还原卷、数据库或组件。

refresh

刷新所有 VSS 编写器和组件对象。

diffarea

管理 COW 快照的卷影存储区域。 例如，管理卷影存储区域的大小及
其创建和删除操作。

delete

删除与指定的快照集中的信息相对应的 COW 快照。

键入以下序列可查看该命令语法的说明：
vxsnap <Keyword> -?

vxsnap prepare
对于 Exchange 和卷操作：
vxsnap prepare component=<ComponentName>/writer=<WriterName>
[-b] [source=<Volume>/harddisk=<Hardisk>...]

创建指定组件中的卷的快照镜像，而无需多次使用 vxassist prepare 命令。快照
镜像仍与原始卷挂接并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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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 CLI 中可以使用 prepare 或 start 关键字，但建议使用 prepare。
可应用以下属性：
component=<ComponentName>

组件的名称；对于 Exchange，它是在 Exchange 系统
管理器中找到的存储组名称，例如 First Storage
Group。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b

将该进程作为后台进程运行。

source=<Volume>

指示快照镜像的源卷，由驱动器盘符、驱动器路径（装
入点）或 \\?\Volume{GUID}\ 格式的卷名指定。

harddisk=<Harddisk>

在其上创建快照镜像的磁盘的名称，例如 harddisk2。

示例
vxsnap prepare component=SG2/writer="MicrosoftExchange Writer"
source=L:/harddisk=harddisk2source=M:/harddisk=harddisk3

此命令创建该 Exchange 组件中包含的所有卷的快照镜像。将在磁盘 2 上创建装入
L: 的卷的快照镜像，在磁盘 3 上创建装入 M: 的卷的快照镜像。
对于 Enterprise Vault 操作：
vxsnap prepare [-b] writer=<WriterName>
[site=<SiteName>[/VSG=<VSGName>[/VS=<VSName>]]]
[[/]component=<ComponentName>]

创建指定站点、保管库存储组、保管库存储或组件中的卷的快照镜像。快照镜像仍
与原始卷挂接并保持同步。
注意：在 CLI 中可以使用 prepare 或 start 关键字，但建议使用 prepare。
可应用以下属性：
-b

将该进程作为后台进程运行。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EnterpriseVault。在指
定组件时需要。

site=<SiteName>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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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G=<VSGName>

Enterprise Vault 保管库存储组的名称

VS=<VSName>

Enterprise Vault 保管库存储的名称

component=<ComponentName>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名称。 例如，VaultStore 数
据库、指纹数据库或卷组件，如索引、分区等。

注意：任何包含空格的文本字符串都必须括在引号中。
有关为 Enterprise Vault 进行的准备操作的其他信息：
■

只指定编写器属性（如在 vxsnap prepare writer=EnterpriseVault 中），
将导致准备整个 Enterprise Vault 场的组件。 这将包括 Enterprise Vault 目录数
据库、监视数据库、审核数据库和报告数据库。

■

指定站点属性（如在 vxsnap prepar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
中），将导致准备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级别的组件。 此操作准备指定站点中的
目录数据库和所有组件（SQL 和卷）。

■

指定保管库存储组属性（如在 vxsnap prepar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VSG=VSG1 中），将导致准备指定保管库存储组中的所有保管库存
储中的指纹数据库和所有组件。

■

指定保管库存储属性（如在 vxsnap prepar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VSG=VSG1/VS=VS1 中），将导致准备指定保管库存储中的保管库
存储数据库和所有分区。

■

指定组件属性（如在 vxsnap prepar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VSG=VSG1/VS=VS1 Component=<Component Name> 中），将导致
准备指定的组件。 该组件可以是 Enterprise Vault SQL 数据库或卷组件（例如，
保管库存储数据库、指纹数据库、目录数据库、监视数据库、报告数据库、审
核数据库、分区或索引卷等）。

■

■

对于保管库存储组件： 如果指定了保管库存储数据库组件，则也会准备保管
库存储中的已打开分区。

■

对于保管库存储组件： 如果指定了已打开分区组件，则也会准备保管库存储
中的保管库存储数据库。

■

对于不同的组件： 如果不同的组件位于通用卷上，则仅准备该卷一次。

完成该操作时，选定组件的状态（成功/失败）将会记录在日志
%VMPATH%\logs\EVStatus.log 中。该日志包含有关组件的操作是成功还是失
败的信息。 如果未能为组件准备某个卷，则该操作将继续准备该组件的剩余卷
以及任何其他请求的组件。 如果对组件的所有卷成功执行了该操作，则会将该
组件的状态记录为“成功”。 如果未能对组件的任意卷执行该操作，则该组件
的状态会被记录为“失败”，并且会记录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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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vxsnap prepare writer=ev site=site1/vsg=vsg1/vs=vs1
site=site2 component="Index Location (V:)"
component="Directory DB"

此命令准备 site1/vsg1 的 Enterprise Vault 存储 vs1、site2 的 Index Location (V:)
和 Directory DB 的快照的所有卷。
对于 SQL 操作：
vxsnap prepare component=<ComponentName>/writer=<WriterName>
[server=<ServerName>][instance=<InstanceName>][-b]
[source=<Volume>/harddisk=<Hardisk>...]

创建指定组件中的卷的快照镜像。快照镜像仍与原始卷挂接并保持同步。
注意：在 CLI 中可以使用 prepare 或 start 关键字，但建议使用 prepare。
可应用以下属性：
component=<ComponentName>

数据库的名称。该命令将同时为 SQL 数据库
的数据库卷和日志卷准备镜像。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SQLServerWriter
或编写器的 GUID。在指定组件时需要。

server=ServerName

SQL Server 服务器名称。

instance=InstanceName

SQL Server 实例名称。

-b

将该进程作为后台进程运行。

source=<Volume>

指示快照镜像的源卷，由驱动器盘符、驱动器
路径（装入点）或 \\?\Volume{GUID}\ 格式的
卷名指定。

harddisk=<Harddisk>

在其上创建快照镜像的磁盘的名称，例如
harddisk2。

注意：任何包含空格的文本字符串都必须括在引号中。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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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nap prepare component=billing_DB/writer=SQLServerWriter
source=L:/harddisk=harddisk3
source=M:/harddisk=harddisk3

此命令将创建 billing_DB 数据库中包含的所有卷的快照镜像。 将在硬盘 3 上创建装
入 L: 的卷以及装入 M: 的卷的快照镜像。
注意：确保已为每个节点上的 sysadmin 服务器角色（从 SQL Management Studio
控制台）授予了 [NT AUTHORITY\SYSTEM] 帐户。此项仅适用于 SQL Server
2012。

vxsnap create
对于 Exchange 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create [-g <dynamicdiskgroupname>]
source=<Volume>[/DriveLetter=<DriveLetter>][/DrivePath=<DrivePath>]
[/Newvol=<NewVolName>][/Plex=<PlexName>]...
[writer=<WriterName>] [component=<ComponentName>]
[backuptype=<Backuptype>] [-e] [-o] [-c] [secHosts=<SecondaryHosts>]

创建指定卷或组件的快照。允许同时为多个卷创建快照。
用正斜杠（而不是空格）分隔源卷与属性。源卷属性与快照卷属性是成对的。 如果
选择指定快照卷 plex、驱动器盘符、驱动器路径或卷名，则必须指定源卷。
可应用以下属性：
-x <Filename>

指示指定给将使用该命令创建的 XML 元数
据文件的名称。该文件名必须包括 .xml 扩
展名。 要为该文件指定默认位置以外的位
置，必须输入该文件的完整路径（例如，
J:\XML\Image1.xml）。

-g <DynamicDiskGroupName>

包含源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在指定卷名时
需要。

source=<Volume>

指示拆分镜像快照的源卷，由驱动器盘符、
驱动器路径（装入点）或
\\?\Volume{GUID}\ 格式的卷名指定。 对与
指定组件（例如 Exchange 存储组）关联的
每个卷重复此参数。

[/plex=<PlexName>]

指定要分离的镜像或 plex 的名称。如果存
在多个可用于创建快照的快照 plex，请使
用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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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Letter=<DriveLetter>]

要指定给新快照卷的驱动器盘符。

[/DrivePath=<DrivePath>]

要指定给新快照卷的驱动器路径。该驱动器
路径必须指向一个预先创建的本地空 NTFS
文件夹。该路径必须包含驱动器盘符和要装
入的文件夹，例如 C:\DB1VOL。

[/Newvol=<NewVolName>]

指定创建的新快照卷的名称。
如果未指定该名称，则默认快照卷名将以
SnapV 开头，后跟由 12 个字母数字字符组
成的字符串。 这个 12 个字符的字母数字字
符串是基于快照创建时间的编码十六进制时
间戳。例如，默认快照卷名将是
SnapV4A7337AE038A。
完整的设备路径将成为：
\Device\HarddiskDmVolumes
\<DiskGroupName>\<NewVolName>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或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Replica。 如果计划能够执行到故障
点的前滚恢复，则必须指定编写器。

component=<ComponentName>

组件的名称；对于 Exchange，它是在
Exchange 系统管理器中找到的存储组名
称，例如 First Storage Group。 如果计划
能够执行到故障点的前滚恢复，则必须使用
此组件。

backuptype=<Backuptype>

指定备份的类型：Full 或 Copy。如果未指
定任何选项，则默认为 Copy。 副本备份将
创建数据库卷和事务日志卷的副本。 完全
备份将创建数据库卷和事务日志卷的副本，
运行 Eseutil 以检查一致性，如果一致，将
截断事务日志。

-e

对数据库文件和日志文件运行 Eseutil 一致
性检查。 对于完全备份，会自动运行
Eseutil，但对于副本备份，则必须选择性地
进行指定。

-o

允许重写同名的现有 XML 文件。如果未指
定 -o，则 vxsnap create 命令不会重写
同名的现有 XML 文件，操作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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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定 COW 快照。
准备 COW 快照时，vxsnap diffarea 命令
必须用来创建卷影存储卷。 以下 vxsnap 属
性与 COW 快照不兼容，并将导致错误：

sechosts=<SecondaryHosts>

■

/DriveLetter=<driveLetter>

■

/DrivePath=<drivePath>

■

/Newvol=<newVolName>

■

/Plex=<plexName>

■

secHosts=<secondary hosts>

仅适用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环
境。要创建同步快照的辅助节点主机以逗号
分隔的列表。

注意：任何包含空格的文本字符串都必须括在引号中。
此示例创建组件邮箱的副本的快照。它指定将 VSS 编写器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Replica 用于该快照。
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C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component=mb1 backuptype=COPY -E

