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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
本文档包含以下主题：
■

关于本文档

■

关于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

关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

重要版本信息

■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6.0 中引入的更改

■

系统要求

■

已解决的问题

■

已知问题

■

软件限制

■

文档

关于本文档
本文档提供有关适用于 AIX 的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ynamic
Multi-Pathing) 版本 6.0 的重要信息。请在安装或升级 Dynamic Multi-Pathing 之
前仔细阅读整个文档。
“版本说明”中的信息可取代 Dynamic Multi-Pathing 的产品文档中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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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版本说明》是文档版本：6.0.0。开始之前，
请确保使用的是本指南的最新版本。Symantec 网站上提供了最新的产品文档，网
址为：
https://sort.symantec.com/documents

关于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为在系统上配置的操作系统本机设备提供了
多径处理功能。DMP 创建 DMP 元设备（也称为 DMP 节点）来表示指向同一物理
LUN 的所有设备路径。
DMP 可作为 Storage Foundation 的组件使用。 DMP 支持 DMP 元设备上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和这些卷上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
DMP 也可作为单独产品使用，它扩展了 DMP 元设备，可支持 OS 本机逻辑卷管理
器 (LVM)。可以在 DMP 元设备上创建 LVM 卷和卷组。
DMP 支持用作分页设备的 LVM 卷设备。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可以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单独授权。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功能未附带 DMP 许可证。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许可证、SF HA Enterprise 许可证和标准许可证中
包含 DMP 功能。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和磁盘组可以与 LVM 卷和卷组共存，但是每
个设备只能支持其中一种类型。如果磁盘具有 VxVM 标签，则该磁盘对 LVM 不可
用。同样，如果磁盘正由 LVM 使用，则该磁盘对 VxVM 不可用。

关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是一个网站，可自动处理和简化某
些最耗时的管理任务。SORT 有助于您更高效地管理数据中心，并充分利用 Symantec
产品。
SORT 可以帮助您执行以下操作：
为下一次安装或升级做准 ■ 列出产品安装和升级要求，包括操作系统版本、内存、磁盘空
备
间和体系结构。
■ 分析系统以确定是否已做好安装或升级 Symantec 产品的准
备。
■ 从中央储存库下载最新的修补程序、文档和高可用性代理。
■

访问硬件、软件、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的最新兼容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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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风险

提高效率

从中央储存库获取有关对修补程序、阵列特定模块
(ASL/APM/DDI/DDL) 和高可用性代理所做更改的自动电子邮
件通知。
■ 确定并降低系统和环境风险。
■

■

显示数百个 Symantec 错误代码的说明和解决方案。

■

根据产品版本和平台查找并下载修补程序。

■

列出已安装的 Symantec 产品和许可证密钥。

■

调整并优化您的环境。

注意：SORT 的某些功能并非对所有产品都可用。访问 SORT 不需要额外费用。
要访问 SORT，请转到：
https://sort.symantec.com

重要版本信息
■

有关此版本的重要更新，请查看 Symantec 技术支持网站上最新发布的新闻和技
术说明：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64885

■

有关此版本可用的最新修补程序，请转到：
http://sort.symantec.com/

■

硬件兼容性列表中包含有关所支持硬件的信息，该列表会定期更新。有关所支
持硬件的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 URL：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0013
在安装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之前，
请查看最新的兼容性列表，以确认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6.0 中引入的更改
本节列出了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6.0
的更改。

与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相关的更改
以下各节介绍此版本中与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相关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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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 检测到“掉电保护”存储设备服务器功能
在此版本中，当存储设备服务器具有“掉电保护”功能时，DMP 会检测到这一点。
某些阵列（如 Oracle Sun Storage 7310）使用此功能在电源关闭再打开、控制器重
新启动及其他类似操作中保护持久性保留和注册。
如果 DMP 检测到设备支持此功能，则 DMP 会按照 SPC-3 规范在随 REGISTER,
REGISTER AND IGNORE EXISTING KEY 服务操作发送的 PERSISTENT RESERVE
OUT 参数数据中将 APTPL（激活掉电保护）位设置为 1。
如果将 APTPL 设置为 1，则在阵列控制器接管或故障回复操作期间将保护持久性保
留 (PR) 项。