创建 Exchange Server 的组件 mb1 的 COW 快照。 创建副本备份，并且对快照卷
执行 Eseutil 一致性检查。
对于 Enterprise Vault 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create writer=<WriterName>
[site=<SiteName>[/VSG=<VSGName>[VS=<VSName>]]]
[[/]component=<ComponentName>[backuptype=FULL|COPY] [-o]

创建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快照。允许同时为多个卷创建快照。
可应用以下属性：
-x<Filename>

指示指定给将使用该命令创建的 XML 元数据
文件的名称。该文件名必须包括 .xml 扩展
名。 要为该文件指定默认位置以外的位置，
必须输入该文件的完整路径（例如，
J:\XML\Image1.xml）。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EnterpriseVault。在指定组件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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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SiteName>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的名称。

VSG=<VSGName>

Enterprise Vault 保管库存储组的名称。

VS=<VSName>

Enterprise Vault 保管库存储的名称。

component=<ComponentName>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名称。 例如，保管库
存储数据库、指纹数据库或卷组件，如索引、
分区等。

backuptype=FULL|COPY

指定备份的类型：Full 或 Copy。如果未指定
任何选项，则默认为 Copy。

-o

允许重写同名的现有 XML 文件。 如果未指
定 -o，则 vxsnap create 命令不会重写
同名的现有 XML 文件，操作将失败。

注意：任何包含空格的文本字符串都必须括在引号中。
有关为 Enterprise Vault 进行的创建操作的其他信息：
■

只指定编写器属性（如在 vxsnap -x xmlfile create
writer=EnterpriseVault 中），将导致创建整个 Enterprise Vault 场的组件的
快照。 这将包括 Enterprise Vault 目录数据库、监视数据库、审核数据库和报告
数据库。

■

指定站点属性（如在 vxsnap -x xmlfile creat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 中），将导致创建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级别的组件的快照。 此操
作准备指定站点中的目录数据库和所有组件（SQL 和卷）。

■

指定保管库存储组属性（如在 vxsnap -x xmlfile creat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VSG=VSG1 中），将导致创建指定保管
库存储组中所有保管库存储中的指纹数据库和所有组件的快照。

■

指定保管库存储属性（如在 vxsnap -x xmlfile creat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VSG=VSG1/VS=VS1 中），将导致创建

指定保管库存储中的保管库存储数据库和所有分区的快照。
■

指定组件属性（如在 vxsnap -x xmlfile creat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VSG=VSG1/VS=VS1 Component=<Component Name> 中），将导致
创建指定组件的快照。 该组件可以是 Enterprise Vault SQL 数据库或卷组件（例
如，保管库存储数据库、指纹数据库、目录数据库、监视数据库、报告数据库、
审核数据库、分区或索引卷等）。
■

对于保管库存储组件： 如果指定了保管库存储数据库组件，则也会创建保管
库存储中已打开分区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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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保管库存储组件： 如果指定了已打开分区组件，则也会创建保管库存储
中的保管库存储数据库的快照。

■

对于不同的组件： 如果不同的组件位于通用卷上，则只为该卷创建一次快
照。

完成该操作时，选定组件的状态（成功/失败）将会记录在日志
%VMPATH%\logs\EVStatus.log 中。该日志包含有关组件的操作是成功还是失
败的信息。 如果未能为组件的某个卷创建快照，则该操作将不会为该组件中的
剩余卷创建快照，也不会为剩余的任何其他请求的组件创建快照。 如果对组件
的所有卷成功执行了该操作，则会将该组件的状态记录为“成功”。 如果未能
对组件的任意卷执行该操作，则该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的所有组件的状态会
被记录为“失败”，并且会记录失败的原因。 在失败的组件之前已创建快照的
所有组件的状态将被记录为“成功”，而尚未创建快照的剩余组件的状态将被
记录为“跳过”。

示例
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vsg=vsg1/vs=vs1
site=site2 component="Index Location (V:)" component="Directory DB"

此示例创建 site1/vsg1 的保管库存储 vs1、site2 的 Index Location (V:) 和组件
Directory DB 的快照。
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

此示例创建 site1（包括目录数据库）的完整快照。
对于 SQL 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create [-g <dynamicdiskgroupname>]
source=<Volume>[/DriveLetter=<DriveLetter>][/DrivePath=<DrivePath>]
[/Newvol=<NewVolName>][/Plex=<PlexName>]...
[writer=<WriterName>] [component=<ComponentName>]
[server=ServerName] [instance=InstanceName]
[backuptype=FULL|COPY] [-o] [-c] [secHosts=<SecondaryHosts>]

创建指定卷或 SQL 数据库的快照。允许同时为多个卷创建快照。
用正斜杠（而不是空格）分隔源卷与属性。源卷属性与快照卷属性是成对的。如果
选择指定快照卷 plex、驱动器盘符、驱动器路径、卷标或卷名，则必须指定源卷。
可应用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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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Filename>

指示指定给将使用该命令创建的 XML
元数据文件的名称。该文件名必须包括
.xml 扩展名。 要为该文件指定默认位置
以外的位置，必须输入该文件的完整路
径（例如，J:\XML\Image1.xml）。

-g <DynamicDiskGroupName>

包含源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在指定卷名
时需要。

source=<Volume>

指示拆分镜像快照的源卷，由驱动器盘
符、驱动器路径（装入点）或
\\?\Volume{GUID}\ 格式的卷名指定。对
与指定组件关联的每个卷重复使用此参
数。

[/plex=<PlexName>]

指定要分离的镜像或 plex 的名称。如果
存在多个可用于创建快照的快照 plex，
请使用此参数。

[/DriveLetter=<DriveLetter>]

要指定给新快照卷的驱动器盘符。

[/DrivePath=<DrivePath>]

要指定给新快照卷的驱动器路径。该驱
动器路径必须指向一个预先创建的本地
空 NTFS 文件夹。该路径必须包含驱动
器盘符和要装入的文件夹，例如
C:\DB1VOL。

[/Newvol=<NewVolName>]

指定创建的新快照卷的名称。
如果未指定该名称，则默认快照卷名将
以 SnapV 开头，后跟由 12 个字母数字
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这个 12 个字符的
字母数字字符串是基于快照创建时间的
编码十六进制时间戳。例如，默认快照
卷名将是 SnapV4A7337AE038A。
完整的设备路径将成为：
\Device\HarddiskDmVolumes
\<DiskGroupName>\<NewVolName>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SQLServerWriter 或编写器的 GUID。
在指定组件时需要。

component=<ComponentName>

数据库的名称。该命令将同时为 SQL 数
据库的数据库卷和日志卷准备镜像。

server=ServerName

SQL Server 服务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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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InstanceName

SQL Server 实例名称。

backuptype=FULL|COPY

指定备份的类型：Full 或 Copy。如果未
指定任何选项，则默认为 Copy。要在
SQL Server 中备份日志，以便能够使用
SQL 日志重放还原数据库，则在此之前
必须已创建至少一个 Full 备份。

-o

允许重写同名的现有 XML 文件。 如果
未指定 -o，则 vxsnap create 命令
不会重写同名的现有 XML 文件，操作
将失败。

-c

指定 COW 快照。
准备 COW 快照时，vxsnap diffarea 命
令必须用来创建卷影存储卷。 以下
vxsnap 属性与 COW 快照不兼容，并将
导致错误：

sechosts=<SecondaryHosts>

■

/DriveLetter=<driveLetter>

■

/DrivePath=<drivePath>

■

/Newvol=<newVolName>

■

/Plex=<plexName>

■

secHosts=<secondary hosts>

仅适用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要创建同步快照的辅助节点主机
以逗号分隔的列表。

注意：任何包含空格的文本字符串都必须括在引号中。
示例
vxsnap -x billing_DB.xml create
source=G:/Newvol=billing_data
source=H:/Newvol=billing_log
writer=SQLServerWriter component=billing_DB
backuptype=full

此示例将基于组件 billing_DB（包含数据库卷 G 以及日志卷 H）创建一个快照集。
将快照卷分别命名为 billing_data 和 billing_log。XML 文件 billing_DB.xml 用于存
储标识该快照集的 VSS 元数据。在重新挂接快照集以对其进行重新同步的命令中
和使用该快照集恢复数据库的命令中，将使用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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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C writer=sqlserverwriter
component=testDB server=localhost

创建本地主机的默认实例中使用的 SQL 数据库 testDB 的 COW 快照。
对于卷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create [-g <dynamicdiskgroupname>]
source=<Volume>[/DriveLetter=<DriveLetter>][/DrivePath=<DrivePath>]
[/Newvol=<NewVolName>][/Plex=<PlexName>]...[-o] [-c]

创建指定卷的快照。允许同时为多个卷创建快照。
用正斜杠（而不是空格）分隔源卷与属性。源卷属性与快照卷属性是成对的。如果
选择指定快照卷 plex、驱动器盘符、驱动器路径、卷标或卷名，则必须指定源卷。
可应用以下属性：
-x <Filename>

指示指定给将使用该命令创建的 XML 元
数据文件的名称。该文件名必须包括 .xml
扩展名。

-g <DynamicDiskGroupName>

包含源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在指定卷名
时需要。

source=<Volume>

指示拆分镜像快照的源卷，由驱动器盘
符、驱动器路径（装入点）或
\\?\Volume{GUID}\ 格式的卷名指定。对
与指定组件关联的每个卷重复使用此参
数。

[/plex=<PlexName>]

指定要分离的镜像或 plex 的名称。如果
存在多个可用于创建快照的快照 plex，
请使用此参数。

[/DriveLetter=<DriveLetter>]

要指定给新快照卷的驱动器盘符。

[/DrivePath=<DrivePath>]

要指定给新快照卷的驱动器路径。该驱
动器路径必须指向一个预先创建的本地
空 NTFS 文件夹。该路径必须包含驱动
器盘符和要装入的文件夹，例如
C:\DB1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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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vol=<NewVolName>]

指定创建的新快照卷的名称。
如果未指定该名称，则默认快照卷名将
以 SnapV 开头，后跟由 12 个字母数字
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这个 12 个字符的
字母数字字符串是基于快照创建时间的
编码十六进制时间戳。例如，默认快照
卷名将是 SnapV4A7337AE038A。
完整的设备路径将成为：
\Device\HarddiskDmVolumes
\<DiskGroupName>\<NewVolName>

-o

允许重写同名的现有 XML 文件。 如果
未指定 -o，则 vxsnap create 命令不
会重写同名的现有 XML 文件，操作将失
败。

-c

指定 COW 快照。
准备 COW 快照时，vxsnap diffarea 命
令必须用来创建卷影存储卷。 以下
vxsnap 属性与 COW 快照不兼容，并将
导致错误：
■

/DriveLetter=<driveLetter>

■

/DrivePath=<drivePath>

■

/Newvol=<newVolName>

■

/Plex=<plexName>

■

secHosts=<secondary hosts>

注意：任何包含空格的文本字符串都必须括在引号中。
示例
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source=E:\Data\DB1/DrivePath=E:\Backup\DB1
source=E:\Data\DB2/DrivePath=E:\Backup\DB2

此命令未指定特定存储组（组件），而是从装入到 E:\Data\DB1 和 E:\Data\DB2 上
的卷创建快照。 装入点 E:\Backup\DB1 和 E:\Backup\DB2 将分别分配给生成的快
照卷。 此操作中涉及的元数据存储在 snapdata.xml 中。
vxsnap -x snapdata.xml create
-C source=D:

创建卷 D 的 COW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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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nap reattach
对于 Exchange 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f] [-b] reattach[writer=<WriterName>]
[secHosts=<SecondaryHosts>]

此命令将快照集中的快照卷与原始数据库卷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
可应用以下属性：
-x <Filename>

使用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文
件。每个快照集必须具有一个唯一的元
数据文件名。

注意：重新挂接操作成功完成后，将删
除此文件。
-f

强制执行重新挂接。使用此命令之前，
应确保没有其他应用程序在使用该卷。
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b

在后台重新同步卷。重新同步完成之前，
无法创建新快照。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sechosts=<SecondaryHosts>

仅适用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要创建同步快照的辅助节点主机
以逗号分隔的列表。

注意：使用此命令之前，应确保该快照卷未在使用中。
示例
vxsnap -x snapdata.xml reattach

此命令将使用 snapdata.xml 文件中的信息来重新挂接和重新同步快照集中的所有
卷。重新挂接操作成功完成后，将删除此 xml 文件。 在发出 vxsnap create 命令
之前，这些快照卷将与原始卷保持同步。
对于 Enterprise Vault 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f] [-b] reattach [writer=<WriterName>
[site=<SiteName>[/VSG=<VSGName>[VS=<VSName>]]]
[[/]component=<Componen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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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将快照集中的快照卷与原始 Enterprise Vault 组件卷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
可应用以下属性：
-x<Filename>

使用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文件。每个快照
集必须具有一个唯一的元数据文件名。

注意：重新挂接操作成功完成后，将删除此文件。
-f

强制执行重新挂接。使用此命令之前，应确保没有
其他应用程序在使用该卷。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b

在后台重新同步卷。重新同步完成之前，无法创建
新快照。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EnterpriseVault 或编
写器的 GUID。

site=<SiteName>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的名称。

VSG=<VSGName>

Enterprise Vault 保管库存储组的名称。

VS=<VSName>

Enterprise Vault 保管库存储的名称。

component=<ComponentName>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名称。 例如，保管库存储
数据库、指纹数据库或卷组件，如索引、分区等。

注意：任何包含空格的文本字符串都必须括在引号中。

注意：完成该操作时，选定组件的状态（成功/失败）将会记录在日志
%VMPATH%\logs\EVStatus.log 中。该日志包含有关组件的操作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信息。 如果未能重新挂接组件的某个卷，则该操作会继续重新挂接该组件的剩余卷
以及任何其他请求的组件。 成功完成该操作的组件将从快照集中删除。 如果对组
件的所有卷成功执行了该操作，则会将该组件的状态记录为“成功”。 如果未能对
组件的任意卷执行该操作，则该组件的状态会被记录为“失败”，并且会记录失败
的原因。
示例
vxsnap -x snapdata.xml reattach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vsg=vsg1/vs=vs1 site=site2
component="Index Location (V:)"
component="Directory DB"

此示例重新挂接 site1/vsg1 的保管库存储 vs1、site2 的 Index Location (V:) 和
Directory DB 的所有快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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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QL 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f] [-b] reattach[writer=<WriterName>]
[secHosts=<SecondaryHosts>]

此命令将快照集中的快照卷与原始数据库卷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
可应用以下属性：
-x <Filename>

使用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文件。每个快照
集必须具有一个唯一的元数据文件名。

注意：重新挂接操作成功完成后，将删除此文件。
-f

强制执行重新挂接。使用此命令之前，应确保没有
其他应用程序在使用该卷。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b

在后台重新同步卷。重新同步完成之前，无法创建
新快照。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SQLServerWriter 或
编写器的 GUID。

sechosts=<SecondaryHosts>

仅适用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环境。要创建同步
快照的辅助节点主机以逗号分隔的列表。

注意：使用此命令之前，应确保该快照卷未在使用中。
示例
vxsnap -x billing_DB.xml reattach writer=SQLServerWriter

此命令将使用 snapdata.xml 文件中的信息来重新挂接和重新同步快照集中的所有
卷。重新挂接操作成功完成后，将删除此 xml 文件。 在发出 vxsnap create 命令
之前，这些快照卷将与原始卷保持同步。
注意：任何包含空格的文本字符串都必须括在引号中。
对于卷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f] [-b] reattach

此命令将快照集中的快照卷与原始数据库卷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
可应用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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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Filename>

使用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文件。每个快照集必须具有一个唯
一的元数据文件名。

注意：重新挂接操作成功完成后，将删除此文件。
-f

强制执行重新挂接。使用此命令之前，应确保没有其他应用程序在使
用该卷。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b

在后台重新同步卷。重新同步完成之前，无法创建新快照。

注意：使用此命令之前，应确保该快照卷未在使用中。
示例
vxsnap -x snapdata.xml reattach

此命令将使用 snapdata.xml 文件中的信息来重新挂接和重新同步快照集中的所有
卷。重新挂接操作成功完成后，将删除此 xml 文件。 在发出 vxsnap create 命令
之前，这些快照卷将与原始卷保持同步。

vxsnap restore
对于 Exchange 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f] [-b] [-r] [-a] restore
restoreType=<PIT|POF> writer=WriterName
[subComponent=<subComponentName>]

使用通过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快照集中的快照卷可以还原数据，例如，在原
始卷已损坏后。 可以将数据还原到上次刷新快照集时的即时点或者还原到单个数据
库的故障点。
（可以对 COW 快照使用此命令。）
注意：对于 Exchange 2010，在 SFW 中不支持还原到恢复数据库。

注意：在完成单个数据库的故障点 (POF) 恢复之后，Symantec 建议使用 vxsnap
reattach 命令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 Exchange DAG 中的其他数据库，然后使用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新的快照集。
实施故障点恢复要求在创建快照集时已指定 writer=WriterName 和
component=<ComponentName> 参数。
可应用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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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Filename>

使用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
文件。每个快照集必须具有一个唯
一的元数据文件名。
如果没有为 <Filename> 指定完整
路径，则需要
writer=<WriterName> 属性。

-f

强制执行快照合并。使用此命令之
前，应确保没有其他应用程序在使
用该卷。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b

在后台重新同步卷。重新同步完成
之前，无法创建新快照。

-r

恢复一个或多个丢失的原始卷。 下
面的示例介绍了其他所需的步骤。
使用 COW 快照恢复时，不能指定
此选项。

-a

在执行还原操作之前卸载数据库，
然后在执行还原操作之后装入数据
库。

restoreType=<PIT|POF>

PIT 指定还原到创建该快照集或上
次刷新该快照集时的即时点。
POF 指定到故障点的前滚恢复。

writer=WriterName

Exchange Server VSS Writer 的名
称；用于定位搜索 XML 元数据文件
的默认目录。

subComponent=<subComponentName>

要还原的子组件的名称。 在
Exchange 中，子组件是邮箱存储
（数据库）。 仅在故障点恢复中使
用此属性。

注意：Exchange 2010 不支持
subcomponent 属性。

注意：使用此命令之前，请确保源卷和快照卷未在使用中。 使用 [-a] 属性自动卸
载和装入数据库，或者使用 Exchange 系统管理器卸载 DAG 中的所有数据库，然
后在该命令完成之后，再装入这些数据库。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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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nap -x snapdata.xml restore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此命令使用 snapdata.xml 文件中的信息将该文件中标识的快照集中的所有卷还原到
创建该快照集或上次刷新该快照集时的即时点。
即时点恢复
vxsnap -x snapdata.xml restore restoreType=PIT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此命令使用 snapdata.xml 文件中的信息将该文件中标识的快照集中的所有卷还原到
创建该快照集或上次刷新该快照集时的即时点。
到故障点的前滚恢复
vxsnap -x snapdata.xml restore restoreType=POF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此命令使用 snapdata.xml 文件中指定的存储组相关信息对数据库卷进行快照合并，
然后使用当前的事务日志前滚到故障点。
到单个数据库故障点的前滚恢复
vxsnap -x snapdata.xml restore restoreType=POF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subcomponent=DB1

此命令还原指定的数据库（子组件） DB1，然后使用当前的事务日志仅将该数据库
前滚到故障点。
硬件故障后的恢复
发生硬件故障后，可以使用 -r 选项执行集成 VSS 的恢复。 如果有包含 XML 元数
据文件的完整快照集可用，则以下恢复方案可行。
注意：有关 -r 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该软件中包含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中的“Snapshot Solutions (快照解决方案)”一节。
完成以下任务以执行集成 VSS 的恢复：
■

标识与各个丢失的生产卷相关联的快照卷。 记录各个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

使用 Exchange 系统管理器卸载存储组中的所有剩余数据库。

■

从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删除丢失的卷。

■

替换发生故障的硬件并将新磁盘添加到动态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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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指定快照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以使它们与丢失的生产卷相同。

■

通过在 vxsnap restore 命令中包含 -r 选项来执行集成 VSS 的恢复。例如，
请键入：
vxsnap -x snapdata.xml -r restore restoreType=PIT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此命令使用 snapdata.xml 文件中的信息将该文件中标识的快照集中的所有卷还
原到创建该快照集或上次刷新该快照集时的即时点。
警告：使用 vxsnap restore 命令之前，请验证是否已为每个卷正确指定了驱动
器或装入点，并且是否考虑了存储组（组件）中的所有卷。
对于 Enterprise Vault 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b] [-f] [-r] [-a] restore
writer=WriterName [site=<siteName>[/VSG=<VSGName>[/VS=<VSName>]]]
[[/]component=<ComponentName>] {RestoreType=[RECOVERY|NO_RECOVERY]}