使用模板调整动态多径处理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具有多个可调参数和属性，可通过配置它们
来获得最佳性能。在此版本中，DMP 引入了模板方法，这样通过单一操作便可更新
多个可调参数和属性。模板表示完整或部分 DMP 配置，其中显示主机的参数和属
性的值。
要查看和使用可调参数，您可以将 DMP 可调参数的配置值转储到一个文件。如有
必要，对参数和属性进行编辑。然后，将模板文件加载到主机，就可以通过单一操
作更新所有值。
有关使用模板调整 DMP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Tuning Guide（《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调整指南》）。

对 ALUA 阵列的 DMP 支持的更改
在此版本中，DMP 已增强了对 ALUA 阵列的支持。DMP 现在可以有效处理 ALUA
标准的多数实施。这些增强功能包括：
■

DMP 现在可以检测 ALUA 阵列是 A/A-A、A/A 还是 A/P-F。

■

当节点脱离集群时，DMP 可以正确处理阵列状态。现在在内部设置了磁盘阵列
级别属性 failoverpolicy。

■

DMP 可以处理 ALUA 阵列的备用和不可用 LUN 状态。

■

DMP 可以监视 LUN 所有权更改。DMP 可能根据 LUN 的当前状态切换 I/O 负
载。

动态多径处理 (DMP) 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检测到扩
展属性并予以报告
如果您安装有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并配置了 Central Management
Server，则 DMP (DDL) 的设备发现层 (DDL) 可能会获取托管主机的扩展属性。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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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外从 VOM 数据库获取这些附加属性。DMP 通过 vxdisk -p list 命令输出显
示这些属性。
请参见“管理指南”。

DMP 可调参数 dmp_enable_restore 重命名为 dmp_restore_state
DMP 可调参数 dmp_enable_restore 重命名为 dmp_restore_state。
dmp_restore_state 可调参数可以具有下列值：
■

enabled
启用并启动 DMP 路径还原线程。

■

disabled
停止并禁用 DMP 路径还原线程。

■

stopped
在下一个设备发现周期之前，停止 DMP 路径还原线程。

DMP 命令的命令补全功能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现在支持 DMP 命令的命令补全功能。在此
版本中，仅在 bash shell 上支持命令补全功能。该 shell 必须为 bash 2.4 版或更高
版本。
要使用此功能，请在输入受支持的 VxVM 或 DMP 命令的同时按 Tab 键。该命令尽
可能快地补全。如果存在选项，该命令补全功能会显示该命令的后续有效选项。输
入显示的值之一。括号中的值表示用户指定的值。
注意：在此版本中，命令补全功能不支持特定于平台的选项。
下列命令支持命令补全功能：
■

vxdisk

■

vxdmpadm

■

vxddladm

DMP 支持使用 DMP ODM 定义的 LVM rootvg
此版本的动态多径处理支持使用 DMP ODM 定义的 LVM 根卷组 (rootvg)，这使 LVM
命令（例如 lspv 和 lsvg -p rootvg）可以显示 DMP 设备名称而不是本机 (hdisk)
名称。
如果启用 dmp_native_support 功能，则 DMP 支持 LVM rootvg 的联机配置，也就
是使用 extendvg 命令将 DMP 设备添加到 LVM rootvg，或者使用 reducevg 命令
删除 DMP 设备。在以前的版本，此操作需要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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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IX 上发现重命名的设备
从 AIX 6.1TL6 开始，AIX 提供通过使用 rendev 命令重命名设备的功能。现在，您
可以指定用户定义的名称，而不是传统的 hdisk 名称。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现在可以发现重命名的设备。DMP 同时支
持针对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 (EBN) 和操作系统命名 (OSN) 的设备重命名。重命名设
备之前，请从 VxVM/DMP 控制中删除 DMP 节点。
可以使用 vxdmpadm 命令启用和禁用重命名的路径。
重命名的设备不支持下列功能：
■