使用通过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快照集中的快照卷来恢复损坏或丢失的
Enterprise Vault 组件。
此操作需要独占访问 Enterprise Vault 组件。
使用此命令之前，应验证源卷和快照卷是否未在使用中。
可应用以下属性：
-x <Filename>

使用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文件。每
个快照集必须具有一个唯一的元数据文件名。

-b

在后台重新同步卷。重新同步完成之前，无
法创建新快照。

-f

强制执行快照合并。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r

即使在未提供原始卷的情况下也可进行恢复。
如果选择此选项且未提供原始卷，则会将丢
失卷的快照卷从只读卷更改为读写卷。

-a

在执行还原操作之前卸载数据库，然后在执
行还原操作之后装入数据库。

writer=<WriterName>

VSS 编写器的唯一 ID，例如 EnterpriseVault
或编写器的 GUID。

site=<SiteName>

Enterprise Vault 站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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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G=<VSGName>

Enterprise Vault 存储组的名称。

VS=<VSName>

Enterprise Vault 存储的名称。

component=<ComponentName>

Enterprise Vault 组件的名称。 例如，保管库
存储数据库、指纹数据库或卷组件，如索引、
分区等。

restoreType=

指定数据库恢复类型（恢复或不恢复）：

[RECOVERY|NO_RECOVERY]

使用 RECOVERY，可从快照集还原数据库文
件和事务日志文件。不应用任何事务备份日
志。数据库保持操作状态。
要备份日志以便能够使用日志重放还原数据
库，则在此之前必须已创建至少一个完全备
份。
NO_RECOVERY 从指定的快照集还原到创建快
照时的状态。 不应用任何日志并使数据库保
持加载状态，以便能够手动重放备份日志到
特定的即时点。

注意：完成该操作时，选定组件的状态（成功/失败）将会记录在日志
%VMPATH%\logs\EVStatus.log 中。该日志包含有关组件的操作是成功还是失败的
信息。 如果未能还原组件的某个卷，则该操作会继续还原该组件的剩余卷以及任何
其他请求的组件。 成功完成该操作的组件将从快照集中删除。 如果对组件的所有
卷成功执行了该操作，则会将该组件的状态记录为“成功”。 如果未能对组件的任
意卷执行该操作，则该组件的状态会被记录为“失败”，并且会记录失败的原因。
以下是该命令的示例。
vxsnap -x snapdata.xml -a restore RestoreType=RECOVERY
writer=EnterpriseVault
site=site1/vsg=vsg1/vs=vs1 component="Directory DB"

此命令使用 snapdata.xml 中的元数据还原保管库存储 vs1 和组件 Directory DB。
对于 SQL 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f] [-b] [-r] restore
[restoreType=[RECOVERY|NO_RECOVERY]]
[noLogs|logFiles=<tlog1,tlog2,...>] writer=WriterName

使用通过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快照集中的快照卷来恢复损坏或丢失的 SQL
Server 数据库。此操作需要独占访问 SQL Server 数据库。
（可以对 COW 快照使用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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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命令之前，应验证源卷和快照卷是否未在使用中。
可应用以下属性：
-x <Filename>

使用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文件。每个快照集必
须具有一个唯一的元数据文件名。
如果没有为 <Filename> 指定完整路径，则需要
writer=<WriterName> 属性。

-f

强制执行快照合并。使用此命令之前，应确保没有其他
应用程序在使用该卷。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b

在后台重新同步卷。重新同步完成之前，无法创建新快
照。

-r

即使在未提供原始卷的情况下也可进行恢复。如果选择
此选项且未提供原始卷，则会将丢失卷的快照卷从只读
卷更改为读写卷。
只能将此选项与 Recovery noLogs 一起使用。使用此选
项之后，必须在 VEA 中将丢失卷的原始驱动器盘符/装
入路径显式指定给快照卷，然后使数据库联机。
使用 COW 快照恢复时，不能指定此选项。

restoreType=

指定数据库恢复类型（恢复或不恢复）：

[RECOVERY|NO_RECOVERY]

可将 RECOVERY 与 noLogs 或
logFiles=tlog1,tlog2,.... 属性结合使用。
RECOVERY 将使数据库保持联机状态。
要备份日志以便能够使用日志重放还原数据库，则在此
之前必须已创建至少一个完全备份。
NO_RECOVERY 从指定的快照集还原到创建快照时的状
态。 不应用任何日志并使数据库保持加载状态，以便能
够手动重放备份日志到特定的即时点。

noLogs

从快照集还原数据库文件和事务日志文件。不应用任何
事务备份日志。数据库保持操作状态。

logFiles=tlog1,tlog2,...

应用于 RECOVERY 选项的事务日志备份文件，用以实现
故障点恢复，并使数据库保持联机状态。 每个事务日志
都必须具有唯一的名称，并且是使用“overwrite existing
media (重写现有介质)”选项创建的。

writer=WriterName

以下是该命令的示例：

SQL Server VSS 编写器的名称；用于定位搜索 XML 元
数据文件的默认目录。指定 SQLServer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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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快照进行恢复（不使用日志重放）
vxsnap -x TestDB.xml restore RestoreType=RECOVERY noLogs
writer=SQLServerWriter

此命令将使用 TestDB.xml 文件中的信息还原快照集中的所有卷，并使该数据库
联机。 数据库将还原到创建快照集或上次刷新时的状态。
如果由于硬件故障导致生产卷丢失，则可以将 -r 选项与 RECOVERY noLogs 还
原类型结合使用。
vxsnap -x TestDB.xml -r restore RestoreType=RECOVERY noLogs
writer=SQLServerWriter
■

使用快照和日志重放进行恢复
vxsnap -x TestDB.xml restore RestoreType=RECOVERY
logFiles=c:\backup\tLog1.bak, c:\tLog2.bak
writer=SQLServerWriter

此命令将使用 TestDB.xml 文件中的信息还原快照集中的所有卷，然后应用指定
的事务日志备份（c:\backup\tLog1.bak 和 c:\tLog2.bak），并使该数据库联机。
■

还原快照并手动应用日志
vxsnap -x TestDB.xml restore RestoreType=NO_RECOVERY
writer=SQLServerWriter

此命令将使用 TestDB.xml 文件中的信息还原快照集中的所有卷，并使数据库保
持加载状态，以便能够手动将备份日志还原到特定的即时点。
注意：有关 -r 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icrosoft Clustering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指南（Microsoft SQL 版本）》）。
对于卷操作：
vxsnap -x <Filename> [-f] [-b] [-r] restore RestoreType=PIT
[<Volumename|Driveletter|DrivePath> ...]

使用通过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快照集中的快照还原数据，例如，在原始卷已
损坏之后。
（可以对 COW 快照使用此命令。）
可应用以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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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Filename>

使用 vxsnap create 命令创建的文件。每个快照集必须具
有一个唯一的元数据文件名。

-f

强制执行快照合并。使用此命令之前，应确保没有其他应用
程序在使用该卷。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b

在后台重新同步卷。重新同步完成之前，无法创建新快照。

-r

恢复一个或多个丢失的原始卷。
使用 COW 快照恢复时，不能指定此选项。

RestoreType=<PIT>

PIT 指定还原到创建该快照集或上次刷新该快照集时的即时
点。

VolumeName

卷的名称。 例如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ynamicGroup\Volume1。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DrivePath

卷的驱动器路径。

示例
vxsnap -x snapdata.xml restore RestoreType=PIT

此命令使用 snapdata.xml 文件中的信息将快照集中的所有卷还原到创建该快照集或
上次刷新该快照集时的即时点。

vxsnap refresh
对于 Exchange 和 SQL 操作：
vxsnap refresh

此命令刷新所有 VSS 编写器和组件对象。 （Exchange、SQL、Enterprise Vault、
和 COW 操作）
注意：添加或删除 VSS 组件时或第一次连接到 VEA 控制台时，VEA 控制台中不会
显示更新后的 VSS 组件。 要查看更新后的 VSS 组件，必须手动刷新 VEA。 要手
动刷新控制台，请运行 vxsnap refresh 命令或通过 VEA 控制台执行“Refresh
(刷新)”操作。

vxsnap diffarea
对于 COW 快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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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nap diffarea <-a|-r|-c> source=<driveletter>
/target=<driveletter>[/size=<size>]...

管理 COW 快照的卷影存储区域设置的创建、删除和修改。
可应用以下属性：
-a

为源中指定的卷创建卷影存储区域。 卷影存储区域位于目标中具有指定大小
的指定卷上。 卷影存储区域必须位于源所在的动态磁盘组中。 它可以位于与
源卷相同的卷上。

-r

删除目标中指定的卷影存储区域与源中指定的卷的关联。

-c

更改目标中指定的现有卷影存储区域的卷影存储区域设置和源中指定的卷。

source

COW 快照的源卷。

注意：不能将基本卷作为源卷使用。
target

在执行写入操作之前用于存储源卷的块的卷。

注意：不能将基本卷作为目标卷使用。
注意：目标卷必须是 NTFS 卷。
size

作为卷影存储区域的卷的大小。
如果大小设置为 -1，或者未指定大小，则卷影存储区域的大小不受限制。

注意：使用 VEA GUI 可查看卷影存储区域的设置。
示例
vxsnap diffarea -a source=E:/target=F:/size=500
source=G:/target=H:/size=300

此命令创建两个卷影存储区域。 一个是卷 F 上的 500MB 的卷影存储区域，用于存
储卷 E 的 COW 快照。第二个是卷 H 上的 300MB 的卷影存储区域，用于存储卷 G
的 COW 快照。
vxsnap diffarea -r source=E:/target=F:

此命令删除卷 E 和卷 F 上的卷影存储区域之间的关联。

vxsnap delete
对于 COW 快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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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nap -x <Filename> [-f] delete
[writer=WriterName]

删除与指定的 XML 文件中的信息相对应的 COW 快照。成功删除所有快照之后，
将删除该 XML 文件。
可应用以下属性：
-x <Filename>

存储 COW 快照的元数据的文件的名称。 该文件是通过
vxsnapsql create 命令创建的。

-f

强制执行删除。使用此选项时要小心。
快照集中的一个或多个快照不存在时，可使用此 -f 选项。 例
如，由于 Windows 已删除较旧的快照以便为较新的快照提供
空间，从而导致快照集中的一个或多个快照不再存在时，可以
使用此 -f 选项。

writer=WriterName

与要删除的快照关联的 VSS 编写器的名称。

示例
vxsnap -x snapdata.xml delete writer="Microsoft Exchange Writer"

删除与 snapdata.xml 中的信息相对应的 Exchange COW 快照。
vxsnap -x snapdata.xml delete writer=sqlserverwriter

删除与 snapdata.xml 中的信息相对应的 SQL COW 快照。
vxsnap -x snapdata.xml delete

删除与 snapdata.xml 中的信息相对应的 COW 快照。
vxsnap -x cow1.xml -f delete

强制删除与 cow1.xml 中的信息相对应的 COW 快照。

vxfsync
vxfsync 实用程序使用“快速文件重新同步”功能将快照卷中的单个文件与原始卷
重新同步。 该实用程序用于还原具有包含多个数据库文件的卷的数据库应用程序中
一个损坏文件的完好副本。
vxfsync -g <DynamicDiskGroupName> -m <Mastervolume> -s <Snapvolume>
-f <filename>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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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sync 命令仅可从位于以下路径的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文件夹中找

到：
%ProgramFiles%\Veritas\Veritas Volume Manager
-g<DynamicDiskGroupName>

包含原始卷和快照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m <Mastervolume>

原始卷。

-s <Snapvolume>

拆分镜像快照卷的名称。

-f <filename>

要与原始卷重新同步的文件的文件名。

示例
vxfsync -g test -m vol1 -s vol1_snap01 -f test.dat

此命令将使用快照卷（副本）vol1_snap01 重新同步或还原主卷（即原始卷）vol1
上的文件 test.dat。

vxscrub
vxscrub 命令用于删除注册表中因添加和删除卷而产生的不需要的项。 此命令可通

过清除系统配置单元来缩小注册表的大小。 在添加和删除卷后缩小注册表大小可避
免在系统重新启动期间出现问题。在运行 vxscrub 之后必须重新启动系统。
警告：必须在技术支持人员的指导下使用 vxscrub 实用程序。 如果在无人监控的
情况下使用此实用程序，则可能导致导入磁盘组时出现性能问题。
[-a|-b|-l|-v]

只卸载所有未使用的卷、磁盘或已装入的设备。 不清除系统配置单
元。

-p

卸载所有未使用的卷、磁盘和已装入的设备，然后清除系统配置单
元。

-forcepurge

只清除系统配置单元， 而不卸载未使用的卷、磁盘或已装入的设
备。

键入以下内容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scrub

vxscrub [-a|-b|-l|-v]
vxscrub [-a|-b|-l|-v] [-d] [-m] [-q]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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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卸载所有未使用的卷、磁盘或已装入的设备。 不清除系统配置单元。
注意：使用此命令模式，注册表的系统配置单元不会在物理上缩小。 使用其他命令
模式可在物理上缩小注册表的系统配置单元。
可应用以下属性：
-a

卸载所有未使用的卷。

-b

卸载所有未使用的基本卷。

-l

卸载所有未使用的 LDM 卷。

-v

卸载所有未使用的 SFW 卷。

-d

卸载所有未使用的磁盘实例。

-m

清理已装入设备的数据库。

-q

不显示任何输出。

-c

测试卸载和清理操作。 不执行卸载和清理操作。

示例
vxscrub -a -d -m

此命令可卸载所有未使用的卷、磁盘和已装入的设备。

vxscrub -p
vxscrub -p [-q]

卸载所有未使用的卷、磁盘和已装入的设备，然后清除系统配置单元。
注意：在运行此命令后，必须重新启动系统。
可应用以下属性：
-p

卸载所有未使用的卷、磁盘和已装入的设备，然后清除系统配置单元。

-q

不显示任何输出。

示例
vxscru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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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命令可卸载所有未使用的卷、磁盘和已装入的设备；清除系统配置单元并缩小注
册表的大小。

vxscrub -forcepurge
vxscrub -forcepurge [-c]

只清除系统配置单元， 而不卸载未使用的卷、磁盘或已装入的设备。
注意：在运行此命令后，必须重新启动系统。
可应用以下属性：
-forcepurge

清除系统配置单元。

-c

测试清除操作，并报告注册表的新大小。 不会执行清除操作。

示例
vxscrub -forcepurge

此命令将清除系统配置单元并缩小注册表的大小。

vxverify
vxverify 命令用于确定镜像卷的 plex 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此命令将逐块地对卷进

行比较。 将在输出中报告不匹配的块。
注意：对于 RAID-5 卷，vxverify 还将检查卷的奇偶校验的完整性。
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verify -?
vxverify [-v] [-p] [-d <n|all>] <DynamicDiskGroupName> <Volume
Name>[[offset] length]

可应用以下属性：
-v

启用详细输出。 此选项指定除了那些不匹配的块之外，
输出还将包括镜像卷名、块编号和正在比较的块数。

-p

使实用程序可以处理部分 plex，以实现调试目的。

699

命令行界面
vxprint

-d

使实用程序可以转储不匹配的块。

n|all

指定要转储的不匹配块的数目。

<DynamicDiskGroupName>

■

n 指定不匹配块的数目。

■

all 指定转储所有不匹配的块。

指定卷的动态磁盘组。

注意：磁盘组的名称区分大小写。
<Volume Name>

指定要处理的卷。

offset

指定用于比较的偏移。 偏移被指定为块的数目。

length

指定用于比较的长度。 长度被指定为块的数目。

注意：如果未指定长度，则会比较整个卷。
示例
vxverify -g Accounting test

此命令可对磁盘组 Accounting 的卷 test 与其镜像进行比较。

vxprint
vxprint 命令可显示 SFW 和 Volume Replicator 对象的相关信息。

指定对象的名称即可显示该对象的信息。 将按顺序显示记录关联内的层次结构，从
而使记录结构清晰明了。 当没有任何输出值时，输出中将显示为短划线 (-)。 如果
未在命令中指定任何选项，该命令将默认使用 -h 选项。
典型的输出格式由单行记录构成，其中每一行中都包含诸如记录类型、名称、对象
关联、对象状态、长度和其他字段信息。在记录信息之前，还会写入一个标题行。
如果命令中未指定任何磁盘组，则会显示所有磁盘组中的对象。
键入以下序列将显示其语法说明：
vxprint -?
vxprint [-h] [-n] [-q] [-l] [-P] [-V] [-v] [-p] [-d] [-s] [-A] [-Q]
[-G] [-E] [-g <DynamicDiskGroupName> ] [Name]

可应用以下属性：
-h

列出记录层次结构。

-n

列出记录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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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输出显示中隐藏字段标题。

-l

以详细格式列出记录信息。

-P

列出 Volume Replicator RLINK 记录。

-V

列出 Volume Replicator RVG 记录。

-v

列出卷记录。

-p

列出 plex 记录。

-d

列出磁盘记录。

-s

列出子磁盘记录。

-A

显示所有磁盘组。

-Q

隐藏磁盘组标题。

-G

列出磁盘组。

-E

列出磁盘阵列。

<-gDynamicDiskGroupName>

指定动态磁盘组。

<名称>

指定要处理的对象。

示例
vxprint -gAccounting test

此命令将显示磁盘组 Accounting 中卷 test 的信息。
vxprint -v

此命令将显示系统上所有卷的信息。
vxprint -p

此命令将显示系统上所有 plex 的信息。

sfcache
sfcache 实用程序具有管理 SmartIO 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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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cache create
sfcache create <cachearea_name> [-a] [cacheline_size = <size>]
<diskname(s) | p#c#t#l#>
cachearea_name

输入一个有效的缓存区名称。

-a

将缓存区作为 auto 缓存区。

diskname(s)

用于创建缓存区的 SSD 的空格分隔列表。

p#c#t#l#

指示磁盘名称的另一种方式。p#c#t#l# 参数分别对应于磁
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cacheline_size =
<size>]

缓存行大小或缓存区大小，以 KB 为单位。
支持的值有 16、32 和 64。
默认值为 64。

sfcache delete
sfcache delete <cachearea_name>
cachearea_name

要删除的缓存区的名称。

sfcache enable
sfcache -g <DynamicDiskGroupName> enable
<VolumeName(s)|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c<cachearea_name>]
-g
包含源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在指定卷名时需要。
<DynamicDiskGroupName>
VolumeName(s)

要启用缓存的卷的名称。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 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c <cachearea_name>

要与卷链接的缓存区的名称。
如果没有指定此选项，卷将与 auto 缓存区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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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cache disable
sfcache -g <DynamicDiskGroupName> disable
<VolumeName(s)|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g
包含源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在指定卷名时需要。
<DynamicDiskGroupName>
VolumeName(s)

要禁用缓存的卷的名称。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 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sfcache online
sfcache online <cachearea_name>
cachearea_name

要联机的缓存区的名称。

sfcache offline
sfcache offline <cachearea_name>
cachearea_name

要脱机的缓存区的名称。

sfcache growby
sfcache growby <cachearea_name> <diskname(s) | p#c#t#l#>
cachearea_name

要扩大的缓存区的名称。

diskname(s)

要添加至缓存区的 SSD 的空格分隔列表。

p#c#t#l#

指示磁盘名称的另一种方式。p#c#t#l# 参数分别对应于磁
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sfcache shrinkby
sfcache shrinkby <cachearea_name> <diskname(s) | p#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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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hearea_name

要缩小的缓存区的名称。

diskname(s)

要从缓存区删除的 SSD 的空格分隔列表。

p#c#t#l#

指示磁盘名称的另一种方式。p#c#t#l# 参数分别对应于磁
盘的端口、通道、目标和 LUN。

sfcache set
sfcache set <cachearea_name> {-a|-r}
cachearea_name

缓存区的名称。

-a

将缓存区设为 auto 缓存区。

-r

将缓存区设为 noauto 缓存区。

sfcache list
sfcache list {<[-g <DynamicDiskGroupName>]
<VolumeName(s)|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cachearea_name>} [-l]
-g<DynamicDiskGroupName> 包含源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在指定卷名时需要。
VolumeName(s)

要禁用缓存的卷的名称。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 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cachearea_name

缓存区的名称。

-l

以详细格式列出信息。

sfcache stat
sfcache stat {<[-g <DynamicDiskGroupName>]
<VolumeName(s)|DriveLetter|VmName|DrivePath> >|<cachearea_name>}
{[-l] | [-i<interval>[-n<Count>]]}
-g
包含源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在指定卷名时需要。
<DynamicDiskGroup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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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Name(s)