启用根目录可置性

■

使用 vxconvert 命令将 LVM 迁移到 VxVM。

■

热重定位

DMP 增强功能
在此版本中提供了以下 DMP 增强功能：
■ vxdmpadm enable

和 vxdmpadm disable 这两个命令现在接受命令行上的多个

控制器。
■

此外，现在还可以在给定控制器与端口 ID 对之间启用或禁用路径。如果既指定
HBA 控制器又指定阵列端口，则 DMP 会禁用存储区域网络 (SAN) 的特定部分
上的 I/O。

■ vxdmpadm stat errord

和 vxdmpadm stat restored 这两个命令已废弃。

要查看还原任务的状态，请使用 vxdmpadm gettune 命令。
■

在 DMP 中排除或包括路径的功能已废弃。
从 DMP 而不是从 VxVM 排除路径可能会导致不支持的配置。用于在 DMP 中排
除或包括路径的命令现在已废弃。您可以从 VxVM 排除或包括路径。已废弃的
命令如下：
vxdmpadm exclude dmp
vxdmpadm include dmp
vxdiskadm：Suppressing or including devices for VxVM 下的 DMP 选项

■ vxddladm list devices 命令现在显示 ASL 的名称，即使跳过设备也是如此。
■

新增了 vxddladm status eventsource 以显示 vxesd 后台驻留程序的状态。

■ vxscsiinq

诊断实用程序已得到增强，现在采用十六进制页码作为参数。

与安装和升级相关的更改
在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6.0 中，产品安装程序的更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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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在 AIX 上使用 Network Installation Manager 备用磁盘迁移
实用程序来升级产品
现在，可以使用 Network Installation Manager 备用磁盘迁移 (nimadm) 实用程序
来升级操作系统和产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安装指南”。

使用安装程序的 postcheck 选项
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 postcheck 选项来诊断安装相关问题并提供故障排除信息。

允许响应文件更改调整参数
您可以使用可调参数模板文件来设置非默认产品和系统可调参数。使用该文件可以
在安装期间或安装后设置 I/O 策略等可调参数或者切换本机多径处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安装指南”。

安装程序可以检查产品版本和修补程序
在安装之前或之后，您可以使用带有 -version 选项的 installer 命令检查现有产品
的版本。安装当前版本的产品后，可以使用 /opt/VRTS/install 目录中的 showversion
脚本查找版本信息。
通过这些命令可以查找以下信息：
■

所有已发行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uite 产品的已安装版本

■

缺少的必备文件集或修补程序（因平台而异）

■

SORT 提供的已安装产品的可用更新（包括修补程序）

该脚本可以识别 4.0 及更高的版本，视具体产品而定。

软件包更新
下面列出了此版本中的软件包更改。
■

新增了用于产品安装程序脚本的 VRTSsfcpi60 文件集
此版本中引入了 VRTSsfcpi60 文件集。VRTSsfcpi60 文件集包含安装程序用于
安装、配置和升级 Veritas 产品的安装程序脚本和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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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收集 VxExplorer 故障排除存档的增强功能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数据收集器包含用于收集和提交
VxExplorer 存档的功能。您可以将此存档发送给 Symantec 技术支持以便诊断并排
除故障。VxExplorer 不收集客户数据。
当前 VxExplorer 脚本的工作方式与其旧版有所不同。运行该脚本时，它会使用
-vxexplorer 选项在指定本地主机上启动 SORT 数据收集器。
要了解有关使用数据收集器收集 VxExplorer 存档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www.symantec.com/docs/HOWTO32575

与产品文档相关的更改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6.0 版本包括对产品文档的以
下更改。
表 1-1 列出了此版本中引入的文档。
表 1-1

新文档

新文档

说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指南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的安装和升级信
息。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的管理信息。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说明

供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用户查阅的版本特定信息。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的解决方案和用例。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故障排除指南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的故障排除信息。

表 1-2 列出了此版本中废弃的文档。
表 1-2

已废弃的文档

已废弃的文档

说明

Veritas File System 管理指南

这部分内容现在包含在《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和《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中。

Dynamic Multi-Pathing 版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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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废弃的文档

说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指南

这部分内容现在包含在《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和《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中。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高级功能管理指 这部分内容现在包含在《Veritas Storage
南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中。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故障排除指南

这部分内容现在包含在《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故障排除指南》中。

Veritas Cluster Server Agents for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配置指南

这部分内容现在包含在《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规划与优化指南

这部分内容现在包含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Replic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中。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visor 安装使用 这部分内容现在包含在 Veritas Storage
指南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Replic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中。

表 1-3 列出了不再与二进制文件捆绑的文档。这些文档现在可通过联机方式获得。
表 1-3

联机文档

文档
Veritas Cluster Server Agent 开发指南
Veritas File System 程序员参考指南

系统要求
本节介绍此版本的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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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兼容列表
兼容性列表中包含有关所支持硬件的信息，该列表会定期更新。有关支持的硬件的
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 URL：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0013

支持的 AIX 操作系统
本节列出了此版本 Veritas 产品所支持的操作系统。
表 1-4 显示了此版本支持的操作系统。
表 1-4

支持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级别

芯片组

AIX 7.1

TL0 或更高版本

操作系统支持的所有芯片组

AIX 6.1

TL5 或更高版本

Power 7、Power 6 或更早版本

请务必安装 IBM APAR for AIX 6.1 TL6 和 TL7 或 AIX 7.1 TL0 和 TL1。要获取升级
所需的 APAR，请与 IBM 联系。

AIX 7.1 支持虚拟处理器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在 AIX 7.1 上，最多支持 1024 个虚拟处理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内存要求
Symantec 建议操作系统的最低内存要求为 2 GB。

已解决的问题
本节介绍此版本中已修复的事件。
请参见相应的“版本说明”，以获取已修复的该产品相关事件的完整列表。
请参见第 23 页的“文档”。

已知问题
本节介绍了本版本中的已知问题。
请参见相应的“版本说明”，以获取已知的该产品相关问题的完整列表。
请参见第 23 页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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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LVM 卷组是在 OS 设备路径上创建的，则 DMP 中的某些路径可
能会被禁用 (1978941)
在 AIX 上，如果 LVM 卷组是直接在 OS 设备路径上创建的，则 SCSI 驱动程序会在
该 LUN 的其余路径上执行 SCSI2 保留。这样可能会禁用相应 DMP 设备的某些路
径，如 vxdmpadm getsubpaths 命令输出所示。对于某些阵列，vxdisk list 命令
显示设备处于 error 状态下。
如果 LVM 卷组是在 DMP 设备上创建的，则不会出现此问题。
此问题的示例：
# vxdisk list | grep emc0_00bc
emc0_00bc

auto:none

-

-

online invalid

#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emc0_00bc
NAME
STATE[A] PATH-TYPE[M] CTLR-NAME ENCLR-TYPE ENCLR-NAME ATTRS
======================================================================
hdisk110 ENABLED(A)
fscsi0
EMC
emc0
hdisk123 ENABLED(A)
fscsi0
EMC
emc0
hdisk136 ENABLED(A)
fscsi1
EMC
emc0
hdisk149 ENABLED(A)
fscsi1
EMC
emc0
# vxdisk rm emc0_00bc
# mkvg -y dmxvg hdisk110
dmxvg
# lspv | egrep "hdisk110|hdisk123|hdisk136|hdisk149"
hdisk110
hdisk123
hdisk136
hdisk149