要禁用缓存的卷的名称。

DriveLetter

卷的驱动器盘符。

VmName

卷的内部名称；要求使用 -g 选项（例如 -g DG1
Volume1）。

DrivePath

装入 NTFS 文件夹的卷；它由指向该文件夹的路径表示。

cachearea_name

缓存区的名称。

-l

以详细格式列出信息。

-i <interval>

每隔 <Interval> 秒显示一次统计信息。 显示统计信息的实例
之间的默认和最小时间间隔是 5 秒。

-n<Count>

在 <Count> 次之后，停止按时间间隔显示统计信息。

调整 SFW
SFW 提供 vxtune 命令来调整 SFW 可调参数。
如果要使用不同的值进行试验以获得符合要求的最佳值，则该命令特别有用。
vxtune 命令的语法：
vxtune [ <tunable> [<value>] ]
vxtune 命令的参数：
参数

说明

可调参数

指定要显示或更改的值所属的可调参数的名称。

值

指定要为可调参数设置的值。

新的可调参数 vol_maxkiocount 适用于 vxio。您可以按照如下所示对其进行调整：
vol_maxkiocount：指定 SFW 可执行的最大并行 I/O 操作数。

允许的最大值为 2147483647。默认值为 2048。

显示可调参数值
使用不含任何参数的 vxtune 命令来显示当前分配给 SFW 可调参数的值。
vxtune 命令的语法：
vxtune [<tu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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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可调参数的默认值，请使用以下命令：
vxtune

要显示特定可调参数的值，请使用以下命令：
vxtune <tunable>
vxtune 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vol_maxkiocount=4096

设置可调参数值
使用含有参数值的 vxtune 可调参数命令将可调参数设置为新值。修改可调参数之
后，将立即更新新的可调参数值。
vxtune <tunable> <value>

要将 vol_maxkiocount 的值设置为 4096，请使用以下命令：
vxtune vol_maxkiocount 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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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阵列的 VDID 详细信息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属于多种阵列的磁盘的 VDID 字符串格式

属于多种阵列的磁盘的 VDID 字符串格式
Veritas 磁盘 ID (VDID) 是包含可识别磁盘所在阵列的信息的字符串。VDID 字符串
在 GUI 中显示为磁盘显示信息的一部分。 vxdisk diskinfo 和 vxdisk list CLI
命令的结果中也会显示 VDID 字符串。
下表描述属于多种阵列的磁盘的 VDID 字符串格式。
注意：对于 ddlprov 提供程序发现的磁盘，其列阵的 VDID 字符串格式是
VID_PID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对于 ddlprov 提供程序没有
发现的磁盘，其列阵的 VDID 字符串格式是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请注意，以下不是此类列阵的完整列表。
阵列

型号/类型

VDID 字符串的格式

Cisco

MDS

SCSI Inquiry Page 83 data

COMPAQ

HSG80/HSG80CCL SCSI Inquiry Page 83 data

Default (默 所有型号
认)

DevicePath@HostName

EMC

Clarion

EMC_DGC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EMC

Symmetrix/DMX

EMC_SYMMETRIX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Hitachi

9960, 9970,
HITACHI_PID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9980, 9200,
9500, 7700, U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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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VA

HSV

HP_PID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HP-XP

1024

HP_1024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HP-XP

512

HP512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HP-XP

128

HP128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IBM

DS8000, DS6000 IBM_PID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IBM

200，700，
600，400，
Fast_T

IBM_PID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IBM-LSI

所有型号

SCSI Inquiry Page 83 data

IBM Shark F20，ESS 800， IBM_PID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F10
JBOD

所有型号

{WWWN}+{SCSI LUNID}

NETAPP

F825, FAS900

NETAPPP_LUN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SUN-T3

所有型号

SCSI Inquiry Page 83 data

3PAR

Inserv Storage
3PARdata_PID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Server、
E-Class、
F-Class、
S-Class、T-Class

DELL

Equalogic
VID_PID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PS5000/PS6000
系列

PILLAR

Axiom
300/500/600

VID_PID_CabinetSerialNumber_LUNSerialNumber

Fujitsu

所有型号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Compellent 所有型号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EMC

VPLEX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HP

MSA P2000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HP

MSA 2040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IBM

DS5020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IBM

DS3524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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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6540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SUN

7310

VID_PID_DISKS_LUNSerial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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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ulti-Pathing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通过利用所挂接磁盘存储系统中的计算机
与各个磁盘之间的多条路径，Dynamic Multi-Pathing 选件可为磁盘存储器添加容
错。由于路径错误而可能失败的磁盘传输会自动重新路由到备用路径。 Dynamic
Multi-Pathing 还通过允许在多条路径之间进行负载平衡来提高性能。Dynamic
Multi-Pathing 有两种可用形式：DMP 和 MPIO。

FR（快速重新同步）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快速重新同步是 FlashSnap 功能的一部
分。FR 通过使用 FR 日志记录以仅复制对临时拆分镜像的更改，来支持镜像的重新
同步。这样可减少将拆分的镜像重新结合到镜像集所花费的时间，同时可减少完成
重新同步所需的服务器 CPU 周期。快速重新同步还可以在普通镜像卷上使用，以
加速重新同步过程。

FT（容错）卷

指最初在 Windows NT 磁盘管理器中创建的 RAID 卷。这些卷包括跨接卷（卷集）、
镜像卷（镜像集）、条带卷（条带集）和 RAID-5 卷（带奇偶校验的条带集）。FT
是指容错，即使某些卷集不具有容错功能。Windows Server 2003 不支持 FT 卷。

FT（容错）磁盘

指包含在 Windows NT 磁盘管理器中创建的容错卷的磁盘。

LUN（逻辑单元号）

该编号与目标 ID 结合可唯一标识端口上的磁盘。

NTFS（Windows NT 文 为专门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使用而设计的一种高级文件系统。它支持文件系统
件系统）

恢复、极大的存储介质、较长的文件和文件夹名称，以及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严重阈值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导致报告错误的卷容量百分比。默认值为
90%。

主分区

使用基本磁盘上的未分配空间创建的卷。Microsoft Windows NT 和其他操作系统可
以从主分区启动。最多可以在基本磁盘上创建四个主分区或者三个主分区加一个扩
展分区。主分区只能在基本磁盘上创建，而且无法划分子分区。但是，扩展分区最
多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32 个逻辑驱动器。

主动/主动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DMP 在可能的路径之间分配进出阵列的
数据传输，从而实现负载平衡功能的模式。使用此模式时，DMP 实施轮循算法，
即，对于进出磁盘的每次连续数据传输，按顺序选择每条路径。例如，如果路径 A
和 B 为主动路径，那么第一次磁盘传输发生在路径 A 上，第二次发生在路径 B 上，
第三次又发生在路径 A 上。

主动/被动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DMP 通过首选路径分配进出阵列的数据
传输的模式。此路径始终是主动路径，另外一条或多条路径充当后备路径，只有当
前工作路径出现故障时才会使用后备路径。此选项不提供负载平衡功能。

术语表

主磁盘组

包含计算机的引导磁盘或系统磁盘的磁盘组。所有其他动态磁盘组称为辅助磁盘
组。如果系统上的动态磁盘组均不包含引导磁盘或系统磁盘，则不存在主磁盘组。

分区

物理磁盘的一部分，其作用就像是一个物理上独立的磁盘。只能在基本磁盘上创建
分区。分区不能跨越磁盘；它们必须是连续的区域。将包含分区的基本磁盘升级为
动态磁盘时，分区会变为动态磁盘上的简单卷。

动态卷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动态卷是指在动态磁盘上创建的可用来替
代分区的卷。动态卷由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的一个或多个部分组成，并按五种卷布
局类型之一进行组织： 连续、镜像、条带、RAID-5 和镜像条带 (RAID 0+1)。如果
动态卷使用 NTFS 进行格式化，则卷的大小可以增加，动态磁盘组中的动态磁盘上
有可供卷扩展的未分配空间。

动态磁盘

动态磁盘是一种物理磁盘，可以包含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创建的
动态卷。动态卷使用特定的卷布局类型来组织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上的空间。动态
卷的六种布局类型包括：简单、跨接、镜像、条带、RAID-5 和镜像条带 (RAID
0+1)。在动态磁盘上，通过卷而非分区来组织空间。 由于动态磁盘没有 Windows
NT、Windows 95/98 和 MS-DOS 所使用的分区机制，因此无法通过这些操作系统
访问动态磁盘。

卷

卷是由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的一个或多个部分组成的逻辑实体。卷可以通过文件系
统进行格式化，并可通过驱动器盘符或装入路径进行访问。和磁盘类似，卷可以是
基本卷，也可以是动态卷。

卷读取策略

通过动态卷的卷读取策略，管理员可以指定是读取特定的镜像，还是以轮循方式轮
流为检测到的每个非连续 I/O 读取所有镜像。

奇偶校验

与信息块相关联的冗余信息。奇偶校验是一个计算值，用于在发生故障后重构数
据。
RAID-5 卷条带数据与奇偶校验交替分布在磁盘集中。在每个条带内，其中一个磁
盘上的数据为奇偶校验数据，其他磁盘上的数据为正常数据。因此，RAID-5 卷至
少需要三个磁盘来存储额外的奇偶校验信息。当磁盘发生故障时，可以使用完好磁
盘上的奇偶校验信息重新创建故障磁盘上的数据。

子磁盘

指磁盘的连续空间区域。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子磁盘是分配卷
中磁盘空间所用的基本单位。一个磁盘可以分为一个或多个子磁盘。每个子磁盘表
示动态磁盘上卷的特定部分。
一个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磁盘可以包含多个子磁盘，但子磁盘不能重
叠或共享磁盘的相同部分。不属于子磁盘的磁盘空间均视为未分配空间，可用于创
建新卷。
可以移动子磁盘以提高磁盘性能。

引导分区卷

包含 Windows 操作系统及其支持文件的卷。引导卷可以与系统卷位于同一位置。
在 Windows 中，系统分区或卷是计算机从中启动的分区或卷，而引导卷是包含操
作系统及其支持文件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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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分区

可包含逻辑驱动器的基本磁盘部分。扩展分区用于在基本磁盘中包含四个以上的
卷。基本磁盘最多可以包含四个主分区或者三个主分区加一个扩展分区。扩展分区
最多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32 个逻辑驱动器。

故障转移

引发设备故障、程序故障或安全网关故障的操作会使其他操作自动获取它的工作负
载。

条带卷 (RAID-0)

将数据存储在两个或多个物理磁盘上的条带中的卷。条带卷中的数据以交替方式均
匀地（按条带）分配到条带卷的磁盘中。只能在动态磁盘上创建条带卷。条带卷本
身不具有容错功能；但是，可以对条带卷进行镜像以使其容错。还可以对条带卷进
行扩展。