00c492ed6fbda6e3
none
none
none

dmxvg
None
None
None

active

# vxdisk scandisks
#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emc0_00bc
NAME
STATE[A] PATH-TYPE[M] CTLR-NAME ENCLR-TYPE ENCLR-NAME ATTRS
=====================================================================
hdisk110 ENABLED(A) fscsi0
EMC
emc0
hdisk123 DISABLED
fscsi0
EMC
emc0
hdisk136 DISABLED
fscsi1
EMC
emc0
hdisk149 DISABLED
fscsi1
EMC
emc0
-

18

Dynamic Multi-Pathing 版本说明
已知问题

解决此问题

1

Varyoff LVM 卷组：
# varyoffvg dmxvg

2

使磁盘脱离 VxVM 的控制。
# vxdisk rm emc0_00bc

3

触发 DMP 重新配置。
# vxdisk scandisks

4

处于“禁用”状态的设备现在会显示为“启用”。
#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emc0_00bc
NAME
STATE[A] PATH-TYPE[M] CTLR-NAME ENCLR-TYPE ENCLR-NAME ATTRS
====================================================================
hdisk110 ENABLED(A)
fscsi0
EMC
emc0
hdisk123 ENABLED(A)
fscsi0
EMC
emc0
hdisk136 ENABLED(A)
fscsi1
EMC
emc0
hdisk149 ENABLED(A)
fscsi1
EMC
emc0
-

由于还原后台驻留程序时间间隔较长，在还原阵列连接后，I/O 在某
些路径上失败 (2091619)
如果某个路径与阵列断开连接，系统会将其标记为可能失败，因此不会将其用于
I/O。还原连接后，还原后台驻留程序将在探测路径时检测到该路径已还原。还原后
台驻留程序将使该路径对 I/O 可用。还原后台驻留程序按照通过可调参数
dmp_restore_interval 设置的时间间隔探测路径。如果将 dmp_restore_interval 参
数设置为一个很大的值，则在到达下一个时间间隔之前，这些路径对 I/O 不可用。

升级到 VxVM 6.0 后不会持续保留磁盘阵列属性的变化 (2082414)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6.0 中的某些阵列名称不同于 5.1SP1 之前版本中
的阵列名称。 因此，如果从早期版本升级到 VxVM 6.0，磁盘阵列属性的变化可能
不会持续保留。 升级到 VxVM 6.0 后，为这些阵列设置的任何磁盘阵列属性都会重
置为默认值。手动重新配置磁盘阵列属性可以解决此问题。
表 1-5 显示了具有新阵列名称的 Hitachi 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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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具有新阵列名称的 Hitachi 阵列

以前的名称

新名称

TagmaStore-USP

Hitachi_USP

TagmaStore-NSC

Hitachi_NSC

TagmaStoreUSPV

Hitachi_USP-V

TagmaStoreUSPVM

Hitachi_USP-VM

<新增部分>

Hitachi_R700

Hitachi AMS2300 系列阵列

新阵列名称基于型号 8x。例如，AMS_100、
AMS_2100、AMS_2300、AMS_2500，等等。

此外，磁盘阵列 VIX 和 3PAR 的阵列支持库 (ASL) 现在会将报告的机柜号由十六进
制转换为十进制编号，以与 GUI 上显示的值相对应。 由于机柜序列号已更改，因
此，升级到 VxVM 6.0 后，为这些阵列设置的任何磁盘阵列属性都会重置为默认值。
手动重新配置磁盘阵列属性可以解决此问题。
下列磁盘阵列的机柜序列号已更改：
■

IBM XIV 系列阵列

■

3PAR 阵列

DS4K 系列阵列限制
DS4K 阵列系列与 AIX 主机连接到一起时，如果断开了存储的所有路径并将其重新
连接回去，则不会自动发现该存储。要发现该存储，请在所有受影响的主机上运行
cfgmgr OS 命令。运行 cfgmgr 命令后，DMP 还原后台驻留程序会自动在下一个路
径还原周期中使路径返回联机状态。下一个路径还原周期的时间取决于可调参数
dmp_restore_interval 所指定的还原后台驻留程序间隔（以秒为单位）。
# vxdmpadm gettune dmp_restore_interval
Tunable
-----------------------dmp_restore_interval

Current Value
------------300

Default Value
------------300

在与 AIX 主机连接的 DS4K 阵列系列上，支持将 DMP 与 RDAC 一起使用。在 MPIO
环境中，在与 AIX 主机连接的 DS4K 系列阵列上不支持 DMP。

IO 正在进行时，vxconfigd 在执行路径删除操作时挂起 (1932829)
在 HBA 固件版本为 SF240_320 的 AIX 中，如果从交换机或从阵列禁用路径，vxdisk
scandisks（设备发现）会需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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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要解决此问题，请将 HBA 固件版本升级到 SF240_382。

不支持将 DMP 设备或其操作系统设备路径添加为外部磁盘 (2062230)
当启用 DMP 本机支持时，不支持使用 vxddladm addforeign 命令将 DMP 设备或
其 OS 设备路径添加为外部磁盘。使用此命令可能会导致无法解释的行为。

重新启动 VIOS 后无法添加 DMP 节点的次级路径 (2564356)
如果使用命令 vxdmpadm getsubpaths ctlr=fscsi* 检查路径状态后重新启动
VIOS，则不允许添加 DMP 节点的次级路径。
如果使用命令 vxdmpadm getsubpaths ctlr=fscsi* 检查路径状态后执行 vxdisks
Scandisks，则允许添加 DMP 节点的次级路径。

在升级到 6.0 后 DMP 本机支持未持久保留 (2526709)
在升级到 DMP 6.0 后，DMP 可调参数 dmp_native_support 未持久保留。在升级
后，使用以下命令设置可调参数：
# vxdmpadm settune dmp_native_support=on

从 PowerPath 取消托管的设备处于错误状态 (2482308)
在从 PowerPath 取消托管设备后，设备处于错误状态。
解决方法：
重新启动已启用 DMP 的系统以声明设备。

AIX 6.1 上通过 failovermode 1 或 4 配置的 CLARiiON 存储上的阵列控
制器重新启动 (2418875)
在 AIX 6.1 主机上，当您重新启动通过 failovermode 1 或 4 配置的 CLARiiON 阵列
上的阵列控制器时，dmpnode 可能会进入失败状态，从而导致 LUN 出现 I/O 故障。

与安装相关的问题
本节介绍了安装和升级期间的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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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级期间停止安装程序然后再恢复升级可能会冻结服务组
(2591399)
如果您在安装程序已停止一些进程后停止安装程序，然后再恢复升级，则服务组会
因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而冻结。
解决方法：在升级完成后，您必须手动取消冻结服务组。
手动取消冻结服务组

1

列出所有冻结的服务组
# hagrp -list Frozen=1

2

取消冻结所有冻结的服务组：
# haconf -makerw
# hagrp -unfreeze service_group -persistent
# haconf -dump -makero

不正确的错误消息：error:failed to stat 等 (2120567)
在安装过程中，您可能会收到如下所示的错误：error:failed to stat /net: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请忽略此消息。在具有装入记录 /net/x.x.x.x 的节点上，很有可
能会看到此消息。但是，/net 目录在安装时不可用。

EULA 更改 (2161557)
所有 EULA 的位置已更改。
英语版 EULA 现在出现在 /product_dir/EULA/en/product_eula.pdf 中
日语版和中文版 EULA 现在以相应语言出现下列位置：
日语版 EULA 出现在 /product_dir/EULA/ja/product_eula.pdf 中
中文版 EULA 出现在 /product_dir/EULA/zh/product_eula.pdf 中