活动分区或卷

计算机从中启动的分区或卷。在基本磁盘上，活动分区必须是主分区。对于动态磁
盘，无法直接将动态卷标记为活动。但是，可以将包含系统分区的基本磁盘升级为
动态磁盘。在升级磁盘并重新启动计算机之后，系统分区将变为系统卷，并保留其
活动状态。
将包含系统分区的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时，将保留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
统所需的分区表信息。

热点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热点是可能会导致 I/O 吞吐量瓶颈的高 I/O
活动区域。

热重定位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当磁盘发生故障时，热重定位会自动将所
有子磁盘从故障磁盘的冗余卷移动到热备用磁盘，如果热备用磁盘上没有足够空
间，则将其移动到其他磁盘上的空闲空间。

监视间隔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可监视阵
列的路径以确定这些路径是否正常工作。监视间隔指定了监视该阵列的时间间隔。

目标 ID

该编号与 LUN 相结合，可唯一地标识端口上的磁盘。

磁盘

挂接到计算机的物理数据存储设备。

磁盘替换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将发生故障的磁盘替换为空的基本磁盘的
过程。在新磁盘上重新创建卷配置。无法保证非冗余卷的内容能够得以保留。冗余
卷将自动重新同步。

磁盘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可将磁盘组织为磁盘组。通过磁盘组，您可以组
织系统中的磁盘，并简化包含大量磁盘的系统的存储管理。 此外还可以在计算机之
间移动磁盘，以便在计算机之间轻松转移存储空间。

磁盘迁移

将正常运行的磁盘上的所有内容迁移或移动至相同动态磁盘组中动态磁盘的空闲空
间的过程。

简单动态卷

简单动态卷由单个物理磁盘上的单个连续区域（或子磁盘）组成。可以对简单动态
卷进行扩展或镜像。可以在同一磁盘内或其他磁盘上扩展简单卷。
当升级包含分区的基本磁盘时，该分区将变为简单卷。当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
时，基本磁盘上的扩展分区也会变为简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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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区或卷

包含加载操作系统所需文件的分区或卷。与活动分区或卷相同。在 Windows 中，
系统分区或卷是计算机从中启动的分区或卷，而引导卷是包含操作系统及其支持文
件的卷。系统分区或卷与引导分区或卷可以是同一个分区或卷。

统计数据阈值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统计数据阈值是磁盘或子磁盘显示低 I/O
活动状态以外的 I/O 状态所必需的每秒最小 I/O 量。

警告阈值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系统发出警告消息时的卷容量百分比。默
认值为卷容量的 80%。

跨接卷

由多个物理磁盘上的磁盘空间组成的卷。可以随时扩展跨接卷，为其添加更多空
间。只能在动态磁盘上创建跨接卷。跨接卷本身不具有容错功能。但是，可以对跨
接卷进行镜像以使其容错。

轮询间隔

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中，轮询间隔是检查卷容量的时间间隔。

辅助磁盘组

主磁盘组之外的任何动态磁盘组。主磁盘组是包含计算机的引导磁盘或系统磁盘的
动态磁盘组。所有其他动态磁盘组称为辅助磁盘组。

逻辑驱动器

逻辑驱动器是驻留在基本磁盘扩展分区上的简单卷。逻辑驱动器只能位于扩展分区
的空间中。它们不能跨多个磁盘。可以对逻辑驱动器进行格式化，也可以为其指定
驱动器盘符。
扩展分区最多可以划分为 32 个逻辑驱动器。创建逻辑驱动器时，可以使用扩展分
区中的全部或部分空闲空间。

驱动器路径

指向在 NTFS 卷上的空文件夹中装入的本地驱动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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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概述 475
请参见“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269
“Add Disk to Dynamic Disk Group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
加磁盘)”命令 110
“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盘组)”命
令 162
“Expand Partition (扩展分区)”命令 136
“Expand Volume (扩展卷)”命令 133
“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命
令 164
“Max Size (最大大小)” 53
“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522, 597
“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命令 243
“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命令 48
“New Volume (新建卷)”命令 51
“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 114
“Upgrade Dynamic Disk Group Version (升级动态磁
盘组版本)”命令 157

A
Add Private Dynamic Disk Group Protection (添加专
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命令 168

B
bugcheck 7B 错误消息 537
表头
自定义 81
部分磁盘组结合 280

C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
径) 命令 126
Chkdsk 命令 512, 514
重新激活卷命令 525
重新扫描命令 521
重新扫描命令 521
Customize Table Header (自定义表头) 命令 81
策略文件 201

查看
所有驱动器路径（装入的卷） 129
与磁盘关联的所有卷 72
与卷关联的所有磁盘 72
阵列磁盘和路径状态 (MPIO) 405
查看所有驱动器路径命令 129
撤消热重定位 222
创建
动态磁盘组 48
动态卷 51
分区 141
镜像 210
逻辑驱动器 144
磁道对齐
vxdisk 命令 597
磁盘
“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命令 115
“Rescan (重新扫描)”命令 114
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 命令 116
S.M.A.R.T. 监视 196
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 115
查看 72
名称 556
配置信息 31
删除 113
属性 119
添加磁盘 108
添加签名 109
无签名 529
状态描述 506
磁盘管理
Windows 磁盘管理磁盘组 48
使用 VDS 32
问题（卸载 SFW 后） 534
与磁盘管理兼容的磁盘组 48, 169
磁盘视图
打印命令 83
卷详细信息 84
上下文菜单 85
刷新视图命令 82
投影 85
完整卷显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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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展开视图 84
磁盘中止 242
磁盘组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 40
创建 48
从早期的 SFW 版本升级 157
导入 164
定义 40, 153
动态磁盘组 154
分区共享存储 166
辅助 154
基本磁盘组 154
集群 155
删除
两种方法 156
属性 169
添加磁盘 110
在计算机之间移动磁盘之后修复包含降级数据的
卷 518
重命名 159
逐出 162
主 154
专用保护 155, 166–167, 169
从 SAN 引导 594
从动态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112
存储迁移
I/O 大小 459
关于 459
任务线程 460
错误符号 511

D
DCO 卷
不显示在磁盘视图中 543
快照 Prepare (准备) 命令 257
删除镜像 254
添加镜像 254
移动子磁盘 254
主要主题 253
Destroy Dynamic Disk Group (销毁动态磁盘组) 命
令 156
Dirty Region Logging (脏区日志)
删除日志 225
添加日志 224
Disk View (磁盘视图)
Print (打印) 83
Projection (投影) 83
Show Legend (显示图例) 命令 83
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 83

非扩展视图 84
概述 82
扩展磁盘 83
图形视图的选项 83
主要主题 82
Disk View (磁盘视图) 选项卡 79
DMPW
请参见“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382
打印命令（磁盘视图） 83
导入失败磁盘状态 506
丢失的卷状态 508
动态 RAID-5 卷 62
动态磁盘
重新扫描 521
磁盘中止 242
定义 38
分离 160
挂接 161
恢复为基本磁盘 112
配置信息 31
使脱机的动态磁盘恢复联机 512
外来 522, 597
重新激活 524
动态磁盘组
参见磁盘组 153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请参见 vxdg join（动态磁盘
组拆分和结合）
故障排除提示 283
在集群上使用 281
主要主题 269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DGSJ)
拆分动态磁盘组 271
对 Volume Replicator 的限制 283
关于部分磁盘组结合 280
恢复 276
结合动态磁盘组 277
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操作的恢复 276
动态镜像卷 62
动态镜像条带卷 (RAID 0+1) 63
动态卷 39, 123
定义 39
类型 60
优点 31
动态条带卷 61
动态引导卷或系统卷
镜像 216
镜像时出现问题 532
扩展时出现问题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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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63
动态重新布局 226
断开镜像 212
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 44
队列深度 234

E
Evacuate Disk (迁移磁盘) 115

F
FastResync
重新连接 252
FAT 文件系统 141
FAT32 文件系统 141
FFR
请参见“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285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命令 129
FlashSnap
概述 246
脱离主机备份 249
主要主题 246
法定仲裁时间设置 485
访问 SFW 41
非扩展视图（Disk View (磁盘视图)） 84
分区
Mark Active (标记为活动分区) 命令 144
创建 141
定义 141
格式化 129
检查属性 131
扩展 136
删除 124
刷新分区信息 125
分区共享存储 166
负载平衡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384
子磁盘移动 241

G
Global Cluster option 30
GUID 回收 98
格式化分区或卷 129
工具栏 73
功能
SFW 常规 27
故障卷状态 508

故障排除
DMPW 问题 540
常见问题 512
磁盘问题 529
磁盘状态描述 506
磁盘组问题 533
集群问题 538
卷问题 530
卷状态说明 508
连接问题 535
其他问题 528
使用的命令 520
与引导或重新启动相关的问题 536
规则管理器 193

H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 窗
口 238
恢复存储组 (RSG) 313
绘图窗口 237, 239
基本磁盘
定义 38
故障排除 145
函数 140
恢复到联机状态 514
配置 46
升级为动态磁盘 145
基本卷
定义 39
故障排除 145
扩展 136
修复 516

I
IMF 173
iSCSI
ISCSI 目标和 iSCSI 启动器概述 180
VEA iSCSI 启动器节点 183
VEA iSCSI 阵列节点 187
VEA iSNS 服务器节点 188
vxdg latestart 命令 570
发现域 (DD) 定义 180
发现域集 (DDS) 定义 180
关于 iSCSI SAN 180
关于 iSNS 服务器 180
使用 SFW 进行配置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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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基本磁盘
升级为动态磁盘 529
基本卷
使基本卷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516
Join Subdisk (结合子磁盘) 命令 245
集群
使用动态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281
检查分区或卷的属性 131
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 145
故障排除 529
注意事项 48
解决常见问题 512
警报日志 192
镜像
创建镜像 210
创建时出现问题 531
动态重新布局 226
断开镜像 212
断开与删除之间的差异 212
镜像引导卷或系统卷时出现问题 532
删除镜像 213
设置读取策略 214
添加镜像 210
性能 62
修复卷 526
引导卷和系统卷 216, 532
重新激活镜像卷 216
卷
查看 72
创建动态卷 51
动态的优点 31
粉碎 124, 609
格式化 129
检查属性 131
扩展 133
名称 556
容量监视 198
删除 124
使动态卷恢复正常状态 517
刷新 125
缩小 137
卸载 129
修复动态卷 517, 526
修复基本卷 516
重新激活动态卷 525
状态说明 508
卷标签
添加或更改 129

卷读取策略 214
卷详细信息（磁盘视图） 84
卷影复制服务 (VSS) 288

K
控制面板 92
快速格式化 141
快速故障转移
SFW 更改 173
不支持 179
关于 172
启用 175
限制 178
快速文件重新同步 (FFR) 285
快速重新同步
启用和禁用 252
限制 251
重新同步 251
主要主题 251
快照命令
Prepare (准备) 257
Snap Abort (快照中止) 265
Snap Back (快照合并) 263
Snap Clear (快照清除) 264
Snap Shot (快照) 261
另请参见 vxassist prepare、vxassist
snapshot 255
主要主题 255
扩展磁盘（Disk View (磁盘视图)） 83
扩展动态卷 133

L
历史统计信息 237
连接到远程计算机
故障排除 535
连续卷类型 33, 60
联机磁盘状态 506
联机监视窗口 231
路径 (MPIO)
客户端 398
删除 398
添加 397
状态 408
逻辑驱动器
创建 144
删除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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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ark Partition Active (标记为活动分区) 命令 144
MIB 文件 196
Microsoft Exchange 中的复制 315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 请参见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法定仲裁时间设置 485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支持
SFW 如何与 Microsoft 故障转移集群一起使
用 476
安装 SFW 后安装 477
创建动态镜像仲裁资源 483
创建集群磁盘组 478
法定仲裁时间设置 485
其他注意事项 486
MPIO
菜单 393
磁盘的负载平衡设置 401
路径状态 408
请参见“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382
设备设置 394, 396, 407
设置阵列主路径 396
设置主路径 396
属性 394, 397, 408
添加和删除路径 397
阵列的负载平衡设置 399, 404
阵列设置 394, 396, 406
阵列主路径 403
主路径 403
命令行界面
书写约定 556

N
New Logical Drive (新建逻辑驱动器) 命令 144
NTFS 文件系统 141

O
Online Data Display Options (联机数据显示选项) 窗
口 234
options
配置 65
一般说明 28

P
Ping Disk (Ping 磁盘) 命令 113
plex
定义 30, 40
Print (打印) 命令（Disk View (磁盘视图)） 83

Projection (投影)（Disk View (磁盘视图)） 83
配置信息
磁盘 31

Q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141
清除热重定位信息 223
驱动器路径 128–129
取消格式化 130

R
RAID
定义 32
硬件和软件 36
RAID 级别 0（条带化） 34
RAID 级别 0+1（镜像条带） 35
RAID 级别 1（镜像） 34
RAID 级别 5（带奇偶校验的条带化） 35
RAID-5 卷
创建卷时出现问题 531
修复 526
RAID-5 日志记录
描述 224
删除日志 225
添加日志 224
Reactivate Disk (重新激活磁盘) 命令 524
Reactivate Volume (重新激活卷) 命令 216
Refresh (刷新) 命令 125, 520
Remove Private Dynamic Disk Group Protection (删
除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命令 169
Replace Disk (替换磁盘) 116
热点 231
热重定位
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 220
撤消热重定位 222
清除热重定位信息 223
热重定位模式 220
主要主题 219
日志记录
RAID-5 日志记录 224
镜像卷的脏区日志 223
删除日志 225
添加日志 224
容错 208, 383
容量监视
简介 198
软件 RAID
SFW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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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要求
SFW 31
软件组件
SFW 30

S
S.M.A.R.T. 监视 196
SAN
引导 594
SCSI 协议设置 99
Search (搜索) 命令 85
Select Objects for Online Monitoring (选择联机监视的
对象) 窗口 236
Set Disk Usage (设置磁盘使用率) 115, 220
Set Volume Usage (设置卷用法) 214
SFW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471
存储管理解决方案概述 449
校园集群 474
在 Hyper-V 父分区中运行的优势 448
SFW FlashSnap 采用快照 473
SFW 的 FlashSnap 功能 473
Show Legend (显示图例) 命令（Disk View (磁盘视
图)） 83
SmartMove 101, 245
Split Subdisk (拆分子磁盘) 命令 244
Start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开始收集历史数据) 窗
口 239
Stop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停止收集历史数据) 窗
口 240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VCS) 支持 490
SFW HA 如何与 VCS 配合使用 491
概述 490
集成步骤 491
其他注意事项 497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概述 382
容错 383
主动/被动 384
主动/主动 384
主题 382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DMPW) 471
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540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472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支持 499
Volume Replicator 工作原理 500
Volume Replicator 术语 503
概述 499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步骤总结 501
删除
磁盘 113
动态磁盘组 156
分区 124
镜像 213
卷 124
路径 (MPIO) 398
逻辑驱动器 124
设备设置 (MPIO) 394, 396, 407
失败磁盘状态 506
实时统计数据 231
使用 SFW 存储的校园集群 474
使用 SFW 的存储管理解决方案 449
使用 SFW 实现 HBA 缓存 43
使用 SFW 写入缓存 43
事件监视
警报日志 192
事件日志配置 192
事件日志严重程度级别 192
事件日志 192
事件通知
SFW 的 SNMP MIB 文件 196
规则管理器 193
主要主题 193
首选项
设置 67
属性
磁盘 119
动态磁盘组 169
分区或卷 131
与 MPIO 相关的路径 394, 397, 408
子磁盘 242
术语
SFW 38
树视图
VEA GUI 75
刷新视图命令（磁盘视图） 82
搜索报告
创建 89

T
Task Throttling (任务控制) 命令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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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 Alignment (磁道对齐)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设置 106
提供程序 519
添加
磁盘至系统 108
镜像 210
路径 (MPIO) 397
向动态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110
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168
添加或更改分区或卷标签 129
停止的卷状态 508
同步快照 342
统计数据
Historical Statistics Settings (历史统计数据设置)
窗口 238
历史统计数据的设置步骤 237
实时 231
实时统计数据的设置步骤 233
统计信息
Online Data Display Options (联机数据显示选项)
窗口 234
Select Objects for Online Monitoring (选择联机监
视的对象) 窗口 236
Start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开始收集历史数
据) 窗口 239
Stop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停止收集历史数
据) 窗口 240
队列深度 234
绘图窗口 237, 239
历史 237
联机监视窗口 231
热点 231
统计信息参数 229
子菜单 233
投影（磁盘视图） 85
图例 80
退化卷状态 508
脱机磁盘
使联机 512
脱机磁盘状态 506
脱离主机备份 249

V
VCS
请参见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支持 490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GUI
控制面板 92
树视图 75
下部窗格 81

右窗格 77
左窗格 75
Vol Details (卷详细信息)（Disk View (磁盘视图)） 83
Volume Manager 的 SNMP MIB 文件 196
Volume Replicator
请参见“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Volume
Replicator (Volume Replicator) 支持” 499
VSS 快照
Microsoft Exchange 292
Microsoft SQL 337
VSS 计划程序向导 298, 342
vxassist 命令
addlog 609
assign 639
break 609
create_drive 639
create_ext 639
create_part 639
delete 609
delete_ext 639
growby 609
make 609
prepare 609
querymax 609
remove 609
Rescan (重新扫描) 609
resetbus 609
shred 609
shrinkby 609
snapclear 609
unassign 639
镜像 609
快照 609
快照合并 609
刷新 609
主要主题 609
vxcbr 命令
backup 668
restore 668
write_signature 668
配置备份 GUI 93
vxclus 命令
cleanup 594
disable 594
enable 594
useSystemBus OFF 594
useSystemBus ON 594
主要主题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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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g 命令
adddisk 570
deport 570
dginfo 570
import 570
init 570
join 570
latestart 570
list 570
protect 570
recover 570
refreshff 570
release 570
repldisk 570
rmdisk 570
split 570
upgrade 570
主要主题 570
vxdisk 命令
diskinfo 597
list 597
merge 597
reactivate 597
sig 597
主要主题 597
vxdmpadm getdsmattrib 651
vxdmpadm 命令 651
allperf 651
arrayinfo 651
deviceinfo 651
pathinfo 651
setattr array 651
setattr device 651
setattr path 651
磁盘列表 651
设置 isislog 651
重新扫描 651
vxedit 命令 648
vxevac 命令 643
vxfsync 命令 696
vxprint 命令 700
vxscrub 命令 697
vxsd 命令
join 644
mv 644
split 644
主要主题 644
vxsnap 命令 670
vxstat 命令 646

vxtask 命令 648
vxunreloc 命令 651
vxverify 命令 699
vxvol 命令
growfs 559
rdpol prefer 559
rdpol round 559
reactivate 559
repair 559
set fastresync 559
volinfo 559
主要主题 559

W
Windows Server 功能
卷影复制服务 (VSS) 288
虚拟磁盘服务 (VDS) 32
外来磁盘
“Merge Foreign Disk (合并外来磁盘)”命令 522,
597
使外来磁盘恢复联机 515
状态 506
完整卷显示（磁盘视图） 85
未签名的磁盘类型 109
未知组 534
文件系统命令 130
无磁盘签名磁盘状态 506
无介质磁盘状态 506

X
下部窗格
VEA GUI 81
卸载卷 129
新建卷向导中的卷大小 52
修复
基本卷 516
动态 RAID-5 卷 526
动态镜像卷 526
虚拟磁盘服务 (VDS) 32

Y
严重程度级别（事件） 192
已导入磁盘状态 506
已断开连接磁盘状态 506
已展开视图（磁盘视图） 84
右窗格
VEA GUI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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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连接
条件 44
远程连接的条件 44
运行 SFW 的准则 69
运行良好的卷状态 508

Z
在计算机之间移动磁盘组 162
在空文件夹上装入 NTFS 卷 128
脏区日志
说明 223
阵列设置 (MPIO) 394, 396, 406
阵列主路径 (MPIO) 396, 403
正在格式化的卷状态 508
正在重建（正在重新生成） 508
正在重新生成的卷状态 508
正在重新同步的卷状态 508
主动/被动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384
主动/主动 (Symantec Dynamic Multi-Pathing for
Windows) 384
主动态磁盘组和辅助动态磁盘组 154
主路径 (MPIO) 396, 403
专用动态磁盘组保护
创建 167
删除 169
添加 168
卸载后被删除 534
主要主题 166
状态信息
使用 505
子磁盘
plex 偏移 242
磁盘偏移 242
属性 242
有关对跨接卷进行自定义的问题 532
子磁盘上的 plex 偏移 242
子磁盘上的磁盘偏移 242
子磁盘移动
拆分
和结合. 请参见 “Join Subdisk (结合子磁盘)”
命令. 请参见 “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
盘)”命令. 请参见 “Split Subdisk (拆分子磁
盘)”命令. 请参见 上下文菜单. 请参见 主
要主题
最大大小按钮 52
左窗格
VEA GUI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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