产品迁移期间安装程序估算的磁盘空间使用量过高 (2088827)
安装程序将会显示所有产品文件集和修补程序所需的空间。在迁移过程中，有些文
件集已安装，而有些文件集已删除。这会释放磁盘空间。因此，安装程序显示的所
需空间大于实际所需的空间。
解决方法：如果磁盘空间小于安装程序显示的所需空间，但大于实际所需的空间，
请使用 -nospacecheck 选项运行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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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命令的 -help 选项输出错误的参数列表 (2138046)
对于 installsf、installat 和 installdmp 脚本，虽然 -help 选项输出显示 -security、
-fencing 和 -addnode 选项是受支持的，但实际上不受支持。这些选项仅适用于高
可用性产品。

安装期间忽略 VRTSgms 引导请求 (2143672)
在安装期间，可能会看到此错误，可将其忽略。

VRTSgms: old driver is still loaded...
VRTSgms: You must reboot the system after installation...

软件限制
本节介绍了此版本的软件限制。
请参见相应的“版本说明”，以获取该组件或产品相关的软件限制的完整列表。
请参见第 23 页的“文档”。

在 AIX 6.1TL6 上重命名设备的限制
如果在 AIX 6.1TL6 上通过 rendev 命令重命名操作系统 (OS) 路径，该操作可能会
使路径脱离 DMP 的控制。DMP 无法发现这些路径。

不支持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工具来升级安全集群
此版本不支持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工具（例如备用磁盘安装 (ADI) 和 Network Install
Manager Alternate Disk Migration (NIMADM)）来升级安全集群。

NetApp 存储挂接环境的 DMP 设置
要在 NetApp 存储挂接环境中最大程度地减少路径还原时间并提供最高的可用性，
请设置以下 DMP 可调参数：
表 1-6
参数名称

定义

新值

dmp_restore_internal DMP 还原后台驻留程 60 秒。
序周期
dmp_path_age

DMP 路径老化可调参 120 秒。
数

默认值
300 秒。

3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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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在重新启动后保持不变。
更改可调参数

1

执行以下命令：
# vxdmpadm settune dmp_restore_internal=60
# vxdmpadm settune dmp_path_age=120

2

要验证新设置，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tune dmp_restore_internal
# vxdmpadm gettune dmp_path_age

AIX 虚拟化环境中的 DMP 支持 (2138060)
DMP 不支持通过 vSCSI 和 NPIV 接口将路径导出到同一个 LUN。
DMP 将通过 vSCSI 和 NPIV 接口看到的同一个 LUN 视为两个单独的 LUN，因为对
于 vSCSI 设备，LUN 在 VIOC 级别的行为因 VIOS 级别的中间 SCSI 接口而不同。

如果从 DMP 排除最后一条路径，LVM 卷组将处于不可用状态
(1976620)
在本机 LVM 卷组使用 DMP 设备时，请勿排除设备的最后一条路径。否则，可能会
将 LVM 卷组置于不可用状态。

文档
软件介质上的 /product_name/docs 目录中提供了 PDF 格式的产品指南。其他文档
通过联机方式提供。
Symantec 建议将相关信息（例如，安装指南和版本说明）复制到系统的
/opt/VRTS/docs 目录中，以备参考。
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文档的最新版本。每个指南的第 2 页提供了文档版本信息。从
Symantec 网站可以获取最新的产品文档。
http://sort.symantec.com/documents

文档集
表 1-7 列出了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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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文档

文档标题

文件名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版本说明

dmp_notes_60_aix.pdf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安装指南

dmp_install_60_aix.pdf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dmp_admin_60_aix.pdf

如果您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管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请参考 VOM 产品文档，网址是：
http://sort.symantec.com/documents

手册页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的手册页安装在
/opt/VRTS/man 目录中。
设置 MANPATH 环境变量，以便 man(1) 命令可以指向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手
册页：
■

对于 Bourne 或 Korn shell（sh 或 ksh），请输入以下命令：
MANPATH=$MANPATH:/opt/VRTS/man
export MANPATH

■

对于 C shell（csh 或 tcsh），请输入以下命令：
setenv MANPATH ${MANPATH}:/opt/VRTS/man

请参见 man(1) 手册页。

